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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外海域沉积物常量元素
分布特征及控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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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青岛 266071)

摘　要:通过对长江口外海域 187个站位沉积物样品的常量元素含量分布分析,研究了长

江口外海域沉积物常量元素组成的 R-型聚类分析 、R-型因子分析及主要控制因素。长江

口外海域沉积物常量元素 Al2O 3 、M gO 、K2 O和 Fe2O 3分布基本相似, 而 SiO 2分布则与其

相反;东南部 CaO和 CaCO3分布与生物作用有明显关系;TiO 2分布反映了长江物质的运

移方向。R-型因子分析揭示了控制长江口外海域元素来源和分布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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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沉积地球化学的研究是海洋地质学研究

的重要手段和海洋沉积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沉积物

地球化学研究已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在探讨该

区域沉积物化学组成 、元素分布 、运移 、赋存状态

和沉积环境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 1-10]

。郭

志刚等[ 5] 研究认为,浙江近岸泥质区沉积物元素

以 Fe 、M n 和 Zn含量高, Na、Al 和 Ca 含量低为

特征,近岸泥质区的沉积物基本来源于长江输入

海的沉积物,在台湾暖流的作用下沉积在浙江沿

岸。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沉积物表现出强烈的陆

源属性,常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的分布相对较为均

匀,受温度 、盐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小[ 7] 。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不仅是长江入海物质的主

要堆积场所,而且是海陆相互作用的关键地带,沉

积作用受长江冲淡水 、闽浙沿岸流 、台湾暖流和黄

海沿岸流的共同影响[ 11] 。长江口外海域沉积物

作为陆源物质的重要沉积 “汇”,其元素特征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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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组合记录了大量沉积地球化学信息 。因此,对

长江口外海域沉积球化学特征的研究, 有助于了

解长江入海物质在各种水流和沉积条件下的 “归

宿” 及其分布规律 。笔者通过对长江口外海域沉

积物中常量元素含量分析 、R-型聚类分析以及 R-

型因子分析,讨论了该区域沉积物中常量元素的

分布规律及其控制因素。

1　样品采集与分析方法

2006年 8 —9月在长江口外海域进行了沉积

物取样,用箱式取样器采集。室内对表层沉积物

187个样品作了常量元素分析测试(图 1) 。

样品分析由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测试中心完

成,对不同指标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测试方法。

Al2O 3 、Fe2 O 3 、CaO 、K 2 O 、Na2 O 、Mg O 、TiO 2 、

P2O 5和 M nO 等测定采用熔片法将试样用混合熔

剂熔融,以硝酸铵为氧化剂,加少量溴化锂作为脱

模剂,试样与熔剂的重量比为 1 ∶12。在熔样机

上于1 050 ℃熔融,制成玻璃样片, 用 X射线荧光

光谱仪( XRF)进行测定 。用重量法( G R)测定烧

失量( LOI) , 容量法( VOL)测定有机碳和 F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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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O 3含量的测定是将试样加 8%的乙酸溶液,

在沸水浴上加热 40 min后, 滤液用等离子体发射

光谱法( ICP-OES)测定CaCO 3的含量。元素分析

分别进行了若干样品的重复分析与标样分析, 分

析元素的相对误差小于 5%。

图 1　取样站位分布

Fig.1　T he locatio n o f the sampling statio ns

2　结果

2.1　常量元素丰度特征

表层沉积物中常量元素用氧化物的形式表

示, 元素主要有 SiO 2 、A l2 O 3 、Fe2 O 3 、CaO 、K 2 O 、

CaCO 3和 Na2O,其次为 M gO 、TiO 2 、P 2O 5 、M nO 、

FeO 、烧失量和有机碳等 。

由表 1不难看出,调查区沉积物常量元素的

丰度有如下特点:

( 1)常量元素丰度大多数介于黄河 、长江沉积

物的丰度之间, 反映出调查区沉积物的“亲陆性”

和物质来源的多源性 。

( 2)大部分常量元素的丰度与渤海 、黄海和东

海沉积物中常量元素的丰度相比无显著的变化,

仅在个别元素上有高低之分, 如Fe2 O3 、Mg O 、

Na2O 、P2O 5和 TiO 2等元素略高于渤海 、黄海和东

海,而 A l2 O3略低于渤海和黄海,但略高于东海 。

2.2　常量元素含量分布特征

Al2O 3含量等值线图(图 2)表明,由西部近岸

向中部其含量减少, 然后向东北部含量又增高,因

此,西部近岸区域和东北部为高值区, Al2O 3含量

图 2　Al2O3含量等值线

Fig.2　T he iso g ram of the A l2 O3 co ntent

表 1　表层沉积物中的常量元素丰度

Table 1　Abundance of majo r elements in surface sediments

元素 调查区 渤海[ 3] 黄海[ 3] 东海[ 3] 黄河[3] 长江[ 3]

SiO 2 62.4 62.3 62.7 62.5 62.79 61.69

Al2O 3 11.16 12.01 11.73 10.03 9.37 12.52

Fe2O 3 4.70 4.31 4.45 4.54 3.22 5.63

M gO 2.03 1.89 1.91 1.77 1.40 2.22

Na2 O 2.57 2.41 2.32 1.79 1.95 2.22

K 2 O 2.24 2.77 2.59 2.19 2.21 1.24

CaO 5.82 3.47 3.77 5.80 4.61 4.00

TiO 2 0.63 0.55 0.58 0.58 0.62 0.95

M nO 0.10 0.07 0.07 0.06 0.06 0.11

P2O 5 0.12 0.08 0.09 0.08 0.14 0.15

大于 15 %;研究区中北部 、中部和东南部海域为

低值区, Al2O 3含量小于 10%。A l2O3含量高值区

基本上与细粒级分布区相一致[ 5] , 反映出 Al2 O3

主要富集在较细的粉砂 、黏土质组分中,黏土矿物

是 Al2O 3的最重要的载体 。表层沉积物 Al2 O 3与

Mg O 、K 2O含量分布十分相似。

SiO 2含量等值线分布与 Al2 O3分布相反 (图

3) ,即 Al2O 3含量的高值区对应于 SiO2的低值区,

SiO 2含量的高值区对应于 Al2 O 3含量的低值区,

反映出 SiO 2主要富集在粗颗粒组分中, 基本上与

砂质分布区相一致[ 5] 。表层沉积物 SiO 2的含量

在粉砂和黏土分布区低,在中部和中北部砂质区

高。

Fe2O 3在调查区的西部近岸和东北部为高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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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Fe2 O3含量大于 5%(图4) ;在调查区的中部和

东南部为低值区, Fe2O 3含量小于 4%。铁的富集

除与细粒物质如黏土矿物 、铁的氧化物 —氢氧化

物等有关外, 可能还与沉积区的氧化 —还原特性

有关,同沉积作用过程中的氧化—还原迁移可能

导致铁的贫化和富集。表层沉积物 Fe2 O 3 与

Na2O含量分布相似。

图 3　SiO2含量等值线

Fig.3　T he iso g ram of the SiO 2 co nte nt

图 4　Fe2O3含量等值线

Fig.4　T he iso g ram of the Fe2 O3 co ntent

CaO含量的分布(图 5)基本上与 CaCO 3分布

(图 6)相一致, 反映出钙盐与碳酸钙基本上以同

一存在形态即碳酸钙态形式存在 。CaO 与 Ca-

CO 3含量呈现出南高北低 、东南高西北低的特点。

CaO 、CaCO 3含量在粉砂质砂中含量最高。调查

区北部沉积物碳酸盐含量偏低, 调查区可分为东

南部高值区和东北部低值区 (图 6) 。具体可分

为:

图 5　CaO含量等值线

F ig.5　T he isog ram of the CaO co ntent

图 6　CaCO3含量等值线

Fig.6　T he iso gr am of the CaCO 3 content

　　①东南部残留沉积区 　CaCO 3 含量大于

10%,最高可达 28%;

②西北部长江口外高值区　CaCO 3含量大于

5%, 最高可达 13 %;

③西南部低值区 　CaCO 3 含量为 6% ～

10%,并逐渐与东南部高值区熔为一体;

④东北部低值区　CaCO3含量为 1%～ 5%,

其含量向南逐渐增高 。

TiO 2的含量分布在长江口外海域中部 、中北

部和东南角较低, 西部 、东北部和中南部较高(图

7) 。TiO 2含量分布的高值区(大于 0.70)呈斑块

状和沿海岸线平行的南北向分布, 指示长江沉积

物对研究区的物质来源起主要的作用[ 10] , 反映了

长江物质的运移方向
[ 12]
。

MnO的含量分布表现为总体上北高南低, 且

3



M arine Geo lo gy Fr ontier s　海洋地质前沿　　　　　　　　　　　2011 年 7 月　

图 7　TiO2含量等值线

F ig.7　T he isog ram of the TiO2 co ntent

图 8　MnO含量等值线

Fig.8　T he isog ram o f the M nO content

北部异常高值区呈斑块状,与粒度关系不密切(图

8) 。调查区中部及中南部粉砂质砂中 M nO含量

小于 0.10%;西部长江口到浙江东部沿海近岸带

和东南部 M nO 含量大于 0.1%, 北部沉积区

MnO含量大于 0.15 %。

P2O 5的含量分布总体呈现西高东低(图 9) 。

P2O 5在海区东部和中部地区含量小于 0.12%,西

部和东北部含量大于 0.14%。磷是典型的非金

属元素,在自然界呈( PO 4 ) 3-形式存在, 最常见的

矿物是磷灰石。磷酸盐在河口转移过程中受到生

物活动 、水体垂直对流以及缓冲作用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总磷在很大程度上受颗粒磷的控制[ 13] 。

有机碳是沉积物有机质的主要成分之一 。如

图 10所示,沉积物有机碳含量以东北角和西南角

粉砂质沉积物含量最高;在东海东南部到调查区

中北部方向有机碳含量较低 。已有研究表明, 粒

图 9　P2O5含量等值线

Fig.9　T he isog ram of the P2 O 5 co ntent

图 10　有机碳含量等值线

Fig.10　T he isog ram o f the Co rg co ntent

度效应是控制长江口外海域沉积物中有机物分布

的一个重要因素
[ 14]

,沉积物有机碳含量与沉积物

粒度特别是胶体粒级有关,东海东北角和西南角

粉砂质沉积物黏土粒级含量高, 对有机碳的吸附

作用较强 。

3　讨论

3.1　常量元素 R-型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在地球化学

研究中可以揭示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助于分

析和判别影响元素含量和分布特征的主要控制因

素。使用 PASS 统计软件,以 187个站位的 14项

常量元素作为变量, 进行了 R-型聚类分析。

R-型聚类分析得到的树状图(图11)初步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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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R-型聚类分析树状关系

Fig.11　T he R-mode cluster analy sis of majo r eleme nts

成 3个聚类,聚类1为主要 CaO 、CaCO3和烧失量

( LOI) , 该聚类主要受自生作用和生物作用影响。

这些元素的高含量一般出现在氧化条件下,水动

力活跃和生物活动频繁的环境 。聚类 2主要为与

陆源碎屑有关的元素, 如 Al2 O 3 、M gO 、Fe2 O 3 、

K2 O 、TiO 2和 Na2 O 等元素。这些元素的高含量

大多出现在细粒沉积物和碎屑矿物中, 如赤铁矿 、

褐铁矿 、自生黄铁矿 、钛铁矿 、磁铁矿等矿物中,自

生作用和生物作用对它们影响不大[ 5] 。聚类 3为

SiO 2和 M nO 氧化物组成。

聚类 1主要反映了与生物化学和自生沉积作

用有关;聚类 2的 Ti 未与 Al 、K 、Fe 和 M g 等构

成一个亚聚类,但又有一定联系, 反映了 Ti和这

些元素既有共性又有差别,这可能是 Ti有部分作

为重矿物组分存在于砂或粉砂中有关。Na 和二

价 Fe 作为一个单点群, 说明 Na 和二价 Fe 部分

为亲 Al元素一起存在于黏土中, 但又有其自身

的不同来源。

Si元素的高含量主要在砂质沉积物,与聚类

1和聚类 2中的元素呈负相关, 而 Si和 M n为一

个聚类, Si与 Mn 的关系表明其沉积环境为氧化

条件, 锰是典型的变价元素, 其中以二价锰

( M n2+)和四价锰( M n4+ )最为重要;锰的价态变

化受 pH 及 Eh 值支配,在还原和酸性介质中锰呈

Mn2+而溶解, 在氧化环境中锰呈 M n4+而沉淀,

二价锰经氧化变成四价锰是锰最重要的沉积地球

化学作用[ 3] 。

3.2　常量元素分布的主要控制因素

对 187个站位 14个常量元素进行 R-型因子

分析(表 2)为解释该区元素的来源和控制分布的

主要因素提供了依据 。因子分析使用 PASS 统计

软件,采用方差极大旋转法。分析得到的 3个因

子代表了原始数据全部信息的 82.85 %(表 2) ,表

明分析结果较为理想, 足以说明所有分析样品的

情况 。

因子 1方差贡献占总方差贡献的 45.72%,

远高于其他因子,因此,因子 1是控制该区元素分

布的最重要的地质因素。该因子中 SiO2与 Al2O 3 、

K2 O 、Fe2O 3 、M gO 、TiO 2 、P2 O 5和 Corg 等元素组

合呈相互消长的一种状态,说明 Si是 A l 、Fe 、Mg

和 K 等多种元素含量的 “稀释剂”[ 3] , 其与聚类

分析中聚类 2的主要元素相吻合(图 11) 。因子 1

元素组合高值区主要分布研究区西部近岸区域和

东北部(图 2 、图 4) , 西部近岸区的沉积物基本来

源于长江输入海的沉积物
[ 10]

, 而东北部为远岸济

州岛西南泥质区的西南角,该泥质区的沉积物主

要来源于黄河源的细颗粒沉积物, 由黄海沿岸流

搬运到该区并沉积下来[ 5] 。因此, 因子 1的载体

是陆源碎屑沉积物, 陆源碎屑沉积物和沉积粒度

对该组元素起着控制作用。陆源岩石风化后的

碎屑和重矿物在闽浙沿岸流和黄海沿岸流水动力

表 2　常量元素 R型主因子负荷矩阵

Table 2　R-mo de ro tated fac to r mat rix of major elements

元素名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Al 2O 3 0.97 -0.13 0.03

SiO 2 -0.70 -0.71 -0.03

CaO -0.30 0.94 -0.04

K 2 O 0.84 -0.30 -0.14

TiO 2 0.74 -0.32 0.28

Fe2O 3 0.91 -0.07 0.35

M gO 0.98 0.05 0.06

Na2O 0.52 -0.25 -0.21

M nO -0.08 -0.16 0.88

P2O 5 0.68 -0.03 0.60

LOI 0.30 0.94 -0.05

Corg 0.94 0.16 -0.07

FeO 0.25 -0.46 0.20

CaCO 3 -0.23 0.96 -0.06

方差贡献/ % 45.72 26.71 10.43

累积贡献/ % 45.72 72.43 82.8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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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的沉积作用以及粒度控制效应共同控制着

该组元素的分布 。

因子 2方差贡献占总方差贡献的 26.71%,

是控制该区元素分布的较为重要的地质因素 。因

子 2的特征组合为 CaO 、CaCO 3和 LOI, 这与聚类

分析中聚类 1的主要元素相吻合(图 11) , 受因子

2相互消长的元素组合有 Si 、K 、Ti 、Fe 。Ca是海

洋生源沉积物的特征元素组合[ 5] , CaO 和 CaCO3

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调查区东南部(图 5) , 位于陆

架残留砂区,沉积物粒度较粗,且含有较多的生物

碎屑,再加上由于台湾暖流的阻隔作用[ 14] 以及距

长江入海口距离相对较远,导致该区受长江入海

物质影响相对较小, 而生物沉积作用相对加强。

因此,海洋生物沉积作用加强是控制 Ca 含量分

布的主要因素。

因子 3 的特征元素为 P2 O 5和 M nO, 因子 3

方差贡献占总方差贡献的 10.43%。P2 O5含量高

值区主要在西部和东北部, 而 M nO 高值区主要

在中北部 。P 作为生源要素,其含量分布反映了

与有机质和黏土成分的紧密联系, 其分布受物质

来源 、沉积物中动力因子和沉积物粒度制约[ 15] 。

在海洋环境中 M n为参与氧化还原过程的少数元

素之一,这些反应进行的数量和程度直接控制和

决定沉积物体系的氧化还原性质
[ 15]
。因此,自生

沉积作用为控制 P 和 Mn 含量分布的重要因素 。

4　结论

长江口外海域沉积物常量元素分布由于物质

来源和与沉积物类型相关性不同, 表现出明显不

同的分布规律 。A l2 O 3 、M gO 、K 2 O 、Fe2O 3 、TiO2

和Co rg 分布基本相似;SiO 2分布与 Al2O 3 、Mg O 、

K2 O和 Fe2O 3等的分布相反;东南部 CaO 和 Ca-

CO 3分布与生物作用有明显关系;而 TiO 2分布反

映了长江物质的运移方向 。

长江口外海域沉积物中元素分布的主要控制

因素为:SiO2 、Al2O3 、K 2O 、Fe2O3 、M gO 、TiO2 、P2O 5

和 Corg 等受到在闽浙沿岸流和黄海沿岸流水动

力条件下的沉积作用以及粒度控制效应共同控

制;海洋生物作用是造成 CaO 和CaCO 3高含量的

主要原因;自生沉积作用为控制 P 和 M n含量分

布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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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GAS HYDRATE IN SHENHU AREAOF

THE SOUTH CHINA SEA BASEDON ACOUSTIC VELOCITY

G UO Yiqun
1, 2

, Q IAO S haohua
3
, LV Wanjun

3

( 1 C hina Univer si ty of Geos ciences, Beijing 10083, China;2 Guangzh ou M arine Geological S urvey, Guangzh ou 510760, Chin a;

3 China Universi ty of Geosciences, Wuh an 430074, China)

Abstract:The similari ties and dif ferences o f the tw o modes raised by the effective medium theory w ere

analyzed .Using the lo gging data and core samples f rom the dril ling ho le in the Shenhu a rea and based

on the equivalent medium theo ry of a phy sical m odel, w e estimated the saturatio n o f g as hydrate in

po re space of the sedim ent f rom a w ell in Shenhu area and calculated the P-w ave velocity on different

satura tion of gas hy drate.Vert ical dist ributio n patterns of the g as hydrate in sedim ent lay er w as es-

tablished .The result show s that the gas hy drate in Shenhu a rea mainly o ccur s in the depth of 190 ～

220 m.The g as hy drate saturation increases in the beginning and decreases later o n wi th depth .The

hig hest saturation o f the g as hydrate in this area may be as high as 45 %.

Key words:g as hydrate;ve rtical dist ributio n;saturatio n;Shenhu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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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MAJOR ELEMENTS IN THE SEDIMENTS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ADJACENT OFFSHORE AREAS

AND ITS CONTROLLING FACTORS

LAN Xianhong , ZH ANG Zhixun, LI Rihui, WANG Zhong bo, C HEN Xiaohui, XU Xiaoda

( Qingdao Inst itute of M arine Geology, Qingdao 266071, China )

Abstract:Based on the major elements abundances of the sediment sam ples f ro m 187 stations in the

Yang tze River Estuary and i ts adjacent of fsho re a reas, R-m ode cluster analy sis and R-mo de facto r anal-

y sis have been carried out for the m ajo r elements in the sediments.The main co ntrol ling facto rs w ere

discussed.Al2O 3 , Mg O, K 2O and Fe2 O3 have similar dist ribution pat terns, w hereas SiO 2 is negativ ely

co rrelated w ith these o xides.T he dist ributio n of CaO and CaCO 3 in the southeast parts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area show s a clear link w ith the so urce mate rials related to the biogenic

pro cess, w hereas the dist ributio n of T iO 2 indicate s the direction of sediment transportatio n.R-mo de

facto r analy sis co uld be used to reveal the main factors w hich control the element dist ributio ns in the

surface sediments of the study area.

Key words:majo r element;dist ribution ;co ntro lling facto rs;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its adjacent

sea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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