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 ３７卷　第 ５期
２０１７年 ９月

第　四　纪　研　究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２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２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７）０５－９３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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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刘东生先生组织了黄河中游黄土区十条大断面（六纵四横）的野外考察和室内分

析，从而证实了从西北到东南黄土粒度逐渐变细的现象，并划分出砂黄土、黄土和粘黄土带。从此，粒度成为黄

土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物理指标之一。时至今日，黄土粒度的古气候意义依然有待进一步明确。在前辈研究的

基础上，我们对黄土高原 ５７个 Ｓ２以上剖面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粒度分析，构建了典型冷暖时期粒度等值线。结果

显示，无论是黄土还是古土壤，其粒度均从北向南变细，粒度等值线整体上呈现近东西向展布，表明粒度空间分

异以南北向为主。地质记录综合对比显示，沉积区距物源区的距离变化对黄土粒度的影响是第一位的，冬季风风

力变化的影响是第二位的。据此，我们构建了“黄土中值粒径－沉积区距源区最小距离”的模型。模型显示：距源

区最小距离在 ４００ｋｍ以内为“快速分异区”，粉尘沉积的粒度随搬运距离增加迅速变细，黄土高原黄土即在此区

域；在 ４００～２０００ｋｍ间为“缓慢分异区”，粉尘粒度随搬运距离的增加缓缓变细，黄土高原新近纪红粘土即为典型

代表；距源区 ２０００ｋｍ以上为粉尘沉积与搬运风力的“平衡区”，粉尘粒度随搬运距离增加变化很小，深海粉尘沉

积为典型代表。依据低空搬运的黄土“粒度－距离”模型推测的远距离（＞２０００ｋｍ）搬运后的粉尘粒度为 １～３μｍ，同

高空搬运的北太平洋现代降尘和深海粉尘沉积粒度（２～４μｍ）非常吻合，表明该模型可能揭示了风力这样一种地

质营力的内在动力学特征，这一点需要在今后研究中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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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风成沉积物，黄土的粒度组成是了解其搬

运和沉积过程的重要依据，也是深入研究大气环流

格局演化、区域构造变动、剥蚀和风化作用等的重

要物理指标
［１，２］
。就中国黄土而言，粒度分析在黄

土研究初期即已开展，一个重要的发现即为黄土颗

粒的空间变化规律。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熊毅和文
启孝

［３］
分析了陕北和陇东黄土区的表层土壤粒度

组成，观察到从西北到东南粒度变细的现象；随后，

刘东生等
［４］
通过野外观察，在编制的黄土分布图中

勾画出山西、陕西一带砂黄土和黄土的大致界限。

１９５８年至 １９５９年间，刘先生先生组织了数十
人的研究队伍，对黄河中游黄土区十条大断面（六

纵四横）徒步进行了野外考察
［５］
。每条考察路线长

达 ５００～１０００ｋｍ，网格状覆盖了 ４０多万平方公里的
黄土高原；同时，对黄土高原以外的黄土也做了大

量调查。此项大规模野外考察系统调查了黄土的分

布、厚度、地层、下伏基岩地形、区域地貌和侵蚀

状况等，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采集和分析了大

量样品，编制了“黄河中游黄土分布图”
［５］
和“中国

黄土分布图”
［６］
，撰写了《黄河中游黄土》

［５］
、《中国

的黄土堆积》
［６］
和《黄土的物质成分和结构》

［７］
等 ３

本专著。

在该阶段的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室内分析

是用显微镜法
［８］
和移液法

［９］
分析了大量黄土样品

的粒度组成，证实了从西北到东南黄土粒度逐渐变

细的现象，并自西北向东南划分出砂黄土、黄土和

粘黄土带
［７，１０］

。此外，刘东生等
［５，６］
还在黄土高原

西北部的剖面中识别出风成砂，并且发现靠近沙漠

的剖面砂层数量多，愈向东南层数愈少，颗粒也相对

变细
［６］
。黄土粒度大范围方向性变化以及戈壁、沙

漠和黄土的带状排列为黄土风成说的确立提供了有

力证据
［９，１１，１２］

，亦为黄土物质来源勾画了大致的方

向
［３，５～７，９，１０］

；同时，刘先生还注意到黄土从老（午城

黄土）到新（马兰黄土）粒度逐渐变细的现象
［１２］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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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古土壤层交替有粒度粗细的规律性变化［６，７］
。

这些发现为后人通过黄土粒度分析深入探讨构造、

轨道甚至千年尺度古气候古环境演化历史及其机制

奠定了基础。从此，黄土粒度成为黄土研究最基

本、最重要的物理指标之一，也因此而产出了海量

的研究论文。

图 １　黄土高原研究点和年均降雨量（ｍｍ，虚线）分布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ｍｅａｎ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ｏｈｙｅｔｓ（ｍｍ，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

刘先生将马兰黄土粒度从西北到东南变细的现

象解释为风力逐渐减弱
［５］
，但是也强调了黄土沉积

区距沙漠远近对黄土粒度的影响
［６］
。他在《中国的

黄土堆积》
［６］
第 １７０页中写到：“可见黄土颗粒自西

北而东南逐渐变细，完全用区域气候条件差异来解

释并不一定合适，在一定程度上是与黄土所在地区

距沙漠远近有关，主要反映其原始颗粒成分自西北

而东南的变化（主要是指黄河中游地区）”。由于马

兰黄土中发育两层弱土壤，其粒度组成与典型黄土

层的差异很大，只有在同一个层位采样才能准确地

重建粒度空间分异格局。限于当年的研究程度和实

验条件，前辈们未能从岩石地层学的角度进一步细

分马兰黄土并在一个等时面上观察黄土的粒度空间

变化。

时至今日，黄土粒度的古气候意义依然存有争

议，一些研究认为黄土颗粒的粗细变化主要受控于

其搬运风力的强弱变化，故将其作为冬季风强度的

指标
［１３～１５］

，也有研究者提出粒度的变化，尤其是粗

颗粒的变化主要受控于粉尘源区到沉积区的距

离
［１６～１８］

，因而是沙漠界线推移的指标。由此看来，

明确粒度指标的气候意义有待更为深入的分析。在

前辈们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黄土粒度的时空变化

做了进一步分析，从中获得一些粗浅理解，谨借此

纪念专辑就正于同仁，也以此纪念刘东生院士诞辰

一百周年。

１　研究剖面

　　我们曾对黄土高原 ５３个剖面进行了详细的调

查和粒度分析
［１８］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对黄土高原

东南缘黄河南岸的潼关、灵宝、偃师和荥阳剖面

（图 １）进行了采样和分析，粒度分析流程见 Ｄｉｎｇ

等
［１９］
。大部分剖面的全新世土壤（Ｓ０）的顶部不同

程度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黄土层 Ｌ１、Ｌ２和古

土壤层 Ｓ１、Ｓ２在野外均较易识别。以宁县剖面为

例（图 ２），马兰黄土 Ｌ１从顶到底可以分为 ５个部

分，分别命名为 Ｌ１－１、Ｌ１－２、Ｌ１－３、Ｌ１－４和 Ｌ１－５
［１９］
，其

中，Ｌ１－１、Ｌ１－３和 Ｌ１－５为 ３层冰阶堆积的黄土，Ｌ１－２和

５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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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１－４为间冰阶弱发育的古土壤；Ｌ１－１对应于深海氧同
位素阶段（ＭＩＳ）２，Ｌ１－２、Ｌ１－３和 Ｌ１－４合起来对应于

ＭＩＳ３，Ｌ１－５则对应于 ＭＩＳ４
［２０～２３］

。末次间冰期发育

的古土壤 Ｓ１对应于 ＭＩＳ５
［２０～２３］

。Ｓ１可分为 ３层，但
这仅在黄土高原北部沉积速率较高的剖面中才能分

辨出来，倒数第二次冰期沉积的黄土层 Ｌ２对应于

ＭＩＳ６［２０，２２，２３］。与马兰黄土一样，Ｌ２从顶到底亦可
以分为 ５个部分，分别命名为 Ｌ２－１、Ｌ２－２、Ｌ２－３、Ｌ２－４
和 Ｌ２－５

［１９］
，其中，Ｌ２－１、Ｌ２－３和 Ｌ２－５为冰阶堆积的黄

土，Ｌ２－２和 Ｌ２－４为间冰阶沉积的弱发育的古土壤；倒
数 第 二 次 间 冰 期 发 育 的 古 土 壤 Ｓ２ 对 应 于

ＭＩＳ７［２０，２２，２３］。Ｓ２由两层土壤组成，分别命名为 Ｓ２－１
和 Ｓ２－２

［１９］
，本文只讨论 Ｓ２中的第一层土壤 Ｓ２－１。

图 ２　宁县黄土剖面中值粒径（Ｍｄ）、磁化率（ＳＵＳ）记录

及其与深海氧同位素（δ１８Ｏ）［２４］记录对比
黑三角为粒度等值线样品挑选层位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 ｍｅｄｉａｎ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Ｍｄ）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ＵＳ）ｉｎｔｈｅＮｉｎｇｘｉａｎｌｏｅ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ａｓｔａｃｋｅｄｂｅｎｔｈｉｃδ１８Ｏｒｅｃｏｒｄ［２４］．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ｕｓｅｄｉｎ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ｓａ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ｓｏｌｉ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

２　粒度空间变化

　　我们从 ５７个剖面中分别挑选黄土层 Ｌ１－１和古

土壤层 Ｓ１两个层位的典型样品（图 ２），这两个层
位分别对应于 ＭＩＳ２和 ５。具体方法为：根据黄土
轨道

［２２］
和千年尺度

［２３］
时间标尺，黄土层挑选颗粒

最粗的层位（约１８ｋａ；ＭＩＳ２），古土壤层挑选颗粒最
细的层位（约 １２５ｋａ；ＭＩＳ５ｅ）；每个层位挑选 ３０００
年时间内的沉积段落，每个段落视沉积速率不同选

取 ３～２０个相邻样品，将其粒度参数取平均值，以构

建粒度等值线图（图 ３）。该挑样方法基于一个假
设，即黄土颗粒最粗的层位代表了最寒冷的冰期，

古土壤颗粒最细的层位代表了最温暖的间冰期。最

近的研究
［２５］
显示黄土层 Ｌ１－１颗粒最粗层位胡敏素

的放射性碳年龄为约 １９７４ｃａｌ．ｋａＢ．Ｐ．，与 Ｃｌａｒｋ
等

［２６］
有关末次冰盛期时间（约 ２６５～１９０ｋａ）的认

识完全一致，说明这一假设是合理的。

黄土高原北部黄土和古土壤的颗粒明显较粗

（图 ３），黄土层 Ｌ１－１的中值粒径大于 ４０μｍ，砂含量
大于 ２０％，古土壤层 Ｓ１的中值粒径为 １４～２０μｍ，
砂含量可达 ７％～１４％；而在黄土高原南部，黄土层
Ｌ１－１的中值粒径为 １４～２０μｍ，砂含量小于 ５％，古
土壤层 Ｓ１的中值粒径小于９μｍ，砂含量接近０。一
个例外的现象是：黄土高原东南部黄河南岸的潼

关、灵宝、偃师和荥阳剖面颗粒较粗，其黄土层

Ｌ１－１的中值粒径可达 ２５～４５μｍ、砂含量达 １０％～
３０％，古土壤层 Ｓ１的中值粒径可达 １６～２５μｍ、砂
含量达 ３％～７％，远粗于同纬度的关中盆地黄土沉
积，和黄土高原北部剖面的粒度接近。

总体上看，黄土层 Ｌ１－１和古土壤层 Ｓ１的中值粒
径和砂含量等值线呈现出 ４个特点（图 ３）。首先，
无论是黄土还是古土壤，其粒度等值线整体上呈现

近东西向展布；第二，黄土高原北缘的粒度参数等

值线略向南凸出，大致平行于毛乌素沙漠边界分

布；第三，黄土和古土壤的粒度整体上呈现近南北

向分异，且黄土高原北部的空间分异梯度大于南

部，这在粒度等值线的法向量分布图上可以清楚地

观察到；第四，冰期和间冰期粒度等值线的一个显

著差别表现在粒度等值线的移动，比如末次冰盛期

（Ｌ１－１）１４～２０μｍ中值粒径等值线和 ３％～６％砂含量
等值线出现在黄土高原南部，而在末次间冰期（Ｓ１）
的时候出现在黄土高原北部。

３　粒度空间变化的影响因素

　　Ｄｉｎｇ等［１６，１７］
分析了榆林－渭南、子长－蓝田、

洪德－杨凌 ３个南北向断面（图 １）的砂含量变化。
结果显示（图 ４），典型冰期黄土（ＭＩＳ２和 ＭＩＳ４）
的砂含量在离开现代毛乌素沙漠南界 ２００ｋｍ的范
围内迅速降低，在 ２００ｋｍ至 ４００ｋｍ范围内砂含量
逐渐减少到 ５％以下；典型间冰期古土壤（ＭＩＳ５）的
砂含量在离开现代沙漠边界 ２００ｋｍ的范围内逐渐
减少至 ２％以下。

按照传统认识，黄土砂含量自北向南的迅速降

低指示了风力的迅速衰减
［５，１３～１５］

。作为中国黄土的

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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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黄土高原末次冰盛期黄土（Ｌ１－１）和末次间冰期古土壤（Ｓ１）中值粒径（Ｍｄ）、

砂含量（＞６３μｍ／％）等值线及中值粒径等值线法向量分布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ｏｅｓｓｕｎｉｔ（Ｌ１－１）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ｓｔｉｎｔｅｒｇｌａｃｉａｌｓｏｉｌｕｎｉｔ（Ｓ１），

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ｎ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ｏ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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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黄土高原 ３个南北向黄土断面典型冷暖时期（Ｌ１－１，Ｌ１－４，Ｌ１－５和 Ｓ１）砂含量（＞６３μｍ／％）

与距毛乌素沙地南界距离的关系（据文献［１７］改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ａｎｄｓｉｚ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６３μｍ／％）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ｏｒｄｅｒ

ｏｆｔｈｅＭｕＵｓＤｅｓｅｒｔｆｏｒＬ１－１，Ｌ１－４，Ｌ１－５ａｎｄＳ１ａｌｏｎｇｔｈｒｅｅ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ｌｏ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ａｄａｐ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７］）

主要搬运营力，冬季风爆发过程分为 ３个阶段［２７］
：

首先，来自巴伦支海、喀拉海和大西洋的冷气流到

达西伯利亚西部；接下来，冷空气在西伯利亚停留

图 ５　中国北方末次冰盛期和全新世适宜期沙地东南边界分布（据文献［３９］改编）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ｄｅｓｅｒｔｍａｒｇｉｎ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ｒｅｄ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ｂｌｕ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ａｄａｐ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３９］）

并加强，形成强的冷高压；最后，冷空气向南爆发。

冬季风爆发时，冷气团可以抵达我国华南、东海、

南海地区，甚至穿越赤道变为澳大利亚夏季风的一

部分。显然，东亚冬季风是半球尺度的大气环流，

很难想像冬季风在黄土高原北部 ２００ｋｍ的小范围

内风力迅速衰减。现代气象观测
［２７］
表明，东亚冬

季风最为强盛的时期是冬季，而我国北方降尘季节

主要为春季，这是西伯利亚高压减弱、行将解体的

时候。此外，黄土高原东南部黄河南岸潼关、灵

宝、偃师和荥阳 ４个剖面的黄土和古土壤层粒度均

显著粗于同纬度的关中盆地剖面，甚至与黄土高原

北部的剖面粒度组成接近（图 ３）。如果解释为黄土

高原风力从北到南迅速降低，然后在黄河南岸又突

然增加，显然很牵强。因此，黄土高原黄土的粒度

空间分异很难用风力变化来解释。

从黄土粒度研究历史的角度看，提出将粒度变

化作为冬季风强度变化的指标，主要基于两方面的

考虑：一是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研究结果看［７，１０］
，

马兰黄土粒度等值线的分布形状为南西西至北东

东，由此推测搬运黄土的主风向为北北西，这与冬季

风的主风向相吻合；二是从动力角度看，冬季风风

力越强，从北到南输送粉尘的能力越强，其搬运的粉

尘颗粒应越粗。第一方面的考虑有地质证据支

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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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７，１０］

，而第二方面的考虑则还需深入探讨。现代

气象观测表明，我国北方沙尘暴多和蒙古气旋的活

动密切相关
［２８～３０］

。气旋是地面受热后形成的低压

中心，从统计数据
［３１］
看，蒙古气旋型沙尘过程中气

旋中心气压平均值从 １２月开始逐渐减小，４月达到
最低，即从 ３月开始整个春季蒙古气旋强度显著加
强，这与春季沙尘天气频发的时间是吻合的。由此

可见，沙尘暴天气在冬季风最为强盛的冬季一般较

少出现，而主要发生在地面解冰、土壤变得松软的

春季。春季地面增温导致暖空气活跃，一方面使得

蒙古气旋的发生更为频繁，同时也为沙尘扬升提供

了有利的动力和热力条件
［３１，３２］

。当然，在冰期条件

下，冬季风增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由于冰期温

度低，地面解冻的日期理论上讲亦会相应推迟，那

个时候的冬季风是否比现代春季的冬季风强度大则

尚难肯定。

无可讳言，将粒度作为风力强度的指标是受到

了深海风成沉积研究的影响。在深海风成沉积研究

中，围绕与粒度有关的研究有 ３个主要结论［３３］
：一

是深海沉积粉尘粒度是风力强度的替代性指标；二

是沉积物中粉尘通量变化是粉尘源区干旱程度的指

标，即粉尘通量越大，表明源区气候越干旱；三是粉

尘堆积量与粉尘粒度是独立变化的，二者没有相关

性，也就是风力强的时期并不一定对应源区干旱时

期。但是这 ３个结论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在离开物
源区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ｋｍ后，大气粉尘粒度与搬运风力达
到平衡。深海粉尘为高空远源搬运

［２９，３３］
，对诸如北

太平洋的粉尘堆积，这个条件是能满足的。

中国黄土区位于沙漠外围，与戈壁、沙漠呈紧

密的带状分布。根据 Ｄｉｎｇ等［３４］
的研究，黄土的粒

度和堆积量变化是共变的，即粒度变粗的时候总是

对应于堆积量较高的时期，粒度变细的时候总是对

应于堆积量较小的时期。黄土的这一特点和深海远

源粉尘沉积
［３３］
有显著差异。现代尘暴观测

［２９］
表

明，中国及其邻区有两个主要的粉尘源区，一个是中

国北方及蒙古的戈壁、沙漠地区，粉尘仅能被低空

搬运（＜３０００ｍ）到黄土高原、我国东南及近海地区；
另一个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粉尘可被吹扬到 ５０００ｍ
以上的高空并被西风环流搬运到数千公里的北太平

洋地区。中国黄土的矿物、元素和同位素组成也显

示
［３５］
，黄土高原黄土主要来自我国北方及蒙古地区

的戈壁、沙漠地区，而北太平洋粉尘主要来自塔克

拉玛干沙漠。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作为近源低空

搬运的中国黄土，其粉尘搬运体系是非平衡体系，

风力和粉尘颗粒并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和远源高空

搬运的深海粉尘沉积有本质区别。这是黄土高原从

北到南黄土厚度迅速变薄、粒度迅速变细
［７］
（图 ３）

的根本原因。

既然中国黄土是近源低空搬运的粉尘沉积物，

其粒度组成必然受到粉尘源区范围变化的影响，即

沙漠进退的影响
［１７，１９］

。前人研究
［１８，３６～３９］

表明，第四

纪冰期－间冰期旋回我国北方的沙漠范围有大幅度
的变化。依据地质记录重建的古沙漠边界分布

［３９］

（图 ５）显示，目前中国北方贺兰山以东的沙地在末
次冰盛期时均为流沙环境，毛乌素沙地相对全新世

适宜期往南推进了数百公里，东部沙地的东界亦抵

达大兴安岭西麓和东北平原一带；而在全新世气候

适宜期，贺兰山以东地区沙漠环境基本消失，贺兰

山以西腾格里沙漠的东南部也呈现草原环境。可以

设想，如此大幅度的干旱区范围变化对下风向黄土

粒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风力不变的情况下，对

某个特定的沉积点而言，如果干旱区范围扩张，沙

漠距沉积区的距离缩短，在粉尘颗粒和风力没有达

到平衡状态的搬运条件下，较粗颗粒将在重力作用

下首先沉降到地面，由此导致黄土颗粒变粗。

在黄土高原的一些沉积完整的剖面中可以观察

到全新世土壤（Ｓ０）上覆一薄层典型黄土层，被命名

为全新世黄土（Ｌ０）
［２１，４０］

。如图 ６所示，末次冰盛期
是冬季风风力强盛的时期，也是沙漠扩张的时期，该

时期沉积的黄土（Ｌ１－１）粒度较粗；全新世适宜期冬
季风风力减弱，沙漠环境也向西北方向撤退，该时期

发育的古土壤（Ｓ０）颗粒较细。从这些现象看，风力
和源区距沉积区距离两个因素对黄土颗粒粗细影响

的相对大小不好判别。晚全新世，由于人类活动破

坏了毛乌素沙地的植被，末次冰盛期的沙丘翻新活

化，导致现代毛乌素沙地的范围和东南边界与末次

冰盛期非常类似
［３６，４１］

。相应地，晚全新世黄土

（Ｌ０）的粒度也变粗，其中值粒径和＞２０μｍ颗粒含量
甚至和末次冰盛期黄土非常接近。从全球气候状况

看，全新世气候和末次冰盛期相比还是非常稳定

的
［４２，４３］

，全新世内部冬季风风力变化不会达到冰

期－间冰期的变化幅度。因此，末次冰盛期至晚全
新世黄土粒度的变化用沙漠进退解释是比较合理

的。此外，潼关以东黄河南岸黄土沉积粒度变粗也

是因为其主要来自就近的物源，即黄河河岸的泥沙

堆积
［４４］
，而非黄土高原以北的干旱区。由此可见，

对于中国黄土而言，沉积区距物源区的距离对黄土

粒度变化的影响是第一位的，冬季风风力变化的影

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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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甘泉、洛川、耀县 Ｌ１－１～Ｌ０段落中值粒径（Ｍｄ）和＞２０μｍ颗粒含量（％）变化（据文献［１８］改编）

阴影区为晚全新世黄土（Ｌ０）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ｍｅｄｉａｎ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Ｍｄ）ａｎｄ＞２０μｍ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Ｌ１－１～Ｌ０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Ｇａｎｑｕａｎ，Ｌｕｏｃｈｕａｎ

ａｎｄＹａｏｘｉａｎ（ａｄａｐ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８］）．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ｄｚｏ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Ｌａｔｅ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ｌｏｅｓｓ（Ｌ０）

响是第二位的。从古气候变化角度论，冬季风强度

变化同沙漠推移在动力上可能有一定的联系，但沙

漠移动，尤其是黄土高原外围沙漠界线的移动从本

质上论，是受季风降水条件所控制的，因此同夏季

风雨带推移的联系更为紧密。因此，依据黄土粒度

重建的古沙漠进退幅度可以近似地理解为东亚夏季

风雨带推移的幅度
［１８］
。

Ｐｙｅ及其合作者［４５，４６］
曾提出粉尘粒径和搬运距

离、风力状况的数学关系：

Ｌ＝
?２ε
Ｋ２Ｄ４

　　其中，Ｌ为粉尘的最大搬运距离 （ｍ）；?为水平
风速（ｍ／ｓ）、ε为垂直大气紊流交换系数（ｍ２／ｓ），
二者分别代表了空气在水平方向的运动速度和垂直

方向上的迁移强度；Ｋ＝ρｇ／１８μ，ρ为粉尘颗粒密
度，ｇ为重力加速度，μ为空气的动力粘度（海平面
上 １５℃时石英球粒的 Ｋ值为 ８１×１０７ｍ－１·ｓ－１）；
Ｄ为粉尘粒径 （ｍ）。

从这一公式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看
［４５，４６］

，风力

状况（?２ε）和距离（Ｌ）对粉尘粒径的影响程度是一
样的，但是风力状况包含两个变量，一个是风力的

水平运动速度（?），另一个是风力在垂直方向上的
迁移强度（ε）。由此可见，仅冬季风水平风速大或
者垂直大气紊流交换程度强都可能被另一个因素抵

消掉，这与沙尘暴既要有冷锋活动也要有地面热气

团上升的配合才能发生的气象观测是完全一致的。

鉴于现代沙尘暴大多发生在春季地表回暖的时候，

是否意味着冰期和间冰期干旱区地表转暖的热力条

件都要达到同样的程度才能导致粉尘的吹扬和传

输？如果是，则冰期和间冰期降尘季节冬季风风力

状况可能是差不多的。这一点应该在今后的研究中

予以重视。

４　黄土粒度－源区距沉积区距离模型

　　在空间上的 ５７个剖面中，洪德－杨凌南北向大

断面采样点密度较大（图 １），因此我们选取该断面
进一步探讨黄土粒度与搬运距离的关系。鉴于前人

的研究已经明确了末次冰盛期毛乌素沙地的南界位

置
［３６，３９］

（图 ５），且黄土粒度主要呈现出南北向分异

特征（图 ３），我们将采样点至毛乌素沙漠南界的垂
直距离视为沉积区距源区的最小距离，建立了黄土

中值粒径随沉积区距源区最小距离变化的模型

（图 ７），得到了一个幂函数拟合方程 ｌｎ（Ｙ）＝
－０９２３１×ｌｎ（Ｘ）＋８１０７６（Ｒ２＝０９８６１）。

如图 ７所示，在距沙漠边界约 ４００ｋｍ的范围
内，黄土沉积的中值粒径由 ５２μｍ迅速下降到
１４μｍ。从中值粒径－距离的外推拟合线中可以看
出，在距源区 ４００ｋｍ到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ｋｍ间，中值粒
径从 １４μｍ缓缓减小到 ６～３μｍ；而在 ２０００ｋｍ以外
直至 ５０００ｋｍ，中值粒径基本变化不大，集中在 １～

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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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风尘沉积中值粒径（Ｍｄ）－沉积区距源区最小距离模型

Ｆｉｇ７　Ｍｅｄｉａｎ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Ｍｄ）ｖｅｒｓｕｓ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ｏｒａｅｏｌｉａ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３μｍ间。据此，我们将黄土中值粒径－距离关系的
拟合曲线划分为三段（图 ７）：第一段为距源区 ０～
４００ｋｍ间，该段内粉尘沉积的粒度随搬运距离增加
而迅速变细，我们将其称为粉尘沉积的“快速分异

区”；第二段为距源区 ４００～２０００ｋｍ间，该段粉尘
沉积的粒度随搬运距离的增加缓缓变细，我们将其

称为粉尘沉积的“缓慢分异区”；第三段为距源区

２０００ｋｍ以外，该段粉尘沉积的粒度随搬运距离的
增加变化很小，我们将其称为粉尘沉积与搬运风力

的“平衡区”。事实上，粉尘动力学的理论研究和实

际观测已经表明，粉尘在搬运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ｋｍ以上
后其颗粒与风力达到平衡状态

［４７～５１］
，这与我们构

建的黄土粒度－距离模型（图 ７）完全吻合。
显然，黄土高原黄土为快速分异区的粉尘沉

积。新近纪红粘土中值粒径为 ３～８μｍ［５２］，属于缓
慢分异区的粉尘堆积，推测红粘土沉积区距离源区

的最小距离为 ７００～２０００ｋｍ。无论是地质历史时期
的深海粉尘沉积还是现代北太平洋的降尘，其典型

样品的中值粒径约为 ２～４μｍ左右［３３，５３，５４］
。因此，

深海粉尘沉积应处于粉尘沉积的平衡区中。但是，

黄土高原粉尘沉积与深海粉尘沉积的搬运方式有很

大区别，黄土高原粉尘的搬运方式主要为低空搬

运，而深海粉尘沉积主要为高空搬运。依据低空搬

运的粉尘沉积学特征建立的模型能否适用于高空搬

运的粉尘沉积尚不敢肯定。但是，根据粒度－距离
模型推测的粉尘搬运 ２０００ｋｍ以上的粒度与深海粉
尘沉积的粒度比较吻合。这似乎表明这个模型可能

仍然适用于高空搬运的粉尘沉积。因此，该模型可

能反映了风力这样一种地质营力的搬运和沉积的本

质特征，与其搬运方式关系不大。当然，其有效性

和适用范围尚需进一步研究。

５　结语

　　黄土高原黄土粒度的空间分异也为研究中国黄
土物源提供了独特视角。早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刘
先生及其同事们归纳出中国黄土的基本沉积学特

征：黄土和沙漠、戈壁呈带状分布，黄土的主要粒

级组分为粉砂，从西北向东南黄土粒度变细、厚度

减薄，早更新世以来黄土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形成连

续的超覆等
［５～７］
，并据此对黄土物源做了方向性的

判断，即与黄土高原毗邻的沙漠和戈壁为黄土的主

要物源区
［６，７］
。从黄土粒度等值线的结果（图 ３）

看，黄土高原黄土以北向物源为主，主要来自毛乌素

沙地及其北部的广袤干旱区。从最近的一些锆石

ＵＰｂ年龄数据［５５，５６］
看，西毛乌素沙地可能为黄土

高原提供了大量物源，这与黄土南北向粒度分异的

特征是吻合的。近年来，随着黄土矿物学、地球化

学等物源示踪手段的发展，涌现出大量新数据，诸

如石英电子自旋共振信号强度和结晶度
［５７］
、石英

氧同位素组成
［５８，５９］

、重矿物组合
［５５，６０］

、锆石 ＵＰｂ
年龄

［５５，５６，６０～６２］
、ＮｄＳｒ同位素组成［６３，６４］

、Ｐｂ同位素
组成

［６５］
等。这些新手段和新数据使得黄土物源的

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疑惑和思

考。限于矿物学和地球化学指标的多解性，如果这

些数据能和黄土的基本沉积学特征有效结合起来，

多学科、多指标交叉验证，则有望获得更为清晰的

认识。中国黄土的基本沉积学特征是刘东生先生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工作精华，其著作的字里行间在
今天依然闪耀着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光芒。因此，

学习并继承刘先生的治学精神，沿着刘先生开辟的

黄土与环境方向继续前进是对刘先生最好的缅怀和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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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４）：１３１～１４２

４５　ＰｙｅＫ．ＡｅｏｌｉａｎＤｕｓｔａｎｄＤｕｓ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５０

４６　ＴｓｏａｒＨ，ＰｙｅＫ．Ｄｕｓ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ｓｅｒｔｌｏｅｓ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７，３４（１）：１３９～１５３

４７　ＷｉｎｄｏｍＨ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ｕｓｔ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ｎ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ｓｎｏｗｆｉｅｌｄ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ａ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６９，８０（５）：７６１～７８２

４８　ＧｉｌｌｅｔｔｅＤＡ，ＢｌｉｆｆｏｒｄＩＨ，ＦｒｙｒｅａｒＤＷ．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ｗｉ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ｅｒｏｓｏｌ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ｗｉ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７４，７９（２７）：

４０６８～４０７５

４９　ＷｉｎｄｏｍＨＬ，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ＣＦ．Ｄｕｓｔｓｔｏｒｍ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ｃ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８，

４８（２）：３８５～３８８

５０　ＪｏｈｎｓｏｎＬ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ｄｅｅｐｓｅ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ｅｏｌｉａｎｄｕｓｔｓ．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９，２９（１～４）：３３５～３４５

５１　ＮｉｃｋｌｉｎｇＷ Ｇ．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ｄｕｓｔｓｔｏｒ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３，５３（３）：

１０１１～１０２５

５２　ＹａｎｇＳＬ，ＤｉｎｇＺ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ｒｅｄｃｌａｙ’ａｎｄ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ｌｏ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ｄｃｌａｙ’．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５１（１）：７７～９３

５３　ＲｅａＤＫ，ＨｏｖａｎＳＡ．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ａｂｙｓｓ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ａｌｅ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９９５， １０（２）：

２５１～２５８

５４　ＡｒｎｏｌｄＥ，ＭｅｒｒｉｌｌＪ，Ｌｅｉｎｅｎ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ａｒｅａ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ｅｒｏｓｏ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９８，１８（３～４）：

１３７～１５９

５５　ＳｔｅｖｅｎｓＴ，ＣａｒｔｅｒＡ，ＷａｔｓｏｎＴＰ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ｌｉｎｋ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ＭｕＵｓＤｅｓｅｒ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３，７８：３５５～３６８

５６　ＮｉｅＪ，ＳｔｅｖｅｎｓＴ，ＲｉｔｔｎｅｒＭ ｅｔａｌ．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 ｓｔｏｒａｇｅ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ｅｒｉｖｅｄ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６：８５１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ｎｃｏｍｍｓ９５１１

５７　ＳｕｎＹＢ，ＴａｄａＲ，ＣｈｅｎＪｅｔａｌ．Ｔｒａｃ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ｆｉｎｅ

ｇｒａｉｎｅｄｄｕｓ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８，３５：Ｌ０１８０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

２００７ＧＬ０３１６７２

５８　ＨｏｕＳ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ＹａｎｇＳｈｉｌｉｎｇ，ＳｕｎＪｉｍｉｎｅｔ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ｇｒａｉｎｓ（４～１６μｍ）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ｏｌｉａ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ＳｅｒｉｅｓＤ），２００３，４６（１０）：１００３～１０１１

５９　ＹａｎＹ，ＳｕｎＹＢ，ＣｈｅｎＨＹｅｔ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ｏｆ

３４９



第　　四　　纪　　研　　究 ２０１７年

ｑｕａｒｔｚｆｒｏｍｍａｊｏｒＡｓｉａｎｄｕｓｔ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

ｔｈｅ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

２０１４，１３９：３９９～４１０

６０　ＢｉｒｄＡ，ＳｔｅｖｅｎｓＴ，ＲｉｔｔｎｅｒＭｅｔａｌ．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ｕｓｔｓｏｕｒｃ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４３５：２５４～２６４

６１　ＰｕｌｌｅｎＡ，ＫａｐｐＰ，Ｍｃ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ｒＡ Ｔｅｔａｌ．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ｓｄｕｓｔ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９（１１）：

１０３１～１０３４

６２　ＣｈｅＸＤ，ＬｉＧＪ．Ｂｉｎａｒｙ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ｌｏｅｓ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ＵＰｂａｇｅｓ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８０（３）：５４５～５５１

６３　ＣｈｅｎＪ，ＬｉＧＪ，ＹａｎｇＪＤｅｔａｌ．ＮｄａｎｄＳｒ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ｅｓｅｒ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ｓｏｆＡｓｉａｎｄｕｓｔ．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０７，７１（１５）：３９０４～３９１４

６４　ＬｉＧＪ，ＣｈｅｎＪ，ＪｉＪＦｅｔ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ｄｕｓｔ．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３７（８）：７２７～７３０

６５　ＳｕｎＪＭ，ＺｈｕＸＫ．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ｏｌｉａ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ｔ

８Ｍ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ｃｈａｎｇ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０，２９０（３～４）：４３８～４４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ＯＦＬＯＥ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ＡＬＡ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ＹａｎｇＳｈｉｌｉｎｇ①②　Ｄ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①②

（①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

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１９５０～１９６０ｓ，ＬｉｕＴｕｎｇｓｈｅ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ｅｎｌｏ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ｓｉｘ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ｆｏｕｒ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ｆｉｎ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ｌｏｅｓｓ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ｚｏｎｅｓｏｆｓａｎｄｙｌｏｅｓｓ，ｌｏｅｓｓａｎｄｃｌａｙｅｙｌｏｅｓｓ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ｔｏ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ｎ，ｌｏｅｓｓ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ｂａｓｉｃ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ｐｒｏｘ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ｌｏｅｓｓ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ｒｅｍａｉｎｓｄｅｂ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５７ｌｏｅ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ｂｏｖｅｓｏｉｌｕｎｉｔ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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