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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南北方过渡带淮河半湿润区全新世气候变化

秦小光　张　磊　穆　燕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生代地质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淮河流域位于中国东部的南北方过渡带，属于半湿润区气候环境，这里既有冬季风从北方干旱半干旱区

携带而来的粉尘堆积，又有江淮地区特有梅雨天气，但与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和南方湿润区均存在着差异，因此其

古气候环境变化对于理解东亚古气候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缺乏合适的材料，对淮河流域古气候的

研究一直是全球变化研究中空白地区。本文针对襄城的一个全新世黄土－古土壤连续剖面，根据粉尘沉降动力学

原理，利用粉尘搬运距离、风力强度、春季近地面气温和有效湿度等几个半定量和定性指数，分析了淮河流域的

全新世气候波动特征，结果表明：１）淮河半湿润区与北方干旱半干旱区的湿度变化总体有反向波动趋势。大约

７～３８ｋａＢ．Ｐ．是北方粉尘源区的全新世适宜期，而在淮河流域环境只有小幅改善。淮河流域的适宜期在大约

１８～３８ｋａＢ．Ｐ．期间，晚于北方干旱区。２）淮河流域全新世时期冬季风强度一直在持续减弱，而有效湿度一直

在持续增加。大约１８ｋａＢ．Ｐ．以来形成的黄土层是因粉尘源区扩展所致，并非因冬季风加强。３）淮河流域这种

异于北方干旱半干旱区的全新世气候特征是由于印度季风减弱、西太平洋副高西伸增强造成江淮地区梅雨加强，

同时也是淮河地区冬季风减弱致使梅雨带北移的共同作用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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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作为一个人类文明迅速发展的时期，全新世气
候变化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自施雅风和孔昭

宸
［１］
总结了中国全新世适宜期的气候特征以来，许

多科学家利用不同沉积物记录对中国各地全新世时

期的气候波动进行了大量研究
［２～１０］

，对全新世开始

增温的时间、全新世的重要气候事件（如约 ４ｋａ和
８ｋａ气候事件）、全新世时期季风变化趋势以及全
新世气候变化和人类适应等科学问题开展了深入探

讨
［１１］
，提出太阳辐射驱动了全新世的气候变化

［２］
，

注意到各地全新世气候波动的差异；另外，有学

者
［１２］
提出了“西风模式”，也有学者则根据东亚夏

季风最强时期向东南方向的延迟与夏季风的逐步减

弱一致，认为是气候对轨道驱动季节性变化的响

应
［１３］
。然而，各地全新世气候波动的差异究竟是

气候系统内的地区性差异所造成的，还是气候系统

时间演化的记录，还需要各地更多高分辨率记录的

研究。

淮河流域位于中国东部的南北方过渡带，属于

半湿润区气候环境，这里既有冬季风从北方干旱半

干旱区携带而来的粉尘堆积，又有江淮地区特有梅

雨天气，但与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和南方湿润区均存

在着差异，气候环境十分特殊。有历史记录以来，

淮河流域不仅洪水泛滥成为中国的心腹之患，而且

这里经常与北方气候截然相反，北旱南涝突出，如

２００３年和 ２００７年淮河全流域大洪水时，北方干旱
少雨。这种区域性的气候差异是否在全新世更长的

时间尺度上也存在？是否半湿润区具有与北方干旱

半干旱区相似的气候事件？这些科学问题都直接关

系到对东亚季风气候系统的全面认识和对气候变化

机制的正确理解。

然而淮北平原长期被认为除河道两岸外主要覆

盖的是中晚更新统沉积
［１４］
，而由于这个地区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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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又受黄河改道入淮影响，大多数河道都经历过

黄泛的影响，因此一直难以找到合适的全新世连续

沉积物，该区全新世时期的气候变化特征一直是个

谜，影响和控制这个地区主要气候系统在全新世时

期的变化更是长期不明。本文通过对襄城县风成黄

土全新世剖面的研究，揭示了淮河流域全新世时期

的气候环境变化特征，并探讨了其动力学机制过

程，对全面理解中国东部全新世气候变化的地区性

差异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图 １　襄城黄土剖面地理位置与高程剖面（图像引自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ｅ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剖面描述与研究区气候

２１　剖面的选择

　　为了获得淮河流域全新世气候的完整记录，我

们对淮河流域开展了大范围野外调查。淮河流域大

致以淮河为界，南北沉积环境差异很大，淮河以南

的大别山北麓一些地方有全新世黄土堆积，但由于

降雨丰沛、剥蚀严重，全新世地层基本不完整，如

信阳光山、驻马店桐柏等地；而淮北平原地势平

坦，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黄河入淮，全新世时期大部

分地区为河湖冲积环境，如徐州、周口和淮南凤台

等地。

只有地处淮河流域西北角、平顶山的山前台地

分布大面积的黄土堆积，与洛阳地区黄土台塬相

连，应属同一风成沉积环境。这里地势较高，不受

黄泛影响，降雨量也比大别－桐柏地区略少，是淮
河流域风成黄土保存条件最好的地区。襄城黄土是

该区风成沉积的代表。襄城黄土剖面位于河南省襄

城县 王 洛 镇 南 侧 １ｋｍ 处 路 边，地 理 位 置 为
３３９５０２１°Ｎ，１１３４７９９２°Ｅ，海拔约 ９６ｍ，西北约
２０ｋｍ是伏牛山余脉大禹山，南距北汝河、西至蓝
河、东到颖河都是 １０ｋｍ左右，剖面就在中间相对
较高的黄土岗地上，与东侧颖河以东平原和南侧北

汝河存在约 １０～２０ｍ的高差（图 １）。这里地势较
高，历史上的黄河入淮均发生在其东侧的颖河以东

地区，因此这里不受黄河入淮影响，而西北侧大禹

山的山地洪水则通过西侧蓝河、北汝河流走，也不

流经该地，因此王洛镇地区是淮河流域内理想的风

成黄土堆积区之一。

２２　研究区气候概况

　　淮河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约 ９２０ｍｍ，大致由南
向北递减，山区多于平原，沿海大于内陆。流域内

有 ３个降水量高值区：一是伏牛山区，年平均降水
量为 １０００ｍｍ以上；二是大别山区，超过 １４００ｍｍ；
三是下游近海区，大于 １０００ｍｍ。流域北部降水量
最少，低于 ７００ｍｍ。降水量年际变化较大，最大年
雨量为最小年雨量的 ３～４倍。降水量的年内分配

０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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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极不均匀，汛期（６～９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
５０％～８０％［１５］

。

地处淮河流域西北角的襄城属暖温带大陆季风

气候，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

四季分明。一般冬季受大陆性气团控制，夏季受海

洋性气团控制，春秋为二者交替过渡季节。

图 ２　襄城剖面磁化率和粒度组分参数曲线（ａ）和剖面照片（ｂ）

Ｆｉｇ２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ｂ）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ｅ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襄城年平均气温度 １４７℃，日照 ２２８０小时，
年降水量 ５７９ｍｍ，无霜期 ２１７天。春季时间短，干
旱多风沙，气温回升较快；夏季时间长，炎热，雨

水集中、时空分布不匀；秋季时间短，昼夜温差大，

降水量逐渐减少，晴和气爽日照长；冬季时间长，

多风，寒冷少雨雪。

襄城县的风向随季节变化非常明显，冬季盛行

偏北风、夏季多为偏南风，全年以西南风最多。年

平均风速 ２４ｍ／ｓ。夏初常出现干热风，以 ５月下
旬出现频率最高。

２３　剖面描述

　　剖面位于道路边耕地内一个人挖方坑壁上

（图 ２ｂ），高约 ２５ｍ，整个剖面为黄土堆积，大约
０～１７ｃｍ是浅棕色土壤层，为耕作层，含小砾石，

可能有人为活动干扰；下方大约 １７～３５ｃｍ是一黄
土薄层；该黄土薄层之下大约 ３５～１１０ｃｍ是大约
７５ｃｍ厚的灰黑色古土壤层，富含有机质，具有下部
比上部颜色偏深偏黑的特点，其底部颜色逐渐变浅

变白，转变成黄土层；１２０ｃｍ以下出现大量白色碳
酸钙假菌丝体和小的钙结核，１２０～１３０ｃｍ黄土中发
育一些黑色条带，１７２～１８０ｃｍ黑色有机质较高，
１８０～１９０ｃｍ多钙结核，２１０ｃｍ以下钙结核减少。整
个剖面按 ２ｃｍ间距采样。

剖面具有以下特征：１）剖面发育典型的土壤团
粒结构，没有任何指示水成性质的层理结构；２）古
土壤层和黄土之间呈渐变过渡的粉尘加积特点；

３）地层中可见有陆生蜗牛的壳体；４）古土壤层下部
碳酸钙淋滤作用强烈，发育大量钙结核；５）剖面点
位于黄泛区以西、北汝河与颖河之间相对较高的黄

土高地上（图 １），不受黄泛、山区洪水影响。综合
以上特征可以确定该剖面是典型原生黄土堆积。

该剖面中古土壤层以颜色偏灰黑、有机质含量

高、碳酸盐淋滤作用强烈的特点，而与黄土高原南

部全新世褐红色古土壤有所区别，反映了这里地处

半湿润区、降雨丰沛的影响。

１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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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指标与分析方法

３１　古环境代用指标及测试方法

　　（１）磁化率指标
一般认为磁化率反映成壤强度，指示了夏季风

的变化，黄土古土壤样品的磁化率是反映降水量或

夏季风强度的替代性指标
［１６～２０］

，目前已经被广泛

接受。研究表明季风区的黄土古土壤磁化率有良好

的地层学指示意义，磁化率值的大小与气候的相对

暖湿程度有关（温度高低、降水大小）
［１６］
，磁化率

值的波动被认为可以较好指示东亚夏季风强度的变

化
［１７～２０］

。

高频和低频磁化率是在不同频率下分别测量得

到的磁化率。高频测量时，细颗粒的铁磁性矿物由

于磁滞而被阻挡，对高频磁化率不再有贡献，有贡

献的只有大的磁颗粒。高频磁化率一般都按比例低

于低频磁化率，频率磁化率是低频磁化率与高频磁

化率的差值与低频磁化率的百分比，因此频率磁化

率反映了其中超顺磁磁性矿物磁化率占磁化率总强

度的百分比含量
［２１］
。在黄土高原地区，黄土古土

壤中以细小的超顺磁磁性矿物为主时，低频磁化率

和频率磁化率的波动是几乎一致的，都可以直接反

映土壤的成壤强度。然而如果样品中粗颗粒的铁磁

性矿物较多时，频率磁化率比低频磁化率更能指示

细粒铁磁性矿物代表的风化成壤作用。因此相对磁

化率而言，黄土频率磁化率具有更明确的古气候意

义。因为频率磁化率只反映样品中超顺磁磁颗粒含

量的多少，而这些含量反映了古气候温湿程度的强

弱和持续时间的长短
［２１］
。

（２）粒度指标
粒度是沉积物一个比较成熟的古环境代用指

标。因其测定简单、快速、物理意义明确、对气候

变化敏感等特点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黄土古土壤研

究中，被认为是冬季风的替代性指标，指示东亚冬

季风变迁
［２２，２３］

。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的黄土－古土
壤序列研究中，粒度指标可以指示搬运粉尘风动力

变化以及沉积环境变化，是研究过去东亚冬季风变

化最直观的替代性指标
［２３～２５］

。

（３）粒度、磁化率指标测试方法
粒度和磁化率样品均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新生代环境实验室测试完成。其中磁化

率测试方法为：将样品放入烘箱中，低温烘干，称

取 １０ｇ左右，放入透明 １号自封袋中。然后依次将

各个样品放入ＭＳ２磁化率分析仪，测量样品的低频
磁化率，每个样品测量 ３次，取其平均值。

粒度测量方法分为前处理和上机测试两部分，

前处理中称取样品约 ０２ｇ，放入清洗干净的规格为
２００ｍｌ的烧杯中，加入 １０ｍｌ浓度为 ３０％的双氧水
（Ｈ２Ｏ２），放置在加热炉上，温度保持在 １４０℃，加
热过程中多次加入双氧水，直到无气泡产生为止。

由于加酸去除上清液的过程可能会造成细粒成分的

损失，因此未做加酸处理。

加入１０ｍｌ浓度３０％的六偏磷酸钠作为分散剂，
超声震荡 ５分钟，最后用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３０００激光粒度
仪进行测量，样品的粒度范围在 ０～３５００μｍ之间。

３２　测年与时间标尺

　　为了获得黄土古土壤剖面的时间标尺，剖面共
挑选 ８个样品，进行土壤有机质 １４Ｃ定年，然后校
正成日历年龄（表 １）。所有 １４Ｃ年龄样品均由美国
Ｂｅｔａ实验室测定。

书书书

表 １　１４Ｃ测年样品年龄数据表

Ｔａｂｌｅ１　１４Ｃｄａｔｉｎｇｄａｔａ

样品号
深度

／ｍ

１４Ｃ测量年龄
／ａＢ．Ｐ．

δ１３Ｃ校正年龄
／ａＢ．Ｐ．

日历校正年

２σ区间
／ｃａｌ．ａＢ．Ｐ．

ＸＣ２０１３－１２ ０．２４ ２２４０＋／－３０ ２３００＋／－３０ ２２２０～２２１０

ＸＣ２０１３－２０ ０．４ １７８０＋／－３０ １８８０＋／－３０ １８８５～１７３０

ＸＣ２０１３３５ ０．７ ２３００＋／－３０ ２４３０＋／－３０ ２６１５～２５９０

ＸＣ２０１３４５ ０．９ ３２２０＋／－３０ ３３３０＋／－３０ ３６４０～３４７０

ＸＣ２０１３５５ １．１ ３８６０＋／－３０ ３９７０＋／－３０ ４４５０～４４１０

ＸＣ２０１３８０ １．６ ５５６０＋／－４０ ５６７０＋／－４０ ６３６５～６３５５

ＸＣ２０１３１００ ２．０ ５６６０＋／－４０ ５７７０＋／－４０ ６６６５～６４７０

ＸＣ２０１３１１０ ２．２ ９８６０＋／－５０ ９９４０＋／－５０ １１５０３～１１２３８

样品预处理按标准酸洗方法提取沉积物有机

质，然后按 ＡＭＳ标准测量 １４Ｃ年龄。１４Ｃ测量年龄
利用δ１３Ｃ进行同位素分馏校正得到同位素校正年龄
后，再根据 ＩＮＴＣＡＬ１３数据库进行校正得到日历校
正年龄，表中列出了其 ２σ区间范围。

从时间深度总体分布关系（图 ３）上看，沉积速
率变化不大，地层基本连续，沉积完整，可以很好

地揭示襄城地区的全新世气候变化特征。

２４ｃｍ的样品年龄出现倒转，估计与耕地扰动
有关。而 ２００ｃｍ的年龄与 １６０ｃｍ接近，却与 ２２０ｃｍ
相差较大，明显与整体趋势偏离较大，虽不一定是

异常，但拟合时会造成总体离差小、拟合曲线却偏

离大多数年龄点的不合理现象。因此在建立年龄－
深度回归方程时，我们舍弃了这两个年龄。但上述

２１５１



　６期 秦小光等：中国东部南北方过渡带淮河半湿润区全新世气候变化

图 ３　襄城剖面的深度－时间关系图

Ｆｉｇ３　Ｄｅｐｔｈ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ｅ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拟合的结果会造成近地表多个样品点出现负值年

龄，考虑到地表迄今还在沉积现在的风成黄土，因

此设定地表样品年龄为 ０。最后得到图 ３中的时间
深度多项式转换关系（图 ３），据此计算得到了剖面
的时间标尺，剖面底部年龄大约１２５ｋａＢ．Ｐ．。

３３　黄土粒度组分分离

　　经典沉积岩石学研究表明沉积物主要由滚动、
跳跃和悬浮 ３种颗粒组分构成。黄土被证明是大气
悬浮粉尘堆积形成的风成沉积物

［１７］
。近年来，由

于测量技术的进步，激光粒度仪被引入沉积物粒度

测量分析，人们发现黄土悬浮颗粒又可细分成 ３个
悬浮组分

［２６，２７］
。前人

［２８］
研究了各种水成和风成的

典型环境下沉积物的粒度特征，将沉积物粒度的组

分划分成 ６个，它们的中值粒径范围分别是组分
１：＜２μｍ、组分 ２：２～１０μｍ、组分 ３：１０～６５μｍ、组
分 ４：６５～１５０μｍ、组分 ５：１５０～７００μｍ、组分 ６：
＞７００μｍ，其中水成和风成沉积物中都有 １和 ２组
分，３组分是大气的粗悬浮组分，４组分是水的粗
悬浮组分，５组分是跳跃组分，水成的略比风成的
粗，但二者的粒径范围高度重叠，６组分是滚动组
分，同样水成的略比风成的粗。

从沉积物粒度组分分布特征看，每一组分均属

于对数正态分布类型。因此可以采用正态分布函数

对样品各组分进行数学分离。每个组分由中值粒

径、百分含量和标准差 ３个参数来刻画，中值粒径
和标准差定义了该组分的分布函数，即各粒径的相

对含量，百分含量则刻画了该组分在全部组分中的

贡献。将几个组分的含量分布函数按百分含量加权

求和，就得到粒度分布的拟合函数：

Ｆ（ｌｇ（ｘ）＝∑
ｎ

ｉ＝１

ｃｉ

２槡πσｉ
ｅｘｐ－

（ｌｇｘ－ｌｇｄｍｉ）
２

２σ２３( ) （１）

　　公式（１）中ｎ是组分数，ｘ是粒径，ｌｇｘ是取粒

径的对数，ｄｍｉ和 σｉ分别为样品第 ｉ组分的平均粒
径和标准差，ｃｉ为 ｉ组分百分含量。

拟合函数与实测粒度分布函数的差值则是拟合

误差。黄土粒度组分分离就是通过迭代计算找到使

拟合误差值达到最小的组分参数组合
［２７］
。

３４　风力强度和粉尘搬运距离指数

　　黄土粒度作为一个经典的古气候代用指标，过
去一直被用作指示冬季风强弱变化的替代性指

标
［２９］
，近年来，陆续发现黄土粉尘源区的进退收缩

变化也直接影响黄土粒度的变化
［３０］
，而粉尘源区

的进退变化与植被生长状况有关，植被则又受降雨

直接控制，由于降雨是夏季风的直接表现，因此有

人认为黄土粒度反映了粉尘源区的进退，也是夏季

风的指标
［３１］
。这显然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给粒度

指标的解释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实际上人们早就知道黄土粒度的变化与风力强

度和粉尘源区距离肯定都有关系，也尝试构建不同

的粒度指标来反映古气候，如比值（＜２μｍ颗粒含
量／＞１０μｍ颗粒含量）、＞６４μｍ含量［２３］

、石英颗粒

中值粒径
［３２］
等。然而这些指标均缺乏明确的物理

意义。

黄土作为大气悬浮粉尘沉积物，其粒度分布中

通常都包含了 １、２和 ３组分，即细、中、粗组分
（图 ４）［２６，２７，３３］，其动力学成因分析表明粗粒组分是
粉尘在源区被上升气流带到高空，再被水平气流带

到上升气流消失的地区后，重力沉降速度远大于大

气湍流支撑能力的粗颗粒粉尘部分，细粒组分是布

朗运动影响和主导的细颗粒粉尘部分，而中粒组分

是大气湍流影响和控制的颗粒部分
［２７，３４］

。

粗颗粒粉尘在水平风力带动下运移，并在重力

影响下沿途沉降，由于沉降速度的差异，不同粒径

粉尘的百分含量沿途不断改变，因此各组分的含量

变化包含了粉尘搬运距离和风力强度的信息，粉尘

搬运距离实际上也可以视为粉尘源区的距离。

根据黄土粉尘搬运沉降过程的动力学机制，利

用粉尘的重力沉降物理过程，可以得到粉尘搬运距

离计算公式
［３４］
：

Ｌ＝０．３６７９／Ｐｍ （２）
　　公式（２）中Ｌ是粉尘搬运距离，Ｐｍ是重力沉降
主导组分的粒度分布曲线上含量最高点对应的粉尘

沉降通量。

设 Ｍ＝珔ｕｓ＝珔ｕｚ，其中珔ｕ平均风速，ｓ和 ｚ分别是
单位面积上含粉尘空气柱的体积和高度，可见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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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个黄土样品的实测粒度分布和 ３个对数

正态分布组分的拟合粒度分布

Ｆ点：粗粒组分重力沉降量和中粒组分湍流沉降量相等的点，

Ｅ点：中粒组分中值粒径对应含量最高点；

ｄＥ是中粒组分的中值粒径，ｄＦ是 Ｆ点的粒径，ＬＦ是 Ｆ点

上中粒组分和粗粒组分的含量（高）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ｏｅｓｓｓａｍｐｌｅａｎｄｉｔｓ

ｆ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ｓｗｉｔｈ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ｉｓ

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ａｔ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ｓｅｔｔｌ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ｔｈｅ

ｃｏａｒｓｅｍｏｄｅｉｓｅｑｕａｌｔｏｔｈｅ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ｓｅｔｔｌ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ｈｏｗｎｂｙ

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ｍｏｄｅａｎｄＥｉ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ｍｏｄｅ．ｄＥｉ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ｍｏｄｅ．

ｄＦ ｉｓｔｈｅｓｉｚｅａｔ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Ｆ．ＬＦ ｉ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ｏｆ

　　　　　　　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ｍｏｄｅｏｒｔｈｅｃｏａｒｓｅｍｏｄｅａｔ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Ｆ

示了单位面积上方含粉尘大气的水平通量，单位是

ｍ３／ｓ，它指示了含粉尘风场的强度，因此我们定义
Ｍ为风力强度的替代性指标。其与搬运距离的计
算公式如下：

Ｍ＝ＡＬｄ２ｍ （３）
　　公式（３）中Ｍ是风力强度，Ｌ是粉尘搬运距离，
ｄｍ是粒度分布曲线上含量最高点对应的粒径，Ａ是
计算系数，由下式得到：

Ａ＝
ｇ
１８μ

ρｄ
ρ
－１( ) （４）

　　公式（４）中，ρ是空气密度，ρ＝１２０５ｋｇ／ｍ３；ｇ
重力加速度，ｇ＝９８ｍ／ｓ２，ρｄ是颗粒密度，ρｄ＝２６５０

ｋｇ／ｍ３；μ是空气粘滞系数，μ＝０００００１５ｍ２／ｓ［１７，３５］。
上述理论模型中风力强度是用含粉尘大气水平

通量来表示的，这包含了携粉尘气流的厚度信息，

比单纯用风速来表示风力要更为合理。

由于黄土粒度分布中通常都存在粗、中、细 ３
个悬浮组分，只有重力主导其沉降的粗颗粒组分才

适合上述理论模型，因此只能利用粗粒组分的参数

来计算风力强度和粉尘搬运距离。

如果我们定义第 ｉ个组分的沉降通量为 Ｄ（ｉ），

沉降速率为Ｖ（ｉ），Ｗ是粉尘浓度，则３个组分中ｉ组
分的含量 ｃｉ可表达为

ｃｉ＝Ｄ（ｉ）／（Ｄ（１） ＋Ｄ（２） ＋Ｄ（３））

＝
Ｄ（ｉ）

（Ｄ（１） ＋Ｄ（２） ＋Ｄ（３））
·
１／Ｗ
１／Ｗ

＝
Ｖ（ｉ）

（Ｖ（１） ＋Ｖ（２） ＋Ｖ（３））
（５）

　　因此 ｃｉ实际也可视为 ｉ组分的归一化沉降速
率，表示该组分在整个沉降量或总沉降速率中的相

对贡献。另一方面，由于细粒组分的含量较少，变

化范围很窄，可以视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值，这

样不同样品粗粒组分的相对含量 ｃ３就是一个背景
标准下的相对值，可以相互比较。利用 ｃ３结合粗
粒组分对数正态分布峰值点的含量，计算公式

（２）中的 Ｐｍ值：

Ｐｍ ＝ｃ３·
１

２槡πσ３
＝０．３９８９

ｃ３
σ３

（６）

　　这样就可以根据公式（２）估算出粉尘搬运距离
Ｌ，然后再根据公式（３），利用 Ｌ和粗粒组分的中值
粒径 ｄｍ估算风力强度 Ｍ。

对一个黄土剖面而言，通常其粉尘来源方向总

体上是基本稳定的，源区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源区的

扩张与收缩、前进与后退，因此粉尘搬运距离实际

反映了粉尘源区的进退、收缩变化，而粉尘源区的

这种变化受控于植被的生长，源区如果植被长势变

好，就会蜕变成草原，不再起尘，粉尘将来自距离

更远、未被植被覆盖的地方。而干旱区影响植被生

长的关键因素是降水量，因此粉尘搬运距离反映了

粉尘源区的植被状况，或者说源区降水量变化。由

于粉尘搬运距离指大多数粉尘被风力从源区搬运到

沉降地点的平均距离，因此该源区提供了大多数的

粉尘，这样粉尘搬运距离实际也是粉尘源区距离，

可以认为二者相同，在本文中两个说法是等同、混

用的。当然粉尘源区通常是一个面积广大的范围，

因此粉尘搬运距离只是对其主要粉尘来源平均中心

的一个粗略估计。

显然从公式（２）估算得到的粉尘搬运距离 ｌ只
具有相对意义，在一个黄土剖面的纵向上（时间或

深度）可以比较粉尘源区距离的相对变化，如果有

某时段已知其粉尘确切源区距离，也可以将整个剖

面的源区距离按比例校正换算成绝对距离值。

但对于不同的黄土剖面，尤其是缺少已知源区

距离的样品时，粉尘搬运距离 Ｌ应该视为一个半定
量或定性的替代性指标。这在比较不同剖面的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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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曲线时尤须注意。

风力强度同样如此，应该视为一个半定量或定

性的替代性指标，只宜在纵向上比较，不宜比较不

同剖面风力强度的绝对值，除非都已进行了绝对值

校正。由于根据粒度特征估算的风力强度是指携粉

尘颗粒的空气流通量，而沙尘通常出现在春秋季

节，与冬季风有密切联系，因此可以视为冬季风强

度的替代性指标。

虽然粉尘源区距离、风力强度都只是定性或半

定量指标，但作为古风场的重要指示参数，实际解

决了粒度的多解性问题，对于了解古大气环境特

征、揭示古大气环流空间格局有着重要意义。

３５　大气湍流强度指数、春季近地面气温指数和
有效湿度指数

　　中粒组分的沉降速率受大气湍流所主导，因此
可以通过估算中粒组分的沉降速率作为大气湍流强

度的替代性指标。然而由于很多大气参数不可能获

得，因此无法直接根据中粒组分参数计算粉尘的大

气湍流沉降速率。但分析图４，粗粒组分和中粒组分
分布函数的相交点处，两组分的沉降量相等，即：

　　
ｃ２

２槡πσ２
ｅｘｐ－

（ｆＦ－ｆｍ２）
２

２σ２２( )
　　　　 ＝

ｃ３

２槡πσ３
ｅｘｐ－

（ｆＦ －ｆｍ３）
２

２σ２３( ) （７）

　　这里 ｆＦ＝ｌｎ（ｄＦ），ｆｍ２＝ｌｎ（ｄｍ２），ｆｍ３＝ｌｎ（ｄｍ３）。
于是可得到 ｆＦ的计算公式：

ｆＦ＝
－ｂ＋ ｂ２－４槡 ａｃ

２ａ
（８）

其中 ａ＝（σ３－σ２）（σ３＋σ２），
ｂ＝（ｆｍ３σ２－ｆｍ２σ３）（σ３＋σ２）－（ｆｍ２σ３＋

ｆｍ３σ２）（σ３－σ２），
ｃ＝－（ｆｍ３σ２－ｆｍ２σ３）（ｆｍ２σ３＋ｆｍ３σ２）－

２σ２２σ
２
３ｌｎ
ｃ２σ３
ｃ３σ２
。

这样 Ｆ点的湍流沉降速率 ＶＦｔ就可以用这点的
重力沉降速率 ＶＦｇ来计算，后者可根据 Ｓｔｏｋｅｓ定律
计算。而中粒组分分布函数的最高点 Ｅ处的粉尘
湍流沉降速率应该与 Ｆ点的湍流沉降速率成比例
关系 ＬＥ／ＬＦ，最后得到大气湍流沉降速率的估算
公式：

Ｖｔ＝Ｖｎ
ＬＥ
ＬＦ
＝Ｖｎｅｘｐ

（ｆＦ－ｆｍ２）
２

２σ２２( ) （９）

　　我们用大气湍流沉降速率的半定量估算值作为
大气湍流强度的替代性指标。

细粒组分是粒径＜２μｍ的细颗粒粉尘，显然就
是现在所谓的 ＰＭ２５细颗粒悬浮物质，动力学分
析表明由于在紧邻地面的空气薄层（即粘性次层）

内湍流消失，这时这些微细粒粉尘的运动主要与布

朗运动有关
［３４］
，而分子布朗运动主要受控于温

度
［３６］
。因此细粒组分包含了近地面气温变化的

信息。

根据前人研究
［３６］
，受布朗运动控制的粉尘沉

降颗粒数 Ｎ（ｔ）可表示为

Ｎ（ｔ）＝２ｎ０
Ｄｔ
π槡

（１０）

　　公式（１０）中，Ｄ是布朗扩散系数；ｎ０是空气中
粉尘的初始数含量，假定它对所有样品是一个常

数；Ｎ（ｔ）就是时间 ｔ内的细颗粒粉尘沉降通量。Ｄ
与温度由下式关系。

Ｄ＝
ｋＴ
３πμｄ

（１１）

　　公式（１１）中，Ｄ的单位是 ｍ２／ｓ，ｋ是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常数 １３８×１０－２３Ｊ／Ｋ，Ｔ温度，π是圆周率，ｄ粉尘
颗粒直径。

如果将所有粉尘的密度视为常数，则 Ｎ（ｔ）／ｎ０
等同于粉尘沉降速率，我们可以用细粒组分的归一

化相对含量 ｃ１来替代。结合（１０）和（１１）两式，温
度与细粒组分参数存在下列关系：

Ｔ
!

ｃ２１ｄｍ１ （１２）
　　这样就可以利用细粒组分的含量和中值粒径得
到近地面气温 Ｔ的定性或半定量估算。

由于沙尘暴通常发生在春秋两季，尤以春季为

主，因此我们将 Ｔ称为春季近地面气温指数 ＩＮＳＴ
（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ｄｅｘｏｆｎｅ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对于这个气温替代性指标，必须注意以下几

点：１）这个温度指标的变化与年均温变化并不一定
完全相同；２）由于采用了细粒组分的相对含量替代
沉降通量，因此得到的气温序列可能缺乏长周期的

趋势性波动，而以高频波动为主；３）对于黄土沉积
来说，由于细粒组分在整个粒径分布中所占比例很

小，样品粒度测量过程中不合适的预处理，如果造

成细颗粒出现损失，虽然样品总体的中值粒径可能

受影响不大，但会造成细粒组分较大的测量误差，

从而影响 ＩＮＳＴ指数计算。如常规样品预处理中，
加酸静置 ２４小时后倒去上清液的去除碳酸盐过程
就可能造成细粒粉尘的丢失，使得在后续的粒度组

５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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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离计算中出现截尾现象，造成极大的拟合

误差。

黄土磁化率受表土成壤过程的影响和控制
［１７］
，

成壤过程则受温度、降水量的共同影响，已有研究

表明黄土磁化率与温度、降水量确实在一定范围内

都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１６］
。然而气温和降水量

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气候因子，气温升高会加重

干旱，同时加大的蒸发必然会在一些地方带来更多

的降雨，另一方面降雨过程一定会带来降温效应。

因此黄土磁化率（ＭＳ）应该与温度（Ｔ）和降水量（Ｐ）
的乘积成正比，即 ＭＳ∝ＴＰ这样磁化率和温度的比
值就在一定程度上指示了降水量的变化，即

Ｐ
!

ＭＳ／Ｔ （１３）
　　考虑到土壤成壤强度应该与土壤有效湿度关系
更密切，而我们也只能获得春季近地面气温的半定

量信息，因此我们通过公式（１３）获得的 Ｐ实际应该
是春季土壤有效湿度指数，它可以用来指示当地土

壤有效湿度的相对变化，是一个半定量的定性指标。

４　剖面的磁化率和粒度特征

　　从图 ２ａ中襄城剖面的粒度磁化率深度曲线上，
可以看到中值粒径代表的粒度曲线在大约 ４０ｃｍ以
下为一舒缓的弧形，颗粒较细，在灰黑色古土壤层

的顶部与粒径突然变粗基本对应，但灰黑色古土壤

层的底部粒径没有明显变化，显然没能全面反映环

境的细节变化。

低频磁化率呈从下向上为逐渐升高的趋势，与

地层变化缺乏对应关系，但在地层过渡处都出现了

台阶变化，说明磁化率确实伴随着气候环境的变

化。低频磁化率与粒度的这种变化特点反映出半湿

润地区黄土指标极大的特殊性。

频率磁化率则显示了明显的不同，从灰黑色古

土壤层底界 １００ｃｍ左右开始频率磁化率开始升高，
到灰黑色古土壤层顶界的约 ３５ｃｍ处开始缓慢下
降，虽没反映出顶部浅棕色土壤与黄土间的变化，

但反映出了灰黑色古土壤层的发育过程。其次频率

磁化率还显示灰黑色古土壤层下方 １１０～１４０ｃｍ段
出现了一个低峰，反映这时也有较强的风化成壤，

而在大约 ３５ｃｍ、１１０ｃｍ和 １６０ｃｍ几个深度的低谷，
则反映了环境过渡阶段风化成壤作用的明显减弱。

分析认为由于剖面位于半湿润地区，降雨量

高，淋滤作用很强，磁化率与降雨量和气温的关系

已超出了黄土高原区那种线性关系范围，低频磁化

率已难以直接指示成壤强度或夏季风强度的变化，

相比之下，频率磁化率与古土壤层基本对应，能够

较好指示成壤强度或夏季风强度的变化。

根据 ３个粒度组分各参数的变化，可大致把地
层分成 ４段（图 ２ａ）：１）顶部大约 ３８ｃｍ以上是黄土
层，细粒组分少而粗，粗粒组分多而细，中粒组分

相比其他层位最少，平均粒径最细，低频磁化率和

频率磁化率值都很高；２）深度大约 ３８～１１０ｃｍ以黑
褐色古土壤层为主，细粒组分最多最细，中粒组分

变化不大，粗粒组分从下向上含量增加、粒径变

细，样品粒径反而最粗，低频磁化率值偏低，频率

磁化率最高；３）大约 １１０ｃｍ以下为黄土层，从下向
上有细粒组分含量减少和粒径变细、中粗粒组分变

细趋势，低频磁化率值最低，几乎没有什么明显波

动，频率磁化率和样品粒径也明显偏低偏小。其中

大致以深度 １７０ｃｍ为界，该黄土层又可分成上、下
两段，上段中粒组分含量较多，粗粒组分含量较

少，频率磁化率值出现一低峰；４）深度 １７０ｃｍ下段
粗、中、细三组分都明显比上段偏粗，含量则是细、

粗粒组分较多，中粒组分偏少。下面进一步分析这

些细节变化蕴含的气候与环境意义。

５　襄城黄土记录的全新世气候环境变化

　　下面我们将粉尘搬运距离（即源区距离）视为
襄城黄土的粉尘源区夏季风强度变化指标、频率磁

化率作为襄城黄土沉降区的夏季风强度变化指标，

而有效湿度指数和春季近地面气温指数（ＩＮＳＴ）分
别作为襄城黄土沉降区的降雨量和春季近地面气温

变化指标；再将风力强度作为冬季风强度指标，将

湍流强度作为襄城地区大气稳定性指标，进一步分

析襄城及其粉尘源区的冬夏季风和温湿度配置的全

新世变化。

几种指标的全新世序列如图 ５。图 ５ａ是低频磁
化率和粒度是两个过去常用的基本参数，只能给出

粗略的气候演化趋势，未能给出更细节的气候参数

信息。

５１　粉尘沉降区（襄城地区）全新世风化成壤强度
变化

　　图 ５ｂ频率磁化率曲线反映了淮河流域全新世
时期风化成壤强度的变化，其特点是大约６ｋａＢ．Ｐ．
以前风化成壤作用一直较弱，波动幅度较小。在

５８～７ｋａＢ．Ｐ．的弱成壤期后，约 ４５～５８ｋａＢ．Ｐ．
期间出现了一个较高峰期，对应于全新世适宜期阶

段，但显然并非这里全新世时期的最好阶段，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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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襄城黄土古土壤剖面的全新世气候变化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ｙｔｈｅ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ｅ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在约４ｋａＢ．Ｐ．前后的一次成壤作用衰弱期后，这里
才进入了成壤作用最强的时期，２ｋａＢ．Ｐ．前到达极
盛后才微弱减小，并持续到现在。

考察有效湿度和春季近地面气温两个指数的变

化（图 ５ｄ），大约６ｋａＢ．Ｐ．以前有效湿度的波动类
似于频率磁化率，气候一直偏于干旱，但约 １１６～
９４ｋａＢ．Ｐ．期间气温明显升高，其中１１１ｋａＢ．Ｐ．
左右的低谷可能与新仙女木（ＹＤ）事件有关。７０～
５８ｋａＢ．Ｐ．和４ｋａＢ．Ｐ．前后的两次干冷期之间是
约 ５８～４５ｋａＢ．Ｐ．的适宜期，以冷湿为特点，后
期升温。大致 ３８～１８ｋａＢ．Ｐ．是一次暖湿期，气
温迅速大幅升高，在３ｋａＢ．Ｐ．前达到峰值后，逐步
缓慢降低，而湿度则从４ｋａＢ．Ｐ．开始一直持续增
加，这个时期形成了灰黑色古土壤层。１８～１０
ｋａＢ．Ｐ．是又一次降温期，但这时湿度达到顶峰，
显示出冷湿特点，对应了顶部的黄土层沉积。１
ｋａＢ．Ｐ．以后为暖湿，气温回升，湿度保持高位状
态，晚期有暖干化趋势。

５２　粉尘沉降区全新世冬季风变化

　　风力强度指数是冬季风强度的直接指示，而大

气湍流强度反映了大气的稳定程度
［２７，３４］

。考察其

变化（图 ５ｃ），可以发现其总体趋势是自全新世早
期开始冬季风强度一直在波动中下降，尤其是从大

约４ｋａＢ．Ｐ．开始，冬季风强度迅速下降，１５ｋａＢ．Ｐ．
前后到达低谷，１ｋａＢ．Ｐ．以后在低位上冬季风有所
加强。而在４ｋａＢ．Ｐ．以前冬季风还有几次高位上
的起伏波动，与 ＩＮＳＴ和湿度的波动存在对应关系。

５３　粉尘沉降区襄城全新世气候事件与分期

　　根据以上温湿度和风力指数的变化，可以将淮
河半湿润区的全新世气候划分成 ９个时段，每个阶
段的温湿度、风力强度都并非简单的同步或此消彼

长关系，而是各具特点，归纳如下：

阶段Ⅰ：大约１１６ｋａＢ．Ｐ．以前，偏冷湿，冬季
风强，夏季风弱。

阶段Ⅱ：大约 １１６～９４ｋａＢ．Ｐ．为升温期，总
体偏暖干，气温升高并剧烈波动，冬季风加强，夏

季风减弱，成壤作用很弱。

阶段Ⅲ：大约 ９４～７０ｋａＢ．Ｐ．为降温期，总
体偏冷，湿度微增，气温波动中大幅减弱，冬季风

减弱出现低谷，夏季风略增，成壤作用略有增加。

阶段Ⅳ：大约 ７０～５８ｋａＢ．Ｐ．为干旱期，总
体偏干，湿度大幅波动中偏干，气温波动幅度小，

保持前期高值，以冬季风加强出现峰值为特点。

阶段Ⅴ：大约 ５８～４５ｋａＢ．Ｐ．为湿润期，以
湿度明显增加为特点，气温波动幅度小，早期略有

降低，晚期伴随冬季风减弱出现急剧短期升温。冬

季风在高位水平上出现剧烈波动，总体比前期略有

减弱。显然这个半湿润区的全新世适宜期没有表现

出明显升温。

阶段Ⅵ：大约 ４４～３８ｋａＢ．Ｐ．为干冷期，湿
度、气温明显大幅降低为特点。冬季风早期强烈加

强，晚期开始逐渐下降过程，并到达一个平台值。

这个时期以冬季风加强、干旱降温为特点。

阶段Ⅶ：大约 ３８～１８ｋａＢ．Ｐ．为暖湿期，湿
度持续增加，气温急剧大幅增加。冬季风从前阶段

晚期下降达到的低值开始缓慢继续减弱。这个时期

以冬季风减弱但仍然较强、降雨持续增加、气温大

幅升高为特点，形成了灰黑色古土壤层，是淮河流

域全新世气候的适宜期。

阶段Ⅷ：１８～１０ｋａＢ．Ｐ．为冷湿期，湿度持续
增加到达高峰值，气温却急剧大幅降低。冬季风急

剧减弱到达谷底。这个时期以冬季风减弱、降雨增

强、气温大幅降低为特点，由于风化成壤作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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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形成了顶部黄土层。

阶段Ⅸ：在 １～０ｋａＢ．Ｐ．，总体为暖干期，湿度
波动中开始下降，气温则波动中持续升高，０５
ｋａＢ．Ｐ．左右有一次气候反转，气候短暂冷湿，以
后气候暖干加强。这时以冬季风小幅增强、降雨逐

步减少、气温升高为特点，由于气温升高，风化成

壤作用加强，形成了顶部浅棕色土壤层。

５４　襄城黄土粉尘源区环境变化

　　讨论襄城黄土粉尘源区的环境变化首先需要了
解其粉尘源区究竟是何处。襄城地处淮北平原西北

部，冬春地面盛行北西风，这里与西侧伏牛山洛阳

地区和西北太行山地区都覆盖了连续分布的全新世

黄土，因此粉尘应该主要来自其西北方向的干旱半

干旱地区。同时黄河滩涂和伏牛太行山区的冲洪积

物可能会提供一定的粉尘物质，如邙山附近的黄河

滩涂不仅可以为邙山提供大量的粉尘物质
［３７］
，也

应该可以向东南方向更大的范围提供粉尘物质。然

而黄河滩涂面积过于狭窄，显然不足以提供如此广

大范围全新世黄土堆积的物质量，而且对非其下风

方向地区的黄土也没有贡献，因此黄河滩涂只作为

局地物源对小范围内的黄土有重要贡献。根据对黄

土高原、小秦岭、伏牛山区黄土分布的连续性的野

外追踪考察和遥感解析，由此分析认为襄城地区黄

土堆积的粉尘来源应与黄土高原相似，主要是来源

于西北方向广大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并不局限于特

定的地方，来自北侧黄河滩涂和山区洪坡积物的粉

尘只是占很小比例。后面讨论环境变化的粉尘源区

泛指可以提供粉尘物质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

粉尘搬运距离等同于粉尘源区距离，指示了粉

尘源区的进退和收扩。图 ５ｅ显示了襄城剖面粉尘
源区的进退变化，粉尘源区整个全新世的环境变化

可以划分成 ６个阶段：
阶段 １：１２１ｋａＢ．Ｐ．以前。剖面底部。粉尘源

区较近，反映干旱区气候较干旱。

阶段 ２：１２１～９６ｋａＢ．Ｐ．。总体趋势为粉尘源
区收缩，反映干旱区气候好转，降雨增加，植被生

长状况较好。这时期气候存在高频大幅波动，１１２
ｋａＢ．Ｐ．左右的源区扩展可能与 ＹＤ事件有关。与
襄城剖面所在粉尘沉降点的阶段Ⅱ大致对应。

阶段 ３：大约 ９６～７０ｋａＢ．Ｐ．。其特点是粉尘
源区扩张，反映干旱区气候恶化，降雨减少，植被

退化。与粉尘沉降点的阶段Ⅲ大致对应，可能反映
出现了一次范围较大的降温事件，而这并未伴随冬

季风的加强。

阶段 ４：大约 ７０～３８ｋａＢ．Ｐ．。这时期粉尘源
区大幅收缩，干旱区气候好转，降雨大幅增加，植

被扩张，与粉尘沉降点的阶段Ⅳ～ＶＩ大致对应，其
中沉降区的阶段Ⅴ时期总体上从干旱的源区到半湿
润区的广大区域降雨都在增加，但温度在半湿润区

反而偏低，仅晚期 ４９～４５ｋａＢ．Ｐ．期间出现了一
次短暂升温事件。这时的气候存在高频大幅波动，

出现了 ３次持续数百年的气候恶化事件（约 ４６
ｋａＢ．Ｐ．、５２ｋａＢ．Ｐ．和５８ｋａＢ．Ｐ．），对应在沉降
区却是冬季风减弱，温湿度增加，当然即使是这些

恶化事件，其环境也好过阶段 ３。而在粉尘沉降区
干冷、冬季风强的阶段Ⅳ和 ＶＩ，源区反而退缩最
远、环境最好。可见这个粉尘源区的全新世适宜期

在襄城这个南北方过渡的半湿润区却并非环境最好

的时期，两地气候隐有相反的波动趋势。

阶段 ５：大约 ３８～１８ｋａＢ．Ｐ．。粉尘源区从上
个阶段快速小幅扩张后，在这个时期一直缓慢持续

的扩张，反映源区降雨和植被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缓慢减少和退化。而这个时期却是粉尘沉降区气候

环境最暖湿的阶段Ⅶ。
阶段 ６：大约１８ｋａＢ．Ｐ．以后。在１８ｋａＢ．Ｐ．

前后粉尘源区降雨大幅减少、植被迅速退化，源区

急剧大幅扩张，并到达极值，然后又小幅改善，在

一个极端恶劣环境下小幅波动。对应于沉降区的Ⅷ
和Ⅸ阶段，显然剖面上的黄土和浅棕色土壤地层在
源区没有表现出差异，说明这只是沉降区环境变化

的结果。

６　讨论与分析

６１　淮河半湿润区与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全新世气
候环境的对比

　　从上分析可以发现粉尘源区与襄城剖面所在粉
尘沉降区的气候环境变化相差很大，其最主要特点

是从大约３８ｋａＢ．Ｐ．到７ｋａＢ．Ｐ．是源区距离最大
的时段（见图 ５ｅ的阶段 ４），干旱的粉尘源区这个时
段里是环境最好的适宜期，降雨增加改善植被生长

状况，促使粉尘源区后退收缩。而这个源区的适宜

期早于灰黑色古土壤代表的襄城适宜期，这反映出

干旱半干旱区全新世的气候变化与半湿润区存在很

大的不同，气候波动并不同步。

（１）风力强度与粉尘源区距离关系（图 ６ａ）
从图 ６ａ看见，风力强度与粉尘源区距离关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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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几种古气候指标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ｐｒｏｘｙｉｎｄｉｃｅｓ

显正相关，与公式（２）一致，反映出风力越强，就
能从越远的地方搬运来粉尘。

（２）有效湿度与粉尘源区距离关系（图 ６ｂ）
如果认为有效湿度反映了粉尘沉降区的降雨量

或有效湿度，粉尘源区距离反映了粉尘源区的降雨

量或有效湿度，则可以考察粉尘沉降区和源区有效

湿度是何关系。

图 ６ｂ表明，有效湿度与粉尘源区距离关系为
负相关，虽然相关系数较低，但仍反映出半湿润区

和其粉尘源区的降雨量或有效湿度总体呈相反波动

的负相关关系。

（３）有效湿度与风力强度的关系（图 ６ｃ）
如果认为有效湿度反映了粉尘沉降区的降雨量

或夏季风强度，风力强度反映了粉尘源区的冬季风

强度，则可以考察粉尘沉降区冬夏季风之间的

关系。

图 ６ｃ表明，有效湿度与风力强度之间为明显
负相关关系，这反映出在地处半湿润区的粉尘源

区，冬夏季风之间呈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

（４）有效湿度与低频磁化率的关系（图 ６ｄ）
有效湿度和低频磁化率波动趋势大致相似，之

间为正相关关系，这可能反映了夏季风对风化成壤

的贡献。

６２　襄城黄土古气候记录与南方石笋氧同位素

（δ１８Ｏ）记录的波动相似

　　为了验证获得的淮河半湿润区全新世气候变化
结果、分析探讨其原因机制，我们按照距其最近、

气候环境最相似和记录连续完整的原则，收集到了

广西董哥洞
［３］
和湖北和尚洞

［３８］
的石笋氧同位素记

录进行对比。这两个洞的位置都比襄城偏南，气候

更为湿热，是南方能够获得的最好古气候连续记

录，其中湖北和尚洞距襄城更近。图 ７是襄城黄土
剖面风力强度、有效湿度和石笋氧同位素的对比，

从中可以发现它们总体的变化趋势很相似，尤其是

和尚洞的石笋 δ１８Ｏ曲线，其表现出的几处波动（见
图 ７箭头所指）在襄城的有效湿度曲线上都有类似
变化，广西董哥洞石笋 δ１８Ｏ提供了过去９０００年来亚
洲夏季风的连续变化历史，被认为值越低亚洲夏季

风越强，原因是主要受太阳辐射的影响
［３］
。和尚洞

位于长江中游三峡的湖北省清江，在董哥洞以北

６００ｋｍ，两地石笋稳 δ１８Ｏ的差值则被认为直接受降
雨量控制

［３８］
。最近的研究相信环流效应造成的不

同来源水汽比例的变化是造成石笋氧同位素变化的

主要原因
［３９］
。

要解释襄城黄土记录与石笋记录的相似性，就需

要先考察影响中国东部江淮地区的主要降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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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襄城剖面风力强度、有效湿度与和尚洞［３８］
、

董哥洞
［３］
石笋氧同位素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ｗｉ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ｔａｌａｇｍｉｔｅδ１８Ｏ

ｆｒｏｍＨｅｓｈａｎｇａｎｄＤｏｎｇｇｅｃａｖｅｓ

江淮地区处在欧亚大陆东部的中纬度，一方面

受到从寒带南下的冷空气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从

热带海洋北上的暖湿空气影响。每年从春季开始，

暖湿空气势力逐渐加强，从海上进入大陆，由于从

海洋上源源而来的暖湿空气含有大量水汽，与从北

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交界处的锋面附近产生降

水，形成了一条长条形的雨带。雨带先至华南地

区，随后进一步增强北移，雨带 ６～７月初夏北移到
长江中下游的江淮地区，由于冷暖空气旗鼓相当，

这两股不同的势力在这个地区的对峙形成了一条稳

定的降雨带，长时间绵绵的阴雨天气，因正值梅子

成熟，所以称为“梅雨”。梅雨是江淮地区极为重要

的降雨过程，时间从每年 ６月中到 ７月上中旬，范
围覆盖宜昌以东 ２８°～３４°Ｎ范围内的江淮流域，直
到日本南部这狭长区域

［１５］
。

如果冷空气势力比较强，云雨区将随着冷空气

向南移动；如果暖空气比较强，云雨区则会随着暖

空气向北移动。

印度季风低压和西太平洋副高是影响水汽向长

江流域输送的重要系统，其位置、强度决定了水汽

输送的路径。印度季风低压偏弱，则孟加拉湾附近

东北向的水汽输送减弱，而偏东的输送加强，避开

了青藏高原的阻挡作用，经中南半岛向中国大陆输

送水汽。西太平洋副高西伸，也为南海地区的北向

水汽输送创造了条件
［４０］
。

陶杰和陈久康
［４１］
分析了江淮梅雨暴雨的水汽

原地及其输送通道，认为江淮梅雨暴雨水汽主要来

自孟加拉湾和南海及其以东地区。

徐敏和田红
［４２］
研究了 ２００３年梅雨期的整层涡

动水汽输送，发现经向水汽输送非常稳定，纬向水

汽输送具有较大幅度变化，他们指出在经向水汽净

输入相当情况下，纬向水汽净输出的减弱有利于强

降水过程的增强。

江虹
［４３］
也分析了 ２００３年淮河流域发生的持续

性暴雨期间的水汽输送，发现暴雨区的异常水汽并

不是来自通常输送量最大的水汽输送通道 ２（来自
印度洋孟加拉湾的西南气流经中南半岛到我国东部

地区）和水汽通道 ３（来自孟加拉湾的水汽经中南半
岛到达南海与南海的偏南气流汇合再向北输送），

而主要来自位置异常西移的水汽输送通道 ４（来自
副高南侧的偏东气流沿着副高边缘转向向东输送到

我国东部雨区）。暴雨区内有大量的异常纬向水汽

通量距平，但并没有对异常降水辐合产生贡献，而相

对小量的经向水汽通量距平在暴雨区产生强烈的辐

合，为持续性暴雨提供绝大部分水源。他们发现输

送至暴雨区的大量经向异常水汽通量距平主要来源

于暴雨区南侧紧邻的中国南部沿海地区，而不是主

要的水汽源区———南海。他们提出造成大气中水汽

输送及辐合异常状况的最主要原因是西北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的异常西伸，强度偏强，且长期稳定少

动
［４３］
。

毛文书等
［４４］
研究了江淮地区丰枯梅期的水汽

来源，他们利用水汽通量距平发现丰梅年西太平洋

副高南侧的偏南气流水汽输送比枯梅年明显增强，

其大于 ５５ｋｇ／ｍ·ｓ的强水汽输送带一支经南海北部
继续北上与来自日本列岛北部洋面经贝加尔湖东南

部由河套以东南下的北支气流在我国的江淮流域汇

合，为丰梅年江淮梅雨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来源，有

利于江淮梅雨的异常偏多（图 ８）。他们又利用水汽
通量散度进一步明确水汽对降雨的贡献，若水汽通

量散度小于零，表示水汽输送进来大于输出，水汽

通量是辐合的，水汽因输送进来而增加。结果他们

发现丰梅年江淮梅雨的水汽来源主要源自南海和西

太平洋的水汽辐合加强。

朱玮等
［４５］
利用ＮＣＥＰ／ＮＣＡＲ１９５７～２００１年 ４５ａ

逐日再分析资料，分析了我国江淮地区水汽输送场

的季节变化特征，以及我国江淮梅雨期旱、涝年平

均场水汽输送与扰动场水汽输送的差异。他们发现

扰动场水汽输送与平均场水汽输送差别较大，源自

孟加拉湾的平均水汽输送对我国东部地区的降水影

响较大，但该地区的扰动水汽输送却主要是影响印

度北部地区。而影响我国江淮地区的扰动场水汽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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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江淮梅雨典型梅雨期多年平均、丰梅年、枯梅年整层水

汽输送通量距平及丰梅年减枯梅年差值场
［４４］
（单位：ｋｇ／ｍ·ｓ）

（ａ）多年平均（ａｖｅｒａｇｅ）；（ｂ）丰梅年（ｗｅｔＭｅｉｙｕｙｅａｒｓ）；（ｃ）枯梅年

（ｄｒｙＭｅｉｙｕｙｅａｒｓ）；（ｄ）差值场（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ｅｔａｎｄｄｒｙＭｅｉｙｕｙｅａｒｓ）

（ａ）阴影区水汽输送通量≥１５０ｋｇ／（ｍ·ｓ）；

（ｂ），（ｃ）和（ｄ）阴影区水汽输送通量≥５５ｋｇ／（ｍ·ｓ）

Ｆｉｇ８　Ｆｌｕｘ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ｗｈｏｌｅｌａｙｅｒ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ｗｅｔＭｅｉｙｕ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ｄｒｙＭｅｉｙｕｙｅａ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ｅｉｙｕｐｅｒｉｏｄ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ｉ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ｅｔａｎｄｄｒｙＭｅｉｙｕｙｅａｒｓ［４４］（Ｕｎｉｔ：ｋｇ／（ｍ·ｓ）．（ａ）Ｖａｐｏｒ

ｆｌｕｘｉｎｓｈａｄｏｗｚｏｎｅ≥１５０ｋｇ／（ｍ·ｓ）；（ｂ），（ｃ），ａｎｄ（ｄ）ｖａｐｏｒ

　　　　　　　ｆｌｕｘｉｎｓｈａｄｏｗｚｏｎｅ≥５５ｋｇ／ｍ·ｓ

送主要来自于南海地区。源自西太平洋和我国北方

的偏强的水汽输送是造成江淮梅雨期降水偏多的主

要因子。

可见，不同学者的认识基本一致。张瑜和汤燕

冰
［４０］
因此提出夏季风偏弱，导致印度季风低压偏

弱，同时西伸增强的西太平洋副高脊线偏南，就建

立了江淮流域水汽输送的有利条件。他们所指的夏

季风实际应该是指西南季风（或称印度季风）。

虽然襄城地区已位于梅雨影响带的边缘，但仍

属于其影响区，并且因地处边缘反而对梅雨的变化

更为敏感。另一方面，襄城地区降雨虽以夏季 ７
月、８月最多，但我们的有效湿度指数是利用春季
近地面气温指数估算的，因此应该更多地蕴含春季

至初夏的降雨信息。这些因素决定了影响江淮地区

的梅雨机制可能与襄城地区全新世的环境变化关系

更为密切。

根据以上现代气象学的研究，结合地质记录的

分析，可以总结归纳出全新世江淮地区的气候演化

概念模型如下：

（１）石笋氧同位素记录了全新世以来西太平洋
副高影响的逐步加强和梅雨的不断增加。石笋氧同

位素全新世逐步变重的趋势指示的亚洲夏季风减弱

的整体趋势
［３］
，实际记录了环流格局的变化，具体

表现为西南季风携带水汽减少、而东南季风和西太

平洋季风携带水汽比例增加
［３９］
，这正是夏季风偏

弱、印度季风低压偏弱，而西太平洋副高西伸增强

的过程
［４０］
，这就为江淮地区梅雨带降雨增加提供

了条件。

（２）冬季风的减弱是襄城降雨增加的重要原
因。襄城剖面记录全新世以来冬季风的风力强度一

直在逐步减弱，这正是造成梅雨带北移、襄城有效

湿度持续增加的主要原因。

因此襄城黄土记录的环境变化很好地与石笋氧

同位素记录指示的气候变化相耦合，同时指示了淮

河半湿润区与南北方的气候环境变化存在着不同的

气候环境变化趋势。

７　结论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主要结论：
（１）淮河半湿润区与北方干旱半干旱区的湿度

变化总体有互为消长的反向波动趋势。大约 ７０～
３８ｋａＢ．Ｐ．是北方粉尘源区的全新世适宜期，而在
襄城环境只有小幅改善，成壤强度较弱。襄城的适

宜期要晚于北方干旱区，在大约 ３８～１８ｋａＢ．Ｐ．

１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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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２）襄城地区全新世时期冬季风强度一直在持
续减弱，而有效湿度一直在持续增加。大约 １８
ｋａＢ．Ｐ．以来形成的黄土层是因粉尘源区扩展所
致，并非因冬季风加强。

（３）襄城地区全新世时期最明显的两次升温期
分别是早全新世的约１１６～９４ｋａＢ．Ｐ．和中晚全新
世的约 ３８～１８ｋａＢ．Ｐ．，而中间从９４ｋａＢ．Ｐ．到
３８ｋａＢ．Ｐ．气温反而较低。

（４）淮河流域这种异于北方干旱半干旱区的全
新世气候特征是由于印度季风减弱、西太平洋副高

西伸增强造成江淮地区梅雨加强，同时也是淮河地

区冬季风减弱致使梅雨带北移的共同作用所造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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