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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贵州龙里高山草原泥炭进行加速器 （ＡＭＳ）１４Ｃ测年和有机碳的测定，获得泥炭层底部０９０ｍ和０５５ｍ
处年龄分别为（７９３３±３３）ａＢＰ和（７７３３±２８）ａＢＰ，计算出泥炭层堆积速率为１７５ｍｍ／ａ。获得泥炭层 δ１３Ｃ为
－２８９‰～－２６６‰，平均为－２７８‰，说明植被以Ｃ３植物为主，与现在坪台沼泽上苔藓繁盛相似。结合其他地区的
气候记录推断，研究区泥炭发育于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是全新世大暖期的第一个暖湿期形成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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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全新世古气候重建研究的关键是时间序列和

环境代用指标系统的建立。在众多全新世气候变

化信息记录载体中，泥炭与其他陆地沉积物相比，

具有经济、易得、沉积速率较快且沉积连续、沉

积环境与过程稳定、时间尺度长和适合的代用指

标广泛等优势，备受古气候研究学者重视［１］。作

为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泥炭地是周围物质汇集

的地方，其保存的信息完整，是古环境演变研究



的良好载体［２］。

贵州高原的泥炭主要分布在黔中高原，前人

对西北部威宁草海的泥炭研究较多［３］，但缺少高

山沼泽泥炭的数据。龙里草原坪台顶部特有的气

候和地质地貌环境造就了泥炭的发育；这里的泥

炭沉积连续，是继草海、雷公山顶后在贵州的又

一重要发现。本文以龙里高山草原泥炭为研究对

象，对其进行了加速器（ＡＭＳ）１４Ｃ测年和有机碳的
测定，据此探讨其沉积速率及其记录的该区全新

世早期的古气候情况。

１　研究区概况
龙里高山草原主体部分又称作麻若坪台，位

于贵州省省会贵阳市东５８～６８ｋｍ的龙里县西南
部民主乡（图１），地处贵州高原苗岭中段长江流
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带，是贵州一级剥夷面

在黔中地区的残留部分，突兀在黔中岩溶峰丛、

峰林之上，比龙里县及贵阳市高５００～６００ｍ。
龙里高山草原的泥炭层面积约为０５ｋｍ２，一

般厚１～２ｍ，底板为石炭系大塘阶石英砂岩，沼
泽植被以苔草为主，伴生很多杂草，沼泽地上生

长着高山杜鹃。研究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

候，年平均气温为 １４８℃，最冷月平均气温为
４６℃，最热月平均气温为 ２３６℃；降水丰沛，
年降水量为１１００ｍｍ左右，多集中在夏季；多云
寡照，无霜期为２８０ｄ以上，一年四季温和舒适。
降水量受季风环流影响，季节差异明显，年平均

湿度大，地带性喀斯特发育条件优越。按照生物

气候条件，该区属黄壤地带，区内植被茂密，植

图１　研究剖面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高等级公路；２省道；３县道；４铁路；５剖面位置

物种类繁多。坪台顶部零星分布一些高山湖泊，

但无河流。

２　样品与测年分析
２１　样品采集与沉积特征

本研究的采样点位于北纬 ２６°２１６１７′，东经
１０６°５４５６９′，海拔１６５５ｍ（ＧＰＳ测量）。人工挖出
出露深度约１ｍ的新鲜剖面（图２），由下往上连续
采集泥炭、植物残体分析样品共６件，泥炭底部
的风化砂岩１件。根据剖面沉积物样品的沉积特
征（样品颜色、粘度、结构、物质成分等）划分出

４个层，每层沉积特征如图２所示。

图２　采样剖面及其柱状图
Ｆｉｇ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２２　样品处理方法与测试
在泥炭进行分析测试前，对样品进行严格的

处理。首先除掉易移动的物质，分离出原生物质

进行１４Ｃ测年。具体实验方法为：将试样溶于蒸馏
水，过６０目和１８０目筛，选取小于 ６０目、大于
１８０目的中间部分（６０目的一般是植物根系等现代
碳杂质，而小于１８０目的颗粒主要由较细的碎屑
组成，在剖面中易移动），加入盐酸释放试样中的

无机碳酸盐。用蒸馏水清洗试样，将其在４０℃条
件下烘干后作为测年物质制备加速器石墨靶。实

验前期处理方法如图３所示［４］。

然后，将测年物质中的有机碳氧化成 ＣＯ２。
将样品和高纯度 ＣｕＯ放在真空纯化系统中，用本
生灯加热，在约８５０℃条件下使其充分燃烧，通
过系统中的气体阀门控制，使气体通过酒精与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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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实验前期处理方法示意图［４］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４］

氮的混合液，除去熔点较低的气体和水汽，再通

过装有Ｃｕ、Ａｇ的电炉，除去其他杂质气体，最后
用液氮将得到的ＣＯ２收集在特制的试管中并密封。
将制得的ＣＯ２气体转移到真空还原系统中，在 Ｚｎ
粉和Ｆｅ粉的催化作用下，制得石墨碳。然后将制
得的石墨碳上机测试。１４Ｃ的测试仪器是荷兰产的
加速器质谱计（ＡＭＳ），测年的精度是 ±３‰。δ１３Ｃ
分析样品前处理同１４Ｃ测年方法。提取纯化后的
ＣＯ２在ＭＡＴ２５１型同位素质谱计上测定出ＣＯ２气体
的碳同位素比值。最后用 ＭＡＴ２５１型同位素质谱
仪测定ＣＯ２的δ

１３Ｃ值，分析误差优于 ±０２‰，结
果以ＶＰＤＢ标准表示。１４Ｃ和δ１３Ｃ测试均是在中国
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１４Ｃ实
验室完成。

２３　测试结果
本研究测定的样品为有机组分，两个样品测

得的数据（表１）均未出现年龄新老与沉积程序倒
置现象，表明样品未受污染，未使年龄偏老或偏

新，年龄数据可信。

表１　龙里高山草原泥炭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ａ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ｎｇｌｉａｌｐｉｎｅｍｅａｄｏｗ

样品号
δ１３Ｃ／‰

δ１３Ｃ 误差

ｐＭＣ／％

ｐＭＣ 误差

年龄／ａ

年龄 误差

ＬＬ－３ －２６６ ０３９ ３８１９ ０１３ ７７３３ ２８

ＬＬ－１ －２８９ ０３１ ３７２５ ０１５ ７９３３ ３３

３　讨　论
３１　泥炭的形成年代

根据表１的测试结果，靠近泥炭底板的ＬＬ－１
号样品的年龄为（７９３３±３３）ａＢＰ，ＬＬ－３号样

品的年龄为（７７３３±２８）ａＢＰ，发育于全新世早
期，与贵州草海地区南屯组陈选屯沟口沉积泥炭

年龄相似［３］，但形成时间略晚于草海泥炭形成

时间。

我国有新近纪古泥炭、早更新世泥炭、晚更

新世泥炭和全新世泥炭，以全新世泥炭为主。全

新世是我国浅层泥炭的主要成炭期，也是第四纪

以来泥炭沼泽发育最旺盛时期。根据近１０年来张
美良、Ｙｕａｎ、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Ｔａｏ和 Ｈｏｄｅｌｌ等利用
洞穴石笋、湖泊沉积和泥炭等自然记录所恢复的

全新世降水和温度变化［５－１１］推断，该时段有效降

水相对较大，表现为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为稳

定的气候适宜期，有利于泥炭的发育和堆积。如

福建闽江一级阶地泥炭、云贵高原上洱源县西湖

泥炭、昆明滇池泥炭和鄱阳湖水下泥炭等均是这

一时期形成的［１２］。龙里高山草原泥炭的形成时间

也接近这个时期。

由此可以得出龙里高山草原泥炭的形成年代

约为８ｋａＢＰ。
３２　泥炭的沉积速率

本文主要计算的是厚度沉积速率。厚度沉积

速率系指单位时间内泥炭沉积的高度，它采用下

面的计算公式［１３］：

ｒ＝ｈ／ｔ
式中：ｈ为泥炭层厚度，ｍｍ；ｔ为成炭时间，ａ。

取样品 ＬＬ－１和 ＬＬ－３之间的沉积厚度为
０３５ｍ，年龄差为 ２００ａ，据此可算出沉积速
率为：

ｒ＝ｈ／ｔ＝３５０／２００＝１７５ｍｍ／ａ
该值与草海全新世中晚期泥炭沉积速率

（１０５２ｍｍ／ａ，０７７９ｍｍ／ａ［１４］）相比较大，但基本
处于同一个数量级。

３３　泥炭δ１３Ｃ记录及其反映的古气候特征
从沉积物中有机质碳同位素的变化可以判断

出沉积物中有机质的来源、植被变化和古气候变

化的历史，它是良好的气候载体之一［１５－１６］。根据

测试结果（表 １）可知，研究区泥炭（约 ７９００～
７７００ａＢＰ）δ１３Ｃ值较低，为－２８９‰～－２６６‰，
平均为 －２７８‰，说明生态系统中植被以 Ｃ３植物
为主，该区处于明显的湿期，与现在坪台沼泽上

苔藓植物繁盛相似。

对贵州高原８ｋａＢＰ的气候变化研究显示，
草海泥炭 δ１３Ｃ值为 －２６６‰ ～－２１７‰，说明草
海该时期为暖湿气候［１７］。邻近的云南洱海地区在

４１７ 现　代　地　质 ２０１２年　



８１～７４ｋａＢＰ时，有机碳同位素δ１３Ｃ值偏正，
峰值为－２４５‰，反映气候偏暖［１８］。同时，根据

江汉平原江陵地区近９０ｋａＢＰ以来的古气候古
环境演化的研究，８９０～６３１ｋａＢＰ为较为稳
定的暖湿气候时期［１５］。马振兴等２００４年得出鄱阳
湖近８０ｋａＢＰ来曾经历了４次大的气候演化旋
回，即４次暖湿和４次冷（凉）干的气候环境变化，
其中，７９００～３６００ａＢＰ的 δ１３Ｃ值为 －２９５‰
～－２８５‰，属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亚洲
夏季风盛行，为全新世第一次湖泊沉积期［１６］。江

汉平原洞庭湖、鄱阳湖地区全新世的最暖时期为８
０００～６０００ａＢＰ［１６］；敦德冰芯［１９］、古里雅冰

芯［２０］、红原泥炭［２１］、民勤盆地［２２］等的研究也表

明８０００～６０００ａＢＰ为全新世的暖湿期。
根据样品测试结果，再结合其他地区的气候

记录可以得出：研究区泥炭在 ７９００～７７００ａ
ＢＰ时发育于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是全新
世大暖期的第一个暖湿期的产物。

４　结　论
通过研究可以得出，龙里高山草原泥炭的形

成年代约为８ｋａＢＰ，沉积速率约为１７５ｍｍ／ａ，
高于发育于全新世中晚期的草海泥炭。根据 δ１３Ｃ
值反映的信息，８ｋａＢＰ左右龙里草原植被以Ｃ３
植物为主，处于明显的温暖湿润期。该泥炭层是

全新世大暖期的第一个暖湿期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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