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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有机地球化学指标已成为追溯全球古环境变化与古生物地球化学演化的有力工具,在我国边缘海

中得到广泛应用,尤以东海全新世古气候和古海洋学研究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 本文在综述了部分有机

质整体指标和脂类生物标志物用于东海有机质溯源研究进展的同时,着重叙述了他们在全新世海水表层

温度、季风、相对海平面和海洋初级生产力重建等古气候和古海洋学领域的研究动态。 针对我国边缘海,
提出应选用更加有效可靠的有机地球化学多指标,研究高分辨率的沉积连续记录,全面恢复古气候环境变

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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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rganic geochemistry provides a variety of proxies that can be used to reconstruct paleo鄄climatic and paleo鄄
environmental changes as well as paleo鄄biogeochemical cycles. This technology is now widely used in paleoclimatic and
paleoceanographic researches in China marginal seas,particularly the East China Sea. This paper summarizes some im鄄
portant progress made recently in description of carbon source,reconstruction of paleo鄄climatic and paleo鄄environmen鄄
tal changes,especially the changes in paleo鄄temperature,monsoon,sea鄄level and paleo鄄oceanic productivity of the East
China Sea in the Holocene. Consequently,the authors propose that organic geochemical multiproxy indices extracted
from high resolution marine sediments should be used to clarify the history of paleo鄄climatic and paleo鄄environmental
changes of the China marginal 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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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东海作为中国的三大边缘海之一,是典型的

大河三角洲前缘河口边缘海,拥有广阔的大陆架,
在全球碳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 该海域全

新世气候受季风和洋流等因素影响出现冷暖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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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和强降雨事件,相对海平面发生明显变迁,气
候环境变化直接引起了海洋浮游植物生产力水平

及其群落结构变化的响应。 特别是过去 50 a,人
口急剧增长,建设大坝、砍伐森林、农耕垦荒、滥用

化肥和发展工业等人类活动,造成淡水资源匮乏、
入海沉积物大幅减少、赤潮进入高发期[2]。 加之

近年全球温度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严重

威胁了沿海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3鄄5]。 这都

将反演沿海古气候环境条件,并预测其未来变化

趋势的课题推上了新的高度。
目前,古气候和古海洋学研究主要采用微体

生物古生态学、有机地球化学、稳定同位素地球化

学和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等指标示踪[6鄄17]。 随着现

代分析测试技术的进步,有机地球化学分析对样

品的需要量越来越少,分析精度与分析效率反而

越来越高,使得有机地球化学指标在古气候和古

海洋学研究中备受青睐。 本文对应用碳稳定同位

素(啄13C)、总有机碳和总氮比值(TOC / TN)等有

机质整体指标和正构烷烃、甾醇、长链烯酮、甘油

双烷基甘油四醚 ( glycerol dialkyl glycerol tet鄄
raethers,GDGTs)等脂类生物标志物,进行东海沉

积物有机质输入溯源,重建全新世古气候、相对海

平面和古生产力变化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旨在

指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未来研究的建议,
推动海洋学研究的发展。

1摇 有机质整体指标和脂类生物标志物应用于东

海古气候和古海洋研究的机理

摇 摇 尽管海洋沉积物中的有机物只占 1% 左右,
但由于其是海洋生态系统较为全面的记述者,对
重建古生态环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然界中碳

转化为有机碳被生物固定下来的过程往往伴随发

生同位素分馏[18]。 根据光合作用固碳途径的差

异,可将植物分为 C3,C4和 CAM 三类[9]。 东海内

陆架陆源高等植物以 C3 植物为主,C4 为辅[19鄄20]。
前者主要包括生活在湿润和较高大气二氧化碳分

压(pCO2)条件下的树木、灌木和喜温凉气候的草

本植物,啄13C 集中在-22 译至-34 译;后者则为生

活在低 pCO2、高温、高光照、干旱和盐碱化等条件

下的草本植物,啄13 C 为-10译至-14译[21]。 陆生

植物因含木质素和纤维素而具有较高的 TOC / TN
值(> 12) [9]。 淡水植物 啄13C 范围较大(-11译至

-50译) [9]。 海源主要固碳者为海洋浮游植物,因

pH 使得其优先利用 HCO-
3为碳源,造成 啄13C 值较

淡水植物偏正,具有较低的 TOC / TN 值(< 8) [9]。
不同生物群落具有不同的固碳、固氮机理使得 啄13

C 和 TOC / TN 值(图 1)呈现多样性。 此外,不同

生物合成结构特异、性质稳定的脂类,构成细胞脂

质膜,控制细胞或者内部细胞器中各类物质的进

出和交换[22]。 陆源脂类经河流和大气运输进入

海洋系统,伴随海洋脂类保留在沉积物中,统称为

脂类生物标志物[1,22]。 典型的陆源高等植物脂类

生物标志物为长链正构烷烃,水生植物为中等链长

正构烷烃,藻类和细菌等为短链正构烷烃、长链烯

酮和甾醇[23]。 另外,土壤微生物以支链 GDGT,海
洋古菌以类异戊二烯 GDGT 为脂类生物标志

物[13]。 沉积物中的脂类不仅继承其母源生物生长

的信息(如温度、降水、CO2浓度、海拔、光照、云量、
土壤水分与营养状况、盐分胁迫和环境污染,等),
因为生物对外界环境响应异常灵敏,通过改变自身

脂类的组成和结构适应环境的变化[18];还记录其

沉积环境的信息,因为脂类往往受沉积环境条件

(如氧化还原电位、温度等)作用[22]。 同时,不同来

源有机质在由源到汇的过程中,会受到季风变化、
海平面变迁和洋流(东海主要是沿岸流、黑潮暖流

及其分支)等因素的影响[24鄄29]。

图 1摇 输入沿海环境的典型物源及其 啄13C 和 TOC /
TN 值的范围(据文献[9]修改)

Fig. 1 Typical 啄13C and TOC / TN ranges for organic in鄄
puts to coastal environments (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9])

通常,湿暖条件可导致植物的 啄13 C 值偏负,
干热条件则使 啄13C 值偏正;东亚夏季风增强,C4

植物生物量增加,导致沉降颗粒物 啄13C 值偏正;
当降水增加,河流载荷增加,边缘海沉积物中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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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输入比例增加,造成沉积物 啄13C 值偏负、
TOC / TN 值增大[30鄄33]。 东海受东亚季风影响,冬
季偏北风盛行,夏季东南季风盛行[1]。 强盛的夏

季风带来的暖湿气流有利于降雨的形成和土壤的

发育,致使河流携带大量陆源碎屑入海,沉降在长

江口附近。 冬季在强烈的冬季风驱动下,南下的

沿岸流将夏季沉积的物质再悬浮,再搬运,然后在

河口的南部沉降[34鄄35]。 当海平面上升,径流入海

口向岸迁移,陆源物质受水动力限制,无法扩散沉

降到更远的海域,使得同一站位较低海平面时陆

源有机质输入总量减少。 与此同时,海平面上升,
水动力强度减弱,近岸区域陆源输入的营养盐供

给充足使得海洋生物生长繁茂,海源有机质大量

富集[36]。 黑潮在经历了新仙女木变弱过程之后,
迅速加强。 在 9. 4 ka BP 左右,黑潮暖流伴随着

冰融水事件发生过一段快速增强过程。 但是在约

0. 6、1. 7、3. 3、4. 6、5. 9、8. 1 和 9. 4 ka BP 前却明

显减弱[37]。 黑潮减弱时,黑潮从热带输送到北半

球中纬度的热量减少,使得周边陆地和海洋的气

温降低,影响生物的生长。 在同一区域,垂向上沉

积连续,在有机质整体指标基础上,选取合适的脂

类生物标志物指标(表 1),反演不同沉积年代对

应生物生长期的气候信息和环境状况,能够精确

的进行古气候和古海洋学相关研究。
表 1摇 古海洋学研究中常用的脂类生物标志物指标

Tab. 1 Typical lipids biomarker index forpaleoceanographic and paleoclimatic researches

指标 公式 指示意义 原理 参考文献

TEX86

四醚指数

(tetraether index of

tetraethers consisting of 86

carbon atoms)

TEX86 =
芋+郁+遇忆

域+芋+郁+遇忆 海水温度

奇古菌( Thaumarchaeota) 产生的类异戊

二烯 GDGTs 分子中环结构的数目随温

度变化而变化。 经转换方程推算母源古

菌生活层位的海水温度

[13,38]

Uk
37或 Uk忆

37

长链烯酮不饱和度

Uk
37 =

C37 颐 2-C37 颐 4
C37 颐 2+C37 颐 3+C37 颐 4

Uk忆
37 =

C37 颐 2
C37 颐 2+C37 颐 3

表层海水温度

母源藻类通过调节长链烯酮的不饱和度

以维持细胞膜的流动性并适应外界温度

变化。 经转换方程推算母源藻类生活层

位的海水温度

[39鄄40]

Pmar鄄aq

海洋鄄水生植物占比

(contribution from marine

macrophytes and aquatic

plants)

Pmar鄄aq =
C23+C25

C23+C25+C29+C31
水生植物有机质

的相对丰度

正构烷烃 C29和 C31 代表陆源高等植物,

C23和 C25 代表水生植物。 取值范围在

0郾 01 ~ 0. 25 时代表沉积物中有机质基

本都来自于陆源输入,0. 4 ~ 0. 6 时代表

主要来自于挺水植物(红树林等)输入,

>0. 6 时代表主要来自于水生植物和海

洋大型植物

[41鄄42]

BIT

支链类异戊二烯四醚

指标

(branched and Isoprenoid

Tetractter)

BIT = 遇+喻+峪
遇+喻+峪+吁

陆源和海源有机

质的相对丰度

支链 GDGTs 主要来源于陆地土壤、泥炭

中的细菌或古菌。 类异戊二烯 GDGTs

则主要来自于海洋泉古菌。 取值范围为

0 ~ 0. 91,0 代表海洋沉积物中有机质全

部来源于海洋,0. 91 代表沉积物中有机

质全部来自于陆源输入

[29,43]

TMBR

陆源和海源生标比值

(terrestrial and marine

biomarker Ratio)

TMBR=

C27+C29+C31
C27+C29+C31+B+D+A

陆源和海源有机

质的相对丰度

正构烷烃 C27、C29和 C31代表陆源有机质

相对丰度,菜子甾醇(B)、甲藻甾醇(D)

和长链烯酮(A)代表海洋透光层浮游植

物的生物量。 取值范围为 0 ~ 1,0 代表

沉积物中的有机质全部来自于海洋输

入,1 代表全部来源于陆源输入

[41,44]



第 3 期 陈立雷,等:摇 有机地球化学在东海全新世古气候和古海洋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457摇摇

指标 公式 指示意义 原理 参考文献

CPI

碳优势指数

(carbon preference index)

CPI= (移C2n+1…C2m+1
移C2n…C2m +

移C2n+1…C2m+1
移C2n+2…C2m+2) / 2

有机质来源和成

岩演化程度

海洋自生源烷烃碳优势指数 CPI 值较

低;陆生高等植物的烷烃 CPI 较高,具有

明显的奇碳数优势,典型陆源输入长链

正构烷烃的 CPI 值为>4鄄5;细菌作用及

石油污染使 CPI 接近于 1。

[45鄄46]

2摇 东海沉积物有机质来源研究

2. 1摇 利用 啄13C 和 TOC / TN 追溯东海沉积物有机

质来源

应用有机地球化学指标进行古气候和古海洋

学研究的关键是对海洋沉积物中有机质来源进行

准确的限定。 啄13C 和 TOC / TN 是用于沉积物中有

机质溯源的常规有机地球化学指标[47鄄48]。 东海

沉积物有机质受长江携带的陆源物质影响较大。
长江主干流的 啄13C 值范围为-26. 6译 ~ -24. 4译,
与该 流 域 表 层 土 壤 的 啄13 C 值 ( - 28. 9译 ~
-24. 3译)相近[49]。 长江流域悬浮颗粒的 TOC /
TN 平均值为 12 ~ 17. 5,土壤的 TOC / TN 平均值

约为 18. 5[50]。 自长江向东海陆架过渡,悬浮颗粒

及沉积物的 啄13C 值随离大陆距离的增加而偏正,
TOC / TN 值则减少[49]。 长江输入的陆源有机质

主要沉降储存在了长江口及其以南的东海内陆

架,极少部分在丰水期扩散到东部中陆架[51],使
得 啄13C 值仅在长江三角洲和闽浙泥质区出现低

值,但 TOC / TN 在长江三角洲及其东部中陆架和

闽浙沿岸泥质区均呈现高值[19,41]。 其中,闽浙泥

质区沉积物中有机质的 TOC / TN 值低于 12,啄13C
值较全球海洋平均值( -20译)偏负[1,19,41,46,50,52],
为典型的海陆混合来源海域。 近一千多年,特别

是近百年人类活动对长江等沿岸径流载荷的输送

和埋藏影响巨大,干扰了东海沉积物中 啄13 C 和

TOC / TN 值的固有分布特征[10,52]。 目前,利用 啄13

C 和 TOC / TN 值定量研究东海不同来源有机质输

入相 对 比 例 主 要 采 用 双 端 元 和 三 端 元 模

型[10,19,41,52-55]。 双端元模型中,海源 TOC / TN 值

取 5,啄13C 值取-20译[55];陆源 TOC / TN 值取 20,
而 啄13C 则取-27译或-25. 6译[41,55]。 计算得到东

海 陆 源 有 机 质 相 对 贡 献 率 范 围 在 0 ~
48% [19,41,52]。 三端元模型中,以河流相: 啄13 C =
-28. 7译, TOC / TN = 12. 5; 三 角 洲 相: 啄13 C =
-22. 10译, TOC / TN = 17. 5; 海 相: 啄13 C =

-20. 00译,TOC / TN = 6. 49 作为端元值[53]。 Hu
等[10]计算得到闽浙泥质区某钻孔的沉积物有机

质主要为海源(54% 依 3% )、三角洲源(30% 依
4% ) 和河流源(16% 依 2% )。

但是,采用 啄13C 和 TOC / TN 溯源存在一定的

缺陷,主要是腐殖化过程中有机质的选择性降解

和早期成岩作用改变了二者的值,从而产生误

导[25,48,56]。 其次,沉积物有机质中因含有 啄13C 值

较重的 C4 (约 - 13译) 植物会低估陆源输入比

例[41,57]。 可利用总有机碳 啄13 C 端元模型计算

C3 / C4植被比例,但因端元值的选择会导致较大误

差[21]。 而特征生物标志物的单体 啄13C 值则可优

先用来估算地质历史时期 C3 / C4 植被比例[21,58]。
另外,TOC 和 TN 的定量过程,特别是 TN 浓度低

于 0. 1 wt. % 时误差影响更显著[59],而研究证实

长江口和闽浙沿岸氮含量恰巧较低[60]。 同时,前
处理应用酸处理驱除无机碳和可交换的氮,会造

成碳同位素的分馏,导致沉积物中 啄13C 值较真实

值偏正[56,61]。 残存的无机 NH4+、维管束植物的降

解导致氮含量的富集和特定区域具有 TOC / TN 低

值的藻类、微生物对总有机质贡献率较大却使得

TOC / TN 低于真实值。 鉴于以上干扰的存在,结
合 啄13C 和 TOC / TN 指示的陆源有机质空间分布

趋势不一致的事实,笔者认为 TOC / TN 指标并不

适用于东海闽浙泥质区有机质溯源[52]。 相比而

言,C27,C29和 C31正构烷烃的 啄13C 计算得到东海

C4植物输入占比较少[19鄄20],且同位素分馏造成总

有机碳 啄13 C 实测值较真值偏差较小[61],对利用

啄13C 值进行端元模型计算的干扰较少,准确度

更高[55]。
2. 2摇 利用生物标志物追溯东海沉积物有机质

来源

进入 21 世纪,随着分析测试技术的发展,应
用生物标志物指示东海沉积物有机质来源的研究

方兴未艾。 近几十年,富营养化现象日益严重,水
体初级生产力增强,东海赤潮频发,赤潮范围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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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闽浙沿岸泥质区离岸较近,受地表径流、洋
流和人类活动影响显著,是赤潮的高发区,成为研

究的重点区域。 该区域沉积物中正构烷烃、脂肪

醇和脂肪酸指示有机质的输入以海源和陆源高等

植物为主[19,52,62鄄64]。 同时,研究发现影响闽浙泥

质区的长江及其它河流、台湾暖流具有高含量奇

碳数优势的长链正构烷烃、偶碳数优势的长链正

构烷醇、 甾醇和泉古菌醇, 以及低含量支链

GDGTs 的特点[1,29,41,46,65鄄66]。 该区域长链正构烷

烃碳优势指数(CPI25鄄33)值范围在 1. 8 ~ 5. 1 之

间[1,41,65];支链类异戊二烯四醚指标(BIT)一般小

于 0. 1,远小于受黄河土壤影响更显著的黄、渤
海[1,44,67]。 东海大量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同样发

现[1,19,41,46,52,66,68鄄71],长江源的陆源生物标志物在

浙闽沿岸流和黑潮及其分支的作用下主要沉降在

长江三角洲和闽浙沿岸泥质区,含量向海呈减少

趋势,只有少数一部分被运输沉降在了冲绳海槽

和东海东部泥质区;长江淡水携带大量的营养盐

进入东海,为海洋生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使
得东海内陆架沉降储存了较高含量的海源生物标

志物。 BIT 的提出使得沉积物中有机质来源进一

步细化为海源、土壤源和陆生植物源。 应当注意:
不同环境下 BIT 与其它有机质指标并不都存在相

关性,这使得能否应用该指标估算海洋沉积物中

不同来源有机质的相对含量应具体海域具体分

析[1,44]。 姚鹏等[1] 在分析了地理位置、水动力和

GDGT 降解效率差异后,认为 BIT 值可以很好地

应用于长江三角洲及其邻近海域沉积物有机质溯

源。 定量计算方面,亦采用双端元和三端元模型,
后 者 通 常 联 合 啄13 C 指 标, 取 得 一 系 列 成

果[1,19,41,52,62]。 但生物标志物指标计算得到的东

海陆源有机质相对贡献率普遍高于应用 啄13C 和

TOC / TN 计算的结果。 我们认为这是由石油污染

和农耕施肥等人类活动会影响海洋沉积物中生物

标志物的分布特征[41],以及生物标志物的早期成

岩作用造成的[52]。
石油污染会造成沉积物中长链正构烷烃异常

高含量[41]。 在时间尺度上,若长链正构烷烃或烷

醇的 CPI 值明显减小,是沉积物受油污染的一种

表现[41]。 根据样品检出的藿烷和藿烯组份,判断

沉积物中有机质成熟度特征[72],可以推断样品是

否受到明显的石油污染。 另外,色谱图中若发现

“UCM冶(色谱不能分辨的复杂混合物),以及样品

出现异常姥鲛烷和植烷比 Pr / Ph 值,都可能是石

油污染的表征[71]。 同时,有机质在沉降到海底的

过程中,受到强烈的生物化学作用改造。 Jeng
等[65]对东海研究区域悬浮颗粒和海洋表层沉积

物脂质进行了系统调查。 其结果表明悬浮颗粒和

表层样中甾醇的主要成分相似,都源于硅藻、甲藻

和浮游动物等海洋生物。 我们以甾醇 B、D、F 和

H 指示海源有机质,C29、C31、C33 正构烷烃指示陆

源有机质,则移C29+31+33 正构烷烃 / 移B+D+F+H甾醇 的

比值可以定量的揭示陆源和海源有机质的比重。
Jeng 等[65] 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悬浮颗粒的移
C29+31+33正构烷烃 / 移B+D+F +H甾醇 的比值量级均为

10-3,远小于表层样 10-1,说明了在有机质从悬浮

颗粒沉降到表层沉积物的过程中,甾醇较正构烷

烃更容易受到早期成岩作用改造,造成前者相对

含量减少。 Zhu 等[66] 则发现 95% 的支链 GDGTs
在河口被降解,这远超过长链正构烷烃(约 30% )
的降解速率。 可见利用以上脂类生物标志物定量

计算不同来源有机质输入比例时,高估了陆源比

例,却低估了土壤源比例。 此外,研究发现被动型

较主动型边缘海具有更高的再矿化效率[73]。 长

江三角洲海域较其他被动边缘海如密西西比和亚

马逊河三角洲海域有机质埋藏效率要高一些,其
陆源和海源有机质的埋藏效率分别达到 38% 和

5. 5% ,明显高于全球 20% 和 0. 8% 的平均值[74]。
即便如此,东海大陆架沉积物中有机质的再矿化

作用仍然十分显著。 所以,在利用生物标志物追

溯东海沉积物有机质来源时,污染和早期成岩作

用不容忽视。

3摇 东海全新世古气候和古海洋研究

3. 1摇 古气候变化示踪

海水表层温度(SST)是古气候条件的一个重

要因素, SST 重建不仅能揭示洋流的演化历史,
重建海洋环境,而且对于认识全球气候演变及预

测未来气候变化都有重要意义。 东海近岸由于营

养盐和盐度差异引起生态竞争,50 m 水深以内沉

积物中鲜有颗石藻残骸的保存[41],使得 Uk
37或 Uk忆

37

在东海近河口的浅水区域无法得到应用。 而

TEX86古温度指标受成岩作用和盐度变化影响较

弱,在东海具有重要的研究潜力[13]。 但泉古菌季

节性爆发、产甲烷菌或者土壤源菌类的引入、选择

性保存、水力筛选、横向运输和微生物改造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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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干扰 TEX86 的应用。 只有避开近岸和缺氧

区,且 BIT < 0. 2 时, TEX86 才 可 以 用 来 计 算

SST[29,75]。 另有研究认为 Thaumarchaeota 在水体

中生长范围广泛,TEXH
86有时候反映的是低于风浪

混合层之下的次表层水水温[76]。 根据海洋条件

的差异造成 GDGTs 和烯酮来源微生物具有不同

的生长水深的特性,可以应用 TEXH
86和 Uk忆

37划分海

水垂直温度梯度[77]。 同时,部分研究[29] 认为东

海近岸经 TEX86 计算的 SST 存在季节性偏向,部
分研究[66,75] 则认为不存在季节性偏向。 所以在

东海不同区域仍需要结合具体的环境条件进行

TEX86衍生 SST 可适用性分析。 东海有机地球化

学指标(TEX86 和 Uk忆
37)示踪 SST 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冲绳海槽,零星开展在长江口和闽浙沿岸泥质

区[40,75,78]。 这些研究发现东海 SST 在末次冰期后

整体波动上升,在对应的 B覬lling鄄Aller覬d 暖期、
Heinrich Stadial 1 和 Younger Dryas 冷期事件出现

快速的千年尺度变化。 并认为全新世以来东海

SST 与东亚季风、冰融水事件、沿岸流和黑潮影响

息息相关。 表现为:末次冰期新仙女木事件中后

期至全新世 7. 5 ka BP 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升温,
之后升温速度有所减缓;在冰融水事件对应的阶

段则出现小幅降温;不同区域因洋流影响、地形结

构差异,SST 具体变化出现差异。
在东海全新世其他古气候研究中,由于缺乏

高分辨率的钻孔样品,使得有机地球化学方面的

研究进展较为缓慢。 其中,对东海北部岩芯 啄13C、
TOC / TN、正构烷烃和烯酮的研究结果表明东海全

新世气候记录受东亚夏季风主导,气候整体呈温

暖湿润状态,沉降作用增加[39]。 笔者认为这主要

是由于东亚夏季风盛行的季节恰巧是生物生长最

为旺盛的季节造成的。 同样是东海北部岩芯研究

显示东亚夏季风作用全新世早期较强,中期以后

减弱[57]。 闽浙沿岸泥质区的研究则证实 3. 6 ~
2. 7 ka BP 和 0. 4 ~ 0 ka BP 东亚夏季风增强[10]。
而长江口崇明岛岩芯研究[79],却并没有发现该站

位有机质对季风变化存在规律性的响应。 与之相

反,珠江口岩芯却很好的记录了东亚夏季风自

6郾 5 ka BP 的增强和自约 2 ka BP 的减弱趋势[79]。
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前者的取样点地处长江口,水
深较浅,水动力较强,沉积相变化多样,不利于季

风作用的记录。 另外,东海沉积物中生物标志物

很好的记录了长江流域全新世晚期的多次洪水

事件[52,75]。
3. 2摇 相对海平面变化示踪

末次冰期以来全球海平面整体升迁,但不同

海域因局部气候、地势和洋流环境等差异,海平面

变化呈现差异性。 在众多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的

因素中,冰融水事件贡献尤为突出。 末次冰消期

以来巨量的冰盖从大陆和海上消融,其中地质记

录了 19 ka MWP、MWP鄄1A(约 14. 2 ~ 13. 7 ka
BP)、MWP鄄1B(约 11. 5 ~ 11 ka BP)、MWP鄄1C
(约 9. 4 ~ 8. 7 ka BP)和 MWP鄄1D(约 7. 8 ~ 7郾 4
ka BP)等几次规模巨大的冰融水事件,这些事件

导 致 西 太 平 洋 海 平 面 上 升 了 120 ~
140 m[25,57,80]。

选用有机地球化学参数示踪东海全新世海平

面变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东海北部岩芯的研究

发现当海平面下降时,陆源和近岸水生植物有机

质输入增加;海平面上升时,总有机质输入减少。
证实该海域全新世的 TOC 减少和低沉积速率都

是由于海平面升迁所导致[39]。 长江口水下三角

洲岩芯剖析证实该海域在全新世早期为内潮汐河

口环境,并且以 C3植物输入为主。 自 9 ka BP 左

右海平面突然上升,使之成为低河口或浅海环

境[50]。 长江口泥质区 GDGTs 含量的变化记载了

该海域在 8 ka BP 左右快速由陆相变成了海相沉

积[75]。 闽浙沿岸泥质区岩芯也证实了该研究历

史时期海平面的升迁和长江物源输入量的增

长[10]。 另外,对东海北部海域岩芯 24. 3 ka 来沉

积信息进行了详细 啄13C 和 TOC / TN 分析[57],发现

海平面在末次冰期之后总体抬升了约 120 m。 21
ka BP 左右该区域处于低海平面,陆源输入占优。
随之而来的 19 ka BP MWP 事件使得海平面快速

上升,输入该站位的陆源岩屑减少,沉积物平均粒

径减少。 MWP鄄1A 事件使得海平面突然上升,陆
源碎屑输入减少,沉积速率下降,粒度减少。 13. 4
ka BP 后,陆源物质输入增加,可能预示着海平面

的下降。 新仙女木事件后的全新世阶段,MWP鄄
1B 和 MWP鄄1C 时期海平面抬升速度加快,中期海

平面处于高位。 9. 7 ~ 9. 3 ka BP 陆源输入快速

减少,9. 1 ka BP 海源有机质输入快速增加。
虽然现在对全新世海平面上升模式及中期在

东海是否存在高海平面等问题仍存在分歧。 但笔

者就 啄13C、TOC / TN 和脂类生物标志物的研究结



460摇摇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第 38 卷

果[25,57,75,81鄄83] 更倾向于:东海全新世早期海平面

较低,大陆架受河流输入体系影响较大,沉积形成

大量陆架泥质区;9 ka BP 左右海平面突然大幅抬

升;中期 6 ~ 7 ka BP 左右处于高海平面,沉积速

率较低,陆架沉积受到改造;中晚期形成现在的海

平面,海洋物源输入显著。
3. 3摇 浮游植物生产力及其群落结构示踪

生物标志物来源明确,在地质体中保存较好,
能够很好地指示海洋浮游植物生产力及其群落结

构的变化,对深入理解碳循环的演变规律和机理

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中,甾醇类、烯酮类、脂肪酸

等生物标志物被广泛应用于海洋浮游生物生态结

构的重建,但在我国边缘海利用生物标志物进行

古生态重建还刚刚起步[14,41]。 这里我们只介绍

采用菜子甾醇、甲藻甾醇和长链烯酮分别指示硅

藻、甲藻和颗石藻进行海洋浮游植物生产力水平

及其群落结构的研究进展。
调查显示在东海长江口方向,离岸越远硅藻

相对比例下降,而在长江口以南,则是离岸越远硅

藻比例升高[84]。 Xing 等[85]对冲绳海槽中部的研

究表明,冰消期海洋生产力高于全新世,且冰消期

颗石藻的相对比例下降,甲藻和硅藻升高。 分析

造成该变化主要是与冬季风加强和陆源营养盐输

送增加等因素有关。 近年,中国海洋大学开展了

一系列关于东海近岸泥质区百年来浮游植物生产

力和生态结构变化的研究[63鄄64,86鄄90],认为工农业

迅速发展、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等人类活动对浮游

植物生产力提高和群落结构变化起主导作用。 浮

游植物生产力百年来呈上升趋势,上世纪 80 年代

以后增速加快。 群落结构则呈现甲藻比例升高、
硅藻比例下降的趋势。 生产力的提高可能与长江

冲淡水营养盐的增加和东亚冬季风的增强有关,
群落结构的改变可能与黑潮入侵和上升流及近年

来冲淡水的 P / N 和 Si / N 降低有关。 目前,国内

应用脂类生物标志物指标研究东海浮游植物生产

力及其群落结构主要集中在近百年,缺乏全新世

以来高分辨率的研究,为该海域生态环境重建研

究提供了新的机遇。

4摇 存在的问题与认识

有机地球化学指标已经在东海古气候和古海

洋学研究中显示了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潜力。 特

别是在有机质溯源和沉积环境辨识方面已取得一

系列进展。 但东海大陆架受长江等河流输入和人

类活动的影响较大,加之局部洋流和季风气候等

因素的影响,形成特殊的水动力环境,对沉积物的

改造作用明显。 另外,早期成岩作用对脂类生物

标志物的改造作用主要发生在水相和沉积相表

层,同类生物标志物理化性质相似,被改造程度相

近,基于同类生物标志物的指标受早期成岩作用

影响不大,但不同类生物标志物间的早期成岩作

用影响不可忽视。 并且,先前的研究缺乏高分辨

率的保存完整的全新世钻孔。 这都致使应用有机

地球化学指标研究东海古气候环境和古生产力变

化一直难取得较大突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鉴于此,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

(1)取样站位尽量避开沉积水动力条件较强

的河口及水深较浅的近岸。 取样要求连续、分辨

率高,避免取样过程外来污染。
(2)选用多个具有稳定性、专一性、可比性的

指标,充分考虑人为因素和早期成岩作用干扰。
应保证测试条件一致,减少测试误差,使不同站位

得到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纵然不同生物也可合成

相同脂类,如果仅从脂类的分布来判定生物信息

往往不够充分,需要借助脂类碳同位素的分析来

共同解析地质载体中的脂类所携带的生物和环境

信息。 如,利用单体(正构烷烃、正构烷醇和脂肪

酸,等)啄13C 进行 C3和 C4植被贡献估算,增加端元

计算不同物源输入贡献的准确性。 另外,可建立

不同脂类生物标志物含量受成岩作用随时间变化

的曲线,定量的恢复早期成岩作用损失量。 或者,
开发受人为因素和成岩作用影响较少的替代生物

标志物指标。
(3)人类活动往往与自然因素的影响叠加。

如何行之有效的区分二者对于有机质“源鄄汇冶过
程的影响,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 建议

开展实验室模拟技术对不同因素的影响进行定

性、定量研究。
(4)脂类生物标志物的细胞产生量及其在环

境的保存效率差异,导致目前利用多参数脂类生

物标志物方法只能够半定量地反演古气候环境变

化。 未来有必要通过现场调查和实验室培养建立

脂类生物标志物含量或比值与浮游植物生产力及

其群落结构、特定气候因子和环境条件的定量关

系式,以达到能够准确重建古气候环境变化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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