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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地区一万多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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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洱海北部 １０．８ｍ 深水区 ＥＳ 孔沉积物高分辨率的孢粉 粒度

碳屑 藻

１４

结合 ＡＭＳ Ｃ 测年数据 划分了 １１ 个阶段 恢复了一万多年以来云南洱海地区气候

环境演化序列．全球性的降温事件在该地区都有明显的反映

包括 ９９００ａＢＰ（Ｙｏｕｎｇｅｒ Ｄｒｙａｓ）

８５００ａＢＰ ７１００ａＢＰ ５１００ａＢＰ 左右的四次冷事件 ６８００－５５００ａＢＰ 为全新世水热配置最佳期
距今 ２４００ 年开始该地区出现较为明显的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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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云南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

山高谷深 地貌复杂多变

在西南季风的影响下

气候宜人 生物多样性是全国之冠． 近年来 由于不合理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 生态环境
急剧退化 湖泊水环境问题尤为突出［１］． 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实施过程中 环境保护 生
态建设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人们也急需了解自身环境的过去 现在 为国家西部大开发
的整体布局和战略制定提供依据． 湖泊沉积物包含丰富的环境变化信息 忠实地记录了所
在地区气候环境的特点和演化过程 并具备连续性好 分辨率高的优势［２］． 较长时期以来
云南地区的古气候 古环境研究比较薄弱 缺乏多环境指标高分辨率记录［３］． 本文根据洱
海北部深水区岩芯（ＥＳ 孔）高分辨率指标分析， 力求对全新世以来洱海地区的气候环境演
化进行重建 并为预测未来气候环境演化提供新的依据．

１ 洱海地区自然环境
洱海地处云贵高原的西北部 横断山脉的东部边缘 湖盆形成于更新世早期 属断
陷湖泊．湖盆大致呈南北展布 中部最深处 ２０．７ ｍ 北部最深处 １２．６ ｍ 南部仅 ５．９ ｍ
但南部中央水下平台东西两侧有条形深槽 （图 1）． 湖面高程 １９７４ｍ 西侧为苍山山地 苍
山十九峰海拔均超过 ３５００ｍ 与湖盆平行展布 东侧为滇中高原 地形起伏和缓． 入湖河
流北有弥苴河 罗时江 永安江 南有波罗江 东有海潮河 玉龙河 西部为苍山十八溪
出湖河流仅有西洱河［４］． 区域现代气候属低纬高原亚热带季风气候 具有干湿分明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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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主要受西风南支急流及西南季风的交替影响 同时青藏高原的高原气候系统对区域
气候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降水主要集中在 ６－１０ 月 占全年降水量的 ８５％以上［５］．

２ 采样与分析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在洱海北部弥苴河入
湖区域水深 １０．８ ｍ 处用水上钻井平台
和 活 塞 采 样 器 采 得 连 续 柱 状 岩 芯 （ＥＳ
孔）

长度为 ６６２ｃｍ

在野外按 １ｃｍ 间

隔分样．岩性以细颗粒为主 ６０ｃｍ 以下
为暗灰色粉砂质泥 ６０－４０ｃｍ 为灰色粉
砂质泥 向上过渡为浅灰黄色泥． 在实
验室对样品进行有机质 ＡＭＳ１４Ｃ 年代
孢粉 粒度 碳屑 藻类等环境指标的
分析．
ＡＭＳ １４Ｃ 年代由日本东京大学放射
性碳素年代实验室测定 结果如下 ６０ｃｍ
处为 １８９０ ７０ａＢＰ １２０ｃｍ 处为 ２６９０
８０ａＢＰ
２３０ｃｍ 处为 ５３６０ １３０ａＢＰ
３６０ｃｍ 处为 ６８６０ ８０ａＢＰ ４８０ｃｍ 处为
８ ８４０ ９０ａＢＰ ５５０ｃｍ 处 为 ９３００
１２０ａＢＰ ６６１ ｃｍ 处为 １０８２０ ８０ａＢＰ． 从
ＡＭＳ １４Ｃ 测年和沉积物深度序列关系（图
２）可知 除了 ６０ｃｍ 处的年代偏老外
所获数据是可靠的．
粒度分析用 Ｍａｌｖｅｎ Ｍａｓｔｅｒｓ２０００
激光粒度仪测定 ． 对孢粉样品采用称
重 酸碱处理及重液浮洗提取 进行了
百分含量及浓度统计， 后者是利用石松
（Ｃｅｃｏｐｄｉｕｍ）孢子法求得的． 常见的木
云 冷 杉 （Ｐｉｃｅａ／Ａｂｉｅｓ） 桦 （Ｂｅ－
ｔｕｌａ） 榆 （Ｕ 冷杉 胡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

图 １ 洱海地形及 ＥＳ 孔位置图

桤 木 （Ａｌｎｕｓ） ． 草 本 花 粉 以 蒿 （Ａｒ－
Fig. 1 Terrain of Erhai lake and the location of ES core
ｔｉｍｉｓｉａ） 藜科（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莎
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ａｃｅａｅ）等比较常见． 蕨类孢子较多的主要有水龙骨科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桫 椤 科 （Ｃｙａ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裸 子 蕨 科 （Ｇｙｍｎｏｇｒａｍｍａｃｅａｅ） 中 国 蕨 科
（Ｓｉｎｏｐ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凤尾蕨（Ｐｔｅｒｉｓ）． 在进行孢粉统计的同时 对碳屑进行了统计 并计
算其浓度． 盘星藻（Ｐｅｄｉａｓｔｒｕｍ）在地层中也较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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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ＥＳ 孔年代－深度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depth in ES core

结果
综合 ＥＳ 孔沉积物孢粉 碳屑 粒度等分析结果
阶段沉积物指标特征及相应的气候环境意义如下
第 阶段 ６．６２－６．２１ｍ （１０８００－１０２００ａＢＰ）
该阶段孢粉组合中木本花粉占绝对优势 以铁杉（

自下而上分为 １１ 个阶段（图 ３）， 各

４０％）

松（

１９％）为主

少量云

冷杉 阔叶树花粉基本没有出现． 草本浓度很低 仅在下部含少量莎草科花粉． 孢粉组合
反映当时植被类型为山地针叶林 林线附近铁杉林比较发育． 碳屑浓度变化较大 最高达
８０００ 粒 ｇ 说明经常有大的自然火灾发生 这些火灾可能是气候转暖引起的森林大火［６］．
此外盘星藻浓度很高（３０００－９０００ 粒／ｇ）， 说明当时存在较大水体． 沉积物颗粒的中值粒径
ＭＤ 较稳定 ＜２ ｍ 的粘土和＞６５ ｍ 的粉砂百分含量变化明显 表明土壤侵蚀和水动力条件
的波动． 综合上述指标可知 晚冰期末期洱海地区气候相对温凉湿润 流域自然植被增加
湖体扩大． 据对西南季风已有的研究表明 云南广大范围的湖泊扩张与亚洲西南季风的爆
发有关［７］ 并且该阶段可对应 Ｂｏｌｌｉｎｇ－Ａｌｌｅｒｏｄ 升温后期．
第 阶段 ６．２１－５．８２ｍ （１０２００－９７００ａＢＰ）
该阶段孢粉总浓度明显下降（５５００－１３０００ 粒／ｇ） 草本浓度有所增加 木本中松 铁杉含
量下降 而云 冷杉和莎草科含量呈现峰值 分别为 １６％ １．８％． 盘星藻浓度 碳屑浓度
均比上阶段有所降低． 沉积物＜２ ｍ 的粘土含量略有降低 而中值粒径则在 ９９００ａＢＰ 左右
出现一个明显峰值 ＞６５ ｍ的粉砂也在 ９９００ａＢＰ 左右含量骤升 表明水环境有剧烈波动． 以
上分析说明该阶段气候冷湿 流域生物量减少 植被覆盖率降低 但云 冷杉林面积有所
扩大 入湖径流携带粗颗粒物质可直接到达湖底． 全新世之前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新仙女
木（Ｙｏｕｎｇｅｒ Ｄｒｙａｓ）降温事件 ［８］ １０２００－９７００ａＢＰ 洱海地区的冷湿气候体现了中国西南地
区对这一全球性冷事件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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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阶段： ５．８２－４．７８ ｍ （９７００－８８００ａＢＰ）
该阶段木本花粉浓度较上阶段有所增加

其中喜冷湿的云

冷杉浓度降低

６％

松及铁杉浓度略有回升． 与上阶段不同的是该阶段阔叶树花粉如榆 桦等开始增加． 草本
浓度很高 上部出现较多水龙骨科 禾本科及桫椤科． 本阶段碳屑浓度 盘星藻浓度增大
最高可达 ４００００ 粒／ｇ． 沉积物颗粒粒度总体稳定
候温偏湿

变幅较小． 可以推断该阶段洱海地区气

垂直植被带谱发育 低中山为针阔叶混交林

林线附近铁杉林面积扩大 区域

植被覆盖率提高． 该阶段为全新世初期的升温期．
第 阶段 ４．７８－４．５０ ｍ （８８００－８３００ａＢＰ）
该阶段木本和草本花粉浓度均减少． 松属含量偏低 最高仅为 １０％． 铁杉含量降低
而云 冷杉含量较高 阔叶树花粉消失． 水龙骨科含量继续增加 碳屑浓度降低． 中值粒
径在 ８ ５００ａＢＰ 左右突然增大 ＜２ ｍ的粘土含量降低 ＞６５ ｍ的粉砂含量骤升 盘星藻浓
度几乎为零．各项指标显示该阶段为全新世中的一次冷事件

气候冷偏干 山地针叶林发
育 林线上升． 云南鹤庆盆地的古环境研究也证实了这次冷事件的存在［９］ 我国内蒙古岱
海的湖泊沉积物 Ｒｂ／Ｓｒ 比值显示在 ７９００－８２５０ａＢＰ 期间岱海区域也经历了一次变冷的过程
格陵兰湖泊沉积物［１０］和冰芯［１１］表明 ８２００ａＢＰ 左右确实存在显著的气候冷事件． 此外 欧
洲大陆法国的 Ｂｕｒｇｕｎｄｙ［１２］ 非洲热带的 Ｌａｋ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１３］也都记录了这次变冷． 这些都
说明该事件是一次全球性的环境事件．
第 阶段 ４．５０ ｍ－３．９６ ｍ （８３００－７４００ａＢＰ）
该阶段木本花粉浓度 草本花粉浓度和碳屑浓度均有所提高． 松属含量略有上升 铁
杉含量最高可达 ７８％ 冷杉含量较低（０－３％） ， 但阔叶树花粉仍很少出现． 沉积物中值粒
径波动很小 ＜２ ｍ的粘土含量略有上升 ＞６５ ｍ 的粉砂含量变小． 盘星藻浓度有所提高
但幅度很小 （＜２８００ 粒／ｇ）． 推断这一阶段洱海地区气候偏温湿 山地垂直带谱中 松属
和铁杉属面积扩大 冷杉减少 湖面略有抬升．
第 阶段 ３．９６－３．５８ｍ （７４００－６８００ａＢＰ）
该阶段孢粉浓度变幅较大 木本花粉中以云 冷杉增加为主 峰值可达 １０％
其它
属种如松 铁杉明显减少． 盘星藻浓度在 ７１００ａＢＰ 左右达到最低值． ＞６５ ｍ的粉砂和＜２
ｍ 的粘土含量变化不明显． 碳屑浓度偏低． 这一阶段洱海地区气候变冷干 以云 冷杉面
积扩大为主要特征． Ｄｅｔｏｎ 曾以 ７８００ａＢＰ 作为北半球第一冷峰的时间［１４］ 而在 Ｒｏｔｈｌｉｓｈｂｅｒｇｅｒ
所编制的全新世南北半球冰川波动图上 不仅北半球山地有较普遍的冰川前进 连南半球
的新西兰和南美热带山也发现有 ７３００ａＢＰ 左右的冰川前进［１５］ 可知 ７０００ａＢＰ 左右的气候
变冷是一次全球气候变化事件，云南地区对这一事件有较好的响应， 但时间上稍晚 强度
稍弱．
第 阶段 ３．５８－２．４８ｍ （６８００－５５００ａＢＰ）
这一阶段为全新世中稳定的暖湿阶段． 各孢粉总度 碳屑浓度 盘星藻浓度均为整个
剖面的高值部分．木本中松的含量较高 均值可达 ２５％ 铁杉和云冷杉含量降低 榆含量
增加． ＜２ ｍ 和＞６５ ｍ 的沉积物颗粒指标均较稳定． 该阶段气温高 植物生长空前繁茂
垂直带谱下部的针阔叶混交林发育 林线 暗针叶林等有较大幅度的退缩 湖泊扩张． 在
此 前 后 黄 河 流 域 出 现 仰 韶 文 化 （７０００－５０００ａＢＰ） 长 江 下 游 有 马 家 滨 文 化 （７０００－
６０００ａＢＰ）
崧泽文化 ６０００－５０００ａＢＰ 即使现代不适于人类居住的青藏高原西北部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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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３０ 多处细石器文化遗址 推测也是该阶段的［１６］ 但洱海地区的考古研究至今尚未发现
人类文明的遗址． 该阶段相当于全新世大暖期的盛期．
第 阶段： ２．４８－２．２０ｍ （５５００－５１００ａＢＰ）
该阶段木本 草本花粉浓度都急剧下降． 松 铁杉和云 冷杉含量均减少 但蕨类孢
粉迅速增多 以水龙骨科为主． 该阶段森林覆盖率开始降低 蕨类植被相对发育 气候开
始转冷干． 盘星藻浓度大幅下降 指示了湖泊水体变小． 本阶段各粒度含量变化非常明显
＜２ ｍ 的沉积物出现谷值 ＞６５ ｍ 的颗粒含量在 ５１００ａＢＰ 骤升 最高＞１５％ 说明流域植被
覆盖条件变差

湖泊变浅．

Ｄｅｔｏｎ 称 ５８００－４９００ａＢＰ 为第二小冰期

冷峰出现于 ５３００ａＢＰ

前后 南北半球各山地均有冰川前进． 我国天山乌鲁木齐河就在 ５３８０ａＢＰ 左右存在一次冰
进［１６］． 中国海面在 ５６００ａＢＰ 左右从颠峰转折［１７］， 华北 华东及西南的古气候研究表明 ５６００－
５３００ａＢＰ 为低海面和低温期［１８］． 洱海地区对这次冷事件的响应很强烈．
第 阶段

２．２０－１．０２ｍ （５１００－２４００ａＢＰ）
继上一阶段的冷事件之后 该地区气温有所回升 孢粉浓度依然偏低 说明流域植被
较少． 木本中云 冷杉几乎消失 温暖树种偶见 蕨类孢粉含量上升 反映森林覆盖率进
一步减小． ＜２ ｍ的含量有所增加 但仍偏低 而＞６５ ｍ的含量和中值粒径下部偏低 上
部较高 ３６００－２７００ａＢＰ 粒径明显增粗． 说明该阶段气候凉偏干 湖面偏低． 晚全新世西
藏各地湖泊普遍强烈退缩［１９］ 而北非撒哈拉地区的湖泊也在 ４５００ａＢＰ 急剧萎缩消亡 沙
漠环境开始出现［２０］． 洱海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的遗址是洱海东部宾川县白羊村遗址 １４Ｃ
测定的年代为 ３７７０ ８５ａＢＰ 有火塘及使用火的遗迹 晚期房址多为木胎泥墙 磨制石器
和陶器大量使用［２１］ 说明人类从距今 ４０００ 年左右开始砍伐 燃烧树木 与之对应的是这
一阶段碳屑浓度增大． 本阶段湖泊流域环境开始受人类活动影响．
第 阶段 １．０２－０．６ｍ （２４００－１９００ａＢＰ）
气候继续朝着温干的方向变化 孢粉的总浓度有所升高 木本中阔叶树种桦等开始出
现且含量较高． 草本浓度剧增 出现整个剖面上的峰值 以藜科 禾本科 蒿含量增高为
主 其中藜科平均可达 ４％．粒径稳定 偏细 与流域草本植被增多 气候干燥 径流量减
小 水流携沙能力下降有关． 禾本科和碳屑浓度的增高显示了人类毁林种植活动强度增
大 ．
第 阶段 ０．６－０ｍ （１９００ａＢＰ 以来）
该阶段是受人类活动强烈影响的时期 由于耕作引起的土壤细颗粒物质流失严重 沉
积物中＜２ ｍ 的颗粒含量大幅度提高 峰值可达 ２５％ ＞６５ ｍ 的颗粒含量总体较低 说明
流域径流量不大 水流携沙能力很小． 松属含量呈渐升趋势 这一方面说明气候暖干 另
一方面主要是长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大部分地区的自然植被遭到破坏 多为次生的云南
松林取代［２２］． 铁杉 冷杉含量很低 表明气候比较温和．喜暖的胡桃科 喜湿的莎草科
喜干的藜科在不同时段出现孤峰状态 显示出该阶段内还存在次一级的冷暖干湿波动．

４ 讨论与结论
（１）云南的地貌格局自上新世至更新世随着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即逐渐形成［２３］ 因此
全新世洱海沉积物中所包含的信息可以不考虑构造运动的影响． 洱海所在的滇西北高山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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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垂直地带性非常明显

泊 科

学

15 卷

自下而上是半湿润常绿阔叶林（１９００－２５００ｍ）－湿性常绿阔叶林

（２５００－２９００ ｍ）－云南铁杉林及常绿针阔叶混交林（２９００－３２００ ｍ）－云 冷杉林（３１００－４１００ ｍ）－
高山灌丛和高山草甸（４０００－４７００ ｍ）． 另有高山松林 落叶松林和硬叶长绿阔叶林交错分
布于一定高度范围的林带之中． 此外在深切河谷底部还有热带性的稀树灌木草丛和肉质多
刺灌丛 ［２３］． 这些植物的孢粉通过水流 风力的作用被搬运到洱海中沉积下来 使得孢粉
样品的分异度较高 一个样品往往包含各种冷暖干湿的孢粉 这与平原地区大为不同 但
是其中的优势孢粉组合反映了垂直植被带的迁移 这种迁移可以指示区域气候背景的变化．
（２）一般在大而深的湖泊底部

沉积物的颗粒从湖心到湖滨呈环带状逐渐增粗［２４］． 洱

海地区母岩化学风化作用强烈 广布红土风化壳 入湖物质偏细 开阔湖区沉积物中粘土
所占比例相当高 在湖滨为粘土质粉砂和砂［２２］． 但当气候湿润 降水丰沛时 苍山因与
湖面存在近 ２０００ ｍ 的高差 山上的水流蕴藏巨大能量携泥砂形成异重流入湖 将粗颗粒
物质搬运到湖心沉积下来

因而岩芯上突然的粒径增粗可以指示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的丰沛
径流和较高的湖面 另外当气候干燥 湖泊变浅时 较大的径流也可能携粗颗粒物质在湖
心沉积．因此粒度指标的指示意义必须结合湖盆的地形与径流特征来综合判断．
(3)整个 ＥＳ 孔所揭示的洱海地区一万年以来的气候演化阶段 对全球性的冷事件都有
很好的响应 而对暖事件的响应不太明显． 这可能说明位于北纬 ３０ 度以南的该地区晚冰
期以来气候演化处于暖的背景下 这一方面与太阳辐射强度有关 另一方面与青藏高原的
屏障作用有关．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逾 ４０００ｍ 北方较弱的冷空气无法逾越 只有全球性冷
事件才能影响该地区 这些冷事件记录成为区域对比的桥梁．
（４）考古资料和湖泊沉积记录显示 距今 ４０００ 年左右该地区开始出现人类活动 但至
２４００ ａＢＰ 仅是原始的渔猎 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而此后农耕的出现 表明人类不仅被
动地适应自然界 而且主动地改造自然界． １９００ａＢＰ 以来 随着人口增多 毁林开荒日趋
严重

植被破坏严重

水土流失加剧 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强度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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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from the Sediment Record
of Erhai Lake over the Past 10000 Years
ZHOU Jing1,2, WANG Sumin1 & LÜ Jing3
(1: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P.R.China;
2:Graduate School of CAS, Beijing 100039,P.R.China; 3: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3,P.R.China)

Abstract
Erhai Lake, formed by faults, is the second largest freshwater lake on the northwestern
Yunnan Plateau, southwestern of China. The area is influenced by southeast monsoon (from
Bengal Gulf), the precipitation between March and October accounted for 70%-90% of a year.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is 15.1 . ES core with a length of 6.62m was taken from the deepwater area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lake basin in April, 2001.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igh resolution and multi-environmental proxies of this core, including AMS dating, pollen-spore, grain
size, alga and carbon fragment, eleven phases of 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a result, the regional paleoclimate and paleoenvironment are reconstructed over
the past 10000 years. Four global cold events were well recorded, which happened in 9.9kaBP,
8.5kaBP, 7.1kaBP and 5.1kaBP. These cold events can be compared to those happen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e period from 6.8kaBP to 5.5kaBP was the optimum period with wet
and warm climate in Holocene. Obvious human activities began from 2.4kaBP in this region.
Keywords: Erhai Lake; multi-environmental proxies; cold events;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human activ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