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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自长白山至贝加尔湖空间跨度约2000 km断面上代表性地点的水生植物正构烷烃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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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单体氢同位素研究. 结果表明, 该区域大型水生植物正构烷烃具有明显的奇偶优势, 以C23

分子标志物

或C25为主峰, 这两个链长的正构烷烃可以作为研究区水生植物来源的普适性特征标志物. 同一

正构烷烃

植物来源的不同链长正构烷烃的单体氢同位素值相近, 尤其是n-C21, n-C23, n-C25三者的氢同位素

氢同位素

值相差很小. 水生植物正构烷烃与环境水间的氢同位素分馏值稳定在159‰左右, 与欧洲等地
区获得的结果有很好的一致性, 表明正构烷烃单体氢同位素可以示踪水体的氢同位素组成. 全

水生植物
东亚季风区

球水生植物正构烷烃氢同位素数据综合分析显示, 正构烷烃C23和C25氢同位素平均值是反演环境
水体氢同位素组成的优选代用指标. 本研究不仅获得了这一区域水生植物的分子标志物数据,
同时对全面认识和理解正构烷烃氢同位素组成及其在古气候研究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脂类化合物正构烷烃(n-alkanes)广泛存在于沉积

n-C21~n-C25, 主要以n-C21, n-C23和n-C25为主峰, 有明

体中. 在地质演化过程中, 其化学性质和同位素组成

显奇偶优势 [8,9]. 而陆生高等植物的正构烷烃集中在

具良好的稳定性, 因而保持了原始生物母质的相关

长链, 主要以n-C27, n-C29和n-C31为主峰, 具有明显奇

[1]

信息 .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气相色谱-燃烧/热转换-

偶优势 [10,11].

同位素比值质谱(GC-C/TC-IRMS)联用技术的发展 [2],

以控制环境水同位素条件培养为基础的研究 [12]

实现了有机化合物单体碳氢同位素实验测定技术的

认为, 在生物合成过程中, 正构烷烃与所利用的源水

突破. 正构烷烃及其同位素已成为古气候研究的新

间氢同位素存在稳定的分馏关系, 其分馏值约为

手段, 并在近年来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3~6].

160‰, 此分馏平衡只依赖于所利用的生物合成途

研究表明, 不同生物有机质的正构烷烃分布特

径而不受环境因素影响. Sachse等人 [13]对欧洲的一个

征显著不同. 来自光合细菌和藻类等低等生物的正

南北向气候断面的湖表沉积物正构烷烃分析表明,

构烷烃集中在短链部分n-C14~n-C20, 表现为以n-C17

该区水生来源正构烷烃与降水间氢同位素分馏稳定,

或n-C18, n-C19 为主峰, 无明显奇偶优势

[7,8]

. 泥炭藓/

为157‰, 而陆生来源正构烷烃与降水间的分馏值

苔藓类植物和大型水生植物的正构烷烃集中在

较小, 稳定在128‰, 两者的差别可能是受陆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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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蒸发蒸腾作用的影响. 之后, Sachse等人 [14]对芬兰

标志物方面的研究还十分缺乏, 有关现代分子标志

北部泥炭藓样品的分析结果表明, 其正构烷烃氢同

物及其同位素空间分布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 本文

位素与源水间的平均分馏值为131‰, 相对于陆生

选择沿长白山至贝加尔湖一条东南-西北向、空间跨

植物的分馏值偏负, 这被解释为泥炭藓生长环境较

度近2000 km的断面, 开展现代水生植物正构烷烃的

陆生植物要潮湿, 蒸发蒸腾作用较弱所致. 中国青海

分布及其氢同位素组成与环境水氢同位素组成关系

湖及周边的水生植物正构烷烃与环境水之间的氢同

的研究. 为了尽可能降低由于大气降水的季节性变

位素分馏值约为143‰, 而陆生植物正构烷烃的分

化而引起的湖水同位素组成波动, 从而减少因环境

[15]

, 且两类植物的正构烷烃氢同位

水体同位素变化对水生植物氢同位素的影响, 本文

素都很好地记录了源水氢同位素组成. 由上述可见,

选取了具有地理代表性的水深较大的湖泊, 包括长

尽管不同地区水生生物正构烷烃氢同位素与源水同

白山西侧的四海龙湾、新立城水库, 大兴安岭中段阿

位素存在比较稳定的分馏关系, 但区域间的分馏值

尔山驼峰岭天池和贝加尔湖, 探讨和评估不同链长

差异显著, 难以将一个区域的研究结论直接用于其

正构烷烃氢同位素对源水同位素组成的示踪能力.

馏值约为113‰

他地区. 同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 不同地区水生植
物的种类不同, 即使同种植物, 在不同生长环境下合

1

区域地质地理概况及样品采集

成的正构烷烃的链长分布是否一致也少有研究. 因

研究区地处东亚季风区北部, 总体气候特征是

此, 要运用该方法重建区域古气候与古环境, 必须首

雨热同期(图1), 夏季温热多雨, 冬季寒冷干燥. 年均

先弄清特定区域水生和陆生来源正构烷烃链长分布

温 变 化 范 围 为 10~5 ℃ , 年 均 降 雨 量 变 化 范 围 为

和单体同位素与源水之间的分馏关系.

450~800 mm, 平均年大气降水的氢同位素值变化范

东亚季风区北部是研究东亚季风气候空间变化
及其变化过程的关键地区之一. 到目前, 该区域分子

围为71.96‰(长春)至121.65‰(伊尔库茨克)(数据
来源: GNIP).

图 1 (网络版彩色)研究区与采样点位置. 红色圆点表示采样点; SHLW, 四海龙湾; XLC, 新立城水库; TFL, 阿尔山驼峰岭天池; BKL, 贝加尔
湖; SLG, 色楞格河
Figure 1 (Color online)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sampling sites (red dots). SHLW, Sihailongwan; XLC, Xinlicheng Reservoir; TFL, Lake
Tuofengling; BKL, Lake Baikal; SLG, Seling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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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龙湾玛珥湖(SHLW)位于东北龙岗火山区,
吉林靖宇县境内, 海拔高度675 m, 湖泊近正圆形,
最大水深位于湖泊中心, 约50 m, 湖水面积0.4 km2,

距离最接近的气象台站是位于湖西侧的伊尔库茨克
(Irkutsk).
在北方地区的湖泊中, 水生植物基本都生长在

汇水面积0.7 km 2 , 属典型封闭湖泊, 年均温2.5℃,

水深小于7 m的浅湖区, 视湖水的透光程度略有变化.

年均降雨量780 mm. 新立城水库(XLC)位于长春市

沉水植物分布的最浅水深取决于岸边湖浪的动力状

东南部, 平均海拔高度250 m, 水库流域形状略呈长
2

方形, 控制面积约1970 km , 河深3~5 m. 年均温4.8℃,
年均降水量601 mm. 驼峰岭天池(TFL)位于大兴安岭

况, 比如贝加尔湖南岸, 风大浪高, 小于1.5 m的水
深处, 几无植物生长. 四海龙湾植物样品采自湖泊浅
水区, 水深约1 m; 驼峰岭天池采样点水深1.7~2.5 m;

中段阿尔山, 是火山喷发后火山口积水而形成的高

新立城水库水生植物样品生长于1.2~1.8 m水深的水

位湖泊. 水面海拔1284 m, 湖面形状不规则, 似人的

库湾岔浅水区. 贝加尔湖菹草、眼子菜和金鱼藻采自

左脚形状, 东西宽约450 m, 南北长约800 m, 面积为
2

0.26 km . 年均温2.7℃, 年均降水量453 mm. 贝加
尔湖(BKL)和色楞格河(SLG)位于西伯利亚南部, 属
于大陆性气候, 年均温3℃, 年均降水量北部200~
350 mm, 南部400~600 mm(数据来源: GNIP, 伊尔库

湖滨, 由湖浪推到湖滨沙滩, 而植物生长在2~7 m的
浅水区; 苔藓(高大型泥炭藓)采自恩克哈鲁克度假村
(Enkhaluk Resort)东约2 km的贝加尔湖东南侧湿地
(属白桦-落叶松泥炭藓沼泽). 色楞格河植物样品采
自乌兰乌德西约40 km一水流较缓的河湾处, 水深

茨克气象站). 贝加尔湖(BKL)为新月形, 平均海拔高

0.7~1.2 m. 采样点以及样品信息等详见表1. 在采集

度445 m, 长636 km, 平均宽48 km, 湖水面积31500

植物样本的同时, 在附近不同水深和不同位置采集

km2, 平均深度730 m, 最深处达1620 m, 是世界上储

相应湖水样品2~3个.

水量最大的淡水湖. 在贝加尔湖周围, 总共有大小
336条河流注入湖中, 最大的是色楞格河(SLG). 本

2

样品预处理、正构烷烃萃取与单体浓度测试均在

次样品采集于贝加尔湖东南部, 与贝加尔湖采样点

Table 1
采样点
四海龙湾
(SHLW)
新立城水库
(XLC)
驼峰岭天池
(TFL)

实验方法

表 1 贝加尔湖-四海龙湾断面代表性湖泊水生植物样品及其正构烷烃分布参数
Basic geographic and meteorological data and chain-length parameters of the n-alkanes of the aquatic plants

经度(E)

纬度(N)

海拔
(m asl)

湖面积 年均温 年降水量
(km2)

(℃)

(mm)

植物样品名称

样品
代号

习性 主峰

Paqa) ACLb)

菹草
PC-1 沉水 C23
0.50 26.4
Potamogeton crispus
菹草
125°19.9′ 43°41.0′
250
1970
4.8
601
PC-2 沉水 C23
0.83 22.7
Potamogeton crispus
1284
0.26
453
120°24.4′ 47°19.0′
2.7
尖叶眼子菜
0.76 26.1
Potamogeton oxyphyllus POM-1 沉水 C25
Miq.
菹草
PC-3 沉水 C23
0.60 24.4
Potamogeton crispus
700
106°57.4′ 52°29.40′
445
31500
3
苔藓
贝加尔湖
沼泽 C23
Li
0.82 23.3
lichen
(BKL)
菹草
PC-4 沉水 C27
0.68 24.2
Potamogeton crispus
金鱼藻属
CL 沉水 C25
0.99 24.1
Ceratophyllum Linn.
尖叶眼子菜
0.65 25.6
Potamogeton oxyphyllus POM-2 沉水 C25
Miq.
560
107°35.9′ 51°50.0′
尖叶眼子菜
色楞格河
0.72 23.8
Potamogeton oxyphyllus POM-3 沉水 C23
(SLG)
Miq.
a) Paq=(C23 +C25 )/(C23 +C25+C29+C31 ); b) ACL为平均碳链长, ACL[16~18]=(n×Cn )/Cn , 其中n为正构烷烃碳数(链长), Cn 是碳数为n的正
126°36.0′

42°17.0′

构烷烃浓度; 为C14~C33的和

2776

675

0.4

2.5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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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环境同位素实验

验过程中氢同位素的重现性和准确性, 分析误差

室完成. 植物样品首先用蒸馏水冲洗, 冷冻干燥, 然

<3‰. 为了测定结果的精度和稳定性, 通过多次定

2

后用剪刀剪碎, 大小0.5~1 mm , 称取0.5~1.0 g样量.

容的方法, 确保所测链长的正构烷烃的测试强度在

生物标志物的提取采用超声抽提方法: 依次使用甲
醇、甲醇与二氯甲烷1:1混合液、二氯甲烷这3种萃取

4500~6000 ppmv (1 ppmv=1 L/L)之间.

溶剂分别萃取, 此处先使用甲醇萃取的方法可以更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水同位素与水岩反应实验室完

加彻底地将样品中的有机物质萃取出来. 每次溶剂

成. 测试方法为激光氢氧同位素检测标准方法, 在

量约10 mL, 加入萃取溶剂后, 经过超声振荡15 min、

Picarro L1102-i激光同位素分析仪上进行. 所需要水

离心8 min(转速3000 r/min), 取上层抽提液. 每种溶

样量3 mL左右, 同时测量出 18O和 D值, 测试结果

剂重复萃取3次, 以保证样品中正构烷烃抽提完全.

以VSMOW给出, 平均标准偏差为 18O值小于0.1‰,

将抽提液经旋转蒸发仪旋蒸浓缩至近乎全干, 加入

D值小于0.5‰.

水体样品的氢氧同位素测试在中国科学院地质

水生植物正构烷烃与湖水间的氢同位素表观分

约3 mL的正己烷保存抽提物质. 保存的抽提浓缩液
在硅胶层析柱上进行分离, 用正己烷清洗硅胶层析

馏 alkane/water计算公式
  Dalkane  1000 
 1 ,
  D water  1000 

柱. 洗脱下来的正构烷烃在高分辨率气相色谱仪

 alkane/water  1000 

(KONIK HRGC-4000B)-火焰离子检测器(FID)上进行
气相色谱分析. 色谱柱为HP-5MS型毛细管柱(柱长
60 m, 内径0.25 mm, 涂层0.25 m). 样品分流模式
进样, 进样口温度为290℃, 色谱柱升温程序为: 初
始温度80℃, 以10℃/min的速度升到150℃, 再以4℃/
min升到终温300℃并保持20 min. 以氦气作为载气,

(1)

式中, alkane为正构烷烃, water为湖水(源水).

3
3.1

结果与讨论
水生植物正构烷烃的分布特征

流 速 为 1 mL/min. 进 样 量 为 1 L, 使 用 正 构 烷 烃

水生植物样品正构烷烃单体化合物相对丰度测

(C10~C34)的混合标准作为外标进行定性和定量检测.

试结果见图2. 结果表明, 不同样品的正构烷烃分布

同时通过GC图谱核查样品的纯度, 确保萃取获得的

的主峰链长和主峰数目有明显差异, 包括同种植物

正构烷烃样品谱峰清晰、峰距均一、基底背景噪音低

在不同湖泊中生长的样品, 但所有样品均表现出显

平. 如果上述条件不能完全满足, 将对样品重复层析

著的奇偶优势. 大部分样品的主峰为C23 和C25, 少量

步骤或采用尿素络合等方法进行纯化处理. GC图谱

样品的主峰为C21和C23, 如新立城水库菹草和贝加尔

显示, 除极个别样品(后面将作讨论)外, 其他所有样

湖苔藓. 个别样品的主峰为C25 和C27, 比如驼峰岭尖

品都达到满意的纯度.

叶 眼 子 菜 (样 号 TFL(POM-1))和 贝 加 尔 湖 菹 草 (BKL

单体氢同位素分析测试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

(PC-4)). 还有一些样品则含有3个以上的主峰, 而且

研究所稳定同位素实验室进行, 萃取获得的样品通

主峰强度差异较小, 如四海龙湾菹草、驼峰岭菹草、

过 气 相 色 谱 (Trace GC Ultra)与 同 位 素 比 值 质 谱 仪

色楞格河尖叶眼子菜、贝加尔湖尖叶眼子菜等. 然而,

(Thermo Fisher Delta V Advantage)联用仪(GC-TC-

所有水生植物样品均存在C21~C25 链长中的2个主峰.

IRMS)完 成 测 试 . 在 不 分 流 模 式 下 进 样 , 色 谱 柱 为

因此, 这些主峰可以作为研究区水生植物来源的正

HP-1MS型毛细管柱(柱长60 m, 内径0.32 mm, 涂层

构烷烃的普适性的特征指标.

0.25 μm), 色谱柱进样口温度为290℃, 升温程序: 初

所有样品的Paq 值(表1)在0.50~0.99之间, 均大于

始温度40℃, 保留1 min, 然后以10℃/min升至150℃,

0.4, 其平均值为0.73. 正构烷烃平均碳链长ACL值在

再以6℃/min升至310℃, 保留20 min. 载气为氦气,

22.7~26.3之间(表1), 均值为24.5, 而陆生来源正构烷

流速1.0 mL/min. 正构烷烃样品经气相色谱柱分离后

烃的ACL值一般均大于27[15~19], 说明ACL值能粗略

进入热解装置, 在1450℃下完全裂解为氢气, 然后氢

判断陆生和水生有机质来源的相对贡献.

气被载气带入同位素比值质谱仪进行氢同位素测定.
每 6个测试样品加 测一个实验 室工作标准 (C21, C25,
C27, C29, C31和C33共6个正构烷烃化合物), 以监控实

3.2

水生植物正构烷烃的氢同位素特征
研究区水生植物正构烷烃单体(n-C21, n-C23, n-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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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生植物正构烷烃单体化合物的相对丰度(Cn%=100×Cn/C14~33, n=14~33)与碳数分布关系
Figure 2 Length distribution patterns, Paq and ACL indices of n-alkanes in aquatic plants

n-C27, n-C29)氢同位素测定结果(D值)见表2. 具有水

注意到, 在四海龙湾菹草样品的GC图谱上, C26之前

生植物代表性的3种正构烷烃为n-C 21 , n-C 23 和n-C 25 ,

的部分, 背景值一直处于低平状态, 但C27~C31段出现

它 们 的  D值 在 211‰~ 260‰之 间 , 变 化 范 围 为

一个高度不大但比较明显的背景水平凸起, 很可能暗

49‰. n-C27和n-C29的δD值在188‰~251‰之间, 变

示了不明化合物的存在. 虽经多次络合纯化处理但效

化范围为63‰. 二者相比, 前者  D波动范围明显小

果不明显. 这种情况在以前的实验中也曾时有出现,

于后者. 另外, n-C27和n-C29的 D值比n-C21, n-C 23和

通常采用平行样品替代的办法. 四海龙湾菹草长链正

n-C25有系统性偏正趋势, 与前人观察到的长链正构烷

构烷烃氢同位素的异常富集有可能与这些不明化合物

[13]

.

有关, 有待今后深入研究. 而对于不明化合物出现之

四海龙湾菹草(PC-1)的C27和C29较C23偏正23‰~27‰,

前的C21, C23和C25的氢同位素值, 理论上应该没有大

最大偏正幅度明显大于其他湖泊的菹草样品(如驼峰

的影响. 就总体而言, 同一样品的不同链长正构烷烃

岭菹草PC-3为18‰, 新立城菹草PC-2为10‰). 我们

的δD值差别较小(表2, 图3(a)), 特别是中长链部分.

烃比短链正构烷烃更加富集重同位素的现象一致

Table 2

D(‰, VSMOW)
C21

C23

C25

C27

C29

湖水
D(‰)

215

211

192

188

59

PC-2
POM-1

241

231

227

232

231

66

241

242

PC-3

234

225

223

216

Li

247

249

PC-4

245

采样点 样品号
SHLW PC-1
XLC
TFL

BKL

SLG

253

250

CL

250

251

POM-2

234

233

227

POM-3

260

249

251

平均值
a) w: 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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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生植物正构烷烃的D 及其与湖水的表观分馏a)
D values of n-alkanes and Cn/w values between n-alkanes and lake waters

245

表观分馏值(εCn/w, ‰)

C21/w

C23/w

C25/w

C27/w

C29/w

C21-25 /w

C21-29 /w

187

165

161

141

137

163

151

177

172

178

176

179

178

191

191

191

191

171

163

175

171

149

149

159

157

161

161

137

141

139

134

132

153

161

159

63
217

241
230

63

182

173

117

148

150

107

155

163

160

107

160

161

107

142

141

134

140

127

129

159

161

156

140
168

155

16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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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色)(a) 水生植物正构烷烃单体D 值; (b) 水生植物正构烷烃单体氢同位素与环境水的表观分馏, C21~29/w 为每个湖泊所有植物
样品的链长为 C21~C29 正构烷烃单体氢同位素平均表观分馏值
Figure 3 (Color Online) (a) Compound-specific D values of n-alkanes in aquatic plants, (b) apparent fractionat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lkanes
and lake waters. C21~29/w denotes the average  value of odd numbered n-alkanes from C21 to C29 for all aquatic plants in each lake. The lake names
labeled on the abscissa axis are same as in Figure 1

同一湖泊中不同品种水生植物之间的同位素值

个体长度远大于其生长处的湖水深度, 在有些生长时

差 别 较 大 (例 如 BKL的 金 鱼 藻 在 250‰~251‰; 尖

段很可能漂浮于湖面生长而发生了明显的蒸腾作用,

叶 眼子 菜在 227‰~234‰之 间 ), 这与 前人 对不同

使得光合有机物同位素偏正, 类似的情况很可能也出

[20]

, 可能反映了不同

现 在 色 楞 格 河 (SLG)眼 子 菜 的 生 长 过 程 中 . 驼 峰 岭

植物间生理差异, 或生态习性的差异. 比如蒸散作用

(TFL)的菹草比尖叶眼子菜的表观分馏要小, 可能是

不同、生长季节(温度)不同, 或者不同植物对同一链

因为菹草的株高较长, 部分株体在生长后期浮出水面

长正构烷烃的合成途径不同, 而具体何种原因有待

生长而发生同位素蒸腾富集的情况. 而从3个采样点的

进一步研究. 但是, 各湖泊水生植物的同位素组成随

尖叶眼子菜正构烷烃与湖水总的分馏均值(C21~29/w)来

水体同位素的变化而呈现出更为显著的一致性变化.

看, 驼峰岭的分馏均值(C21~29/w)为191‰, 比贝加尔

同一样品的不同链长表现出的氢同位素的分馏值大

湖分馏均值(139‰)和色楞格河的分馏均值(132‰)

小在所有湖泊样品中的排序几乎没有变化(图3(a)),

要偏负. 其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温度差异所致. 在植物

说明湖泊水体的同位素组成对水生植物正构烷烃氢

生长季节, 驼峰岭天池的水温较贝加尔湖和色楞格河

同位素的主控作用, 揭示了正构烷烃单体的氢同位

高, 而温度越高会使得氢同位素分馏越大 [21,22]. 与其

素对环境水氢同位素组成具有示踪的潜力.

他水草相比, 苔藓类植物与源水的分馏值偏正

藻类的培养观测研究结果相似

3.3

水生植物正构烷烃与源水间氢同位素分馏

(149‰), 很可能反映了苔藓类植物相对于水下植物,
其蒸发蒸腾作用较强,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4].

本文水生植物样品正构烷烃与源水之间的氢同

图3(b)具体给出了长白山-贝加尔湖横断面上4个

位素分馏值见表2、图3(a). 总体来看, 水生植物的5

代表性湖泊水生植物不同链长正构烷烃单体化合物氢

种正构烷烃(n-C21, n-C23, n-C25, n-C27, n-C29)与源水间

同 位 素 与 环 境 水 体 的 分 馏 关 系 . 图 中 C23/w(PC),

的 平 均表 观分 馏 值(C21/w, C23/w, C25/w, C27/w,

C25/w(PC), C27/w(PC), C29/w(PC)为同种沉水植物菹

C29/w)接近, 变化范围在168‰~153‰之间, 平均

草(Potamogeton crispus)的各链长正构烷烃的表观分

值为159‰. 这与前人认为水生植物在合成正构烷

馏值, C23-25/w(PC)为菹草的n-C23 与n-C25 氢同位素平

烃过程中的氢同位素分馏稳定在160‰左右的研究

均表观分馏值, C21~29/w为各湖泊所有水生植物正构

结果非常一致 [12]. 对于具有代表性水生来源的正构

烷 烃 n-C21~n-C29 的 氢 同 位 素 平 均 表 观 分 馏 值 . 从 图

烷 烃 (n-C21, n-C23, n-C25) 与 源 水 间 的 分 馏 均 值

3(b)可见, 不同植物的平均表观分馏值(C21~29/w)在不

(C21~25/w) 为 161‰, 与 欧 洲 断 面 研 究 得 出 的 结 果

同湖泊有较大差异, 不同链长的正构烷烃氢同位素表

(157‰

[13]

)非常接近.

观分馏值也比较发散(图中所示的误差区间). 而同种

贝加尔湖(BKL)的尖叶眼子菜与湖水的表观分馏

植物的正构烷烃C23和C25的氢同位素表观分馏值则在

幅度较同地点的其他水生植物要小, 这可能是因为其

各湖泊之间比较一致, 4个湖泊上的波动为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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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二者的平均表观分馏值的波动范围更小, 仅
在10‰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 四海龙湾和贝加尔湖这
两个具有常年稳定的水体同位素组成的湖泊, 其沉水
植物菹草的n-C23 和n-C25 表观分馏值分别为163‰和

位素与环境水体存在着稳定的分馏关系.

3.4

水生植物正构烷烃对源水同位素的示踪能力
为了更加广泛地探究水生植物与源水间氢同位

162‰, 其差值在实验室仪器测量误差之内. 这进一

素组成的相关性和分馏关系的可靠性, 我们搜集了

步说明了水生植物正构烷烃特别是中长链组分的氢同

全球范围内已有的水生植物正构烷烃以及源水的氢

图 4 水生植物正构烷烃的D 与环境水体的D 之间的关系(虚线示回归曲线 95%置信区间)
Figure 4 D values of aquatic plant-derived n-alkanes versus environmental waters from various regions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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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数据信息(表S1). 其中沉水型水生植物30个,

地 区 为 129‰, 英 国 伍 兹 霍 尔 港 口 地 区 为 161‰,

以C23和C25为主峰, 这和东亚季风区采集的沉水型水

这主要反映了不同地区的年降雨量/蒸发量比(相对

生植物主峰分布一致, ACL值变化范围为21.5~26.8,

湿度/干旱度)有所差别 [18,19]. 青藏高原地区水生植物

平 均 值 为 25.0. 挺 水 植 物 9 个 , 以 C27 和 C29 为 主 峰 ,

与源水分馏值总体稳定在116‰~143‰之间, 比东

ACL值变化范围为25.9~29.6, 平均值为27.6. 浮水植

亚 季 风 区 以 及 欧 洲 断 面 的 稳 定 分 馏 值 (160‰) 偏

物3个, 以C21 和C29 为主峰, ACL值变化范围为27.5~

正 [26], 可能反映了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水生植物与源

27.9, 平均值为27.7. 泥炭藓样品4个, 以C23 或C27 为

水间的分馏受相对湿度的影响作用会加强. 另外, 较

主峰, ACL值变化范围为23.3~25.8, 平均值为24.9. 藻

低的温度也是造成分馏值偏正的重要因素.

类样品1个, 以C17 为主峰, ACL值为17.9. 总的来说,
挺水植物和浮水植物的ACL值明显大于沉水植物.

4

结论

各个地区的水生植物样品氢同位素值范围为:

贝加尔湖-四海龙湾断面水生植物正构烷烃分布

东亚季风区北部为188‰~260‰, 变化幅度为72‰;

具明显的奇偶优势, 以C 23 和C 25为主峰, ACL值低于

青藏高原青海湖地区为87‰~210‰, 变化幅度为
123‰; 青 藏 高 原 纳 木 错 地 区 为 144‰~237‰, 变
化幅度为93‰; 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地区为157‰~
198‰, 变 化 幅 度 为 41‰; 青 藏 高 原 尕 海 湖 地 区 为
156‰~217‰, 变化幅度为61‰; 芬兰北部地区为
162‰~235‰, 变化幅度为73‰; 日本群马县地区
为167‰~214‰, 变化幅度为47‰. 可以看出, 在
青藏高原青海湖地区水生植物氢同位素值偏正, 且
变化幅度较大, 可能与该研究区湖面积较大而使得
所采集水生植物利用的源水差别较大有关, 其余各
个地区的同位素值变化范围相差不大. 图4显示, 所
搜集的水生植物样品正构烷烃与源水间氢同位素组
成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对于同一样品, 具有代表
性的水生植物来源正构烷烃n-C21, n-C23和n-C25, 这3
种标志物的 D值相似, 都能很好地反映源水的 D值
组成. 图5所示为单体标志物的 D值与三者的 D平
均 值 之 间 的 线 性 关 系 ( 图 5(a)), 其 中 , C21 的 R2 值
(0.9323) 相 对 于 C23 和 C25 的 R2 值 ( 分 别 为 0.9641 和
0.9537)要小. 从单体标志物的分馏值与C21~C29 均值
和源水分馏值的关系(图5(b))可以看出, C23和C25的均
值 和 源 水 的 分 馏 值 显 示 出 最 大 相 关 性 (R2=0.9253).
鉴于大多数沉水型水生植物相对于陆生植物以及浮
水/挺水植物来说不受蒸散作用影响, 且其主峰是C23
和C25, 因此, 水生植物正构烷烃C23 和C25 的 D平均
值应是示踪湖水同位素组成最具潜力的指标.
从表S1可以看出, 不同地区的水生植物正构烷
烃与源水间的氢同位素平均分馏值有差异, 青藏高
原青海湖地区的分馏均值为135‰, 纳木错地区为
116‰, 尕 海 湖 地 区 为 143‰, 日 本 群 马 县 地 区 为
143‰, 美 国 麻 省 中 南 部 地 区 为 130‰, 芬 兰 北 部

图 5 (网络版彩色)(a) 三种正构烷烃单体(n-C21, n-C23, n-C25)氢同位素
值与三者的平均值间的关系; (b) 单个标志物和源水分馏值与 C21~C29 均
值和源水分馏值的关系(C23/C25 均值与源水分馏值显示出最大的 R2 值)
Figure 5 (Color Online) (a) Global correlation between D values of
individual n-alkanes (C21, C23 and C25) and average D value of n-C21,
n-C23 and n-C25 in aquatic plants. (b) Global correlation between Cn/w
values of individual n-alkanes (C21, C23, C25, C27 and C29) and average
C21~29/w value in aquatic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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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有机质, ACL可以用来粗略判断湖泊沉积物中有

氢同位素更显著地受控于环境水体的同位素组成.

机质陆生和水生来源的相对贡献. 同一湖泊中的同

研究区内不同湖泊的水生植物正构烷烃氢同位素值

一植物样品, 其不同链长正构烷烃的 D值相似, 特

显示出不同链长正构烷烃与源水间的分馏值接近,

别 是 对 于 具 有 水 生 植 物 代 表 性 的 正 构 烷 烃 n-C21,

在168‰~153‰之间, 均值为159‰, 与世界其他

n-C23 和n-C25, 其 D值相差很小, 都能很好地反映源

地区的研究结果160‰非常吻合. 综合全球水生植

水的 D值, 说明大型水生植物正构烷烃与环境水体

物正构烷烃氢同位素数据表明, 所有的大型沉水型

存在稳定的同位素分馏平衡关系. 不同水生植物样

水生植物均含有C23和C25主峰, 而且二者的单体氢同

品的氢同位素值有差别, 可能反映了植物间的生态

位素与环境水体存在较稳定的分馏关系. 因此, 正构

习性的差异. 但不同湖泊同种水生植物之间的同位

烷烃C23 和C25 的 D及其平均值是反演环境水体氢同

素组成存在更显著的差异, 表明了正构烷烃单体的

位素组成的优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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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kanes and hydrogen isotope fractionations of aquatic plants in
lakes on the Changbai Mountains-Lake Baikal transect
LI DongWei1,2, HAN JingTai1, SUN HuiGuo1, LI Dong3, PANG ZhongHe4, CUI LinLin1, WANG Xu1,
CAO YunNing5 & LIU WeiGuo5
1

Key Laboratory of Cenozoic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China;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Department of Geotechnical and Engineering, College of Hehai,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4
Key Laboratory of Engineering Geomechanics,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China;
5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Loess and Quaternary Geology, Institute of Earth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an 710075, China
2

With the advance of gas chromatography/thermal conversion isotope ration mass spectrometry (GC/TC/IRMS), compound-specific
hydrogen isotope composition (D) of molecular organic markers is increasingly used as a palaeoclimate proxy. To explore the
hydrogen isotopic fractionat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lkanes derived from aquatic plants in lakes and the lake waters, we have
investigated n-alkane distributions and their D values of the aquatic plants collected from 5 typical lakes on the Changbai
Mountains-Lake Baikal transect in the northern East Asian monsoon regime. The n-C23 and/or n-C25 alkanes are the dominant
compounds in submerged aquatic plants. The average chain length (ACL) and the Paq values range from 22.7–26.3 and 0.5–0.99,
respectively. D values of different n-alkanes from a single plant are similar, especially for the n-C21, n-C23 and n-C25. The mean
apparent hydrogen isotope fractionation between the lacustrine aquatic plant alkanes and lake waters is 159‰ for the study area,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lusion obtained from a European transect (160‰). We suggest that n-alkanes from aquatic plants can be used
to trace the hydrogen isotope composi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water. On a global scaled basis, the average D values of n-C23 and
n-C25 alkanes might be an optimized proxy with great potential in paleoenvironmental study.
biomarker, n-alkane, hydrogen isotope, aquatic plant, northern East Asian monsoon
doi: 10.1360/N972015-00394

补充材料
表 S1 全球不同地区水生植物正构烷烃氢同位素值及其与环境水体氢同位素分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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