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沿岸海域柱状沉积物中磷的赋存形态及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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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浙江沿岸海域 3 个柱状沉积物进行了总磷测定并采用连续提取技术（SEDEX）测定了柱状

沉积物中 5 种形态磷，运用210Pb 法测定沉积速率并利用测年结果结合不同年份的一些气候或人类活动

事件，分析了总磷、无机磷及 5 种形态磷的垂直分布特征和有机磷的降解。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站位各

种形态磷的垂直分布特征不相同，这与沉积环境及成岩作用有关。3 个柱状沉积物中的有机磷都在表

层或次表层出现了快速下降的趋势，表明有机磷的降解主要发生在表层有氧区和次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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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emical forms of phosphorus and their vertical distributions
in core sediments from Zhejiang off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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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tal  phosphorus  of  three  columnar  sediments  in  Zhejiang  offshore  was  measured.  A  sequential
extraction method (SEDEX) was adopted to measure phosphorus of 5 forms in the columnar sediments. 210Pb
method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deposition  rate.  Age-dating  results  were  combined  with  some  climatic  or
human  activity  events  to  analyze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  phosphorus,  inorganic
phosphorus and phosphorus of 5 forms, and degradation of organic phosphorou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vert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hosphorus  in  various  forms  at  different  stations  were  different,
relating to 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and diagenesis. Organic phosphorous in the core sediments showed the
rapidly declining trends in the surface layer or sub-surface, indicating that degradation of organic phosphorous
mainly occurred in the surficial aerobic zone and sub-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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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近岸海域多河口、海湾、浅海和潮间带

滩涂，长江冲淡水、浙闽沿岸流和上升流等将大

量的营养物质输入这一海区，常年具有较高的初

级生产力，海洋生物资源极为丰富，拥有著名的

舟山渔场，海洋水产捕捞业和养殖业是浙江沿海

地区重要的传统产业。近几年来，随着地区养殖

业、工农业和港口的发展，浙江沿海海域的生态

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对

海水养殖发展造成一定的威胁。特别是舟山

上升流区附近连续几年有大规模的赤潮爆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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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海域成为我国近海赤潮严重的区域之一 [1-2]。

国外研究显示各种形态磷由于地球化学行

为和生物有效性的不同，各种形态磷的释放能力

相差较大[3]。国内环境工作者对不同的湖泊、海

洋和海湾等沉积物中的磷形态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董黎明等[4] 对白洋淀沉积物的研究显示，钙

结合态磷是无机磷的主体，总磷主要来自无机磷

中的钙结合态磷。李乐等[5] 分析了滇池不同区

域沉积物磷形态和底泥间隙水磷营养盐含量的

垂向分布特征。江辉煌等[6] 对渤海柱状沉积物

的研究表明无机磷占绝对优势，沉积物中总磷与

无机磷的垂直分布具有由较深层向浅层增加的

趋势，有机磷含量也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减小。张

小勇等[7] 对桑沟湾养殖海域柱状沉积物分析显

示，养殖活动使桑沟湾表层沉积物中的磷含量增

大。但浙江沿岸海域柱状沉积物中关于各种形

态磷方面的研究报道很少，本文运用 SEDEX
方法分析了浙江沿岸海域 3个柱状沉积物中

5种形态磷的垂直分布特征，运用210Pb法测定沉

积速率并利用测年结果，结合不同年份的一些气

候或人类活动事件，分析柱状沉积物中各形态磷

的变化特征和有机磷的降解。

1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乘“浙海环监号”科考船采集柱状

沉积物，站位分布见图 1。用柱状采样器采集柱

状沉积物，要求被采沉积物样品未受扰动和污

染。ZJ0921柱状沉积物取自浙江东部象山海域

（29°30′47″N，122°42′07″E），水深 44 m，上部含

水率比较高，沉积物类型主要以灰褐色砂质沉积

物为主，柱长 86 cm，按 2 cm间隔分成 29个样

品。 ZJ1009柱状沉积物取自台州沿岸海域

（28°05′38″N，121°43′23″E），水深 22 m，为黄褐

色 -灰色粉砂质沉积物，柱长 70  cm，按 2  cm
间隔分成 27个样品。ZJ0306柱状沉积物取自乐

清湾外（27°28′01″N，121°01′48″E），水深 15 m，

上部含水量很高，沉积物类型主要以灰褐色砂质

沉积物为主，柱长 86 cm，按 2 cm间隔分成 31个

样品。样品现场立即密封冷冻，运回实验室后进

行冷冻干燥，过 160目筛后备用。

本文中的沉积物样品采用 SEDEX方法[8] 分

级提取，分 5种形态，分别为弱吸附态（ loosely
sorbed P，简写为 Ads-P）、铁结合态（ ferric iron-
bound P，简写为 Fe-P）、自生磷灰石及钙结合态

（authigenic carbonate fluorapatite +biogenic apatite+
CaCO3-associated P，简写为 Ca-P）、碎屑态（detrital
apatite P，简写为 De-P）和有机态（organic P，简写

为 OP）。分级提取流程见图 2，沉积物样品总磷

用凯式消解[9]，浸取液中的磷用磷钼蓝法测定[9]，

吸光值用 723S型分光光度计测定，误差小于

±5%。具体方法：浸取液全量转移到 100 mL的

容量瓶中，定容至 100 mL，然后取 25 mL定容好

的溶液于 25 mL比色管中，加入 0.5 mL（钼酸铵-
硫酸-酒石酸锑钾）混合溶液，0.5 mL抗坏血酸溶

液，显色 5 min后，选 882 nm波长，5 cm比色皿

以蒸馏水作参比测定其吸光值 A。
浙江沿岸海域柱状 ZJ0921、ZJ1009和 ZJ0306

站位的沉积速率运用210Pb法测定，采用作图法

进行数据处理。按照公式（1）的指数衰变模型对

数据进行拟合后，并根据公式（2），求得沉积物的

平均沉积速率。

At = A0e−λt (1)
S = Z/t (2)

其中：A0 为沉积物表层（Z=0 cm）的放射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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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柱状沉积物采样站位

Fig. 1    Sampling stations of core sed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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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度；At 为某深度（Z cm）沉积物的放射性活度；

为210Pb的衰变常数（λ=0.03114 a−1）；Z 为沉积物

的深度（cm）；t 为此深度（Z）沉积年龄（a）；S 为沉

积速率（cm/a）。
 
 

自然粒度风干沉积物 1.000 g

于50 mL 离心管

弱吸附态
(Ads-P) Ⅰ 渣

渣

渣

渣

渣 (废)

Ⅱ

Ⅲ

Ⅳ

Ⅳ

铁结合态
(Fe-P)

自生磷灰石
及钙结合态

(Ca-P)

碎屑态 (De-P)

有机磷 (OP)

20 mL 1mol/LMgC12 (pH=8)

振荡2 h, 离心

20 mL CDB (0.3 mol/LC6H5Na3O7+

1.0 mol/LNaHCO3+0.5gNa2S2O4,

振荡6 h, 离心, 取清液5 mL,

加5 mL 三酸消解

20 mL1mol/LNaAC-HAC 

(pH=4), 振荡5 h, 离心

20 mL 1mol/LHC1,

振荡15 h, 离心

550 ℃ (5 h),

20 mL 1 mol/

LHC1,振荡
15 h, 离心

图 2    沉积物中磷的分级浸取

Fig. 2    Sequential  extraction  process  of  phosphorus  in

sediment
 

根据沉积物中有机磷含量下降的程度，可以

进一步了解它们的分解速率。设有机磷分解为

一级反应 [10]，用 Z 表示沉积物的深度（cm）；用

C0、Cz 分别表示深度为 0 cm和 Z cm时的有机

磷含量；k 为分解速率常数（ /a）；S 为沉积速率

（cm/a），则有机磷分解速率参数 k 可表示为：
k = ln (C0/CZ)/ (Z/S ) (3)

2   结果与讨论

2.1    浙江沿岸柱状沉积物的沉积速率

ZJ0921柱状沉积物的平均沉积速率为 1.09
cm/a，拟合的 R2 为 0.9061；ZJ1009柱状样沉积物

的平均沉积速率为 1.14 cm/a，拟合的 R2 为 0.762；
ZJ0306柱状样的平均沉积速率为 2.33 cm/a，拟
合的 R2 为 0.831（图 3）。根据柱状沉积物样品的

长度计算得到：ZJ0921、ZJ1009和 ZJ0306站位

的沉积物样品分别代表了站位邻近海域大约 80
年、61 年和 37 年来磷的沉积历史。所选的 3个

柱状沉积物的站位属于东海次高沉积强度区[11]，

总体来看从北到南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与张志

忠等[12] 对浙江沿岸海域沉积物沉积速率的研究

结果相反（自北向南逐渐减小），这是因为所采

的 ZJ1009与 ZJ0306柱状沉积物与东海内陆架

泥质区沉积中心（27.42°N，121.33°E）非常接近，

因此 ZJ1009与 ZJ0306柱状沉积物的沉积速率

相对于 ZJ0921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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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ZJ0921、 ZJ1009和 ZJ0306站 位 柱 状 沉 积 物 中
210Pb衰变曲线

Fig. 3    210Pb  decay  curve  of  core  sediment  of  ZJ0921、

ZJ1009 and ZJ0306

826 海    洋    环    境    科    学 第 39 卷



2.2    总磷及各种形态磷的含量、分布及其特征

2.2.1    总磷的含量、分布及其特征

浙江沿岸海域 ZJ0921站位柱状沉积物中总

磷（ total P，简写为 TP）含量的平均值为（438.6±
34.6） ×10−6，变化范围为（ 361.3～ 516.4） ×10−6；
ZJ1009站位平均值为（506.8±27.4）×10−6，变化范

围为（456.8～554.8）×10−6；ZJ0306站位平均值为

（471.5±37.9）×10−6，变化范围为（431.9～660.1）×
10−6。从 3个柱状沉积物中 TP的垂直分布（图 4）
可以看出，ZJ0921站位的 TP含量垂向变化整体

相似，呈随深度增加而下降的趋势。这与大鹏澳

养殖区柱状沉积物中总磷随沉积物深度的变化

趋势一致[13]。1930－1937年柱状沉积物 ZJ0921
总磷含量几乎没变，1937－1941年略有下降，1941－
1970年含量增加，1970－1994年含量又下降，

1994－2009年呈现增加的趋势，但在 1998年出

现一个极高值，这是由于局部气候突变造成了

1998年的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灾害，对浙江沿岸

海域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ZJ1009柱状沉积物

的垂直分布较为复杂，基本呈多峰值的变化规

律，这可能与沉积环境不稳定有关。ZJ0306柱

状沉积物总磷含量变化不大，在 2004年出现一

个极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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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浙江沿岸海域柱状沉积物中总磷垂直分布

Fig. 4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total  phosphorus  in  core

sediments from Zhejiang offshore
 

2.2.2    无机磷的含量、分布及其特征

浙江沿岸海域 ZJ0921站位柱状沉积物中无

机磷（ inorganic  P，简写为 IP）含量的平均值为

（359.3±26.2）×10−6，变化范围为（315.8～420.4）×
10−6；ZJ1009站位平均值为（382.7±34.7）×10−6，变
化范围为（288.8～455.9）×10−6；ZJ0306站位平均

值为（ 371.8±20.9） ×10−6，变化范围为（ 310.6～
386.6）×10−6。从柱状沉积物中 IP的垂直分布

（图 5）可以看出，3个站位的 IP含量随着沉积物

深度的增加，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分布特征，

分别在 1985年、1997年和 1982年出现极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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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浙江沿岸海域柱状沉积物中无机磷垂直分布

Fig. 5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inorganic  phosphorus  in

core sediments from Zhejiang offshore
 

2.2.3    弱吸附态磷的含量、分布及其特征

浙江沿岸海域 ZJ0921站位柱状沉积物中

Ads-P含量平均值为（9.0±2.1）×10−6，范围为（2.7
～10.8）×10−6；ZJ1009站位平均值为（9.7±1.5）×10−6，
范围为（6.5～12.0）×10−6；ZJ0306站位平均值为

（11.0±1.6）×10−6，变化范围为（7.0～13.3）×10−6。
3个站位的 Ads-P含量均较低，分别占各自

TP的 0.7%～2.9%。从 3个柱状沉积物的垂直分

布（图 6）可以看出，ZJ1009和 ZJ0306柱状沉积物

的 Ads-P变化趋势相似，均呈现随深度增加含量

增加的趋势，而 ZJ0921柱状沉积物的垂直分布

呈现随深度先增加后减小的特点，1930－1956
年 Ads-P含量急剧增加，可能是因为 Ads-P的结

合力弱，沉积环境如温度、pH、水动力条件及生

物扰动等因素的改变均可以使其从沉积物释放

出来，所以时间越久含量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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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铁结合态磷的含量、分布及其特征

浙江沿岸海域的 ZJ0921站位柱状沉积物中

Fe-P含量的平均值为（86.2±29.4）×10−6，变化范

围为（34.3～145.5）×10−6；ZJ1009站位柱状沉积

物 Fe-P含量的平均值为（107.2±24.0）×10−6，变化

范围为（46.9～153.6）×10−6；ZJ0306站位柱状沉

积物 Fe-P含量的平均值为（99.5±31.0）×10−6，变
化范围为（43.3～161.1）×10−6。从 3个柱状沉积

物的垂直分布（图 7）可以看出，Fe-P的垂直变化

较复杂。但总体上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

对于 ZJ0921柱状沉积物，1930－1956年，Fe-P含

量急剧增加，这是因为在深层的厌氧还原环境

中，沉积形成的磷矿物被还原，从而形成磷酸盐，

这些磷酸盐可以通过孔隙水向上扩散迁移，所以

越向上含量越高 [14]。由于 ZJ1009和 ZJ0306柱

状沉积物受到的扰动较 ZJ0921严重，故呈现多

峰值的变化规律，这可能是受早期成岩作用影响

的缘故[15]。

2.2.5    自生磷灰石及钙结合态磷的含量、分布

及其特征

浙江沿岸海域的 ZJ0921站位柱状沉积物中

Ca-P含量的平均值为（10.0±1.5）×10−6，变化范围

为 （ 8.0～ 15.6） ×10−6； ZJ1009站 位 平 均 值 为

（13.4±4.8）×10−6，变化范围为（8.0～21.7）×10−6；
ZJ0306站位平均值为（16.7±1.4）×10−6，变化范围

为（14.4～20.4）×10−6。Ca-P主要来源于生物骨

骼碎屑、碳酸钙结合磷及沉淀在间隙水溶液中

的碳酸盐氟磷灰石[16]。表层沉积物中自生磷灰

石主要来源于海洋生物骨骼碎屑，氟磷灰石一般

形成于表层2 cm以下[17]。从3个柱状沉积物的Ca-P
垂直分布（图 8）可以看出，3个柱状沉积物的 Ca-
P在表层因环境要素变化较剧烈，故其含量变化

较大。ZJ0921柱状沉积物的 Ca-P表层以下含量

变化不大，ZJ1009站位和 ZJ0306站位的 Ca-P分

别在 1995年和 1998年出现极大值，ZJ1009站位

在 1986－1995年 Ca-P的含量几乎未变化。

2.2.6    碎屑磷灰石磷的含量、分布及其特征

ZJ0921站位柱状沉积物中 De-P含量的平均

值为（ 254.0±16.6） ×10−6，变化范围为（ 227.1～
288.5）×10−6；ZJ1009站位平均值为（252.4±32.0）×
10−6，变化范围为（189.4～333.6）×10−6；ZJ0306站

位平均值为（ 220.5±20.5） ×10−6，变化范围为

（183.9～256.8）×10−6。从 De-P的垂直分布（图 9）
来看，总体上呈现出由表至底随深度增加含量降

低的趋势。3个站位的柱状沉积物中的 De-P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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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浙江沿岸海域柱状沉积物中弱吸附态磷垂直

分布               

Fig. 6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weakly  absorbed

phosphorus  in  core  sediments  from  Zhejiang

off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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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浙江沿岸海域柱状沉积物中铁结合态磷垂直

分布           

Fig. 7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iron  phosphorus  in  core

sediments from Zhejiang off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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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 1984年、1997年和 2003年存在极大值。

ZJ0306柱状沉积物在 1982年还出现一个极大

值。从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3个柱状沉积物

代表 3个不同的地区，由于环境不同，所以含量

分布也不同。

2.2.7    有机磷的含量、分布及其特征

ZJ0921站位柱状沉积物中 OP含量的平均

值为（65.1±19.7）×10−6，变化范围为（16.5～90.9）×
10−6； ZJ1009站 位 平 均 值 为 （ 65.78±14.68） ×
10−6，变化范围为（41.9～103.8）×10−6；ZJ0306站

位平均值为（72.4±8.3）×10−6，变化范围为（48.5～
89.8） ×10−6。从垂直分布（图 10）  可以看出，

ZJ0921、ZJ1009和 ZJ0306柱状沉积物随深度增

加 OP含量降低，这与 Krom等[18] 指出含量随深

度的增加而迅速降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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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浙江沿岸海域柱状沉积物中有机磷垂直分布

Fig. 10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organic phosphorus in core

sediments from Zhejiang offshore
 

2.3    浙江沿岸海域柱状沉积物中有机磷的降解

由图 11中可以看出，3个柱状沉积物中有机

磷分解速率常数 k 值的垂直分布各不相同，ZJ0921
和 ZJ1009站位沉积物的 k 值，在 0～6 cm下降

最快，ZJ0306站位的 k 值则在 0～4 cm下降最

快，这说明有机磷的降解主要发生在沉积物的

表层和次表层。沉积物中有机氮的分解与有机

质有相似的规律 [19]，由于有机磷和有机氮有类

似的性质，我们可以推测，有机磷的降解与有机

质的降解有类似的规律。表层或次表层之下，

ZJ1009和 ZJ0306站位的沉积物有机磷分解速率

随深度增加而减小，而 ZJ0921站位的沉积物有

机磷分解速率则随深度增加而增加。3个柱状

沉积物中的有机磷都在表层或次表层出现了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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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浙江沿岸海域柱状沉积物中自生磷灰石及钙结合

态磷垂直分布

Fig. 8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calcium phosphorus in core

sediments from Zhejiang off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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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浙江沿岸海域柱状沉积物中碎屑磷灰石磷垂直

分布               

Fig. 9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detritus  phosphorus  in  core

sediments from Zhejiang off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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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下降的趋势，说明有机磷的降解主要发生在表

层有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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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浙江沿岸海域柱状沉积物中有机磷分解速率常数

k 的垂直变化

Fig. 11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the decomposable velocity

constant  of  organic  phosphorus  from  Zhejiang

offshore
 

3   结　论

（1）浙江沿岸海域 ZJ0921、ZJ1009和 ZJ0306
站位沉积物的沉积速率分别 1.09 cm/a、1.14 cm/a
和 2.33 cm/a，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渐升高的趋势。

（2）5种形态磷Ads-P、Fe-P、Ca-P、De-P、De-P
和 OP的 含 量 排 序 为 De-P>Fe-P>OP>Ca-P>
Ads-P。

（3）5种形态磷的垂直分布特征不相同，这与

沉积环境及成岩作用有关。

（4）ZJ0921和 ZJ1009站位柱状沉积物的有

机磷分解速率常数 k 值在 0～6 cm下降最快；

ZJ0306柱状沉积物有机磷分解速率常数 k 值在

0～4 cm下降最快，说明有机磷的降解主要发生

在沉积物的表层和次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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