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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半岛东岸泥质区有机物分布特征

及其环境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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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为研究人类活动及鸭绿江陆源输入对河口海岸及陆架泥质区沉积环境的影响,本文通过对 2017
年于辽东半岛泥质区东部采集的 Q02 柱与西部 Q04 柱进行210Pb 定年、粒度、总有机碳、总有机氮、啄13C 同

位素等指标综合分析,利用 Meyers 研究模型结合 C / N 值及 啄13C 同位素含量分析不同物源有机质贡献率。
结果表明:(1)两根柱样 TOC 与 TN 含量近百年来逐渐升高,C / N 值在 9 ~ 11 之间为海陆混合来源。 沉积

物主要以粉砂及粘土为主,粉砂含量最高,粘土次之,砂含量较少。 (2)有机碳来源占比均呈陆源降低海

源升高的特点,分别反映了泥质区东部与西部不同主导因素对海域环境的影响。 东部沉积环境主要受流

域环境变化与海域共同作用,垦荒、自然灾害、日俄战争等事件造成了植被覆盖降低,水库建设减少了陆源

有机碳输入;西部沉积环境主要受沿岸人类活动、水体富营养化的影响,“弛禁冶政策导致植被覆盖被破

坏,港口修建、水产养殖等活动造成水体营养物质增多,引起海洋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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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c matter and their implications on environment
change in the mud area on the eastern shore of Liaodong Pen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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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Coast and Is鄄

land Development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within the Yalu River catchment,in terms of the im鄄
port of terrestrial inputs from the Yalu River,on 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the estuary and continental shelf mud
deposition area,two sediment cores,Q02 and Q04,were collected from the mud deposition area of the eastern Liaodong
Peninsula. Subsequently, the content of 210Pb dating,grain size, total organic carbon( TOC), total organic nitrogen
(TN),stable carbon isotope(啄13C) were analyzed; finally,the C / N ratio and 啄13C valu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n鄄
tribution of different organic matter source. The results show that:(1)TOC and TN were gradually increased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 The C / N ratio ranged from 9 to 11,indicating that the organic carbon is characterized by terrestrial and
marine mixing sources. (2)The organic carbon proportions originating from terrestrial and marine source indicated a
decreasing and increasing trends,respectively,implying that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of the study area suffered from
different controlling factors. In the eastern area,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is mainly affected by catchment environ鄄
ment change and land鄄sea interaction:reclamation,natural disasters and wars caused the vegetation cover reduced,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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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rvoir construction decreased the input of terrestrial organic carbon. 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of eastern area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human activities and water eutrophication:“Closure冶 Policies result in the destruction of vege鄄
tation cover,and the ports construction,aquaculture lead tothe increase of nutrients in the water bodies,which cause
deteriora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Key words:organic matter; Liaodong Peninsula; watershed change; human activity

摇 摇 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陆源有

机碳入海通量不断变化[1],对河口海岸、陆架的

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泥质区同时具有沉积连

续、细颗粒物质富集以及沉积环境稳定的特点,容
易吸附有机质,是反演流域人类活动变化和海洋

环境演变的天然场所[2鄄3]。 陆架泥质区有机物来

源主要分为陆源与海源,其中流域陆源输入反演

流域人类活动,近岸海洋自生反演海洋水体富营

养化程度及生产力[4]。 通过陆源与海源有机碳

变化能够分析陆海相互作用的变化过程,因此有

机碳是研究陆架地区对人类活动响应的良好

载体。
辽东半岛泥质区作为中小型河流形成的典型

泥质区,是沿辽东半岛呈东北鄄西南分布的条带状

泥质沉积体系,北起大洋河口,南至辽东半岛的最

南端[5],主要接受以始于鸭绿江口的辽南沿岸流

向西运输的细颗粒沉积物为主体,同时接受沿岸

大洋河、碧流河、大沙河输运的沉积物堆积而

成[6],流域环境变化复杂,沿岸人类活动强烈,是
研究沉积记录反演人类活动的天然理想区域。 现

有研究包括分析重金属污染物分布对流域变化的

响应[7],研究水动力条件对悬沙输送、叶绿素分

布的影响[8鄄9],通过沉积物粒度、有机质及稀土元

素含量判断其物质来源等[10鄄11],但对整个流域及

河口的生态环境演变仍知之甚少,以往研究更侧

重对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物和悬浮颗粒物的分析,
在流域海岸近年来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12鄄14],
从历史角度对环境指标随年代变化的研究较少,
人类活动对有机质输运埋藏分布产生哪些影响仍

亟待解决。
本文通过对辽东半岛泥质区柱状沉积物有机

物、粒度及年代等指标进行测定,分析有机物、粒
度及年代的垂向分布特征,反演沉积记录所代表

的流域人类活动变化,找出人类活动变化与有机

碳分布特征及年代变化之间的相关性,有助于分

析辽东半岛泥质区环境演化趋势。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样品采集

2017 年 2 月于辽东半岛泥质区采用重力取

样器进行柱状样采集。 Q02 柱于泥质区东岸采

集,样品长度为 3 m,采样坐标 123毅13. 581忆E,39毅
34. 459忆N,水深 10 m;Q04 柱于泥质区西岸采集,
样品长度为 3. 3 m,采样坐标 122毅10. 529忆E,39毅
02. 099忆N,水深 20 m。 采样站位分布如图 1,对采

集的柱状样以 2 cm 为间隔进行分样,每层根据粒

度分析、有机物测定及沉积物测年等需要分为 3
份子样,分好的样品于冰柜中冷冻储存。 用于测

定有机物及年代的样品使用德国 Martin Christ 公
司生产的 ALPHA鄄1鄄4 型冻干机进行低温冻干,得
到干样后用研钵搅拌均匀,选用 64 滋m 的样品筛

筛取干样,装入样品袋以备分析。

图 1摇 研究区位置及采样点站位

Fig. 1 Location map of study area and sampling sites

1. 2摇 沉积物粒度、TN、TOC、啄13C 测定

粒度分析采用英国 Mastersizer2000 型激光粒

度仪进行测定, 仪器的测 量 范 围 为 0. 02 ~
2000 滋m,重复测量的误差小于 3% ,采用矩法[15]

计算平均粒径、分选系数、峰态、偏态等粒度参数;
TN、TOC、TC 含量运用 Thermo electron 公司生产

的 FLASH EA 1112 Series CNS 元素分析仪进行测

定,测定 TOC 含量的样品已使用 10% HCl 去除

无机碳;以上实验均在南京大学海岸与海岛开发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完成。 啄13 C 含量测定前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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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Cl 去除样品中无机碳,运用美国 Ther鄄
moFinnigan 公司生产的 Delta plus Advantage 气体

同位素质谱仪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

所湖泊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测定。
1. 3摇 沉积物定年

210Pb 放射性比活度运用 Po鄄a 法[16] 分析测

得,仪器为 a 质谱仪(576A Alpha Spectrometer,美
国 EG&G 公司生产)。 根据初始恒定(CIC)模式,
根据下式计算沉积速率:

S = 姿H / ln(A0 / Ai)
式中:S 为沉积速率( cm / a);姿 = 0. 03114 / a,

为210Pb 衰变常数;H 代表深度(cm),A0和 Ai分别

为表层与深度 H 层的210 Pb 过剩值,其中 H / ln
(A0 / Ai)可由210Pb 放射性活度过剩值取自然对数

后与深度之间线性拟合直线的斜率求出。210Pb 实

验在南京大学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完成。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结果

2. 1. 1摇 210Pb 放射性比活度的垂向分布特征

如图 2 所示,柱样 Q02 的210 Pb 在 0 ~ 40 cm
为衰变区,并在 40 cm 处达到平衡,40 cm 以下为

本底区。 Q04 柱在 0 ~ 30 cm 为衰变区,并在 30
cm 处达到平衡,30 cm 以下为本底区。 计算结果

表明,Q02 与 Q04 柱样沉积速率分别为 0. 39 cm /
a 与 0. 29 cm / a。

图 2摇 210Pb 放射性比活度及过剩值垂向分布

Fig. 2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210Pb radioactivity and
210Pbex in the core sediment

2. 1. 2摇 沉积物粒度特征

Q02、Q04 柱沉积物主要以粉砂与粘土为主。

Q02 柱样中砂占 0. 15% ~ 39. 45% ,平均含量

4郾 74% ;粉砂占 45. 48% ~ 84. 46% ,平均含量

68. 24% ;粘土占 12. 2% ~ 37. 73% ,平均含量

27. 02% ;平均粒径在 5椎 ~ 7. 5椎 之间摆动。 Q04
柱样 中 砂 占 7. 78% ~ 38. 52% , 平 均 含 量

19郾 54% ;粉砂占 50. 54% ~ 76. 76% ,平均含量

64. 51% ;粘土占 8. 06% ~ 21. 31% ,平均含量

15郾 95% ;平均粒径在 5椎 ~6. 5椎 之间摆动。 前人

研究[9]发现鸭绿江河口地区柱状样沉积物以粉

砂为主,砂次之,粘土含量较少且变化较小,与本

文实测数据相吻合。
由图 3 可知,Q02 柱以 1917 年与 1847 年为

界分为 3 段。 下段表现为“向上粗化冶(自下而上

平均粒径渐粗)沉积旋回,中段是“不稳定冶(各粒

度参数剧烈运动)沉积旋回,上段是“稳定冶(平均

粒径、分选、偏态、峰态等参数较稳定)旋回。
Q04 柱以 1897 年与 1764 年为界分为 3 段。

下段表现为“向上细化冶 (自下而上平均粒径变

细、分选渐好、偏态变大、峰态变宽)的沉积旋回,
中段是“向上细化冶沉积旋回,上段是“稳定冶沉积

旋回。
2. 1. 3摇 TOC、TN、C / N 值和 啄13C 的垂向分布特征

Q02 与 Q04 柱 TOC、TN、C / N 值及 啄13C 随深

度的变化曲线如图 3 所示。 Q02 柱 TOC 含量在

0. 41% ~ 1. 24% 之间,平均含量约 0. 63% ,在

1955 年—2017 年及 1765 年—1950 年两段各维持

在较为稳定的水平,最高值 1. 24% 和最低值

0郾 41%分别出现在 2007 年与 1776 年; Q04 柱

TOC 含量在 0. 43% ~ 0. 84% 之间,平均含量约

0郾 60% ,以 1872 年与 1817 年为间隔,TOC 含量呈

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趋势。
两根柱的 TN 含量均比较低,垂向变化较小,

Q02 柱的 TN 含量在 1955 年—2017 年时分布在

0. 11% ~ 0. 13% 之间,平均含量在 0. 12% 左右,
1765 年—1950 年期间变化较小,在 0. 04% ~
0郾 06%之间波动,平均含量为 0. 05% 。 Q04 柱 TN
平均含量为 0. 06% ,最高值 0. 09% 和最低值

0郾 04%分别出现在 2017 年与 1769 年。
有机质 C / N 值在垂向分布上总体变化不大。

Q02 柱在 1822 年与 1986 年时分别达到最高值

10. 86 与最低值 9. 10,C / N 值平均为 10. 12;Q04
柱在 1810 年与 1976 年时分别达到最高值 10. 5
和最低值 8. 97,C / N 值平均为 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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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辽东半岛泥区 Q02、Q04 柱 TOC、TN、C / N 值、平均粒径及 啄13C 含量纵向变化曲线

Fig. 3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OC,TN,C / N,mean grain size and 啄13C in the core sediments of Liaodong Peninsula mud area

摇 摇 Q02 柱的 啄13 C 值变化范围为 - 22. 27译 ~
-24. 25译,平均含量为-23. 27译,随年代变化含

量逐渐减少,在 1812 年与 2002 年时分别达到最

高值和最低值; Q04 柱的 啄13 C 值变化范围为

-21. 92译 ~ -22. 99译,随年代变化含量逐渐减

少,在 1734 年与 1996 年时分别达到最高值和最

低值。
2. 2摇 讨论

2. 2. 1摇 粒度控制效应对分选的影响

自 1940 年以来,沉积记录中各指标含量均发

生了显著变化,说明沉积物有机质来源发生变化,
究其原因,是因为水库修建造成的。 鸭绿江流域

在 1940 年就已建造大型水库(水丰水库),造成

水沙条件剧变。 修建水库后鸭绿江因水动力条件

减弱,输运能力降低,水体携带较多表面吸附能力

较强的细颗粒物质,使得这一时期有机质含量迅

速升高。
对两根柱样有机碳、有机氮与粉砂含量相关

性进行分析,由图 4、图 5 可知,Q02 柱粉砂含量与

TN 含量相关系数为 0. 1409,与 TOC 含量粉砂含

量间相关系数为 0. 1444,具有较好相关性;Q04
柱粉砂含量与 TN 含量相关系数为 0. 6122,与
TOC 含量相关系数为 0. 5978,相关性较好。 李艳

等[17]对大连湾海域表层沉积物粒度进行分析,发
现浅水海域水动力条件复杂,沉积物粒度相对较

粗;较深处海域水动力减弱,沉积物粒径变细。
Q02 柱采样位置水深较浅,沉积物颗粒较粗,受到

动力分选作用较强;此外 Q02 柱主要物质来源由

鸭绿江输运,受鸭绿江陆源物质减少的影响要大

于 Q04 柱。 Q04 柱水深较深,距鸭绿江河口较远,
沉积环境相对稳定,除受鸭绿江有机物输运影响

外,又受黄海暖流对陆源有机物的阻挡效应,导致

陆源有机碳在此堆积,还受到沿岸中小河流如碧

流河、清水河的物质输运以及人类活动输入[17]。
由此可知在沉积物中,粒度对碳氮元素的沉积作

用有一定的影响。

图 4摇 Q02 柱 TN、TOC 与粉砂含量相关性分析

Fig. 4 Correlationship between silt and TN,TOC in
the core Q02

2. 2. 2摇 有机碳来源埋藏通量及其来源分析

在海陆交互作用强烈的自然环境中,不同来

源的有机碳及同位素含量差异较大。 Park 等[18]

发现有机质中海源与陆源 啄13C 含量相差 7译(海
洋-20译,陆地-27译)。 陆架泥质区作为海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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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摇 Q04 柱 TN、TOC 与粉砂含量相关性分析

Fig. 5 Correlationship between silt and TN,TOC in
the core Q04

互作用的地带,有机质组成来自海洋藻类与陆生

C3、C4植物。 辽东半岛泥质区有机质来源主要为

河流物质输入与海洋自生藻类蛋白质。 鸭绿江对

辽东半岛泥质区有机碳的地球化学特征有较大影

响。 临海工业排放、水产养殖导致水体中营养物

质增多,为海洋藻类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
Meyers[19]通过 啄13C 含量与 C / N 值结合的方

法归纳出海洋藻类、湖泊藻类、陆生 C3与陆生 C4

植物。 将 Q02 与 Q04 柱的 啄13C 含量与 C / N 值投

影到 Meyers 研究模型上,由图 6 可知沉积物样品

为海陆混合相,有机碳来源以海洋藻类为主,C3植

物与 C4植物混合组成,与泥质区具有海陆交互作

用的特征相吻合。
啄13C 含量判定海洋沉积物中有机质来源已得

到广泛的应用,Wu 等[20] 根据有机碳的 啄13C 含量

判断来自陆源与海源有机碳占总有机碳比例,旨
在获取沉积物的物源信息。 根据文献[18,21] 的端

元模型与 啄13 C 含量计算陆源与海源有机碳贡

献率。
啄13C沉积物 = P陆源啄13C陆源 + P海源啄13C海源

P陆源 + P海源 ={ 1

图 6摇 利用 C / N 值与 啄13 C 识别有机质来源(据

Meyers 研究模型[19] )
Fig. 6 Identify sources of organic matter by C / N ratio

and啄13C( from Meyers[19] )

式中: P陆源 、 P海源 分别为陆源、海源有机碳占

比;啄13C沉积物为沉积物中 啄13 C 含量,取 啄13 C陆源 为

-27译,啄13C海源为-20译[22], P啄13C(% ) 表示单一来

源有机碳占总有机碳比例,计算结果如图 7。

图 7摇 Q02 与 Q04 柱样陆源与海源有机碳占总有机

碳比例垂向变化曲线

Fig. 7 Contribution of terrestrial organic carbon and ma鄄
rine organic carbon in cores Q02 and Q04

由图 7 可知,Q02、Q04 柱有机碳占比呈降低

海源 升 高 的 趋 势。 Q02 陆 源 占 比 平 均 值 为

46. 68% ,海源平均值为 53. 32% ;Q04 陆源占比平

均值为 35. 15% ,海源平均值为 64. 85% 。 两根柱

样分别反映了泥质区东部与西部不同主导因素对

海域环境的影响,从东部来看,Q02 柱主要受流域

环境变化与海域共同作用,垦荒、自然灾害、日俄

战争等事件造成了植被覆盖降低,水库建设进一

步减少了陆源有机碳输入。 从西部来看,Q04 柱

主要受沿岸人类活动、海域富营养化的影响,“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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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冶政策进一步导致森林覆盖率降低,港口修建、
水产养殖等活动也造成水体中营养物质增多,海
洋藻类增加引起海洋环境恶化。

泥质区东部 Q02 柱分为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

P啄13C(% ) 平均值为 57. 08% ,最高值为 63. 59% ,
陆源占比升高海源占比降低,这一阶段陆源有机

碳输入主要受人类活动影响,清代前、中期东北人

类活动频繁,耕地增长迅速,均是以牺牲原始植被

覆盖为代价[23];第二阶段 P啄13C(% ) 平均值为

48. 73% ,最高值为 54. 04% ,陆源占比降低,这一

阶段毁林开荒活动减少,1845 年时采木活动仅存

于农民收获之闲,用于供给薪炭[24];1860 年后开

禁政策实施,东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移民和垦殖开

发[12],陆源占比小幅上升;1880 年清政府完全放

开对东北地区的限制,允许携带生产工具开垦林

地;第三阶段 P啄13C(% ) 平均值为 48. 25% ,陆源占

比升高,海源降低,这一阶段东北地区经历了日俄

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东北地区

原始资源的掠夺[25],中东铁路的修建导致木材需

求量骤增,加剧了对森林资源的破坏[26],至 1930
年,鸭绿江流域垦殖面积达 332. 5 万亩[12];第四

阶段以来,陆源有机碳占比显著降低,原因是

1940 年水丰水库的修建,导致陆源有机物质来源

减少;近年来东北地区临海工业发展、水产养殖等

活动频繁,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日渐突出,导致海源

有机碳占比不断上升。
泥质区西部 Q04 柱样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

段 P啄13C(% ) 平均值为 38. 38% ,陆源占比升高,海
源降低,这一阶段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清政府

从康熙、雍正年间开始在珲春地区安置汉族农民,
毁林开荒,耕地面积持续增加,1742 年实施“弛
禁冶政 策 加 剧 了 对 东 北 地 区 森 林 资 源 的 破

坏[13,23];第二阶段 P啄13C(% ) 平均值为 37. 45% ,
陆源变化主要受自然灾害与人类活动共同影响,
1831 年 ~ 1842 年间盛京地方官员在封禁区查货

大批伐木[27],1860 年以后因水灾旱灾到东北地

区从事开垦活动的朝鲜人逐渐增多[13];第三阶段

以来,陆源占比明显降低, P啄13C(% ) 平均值为 31.
66% ,主要受港口建设、养殖活动的影响;大连港

于 1902 年建成对外开放,至 1940 年先后建成大

连港码头、甘井子码头、黑嘴子码头,航运活动频

繁;自开禁政策至 1910 年期间,东北地区吸纳了

大量移民从事垦殖开发与渔业活动;建国以后,沿

岸入海河流如碧流河、清水河、庄河均修建了大中

型水库,入海通量减少进而导致陆源有机碳埋藏

通量减少。 近年来,临海工业污染物排放导致海

水环境恶化[14],加之水产养殖活动的影响,水体

富营养化问题日渐突出。 林长青通过 1989 年 ~
1993 年大连湾 16 个站位的监测资料指出,大连

湾附近海域水质富营养化程度严重[27鄄28],海水通

过潮汐作用将污染物输运到近海,对海洋环境产

生不利影响。

3摇 结摇 论

(1)Q02 柱 TOC 平均含量约 0. 63% ,略高于

Q04 柱平均含量 0. 60% 。 Q02 与 Q04 柱 TN 含量

均比较少,垂向变化趋势与 TOC 含量相同。 两根

柱样 C / N 值在 9 ~ 11 之间,Q02 柱总体比 Q04 柱

高,均为海陆混合相。 Q02 柱 啄13 C 平均含量为

-23. 27译,略高于 Q04 柱平均含量-22. 46译,含
量均随年代由远及近逐渐减少。

(2)Q02 与 Q04 柱主要以粉砂及粘土为主,
粉砂约占 64. 51% ~ 68. 24% ,粘土约占 15. 95%
~27. 02% ,砂含量较少。 Q04 柱 TOC、TN 含量与

平均粒径、粉砂含量相关性较好。
(3)两根柱样中有机碳来源占比呈陆源降低

海源升高的特点,分别反映泥质区东西部不同主

导因素对海域环境的影响。 东部 Q02 柱主要受

流域环境变化与海域共同作用,垦荒、自然灾害、
日俄战争等事件造成了植被覆盖降低,水库建设

减少了陆源有机碳输入;西部 Q04 柱主要受沿岸

人类活动、水体富营养化的影响,“弛禁冶政策导

致森林覆盖率降低,港口修建、水产养殖等活动造

成水体中营养物质增多,海洋藻类增加引起海洋

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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