
揖调查与研究铱

第 38 卷第 2 期
2019 年 4 月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Vol. 38摇 No. 2
April摇 2019

秋季东海水体 Eh、pH 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孙学诗1,摇 胡治洲1,摇 刘摇 明1,摇 逄摇 悦1,摇 范德江1,2

(1. 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2. 青岛

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海洋地质过程与环境功能实验室,山东 青岛 266061)

摘摇 要:根据 2016 年 9 ~ 10 月在东海海域 38 个站位取得的 114 个水体样品的氧化还原电位(Eh)和酸碱

度(pH)现场测试数据,结合同步获得的水文环境要素调查资料,分析了该区秋季 Eh 和 pH 的空间分布特

征及主要影响因子。 结果显示:秋季水体 Eh 值范围在 337. 2 ~ 588. 3 mV,平均值为 526. 57 mV,空间上呈

现不连续分布特征,内陆架为高 Eh 区,口门外为低 Eh 区;pH 介于 7. 80 ~ 8. 24 之间,平均为 8. 04,呈现近

岸低、离岸高、表层高、底层低的特点。 针对实测 Eh 与 Nernst 理论值非耦合现象,认为非热力学平衡状态

下海域高 Eh 值主要受控制于 O2( aq ) / H2O 电对浓度,其次受海水层化现象阻滞海鄄气交换影响,水体有机

物矿化分解及 Fe(芋)还原的相对贡献量增加。 此外,Eh 与温度呈显著负相关,与盐度呈显著正相关,表
明物理过程是影响氧化还原反应的重要因素。 pH 与温度、盐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长江冲淡水输入、扩
散及混合对近岸 pH 的影响最为显著。 受浊度、叶绿素 a 浓度及 Eh 制约,现场浮游植物生产仅对表层 pH
变化产生作用。 基于 pH鄄T、S 建立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扣除温盐效应,校正后口门外底层低 pH 的存在可

能是水体层化与有机分解相互叠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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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Eh and pH in the East China Sea in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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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in鄄situ measured data of Eh and pH from water body which has collected from 38 stations (a
total of 114 sampl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during autumn season in 2016. With the combination simultaneous obser鄄
vations of environment hydrology,spatial distribution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Eh and pH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illustrated that the values of Eh varies from 337. 2 mV to 588. 3 mV having average value 526. 57 mV which is charac鄄
terized by discontinuities. There is south and north “dual鄄core冶 structure in space having higher values of Eh in the
inner shelf and lower in the estuary. The range of pH value is from 7. 80 to 8. 24 having an average value 8. 04. While
the values of pH in coastal areas and surface layers are higher than as compared to outer shelf and bottom layers,re鄄
spectively. Comparison of two methods are involved to measured Eh with Pt electrode and calculated Eh from the
Nernst equation,we can infer that high Eh in disequilibrium state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concentrations of O2(aq) /
H2O couple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organic mineralization and reduction of Fe(芋) relatively increased due to obvious
stratification. Additionally,significant negative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s emerged between pH and temperature,and sa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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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ity,revealing that physical processes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oxidation鄄reduction reactions.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H,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has been found which is indicating that the variation of pH in near鄄
shore areas are affected by the input,diffusion and mixing of Yangtze Diluted Water. Restricted by turbidity,chloro鄄
phyll and Eh,the production of phytoplankton is only responsible for the variation of pH in surface water. On the basis
of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established by pH鄄T and 鄄S,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have been removed and
the low values of pH performed in bottom water off the estuary may probably due to the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and the
local decomposition of organic matter.
Key words:Eh; pH; East China Sea; spatial distribution; influence factors; normalization

摇 摇 海水的 Eh 值可指示水环境的化学特性—氧

化性或还原性,pH 反映水体酸碱性的强弱,两者

均是海水环境质量评价重要的参考指标。 该物理

化学参数不仅对水体中自生矿物的形成(胶黄铁

矿、纤铁矿及自生重晶石等)、化学元素迁移转化

(诸如有毒元素 As( III)鄄As(V),Cr( III)鄄Cr(VI)
等)等地球化学过程起着关键性作用,而且在可

以一定程度上表征海水的混合、交换运动及水团

发育状态[1鄄2]。 此外,Eh鄄pH 体系变化也会影响有

机和无机属类的移动性和有效性,引起人类源污

染物的赋存、降解和释放等,进而对海洋水体中浮

游生物繁殖、生存、代谢及水产养殖等渔业资源方

面产生重要影响[3]。
东海作为典型的陆架边缘海,不仅涵盖了河

口、近岸、岛屿等多种生态系统,而且毗邻舟山、吕
泗等大型渔场,具有独特的理化特征和生物特性。
同时,该海域流系较为复杂,受低温低盐的长江冲

淡水、沿岸流水团(苏北沿岸流和东海沿岸流)及
高温高盐的台湾暖流和黑潮流系等水团影响显著

(图 1a)。 而海水 Eh 和 pH 作为海洋化学水环境

的关键因子,即使发生细微的变化都可能对整个

海洋生态系统产生巨大影响。 同时,Eh鄄pH 体系

的改变也会直接影响底质沉积物鄄水界面的物质

循环及早期成岩作用[4]。
目前为止,多数研究主要集中该海域悬浮体

浓度、营养盐及有机碳等参数的调查上,且大多以

DO(溶解氧) / RSE(氧化还原敏感性微量元素) /
(Fe3+ / Fe2+ )比值 /特征矿物种类(海绿石 /黄铁

矿) /生物标志化合物(姥鲛烷 /植烷)作为氧化还

原环境的替代性指标,抑或是假定体系完全处于

平衡状态,按不同的氧化还原电对理论计算 Eh
值[5鄄8]。 为此,本研究基于对 2016 年秋季东海海

域水体的 Eh 及 pH 现场测试数据,初步分析了该

海域海水 Eh、pH 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结合同步

调查获得的温度、盐度、浊度及 Chl a 资料,重点

探讨了影响该物理化学参数变化的因素,其结果

将为近海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海洋水体质量环境

评价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 ~ 10 月 27 日在东海海

域(26毅N ~ 31毅N,120毅 E ~ 126毅 E)搭载“科学三

号冶科考船进行现场调查,其中共设置 7 个断面

38 个站位(图 1b)。 使用 Niskin 采水器采集中层

(0. 5 h , h 为站位水深)及底层(离底 2 m)海水,
表层海水(0 m)直接用水桶采集,获得走航站位

的 3 层水体样品分别 5 L,进行 Eh,pH 现场室内

测定。 同时,海水温度、盐度、浊度及 Chl a 浓度

均由海鸟公司生产的 SBE鄄911 plus CTD 同步

获得。

图 1摇 东海流系发育和研究海域采样站位

Fig. 1 The circulation pattern and sampling sit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第 2 期 孙学诗,等:摇 秋季东海水体 Eh、pH 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213摇摇

水体 Eh(ORP)值由 FJA鄄6 型氧化还原电位

去极化全自动测定仪(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电

极)测试完成,仪器的测量精度为 0. 1 mV。 使用

前先用蒸馏水对探头进行浸泡活化 24 h 以上,然
后用 Eh(ORP)标准液—饱和的醌氢醌溶液进行

校正。 测试在 10 min 内完成,共获得 4 组数据,
水体 Eh 值在测试过程中(20 min)随时间略有增

加(图 2),升高量约 4 ~ 10 mV,静置 24 h 以后,重
新测量水体氧化还原电位发现 Eh 升高量可以达

到 200 mV,甚至更高水平,表明水体氧化是较为

缓慢的过程,故本研究选择最先稳定的 Eh 作为

测量真值。 pH 由 CD鄄6 型锥形 pH 复合电极测量

完成,仪器测量精度为 0. 01。 测试前经蒸馏水对

探头活化 24 h,并经标准溶液值(pH=4. 01 和 pH
=6. 86)及相应的电极电位值(pH=4. 01 电位 180
~ 190 mV,pH=6. 86 电位 20 ~ 30 mV)对 pH 电极

进行校正。 测试在 10 min 内完成,共获得 4 组数

据,测试过程中 pH 较为稳定,同样取最先稳定的

pH 代表水体的真实状态。

图 2摇 测试过程中水体 Eh 和 pH 值曲线随时间变化

Fig. 2 The profiles of Eh and pH vary with testing time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Eh鄄pH 的平面分布特征

秋季东海水体 Eh 值范围为 337. 2 ~ 588. 3
mV,平均值为 526. 57 mV(图 3)。 其中,表层水

体 Eh 值为 354. 4 ~ 588. 3 mV,平均值为 521. 36
mV;中层和底层 Eh 的范围分别为 337. 2 ~ 563. 2
mV 和 372. 6 ~ 563. 5 mV,平均值分别为 525. 12
mV 和 533. 23 mV。 空间上呈现不连续分布特征,
123毅E 以西的近岸 Eh 等值线较为密集,以东的离

岸较为稀疏,具有南北“双核冶结构,南部内陆架

为高 Eh 核心,北部口门外为低 Eh 区。 Eh 在浙闽

海域 28毅N ~ 123毅E 附近最高可以达到 588. 3 mV,
此高值水舌一部分向东北方向延伸,与该季节台

湾暖流的流向较为一致。 北部的近河口 31毅N 区

域带为 Eh 的低值中心(最低值为 337. 2 mV),这
与长江口夏季低氧区范围的中心(1999 年 8 月,
2003 年 9 月,2006 年 8 月)较为吻合[9]。 此外,东
海海洋沉积物氧化还原电位整体上也表现为外陆

架区较高(2007 年秋季) [7],且沉积物 Eh 分布的

高值区中心(范围 300 ~ 626. 5 mV)与本次调查得

到的水体 Eh 高值中心相吻合,均出现在 28毅N ~
29毅N,122毅E ~ 123毅E 附近海域,可解释为底质对

上覆水体高氧化还原电位的继承。

图 3摇 秋季东海水体 Eh 的平面分布特征

Fig. 3 Horizontal distributions of Eh at the surface,middle and bottom layers

摇 摇 秋季东海水体 pH 分布如图 4 所示,pH 空间

上具有沿岸低、外海高的分布特点,并随纬度的降

低而逐渐升高。 海域水体 pH 范围在 7. 80 ~ 8. 24
之间,平均为 8. 04,垂向上表现为:表层(7.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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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4,平均 8. 10)>中层(7. 80 ~ 8. 20,平均 8. 06)
>底层(7. 81 ~ 8. 14,平均 7. 95)。 在 123毅E 附近

中、底层水体均出现低 pH 区,其中底层水体区域

面积较大且核心带最低 pH 仅为 7. 81,且平面上

由北及南呈水舌状延展并贯穿整个 28毅N ~ 31毅N
海域。

图 4摇 秋季东海水体 pH 的平面分布特征

Fig. 4 Horizontal distributions of pH at surface,middle and bottom layers

2. 2摇 Eh鄄pH 的断面分布特征

由调查海域 D1、D5 及 D7 三条断面 Eh 和 pH
的分布特征可知(图 5),Eh 垂向分布各异,D1 断

面的 Eh 最大值位于底层近 50 m 水深处,D5 断面

表层处(0 m)Eh 最大,而 D7 断面 Eh 高值中心均

位于中层 50 m 水深处。 其共同特点是近岸区 Eh

混合均匀,几乎无层化现象出现,而离岸站位 Eh
层化现象明显,且有低值闭合区的出现(D5 断面

底层和 D7 断面中层)。 pH 垂向分布与 Eh 相类

似,也表现为水深较浅的近岸垂直分布均匀,等值

线稀疏,离岸区 pH 跃层现象明显,等值线密集。

图 5摇 秋季东海水体 D1、D5、D7 断面 Eh鄄pH 分布

Fig. 5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Eh鄄pH along the study sections D1,D5 and D7

2. 3摇 海水混合对 Eh鄄pH 体系的影响

D1、D5 及 D7 断面温、盐的垂向分布特征如

图 6 所示,由图可知,东海近岸坡折处海水较浅,
长江冲淡水、东海及黄海沿岸流混合形成的表层

低盐度锋面特征明显。 由于调查测试期间(2016
年 9 ~ 10 月份)东海近岸台风事件频发,潮流势力

较强,导致近岸海水混合较充分,盐度与温度垂直

分布较均匀,几乎无温、盐跃层出现。 相比近岸强

混合,离岸温度和盐度均有高度层化现象的出现,
且盐度锋由陆架向近岸爬升,D7 断面的等温线上

翘,推断该跃层的出现是向外扩展的低温、盐沿岸

流水团与高温、盐的台湾暖流混合不充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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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跃层不仅严重限制了上下水体的交换,而且打

破了海洋大气之间以 CO2 鄄O2 化学体系为主的交

换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近海混合均匀、离岸高度

层化的温盐分布恰好与前述的 Eh鄄pH 分布特点

相吻合,表明秋季东海水体 Eh鄄pH 体系分布受层

化作用影响显著。

图 6摇 秋季东海 D1、D5 及 D7 断面的温盐分布特征

Fig. 6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along the sections D1,D5 and D7

摇 摇 此外,海水混合程度的强弱不仅影响上下对

流混合,而且对水层浊度及 Chl a 含量的影响不

可忽视(图 7)。 pH 与 Chl a 、浊度及 Eh 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表层水体 pH 与 Chl a 浓

度呈现一定负相关性( r = -0. 317, P = 0郾 05),与
浊度呈显著的负相关( r = -0. 659, P<0. 001),与
Eh 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 r = 0. 355, P<0. 05),其
它层位深度内三者的相关性较弱,表明光合作用

仅对表层水体氧气补充及碱性变化具有一定的影

响,同时浊度增加会减小透光度,从而抑制深层生

产作用的进行。 此外该海域绝大数站位 Chl a 浓

度小于 1 mg / m3,即表层 Chl a 平均浓度 0. 64 mg /
m3,中层浓度仅为 0. 36 mg / m3,底层浓度不足 0. 1
mg / m3,表明浮游植物 a 类的光合作用对 Eh鄄pH
影响程度由表至低逐渐削弱,而对于中、底层,由
于强密度温盐跃层的出现严重限制了大气氧及营

养盐向底层水体补充,其光合作用贡献占比优势

减小。
2. 4摇 水体氧化还原电位(Eh)的控制体系

天然海水是一个复杂的氧化还原体系,体系

中包含多种氧化还原电对(O,H,S,CH4等),基于

能斯特方程计算理论 Eh 与现场实测数据的差异

也证实该推断(图 8a),即除较易达到氧化还原平

衡状态的 Fe 电对(-50 ~ 120 mV)计算所得 Eh 值

图 7摇 东海 D1、D5 及 D7 断面浊度(a)和 Chl a (b)
的垂直分布

Fig. 7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turbidity (a) and Chl a
(b) along the sections D1,D5 and D7

接近实测值外,其它大多电对(O2( aq ) / H2O,NO2- /
NO3-,As5+ / As3+)实测值均偏离理论值约 358 ~
699 mV[10]。 这种差异悬殊性,一方面表明 Eh 值

实际上是在非热力学平衡状态下 Pt 电极测量得

到的,另外这也从侧面证实天然海水 Eh 的变化

非单一体系控制,而是多种氧化还原电对共同作

用下的结果。 但是对于东海这种大气鄄海水交换

频繁且富氧的开阔水域来讲,O2( aq ) / H2O 电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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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扮演决定氧化还原反应方向的角色。
通过把秋季东海及附近海域数据投影到 Eh鄄

pH 图解中(图 8b),发现该海域水体 Eh 值(200 ~
600 mV)总体介于 O2( aq ) / H2O(730 ~ 760 mV) 和

Fe2+ / Fe3+(-50 ~ 400 mV)电对控制体系之间,虽
然较为接近 NO2- / NO3-(400 ~ 500 mV)电对,但是

相比于快速的水气交换和 Fe2+ 寅Fe3+ 氧化,氧化

还原敏感元素氮类化合物由于电荷转移的动力学

原因其在 Pt 电极表面交换电子速率比较缓慢,对
Eh 体系的影响极为有限,故可以忽略氮化合物的

影响[5]。 其中强电活性离子成分如 O2( aq ) / H2O,
即便是水体中微量的存在,也能导致体系具有很

高 Eh 值,但是相比较弱电活性且氧化还原反应

迅速的 Fe 电对离子,其较慢的氧化速率引起的

Eh 变化幅度较小。
此外,据调查显示秋季该海域溶解氧整体处

于不饱和状态,局部范围内有低氧现象出现[7,11],
间接表明其它电对还原反应的存在,可能导致单

氧电对体系平衡被打破。 鉴于氧元素控制下的

Eh 一般高于 460 mV,而有机质及铁锰控制的电

位较低,一般介于 115 ~ 460 mV[12]。 推断东海水

体实测与理论 Eh 偏差是由于有机质分解和 Fe
(芋)还原引起的,一方面,秋季较稳定的水层结

构为有机分解耗氧和高价 Fe / Mn / S 还原提供可

能。 另一方面,由于东海源源不断接受长江及小

型河流补给,其可溶性的铁含量可高达(300 ~
400) 伊 10-9 mol / L[8],加上秋季东海大气溶胶输

入 FeT浓度高达 3. 56 滋g / m3,也远高于其它还原

敏感元素含量[13],这为 Fe3+寅Fe2+还原提供了充

分的物质保障。 此外,据研究报道,高活性铁、锰
及生物扰动可使铁锰还原达到 100 ~ 300 次[14],
而研究海域水体中具有铁硫化物(胶黄铁矿集合

体)的出现[1,8],则证实 Fe (芋) 还原作用不可

忽略。
此外,通过 Eh 与温度、盐度分别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Eh 与温度存在显著负相关,与
盐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郾 325(P = 0. 001)和 0. 447(P <0. 001)。 这是

由于水体温度越低,溶解 O2饱和度升高,氧化还

原电位值也就越高,而盐度通常与还原菌的数量

呈反比,高盐度往往导致较低的还原菌浓度(例
如铁还原菌、硝化菌及降解菌等) [15],从而抑制还

原反应进程的进行,使水体保持较高的氧化还原

电位值。

图 8 现场实测与理论计算 Eh 值对比

(a)现场 Pt 电极实测水体 Eh 值(依据水溶液氧化还原敏感

元素含量确定理论电对种类)与能斯特方程(标准条件下(T

=298 K, P=101. 3 kPa,pH 介于 0 ~ 14 之间)单个氧化还原

电对)计算所得 Eh 值(数据引自文献[10,16鄄18];(b)自然

水体中 Eh 理论推算值与现场实测 pH 的关系,氧化还原电

对控制下理论 Eh鄄实测 pH 数据引自文献[10,19];春季长江

口数据引自文献[2];冬季长江口数据来自孙学诗等(未发

表数据,样品采于 2016 年 12 月);东海某站水柱数据引自文

献[20],西太平洋海域数据引自文献[4]

Fig. 8 Comparison of in situ measured vs. theoretical cal鄄
culated Eh

(a) Plots ofpotentiometrically measured Eh ( the aqueous spe鄄

cies activities calculated from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waters) vs. Eh calculated from the Nernst equation ( individual

redox couples, T= 298 K, P = 101. 3 kPa,pH range from 0 to

14) (data cite from references [10,16鄄18]); (b) Relationship

between calculated Eh and in鄄situ pH,the data cite from refer鄄

ences [10,19],data of in鄄situ Eh鄄pH in spring from reference

[2],and in winter from Sun et al ( unpublished data,samples

collected in December 2016),data of water column and Western

Pacific Ocean in ECS cite from references [20] and [4],re鄄

spectively

综上所述,东海水域作为非封闭环境,与波罗

的海水域环境相类似,O2和 Fe(III)浓度可能是控

制水体氧化还原反应速率的主要因素[5]。 非热

力学平衡状态下的实测高氧化还原电位主要受

O2( aq ) / H2O 电对控制,且伴随秋季水体层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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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剧,有机物分解—Fe3+ / Fe2+电对体系的相对

贡献量增加。 即气鄄水界面及上下水体之间 O2交

换速率降低,浮游植物者光合作用或死亡产生的

溶解态有机质及陆源输入的颗粒态有机质分解耗

氧增加,还原细菌数量升高,高价化合物(Fe、Mn
及 S 等)被还原成低价态,氧化还原电位降低。
2. 5摇 海水 pH 与温、盐的相互关系

秋季东海水体温、盐的平面分布见图 9 和

10,显著的温盐空间分布差异性势必会影响水体

pH 的分布。 已有研究表明,随着海水温度升高,
CO2溶解度降低并向大气逸出,而海水中 CO-

3 /

HCO-
3浓度减小将会直接导致海水 pH 的升高[21]。

从温度与 pH 的平面分布上来看(图 4 和 9),表、
中层位温度分布特点与 pH 分布相吻合,表现为:
近岸低温、低 pH,离岸高温、高 pH 分布特征,而
对于底层出现近岸高温而离岸低温的分布特点,
pH 同样呈现出近岸高、离岸低的响应变化。
Gieskes(1970)在研究两者之间关系时曾给出了

海水温度对 pH 影响的线性经验公式[21]:
pHt2 = pHt1+a( t1- t2)

图 9摇 秋季东海水体温度的平面分布特征

Fig. 9 Horizontal distributions of temperature at surface,middle and bottom layers

图 10摇 秋季东海水体盐度的平面分布特征

Fig. 10 Horizontal distributions of salinity at surface,middle and bottom layers

摇 摇 通过对海水 pH 与温度进行回归分析证实,
该线性经验公式同样适用于东海海域,即 pH 与

温度表现出良好的线性正相关(图 11a)。 结合春

季长江口水体 pH 与温度数据结果[2](式 1),发
现春季海水单位温度降低可使 pH 下降约 0. 021
个 pH,秋季海水单位温度降低造成 pH 下降值约

为 0. 025 个单位(式 2),表明季节性水体温度差

异变化对东海 pH 分布产生相类似效果。
春季: pH1 =0. 021伊TEM1 +7. 853 ( r = 0郾 723,

P<0. 001)(1)
秋季:pH2 = 0. 025伊TEM2 +7. 432 ( r = 0郾 658,

P<0. 001) (2)
海洋水体盐度的变化通过控制溶解无机碳酸

盐(H2 CO3 鄄HCO-
3 鄄CO-

3 鄄CO2 )的解离平衡,从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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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海水 pH 的相对稳定性。 相比淡水端及咸水

端,近岸区域水体碳酸盐系统分布与调控受水团

混合引起盐度变化的影响更加明显[22]。 考虑到

航次调查正值长江丰水期(5 ~ 10 月),强势的低

盐长江冲淡水势必会对东海水化学要素的分布产

生影响。 秋季东海表层海水盐度和 pH 的分布趋

势较为一致,均表现为近岸低、离岸高的分布特点

(图 4 和 10),但中、底层 pH 与盐度的分布具有较

大差异。 进一步分析发现长江冲淡水和沿岸流水

团影响的区域(S < 32)及与台湾暖流水团混合区

域内(32<S<34),表层及近岸水体 pH 随盐度的

增加而升高(图 11b)。 而在台湾暖流控制的中、
底层高盐区域带内(S>34),pH 变化受盐度影响

较弱。 此外,相比与春季枯水期单位盐度降低可

使 pH 降低约 0. 01 个单位(式 3),秋季水体单位

盐度降低造成 pH 下降值约 0. 025 个单位(式 4),
表明 pH 对丰水期长江径流强度变化较为敏感,
即低盐冲淡水大量输入及扩散是表层水体 pH 较

低的主因。
春季: pH1 =0. 010 伊S1 +7. 782 ( r = 0. 753, P

<0. 001) (3)
秋季: pH2 =0. 024 伊S2 +7. 293 ( r = 0. 769, P

<0. 001) (4)
2. 6摇 温盐校正后 pH 的平面分布及影响因素

由于 pH 与温度、盐度存在的显著正相关性

(图 11),因此为达到减小甚至剔除该物理过程改

变引起的水体 pH 波动的目的,以获取水体 pH 的

真实水文状况及揭示其它潜在影响因素,需以特

定温盐值对水体 pH 进行归一化,归一化校正方

法参考依据文献[23]。 本研究分别通过 pH 与温

度、盐度建立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将所有 pH 数

据点均修正到 T = 25益, S = 33 水平来扣除该

因素。
校正后 pHT鄄S空间分布如图 12 所示,相比校

正前,pH 空间分布差异性相对减小,其中表、中层

水体 pH 近岸低、离岸高的特征近于消失,但“南
高北低冶分布特点更加明显。 校正前表、中及底

层 pH 依次为 8. 10,8. 06 和 7. 95,校正后这一数

值变化为 8. 07,8. 04 和 8. 03,垂向波动差值减

小,趋于稳定性变化。 除此之外,在该海域南部

中、底水层中,台湾海峡北部海域(122毅E,26毅N)
仍为高 pH 核心,且呈“水舌状冶形态由南向北延

伸,与台湾暖流相呼应,揭示出该暖水团本身具有

高 pH 的背景值特性;而北部表、中水层低 pH 现

象的存在及河口向外海降低的趋势则是具有低

pH 背景的长江径流入海的结果。 校正后口门外

底层海域依然存在的低 pH 分布,说明该种现象

并非温盐物理过程所致,可能与表层浮游植物光

合作用产生的有机碳和陆源输入污染有机物在口

门外的累积,再加上长江冲淡水营养盐支持,共同

导致的底层化学及生物过度耗氧现象有关。

图 11摇 秋季东海水体 pH 与温度( a)和盐度(b)的
相关关系

Fig. 11 Correlations between pH and temperature (a),
and salinity (b)

3摇 结摇 论

(1)秋季东海海域水体总体为弱氧化鄄氧化环

境,Eh 变化范围为 337. 2 ~ 588. 3 mV;空间上呈

现不连续分布特征,内陆架为高 Eh 区,口门外为

低 Eh 区,且与底质氧化还原电位分布相一致,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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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摇 基于 T鄄S 校正后的 pH 空间分布

Fig. 12 Horizontal distributions of T鄄S normalized pH at the surface,middle and bottom layers

向上表现为近岸混合较均匀,离岸层化现象明显。
(2)该区水体属于弱碱性环境,pH 范围在

7郾 80 ~ 8. 24 之间;平面上具有近岸低值,混合均

匀一致,离岸高值,层化作用明显的分布特征,口
门外海域底层有大面积低 pH 分布,南向可延伸

到 32毅N。
(3)理论 Eh鄄实测 pH 判别图解揭示,受海水

层化现象和水体矿化分解的影响,秋季东海水体

处于非热力学平衡状态,高氧化还原电位主要受

O2( aq ) / H2O 电对浓度制约外,局部 Fe(芋)还原及

有机矿化分解作用相对贡献量随水体层化的增强

而增加,其次,Eh 与温度、盐度存在显著的相关

性,表明物理条件变化也会对氧化还原反应进行

产生重要影响。
(4)海域秋季 pH 分布与温、盐物理过程变化

关系密切,与温度表现显著的正相关,符合水体

pH 与温度分布呈正比的一般规律,说明水温是控

制该海域 pH 分布的主要因素之一,近岸 pH 与盐

度表现最显著的正相关( r = 0. 769),表明低盐冲

淡水(S < 32)向东海输入、陆架扩散及与暖水团

混合是近岸水体 pH 较低的主因。 表层 pH 与浊

度、Eh 值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叶绿素 a 呈现正相

关,反映了水体浮游植物光合作用二氧化碳导致

表层水 pH 变化的影响不可忽略。 温、盐校正后

近河口端底层 pH 低值区的存在,可能是层化作

用影响下生物化学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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