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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37

Cs是人为放射性核素, 长期以来, 它在沉积物岩芯剖面中的分布被用作近代沉积物定年的重要手段之一. 本文全

面收集了关于我国湖泊沉积物中137Cs分布的研究文献, 对它们进行了综合分析和对比; 试图揭示中国湖泊沉积物中137Cs剖面
分布特征和环境意义; 结合我国湖泊分区和特点, 分别讨论了我国5大湖区137Cs的总体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 研究表明: 影响
137

Cs沉积剖面分布的因素, 除了纬度和海拔外, 还应与当地的地貌特征、降雨量、植被状况和人类活动有关; 全球核大气沉

降是中国湖泊沉积物的137Cs剖面分布最主要的来源, 同时我国早期的大气核试验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对我国部分
地区137Cs分布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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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sium-137(137Cs) is an artificial radionuclide. Its distribution in the deposit profile is used as a tool of sedimentary
chronology. In order to know the depth distribution profile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 of 137Cs in the sediment of
Chinese lake, the literatures concerned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We discussed the whole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affect factor of lacustrine sedimentary profile of
that the

137

137

Cs in five lake areas by reason of different physiognomy. This research indicated

Cs deposit profile related to the physi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rainfall, vegetation and human activity besides latitude and

altitude. The atmospheric nuclear experiment in China and the Chernobyl accident in Pre-Soviet Union potentially influenced on the
137

Cs distribution of some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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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区域环境污染历史和全球变化问题必须以精确的年代学研究为基础. 利用放射性核素示踪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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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演化过程早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 按其半衰期的长短及参与过程之不同而适用于各种不同的
研究对象. 137Cs是一种长寿命的人工放射性核素, 半衰期为30.17年, 已被广泛地运用于现代湖泊沉积、气
候环境变化和流域侵蚀作用等方面的研究[1-8].
湖泊是流域侵蚀土壤的汇, 淤积直接或间接导致湖泊老化、衰亡, 但湖泊沉积物却可完整记录区域
环境变化的信息, 湖泊沉积物作为地表物质运移的主要宿体, 湖泊沉积的连续性及其剖面保存的完整性,
使其成为揭示湖区气候和环境变化的指示器. 而且湖泊沉积物的环境变化记录在全球变化的研究中也是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2]. 由于137Cs为人工放射性核素, 来源单一, 输入函数比较清楚, 便成为研究湖泊沉
积过程中常用的示踪核素. 全球核试验的初始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 而散落的高峰期是1963-1964
年, 因为 137Cs这一人工放射性核素反映了大气核试验的这段历史, 所以它通常被作为时间标记使用 [9].
在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核泄漏事故之后, 有研究表明在海洋和湖泊沉积物中即出现了源于切尔诺贝利
事故的137Cs[10-11]. 因此, 137Cs的沉积剖面中1986年的蓄积峰也能作为一个有价值的时间标记[12].
在国内的研究中常用137Cs作为沉积物定年的工具, 但大多数仅是对137Cs的沉积剖面进行了年代方面
的分析, 或与210Pb计年进行了对比, 较少深入地研究沉积剖面特点形成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本文全面收
集并整理了关于国内湖泊沉积物中137Cs沉积剖面的研究文献, 对它们进行了综合分析、对比和归类, 其
目的是试图找出我国湖泊沉积物中 137Cs沉积剖面的分布特征, 并对影响其分布特征的因素作综合分析,
希望这些总结性工作能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一定的帮助.
137

1 中国地区 Cs分布的基本特征
按照137Cs在全球空间上分布规律, 北半球的137Cs总沉降量大于南半球, 因为更多的核试验发生在北
半球; 核爆炸周围地区的137Cs沉降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受平流层大气运动影响,
地区含量较高, 相同降水量下, 纬度越高,

137

Cs沉降量越大

[13]

137

Cs尘埃在中高纬度

. 我国的核试验场主要在新疆的罗布泊地区,

在那里先后进行了一系列大气核试验 (从1964年到1980年共进行了22次大气核试验), 虽然爆炸当量不大,
但是对试验场附近湖泊的137Cs沉积柱芯剖面影响可能性也存在.
虽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爆炸事故导致在全球较大范围内的一次 137Cs 沉降峰, 但是该事故泄漏的
137

Cs 没有进入平流层, 只影响到对流层, 其沉降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受影响最严重的是距离核事故发

生地点较近的欧洲和亚洲西部地区, 我国所处的亚洲东部地区受到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14].
137

2 我国各湖区 Cs沉积剖面特征
137

Cs 存在于核爆炸逸散的放射性气溶胶中, 大于 0.1mm 的微粒在一天内就地沉降, 小于 25μm 的微

粒在大气中长期飘游, 部分保留在对流层, 大部分进入平流层. 在对流层的放射性微粒因受大气环流的
影响, 获得充分的稀释和扩散, 在重力和降水冲刷的作用下, 比较均匀地沉降到地表. 对流层中放射性
微粒的平均寄宿时间只有几天. 进入平流层的放射性微粒随中纬度的西向喷注气流呈带状扩散, 在几个
月内沿纬度线呈均匀分布. 在重力作用下, 平流层中放射性微粒沉降到其底部, 再透过平流层-对流层界
面, 或通过中纬度的界面“缝隙”回到对流层, 进而沉降到地表. 放射性微粒在平流层中的寄宿时间约
0.3-3 年. 沉降到地表的

137

Cs 分别进入土壤及水体中, 并参与到环境宿体的各种地球化学过程中. 所以,

湖泊周围的地形地貌特点也是湖泊沉积物中 137Cs 分布剖面的影响因素之一. 因此, 我们综合了已发表的
有关中国湖泊中

137

Cs 沉积剖面的相关文献, 按照湖泊分区(青藏高原湖泊、云贵高原湖区、蒙新高原湖

区、东部平原湖区和东北平原与山地湖区 [15-16], 并结合湖泊所处的季风区及周围区域的地形地貌特点,
对湖泊沉积物 137Cs 分布特征分别进行讨论.
2.1 青藏高原湖区
青藏高原范围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全部及新疆南部一角. 本区湖泊是地球上海拔最高、数量
最多和面积最大的高原内陆湖区, 也是我国湖泊分布密度最大的两个稠密湖区之一. 湖泊以盐湖为主.
前人分析了位于青海共和盆地的达连海湖、青藏高原的苟鲁错、青藏高原东部若尔盖盆地的兴措、
青藏高原北缘的哈拉湖、西藏南部羊卓雍湖流域内的沉错地区和青海湖的沉积岩芯中137Cs的分布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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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几组沉积柱芯可以看出, 在青藏高原湖区的137Cs分布剖面中, 多以单蓄积峰为主, 部分柱芯反映了
不明显的次蓄积峰. 多数湖泊的剖面曲线在达到最大值后迅速下降, 这一点也与北半球137Cs逐年大气总
沉降量变化曲线相似(图1), 说明青藏高原的湖泊中137Cs的来源可能是以全球核试验所产生的大气沉降为
主(图2). 李世杰等认为在苟鲁错湖沉积柱芯中最大蓄积峰指示了1963年的时标, 上部微弱的蓄积峰指示
了切尔洛贝利事故的1986年, 并用210Pb年龄测定以佐证[19]; 严平等认为在达连海的137Cs深度分布的蓄积
谷和最大蓄积峰间似有一个对应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次一级137Cs蓄积峰, 但证据不充分[20]; 朱立平
等认为羊卓雍湖沉错地区的沉积剖面上部, 尽管没有明显的峰值, 但是位于3.5-4.5cm处的两个高值对应
于1972年的核试验, 根据210Pb的分布所推算的年代与137Cs反映的绝对年龄时标基本相符[21]; 沈吉等认为
137

Cs于1963年和1952年的时标分别出现在5.5cm和12.5cm, 与根据 210Pb变化计算的沉积速率基本吻合.

该柱芯在1952年之前和1963年之后的沉积速率基本一致, 而1952年至1963年之间沉积速率偏大, 他们解
释为: 由于湖区周围大规模农田开垦所致[22].
可见, 该湖区可能是以全球核爆产生的 137Cs 降尘为主要来源, 我国的核试验和切尔诺贝利事故对其
137

Cs 分布剖面的影响甚微. 其主要原因为青藏高原的海拔颇高, 使得各类季风被隔绝于高原内部, 阻碍

了对流层中放射性降尘的沉降. 由于我国核试验所产生的 137Cs 多存在于对流层中, 并且切尔诺贝利事故
的沉降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所以在青藏高原湖区

137

Cs 沉积剖面中的放射性降尘多来源于平流层中

1963 年全球大气核爆高峰期的沉降.

图1 北半球(a)[17]及日本东京地区(b)[18]137Cs逐年大气总沉降量变化曲线
Fig.1 Comparison of annual 137Cs fallout flux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a) and Tokyo(b)

图 2 青藏高原湖区 137Cs 沉积剖面[19-24]
Fig.2 The 137Cs deposit profile of Tibetan Plateau lacustrine area
2.2 云贵高原湖区
本区域湖泊主要分布在滇中和滇西的一些断裂带上, 以海拔较高, 湖岸陡峻, 面积较小而湖水较深
为其主要特征. 本区纬度较低, 属印度洋季风气候区, 降水主要受夏季风即西南季风控制, 湖水依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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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和地下水补给.

从前人关于云南的滇池、程海、抚仙湖、洱海和贵州的红枫湖的研究中发现: 在该湖区湖泊的137Cs
沉积剖面中虽然有所干扰, 但还是能够识别出两个较为明显的蓄积峰(图3). 曾海鳌等认为在抚仙湖沉积
柱芯中的 137Cs具有1963年和1986年两个明显的峰值 [25]; 万国江等认为在红枫湖中 137Cs的沉积剖面与全
球散落一致, 有明显1975年的137Cs蓄积计年时标, 有切尔诺贝利事故散落137Cs的蓄积迹象[26]; 项亮等认
为在滇池的沉积柱芯中蓄积的137Cs绝大部分还是来自核试验的散落物, 发现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散
落137Cs的蓄积, 部分地区存在一个可辨别的137Cs沉降峰, 它对应着1974年的时标, 出现的原因与核武器
试验散落核素有关[27]; 万国江等认为程海沉积物柱芯中137Cs比活度随沉积物深度呈现出三峰特征, 最大
蓄积峰标记了1964年全球散落高峰, 两个次级蓄积峰, 分别与1975年的全球散落沉降和1986年发生的切
尔诺贝利事故有关 [28]. 总的来说, 在该区湖泊的 137Cs沉积剖面中能够识别出1963年和1975年的蓄积峰,
但是没有明显存在1986年的蓄积峰.

图3 云贵高原湖区137Cs沉积剖面[25-30]
Fig.3 The

137

Cs deposit profile of Yunnan-Guizhou Plateau lacustrine area

全球大气核试验所产生的降尘是中国湖泊沉积物的137Cs分布剖面最主要的贡献源, 几乎在每个沉积
柱芯的137Cs分布剖面中都能找到指示1963年的蓄积峰, 这使得该蓄积峰成为了137Cs标年方法中最可靠的
时间标记; 新疆湖泊137Cs比活度偏高的原因, 可能与我国在该地区进行大气核试验存在密切关系, 但是
其他湖区在1975年左右所形成的蓄积峰是否是我国的核试验影响所致,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切尔诺贝利
事故所产生的1986年蓄积峰除蒙新湖区和东部湖区外, 在其他三个湖区中并不明显, 甚至没有, 这可能
是因为各湖区降水量的差异、当地的地形地貌以及所处的季风带等诸多因素确定的.
2.3 蒙新高原湖区
蒙新高原地区地处内陆, 大部分区域处于东南季风的边缘, 从而形成众多的内陆湖泊, 湖泊也以咸
水湖和盐湖为主. 湖泊的湖面随季风降水量时升、时降, 湖形多变.
张成君等分析了新疆的博斯腾湖, 认为 137Cs在博斯腾湖的质量深度剖面中, 有3个明显的蓄积峰位
置, 但是其质量深度剖面并不与其他湖泊, 如云贵高原区域的程海的三峰沉降剖面一样(比活度最大值出
现在下层的蓄积峰), 而是在最新的沉积层节上表现出最大的137Cs比活度. 这是因为博斯腾湖位于新疆南
部, 处于西风带, 与前苏联距离较近, 受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影响相对较大 [31]; 陈发虎等认为博斯腾湖紧
邻中国核试验地区,

137

Cs的分布曲线不但受到全球核试验的影响, 更受该地区核试验的影响. 在137Cs质

量深度剖面中也有较明显的反映, 可能也有与全球的137Cs散落相叠加的原因, 所以在1975年的沉积层段
也反映出较大的137Cs比活度[32](图4).
2.4 东北平原与山地湖区
该区主要是指我国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 本区山区为近代火山活动较频繁的地区, 所以区
内湖泊多与火山活动关系密切. 本湖区的湖泊成因多与近期地壳沉陷、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和河流摆动
有关. 它们具有面积小、湖盆坡降平缓, 现代沉积物深厚, 湖水浅和矿化度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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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二龙湾沉积柱芯中有一个较为明显的137Cs蓄积峰, 这一峰值被确认为对应
于1963年全球 137Cs散落的高峰期 [33]; 四海龙湾玛珥湖中最大蓄积峰可能为1963年全球 137Cs散落的高峰
期,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造成的137Cs次级蓄积峰没有发现[34]. 可见, 在东北平原与山地湖区中
的137Cs多以1963年的单蓄积峰为主, 1975年和1986年的蓄积峰在该湖区的沉积剖面中不明显(图4).

图4 博斯腾湖和东北玛珥湖的137Cs沉积剖面[32-34]
Fig.4 The

137

Cs deposit profile of Lake Bosten and maar Lake in northeastern China

2.5 东部平原湖区
东部平原湖区众多的大中型湖泊大多是在构造盆地的基础上, 由于河床演变而形成的河成湖, 黄淮
海平原及大运河沿线众多的湖泊大多也是河流演变的产物. 本区绝大多数湖泊属吞吐型湖泊, 河湖关系
密切. 湖泊水位因降水季节分配不匀而年变幅大.
前人分析了苏皖地区的固城湖和女山湖、武汉的东湖以及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35]、洪湖、巢湖、太湖
大浦湖区和洞庭湖. 刘建军等认为太湖大埔湖区的两个蓄积峰分别是1986年和1963年的蓄积峰[36]; 项亮认
为苏皖地区的固城湖和女山湖, 其沉积柱芯内137Cs比活度随深度分布的特征都与北半球137Cs的年沉降分布
特征相似, 距表层较近的137Cs蓄积峰完全是对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记录[12]; 姚书春等认为洪湖沉积柱
芯剖面下层出现的高峰值指示1963年全球大规模的核试验爆发, 上层出现的最高峰指示了1986年前苏联切
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 巢湖沉积柱芯剖面所出现的最高峰值指示1963年137Cs的全球散落高峰[37].
东部平原湖区137Cs的沉积柱芯剖面具有很明显的双峰特征(图5), 在该湖区的137Cs分布剖面中, 多以
1963年和1986年的双蓄积峰为主, 部分靠近西部的岩芯中反映了1973年的蓄积峰.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东
部平原湖区位于太平洋季风区, 而且地形以平原为主, 所以有较为明显的1963年蓄积峰; 在湖区的北面
没有如同云贵高原湖区北面青藏高原的存在, 所以能够在沉积剖面中出现明显的1986年蓄积峰.
最后, 我们利用放射性衰变速率校正了一些湖泊137Cs的比活度数据至2004年, 并根据文献中所发表
的质量深度, 得出湖泊沉积柱心中137Cs的总沉降量. 然后与湖泊附近地域137Cs年平均沉降量的本底值进
行了比较, 程海、滇池和剑湖附近的云南牟定(101.5°E, 25.3°N)[40]和云南元谋(101.9°E, 25.7°N)[41]; 固城和
女山湖附近的江苏吴县(120.6°E, 31.3°N)[42]和江苏宜兴(119.8°E, 31.9°N)[43]; 博斯腾湖附近的新疆库尔勒
(86.1°E, 41.7°N)[44].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程海湖的沉降量远大于附近地区的本底值, 可能是因为程海湖周
边地区水土大流失, 大量的侵蚀土壤进入到湖泊沉积, 造成了这一现象. 据相关研究表明: 程海湖流域是云
南省湖泊中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流域, 土壤侵蚀率高达61.59%, 流域每年的土壤侵蚀量达78.4×104t [45].
总之, 从全国范围上来看在137Cs湖泊沉积剖面中都应存在明显的1963年主蓄积峰, 青藏高原湖区和
东北平原与山地湖区的大多数湖泊沉积岩芯中只存在1963年的蓄积峰, 蒙新高原湖区和云贵高原湖区虽
都是呈现三峰的剖面特征, 但是各有各的特点: 蒙新高原湖区的剖面中最大蓄积峰为1986年的蓄积峰,
指示全球核爆高峰期1963年的蓄积峰值在三个蓄积峰中最小, 而云贵高原湖区的剖面特点正好与其相反.
在东部平原湖区的多数湖泊沉积岩芯的剖面中只发现了1986年和1963年的蓄积峰, 但是在靠近西部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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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东湖却有1975年蓄积峰的存在.

图5 东部平原湖区的137Cs沉积剖面[35-39]
Fig.5 The 137Cs deposit profile of the eastern lacustrine area
如果在湖泊的周围没有放射性原料工厂或核电站, 那么中国湖泊的沉积物中 137Cs有3个主要来源:
1963年达到顶峰的大气核试验所产生的放射性沉降, 20世纪70年代, 中国在西北地区进行大气核试验所
产生的放射性沉降, 以及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产生的放射性沉降. 但是, 是否能说在湖泊沉积
物中的1975年蓄积峰的成因就是70年代中国的核试验呢?在云贵高原湖区的湖泊沉积剖面中就出现不少
的1975年蓄积峰, 可是这不同于博斯腾湖1975年的蓄积峰. 蒙新高原湖区湖泊沉积剖面中1975年的蓄积
峰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中国的核试验, 而云贵高原湖区1975年左右蓄积峰形成的原因, 张信宝提出了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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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能性, 他认为是由于1972年为云南区域性干旱年, 因此云南湖泊的沉积剖面中, 往往出现与1972
年137Cs“蓄积谷”对应的1975年137Cs[46]. 项亮等则认为该蓄积峰与核武器试验散落核素有关, 沉积时序上
也可与在日本东京监测的137Cs大气沉降中, 1974年出现的沉降峰相对应[27]. 且不论形成1975年左右蓄积
峰的原因是什么, 该蓄积峰作为云贵高原湖区的指示时标是毋庸置疑的.
黔中红枫湖1963年蓄积峰的活度和总沉积通量(图6)远高于滇西地区湖泊的原因, 万国江等认为滇西
和黔中地区137Cs大气散落的差异不可能从核试验强度的变化来解释, 而是青藏高原隆起对滇西地区存在
着全球性扩散大气污染物散落的屏蔽效应[47]. 张信宝认为是由于红枫湖流域主要为喀斯特山地, 石漠化
严重, 核爆期间随降水沉降到地面的137Cs尘埃基本不被裸岩地面吸附, 随降雨径流直接流失进入湖泊的
137

Cs量占137Cs沉降量的比例高于其它湖泊[46].

地域

标记

名称

年平均
沉降量
（Bq/m2）

A

程海

30317.11

B

滇池

1223.45

剑湖

166.95

云南牟定

920

C

云南元谋

635

D

红枫湖

28539.92

E

女山湖

611.01

F

固城湖

373.43

江苏吴县

2400

江苏宜兴

2251

博斯腾湖

6357.75

库尔勒湖

9176

G

图 6 中国湖泊沉积柱芯中 137Cs 的总沉降量
(根据文献中所发表的质量深度, 利用放射性衰变速率校正了 137Cs 的比活度数据至 2004 年)
Fig.6 The total fallout of 137Cs in the sediment of the Chinese lakes
(According to the data, revise the number to A.D. 2004 by radioactive disintegration velocity)
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切尔诺贝利事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核泄漏事故. 在整个欧洲, 甚至
部分美国的湖泊沉积物剖面中, 都发现了源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137Cs. 在我国西北方的蒙新高原湖区的
137

Cs沉积剖面中就同样发现了明显源于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蓄积峰, 由于青藏高原的阻挡, 青藏湖

区和云贵高原湖区并没有出现该蓄积峰, 而在东部平原湖区却有该蓄积峰的迹象.
综上所述, 影响137Cs沉积剖面分布的因素, 除了纬度和海拔外, 还应与当地的地貌特征、降雨量、植
被状况和人类活动有关. 全球大气核试验所产生的降尘是中国湖泊沉积物的 137Cs分布剖面最主要的贡
献源, 几乎在每个沉积岩芯的 137Cs分布剖面中都能找到指示1963年的蓄积峰, 这使得该蓄积峰成为
137

Cs标年方法中最可靠的时间标记; 新疆湖泊 137Cs比活度偏高和总沉积通量(图6)的原因, 显然与我国

在该地区进行大气核试验存在密切关系, 但是其它湖区在1975年左右所形成的蓄积峰是否是我国的核
试验所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们现在正在对沉积物中其它放射性核素的特征比进行分析, 希望能
够从中找出其来源; 切尔诺贝利事故所产生的1986年蓄积峰除蒙新湖区和东部湖区外, 在其它三个湖
区中并不明显, 甚至没有, 但是其中与蒙新湖区位于同一纬度的东北平原湖区没有1986年蓄积峰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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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还不清楚; 红枫湖1963年蓄积峰的活度偏高的原因还需要对其它地形地貌相似的湖泊进行对比研究后
才能最终确定.

3 结语
随着世界上核爆的减少和137Cs的不断半衰变, 1954年这个检测到137Cs最早时间的时标已经不能再准
确地指示; 世界各地测到137Cs沉降的起始年份、最大137Cs沉降的年份并不完全一致, 且各地的沉降量各
不相同, 所以, 确定各地的 137Cs时标应根据当地的情况具体分析. 随着人类活动对湖泊沉积物的影响,
生物扰动作用、137Cs沿松散沉积物毛细管的化学扩散等作用, 再加上137Cs蓄积峰时标的确定带有较强的
主观判断, 所以单单依靠137Cs的沉积剖面建立年代序列是不够的, 还需要辅助和开拓一些其他手段, 如
Pu及其同位素[48], 210Pbex[49]、颗粒度[50]和沉积物的磁化率[51]等.
本文主要阐述和讨论了现阶段中国湖泊沉积物中137Cs分布特征的研究进展, 虽然某些湖泊由于风浪
和其它的搅动作用, 使137Cs沉积剖面的数据的解释不可信, 但是基于写作的目的还是将其保留, 以期在
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能够有所帮助. 由于笔者能力有限, 不能详尽的罗列该领域的所有成果, 收集到的多
为国内期刊中所发表的文献, 缺少发表在国外的中国湖泊137Cs的论文, 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不足. 文章中
的数据来自不同的实验室, 分析精度和误差有着相当的差别, 有的文章所讨论的重点并不在沉积剖面中
137

Cs浓度的深度变化, 所以研究者没有对沉积柱芯准确地分样, 以致无法估算沉积蓄积通量, 沉积深度

也没有. 因此, 准确地对比湖泊区域间的特征和差异, 讨论环境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这就需
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开展更深一步的研究. 譬如, 在野外采样时应对沉积物柱芯准确的分样和称重,
这可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分布曲线; 仪器的分析应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或按统一的标准进行, 这可以降低
不同实验室间测得数据的差异; 沉积剖面应按照沉积质量深度建立, 便可以进行年平均沉降量的计算;
还应提供湖泊所处地区准确的环境信息, 方便更详尽的了解沉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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