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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谢帕德(Shepa rd , 1954)和福克(Fo lk)等(1970)的沉积物结构分类是较为常用的两种分类方法。 尽管都

是基于沉积物粒度组成的三元分类 , 但分类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有很大的不同。 Shepard 分类是三端元等价的纯

描述性分类 , 不反映沉积物粒度组成的水动力学属性 ,砾质沉积物未考虑在内。 Folk 分类虽然也是三端元分类 ,但

三个端元是不等价 , 首先按砂/泥比划分基本类型 , 然后再按粉砂/黏土比进一步分类 , 砂/泥比反映动力强度的大

小 , 粉砂/黏土比反映介质的混浊度 , 具有明显的动力学意义。鉴于粒度分异与搬运距离的成因联系 , Fo lk 分类也

是分析物源区的工具。笔者用两种分类研究了南黄海的表层沉积物 ,发现按照 Folk 分类 , 南黄海的表层沉积物分

布可以分为两个沉积系列。在南黄海西部 , 沉积物由西向东依次为砂-粉砂质砂-砂质粉砂-粉砂;而在东部 ,由

东向西依次为砂-泥质砂-砂质泥-泥组成。由岸及海随着沉积水动力由强变弱 , 沉积物粒度变细 , 大致与由东

西两侧的强潮流作用区到中部的静水涡流作用区的动力学格局相一致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沉积环境的变化 、沉

积物的物源和输运方向。实践证明 , Fo lk 分类的应用效果明显优于 Shepard 分类 ,可以较好地满足海洋地质研究

的需要 , 应当在我国海洋沉积物的研究中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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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积物的分类是思维逻辑和科学哲学的反应 ,

历来都是海洋地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也是编制第

四纪地质图的基础 ,对于描述沉积物特征以及阐述

物质来源 、沉积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 ,沉积物

分类方案的选择至关重要。迄今为止 ,国内海洋沉

积研究长期使用 Shepard(1954)的分类 ,国外则主

要使用 Folk等(1970)的分类
[ 1-2]

,这就造成了专业

语言的不一致以及理解和学术交流上的困难 ,成为

我国海洋地质调查与国际接轨的障碍 。本文选取南

黄海海区为研究区域 ,利用“1 ∶100 万南通幅海洋

区域地质调查”项目的沉积物样品 ,进行统一的粒度

测试和数据处理 ,分析粒度组成特征 ,分别用 Shep-

ard(1954)和 Fo lk等(1970)两种碎屑沉积物分类方

法对沉积物进行分类和编图 ,并与现代沉积环境和

沉积动力场进行了对比 。目的是探讨两种分类方法

的编图效果及其蕴含的地质信息 ,比较二者的利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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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对我国海洋沉积物的分类问题提出建议 。

黄海是西太平洋边缘岛弧与亚洲大陆之间的一

个陆间海 ,西靠中国大陆 ,东邻朝鲜半岛 ,横跨中朝

准地台和扬子准地台两大构造单元 。大别-临津断

裂带将黄海分为南北两部分 ,北部为北黄海 ,是新生

代的断陷盆地;南部为南黄海 ,是中 、新生代的断坳

盆地[ 3] 。南黄海地形比较复杂 , 受长江 、黄河等径

流 、黄海暖流和沿岸流以及潮汐作用的影响 ,物质来

源多样 ,沉积环境多变 ,亟需一个好的分类表来研究

表层沉积物的分布规律。

1 　样品及方法

分析样品取自“1∶100万南通幅海洋区域地质

调查”(32°～ 36°N 、120°～ 126°E)项目的表层沉积物

样 ,共 500个 ,取样位置分布如图 1所示 。粒度分析

时 ,取 20 g 样品 ,先后用 10%的 H2 O2和0.1 mol/ L

的 HCl浸泡 ,分别除去有机质和自生碳酸盐矿物 ,

再用去离子水冲洗至中性 ,然后使用超声波发生器

将样品充分分散 ,最后进入英国 M ALVERN 公司

产的 M astersizer2000型激光粒度仪进行测试 ,部分

含砾沉积物则采用筛析法进行粒度分析 。

DOI :10.16562/j.cnki .0256-1492.2008.01.003



　　　　　　　　　　　　　　　　　　　　海 洋 地 质 与 第 四 纪 地 质 2008 年　

图 1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取样位置分布

Fig.1　The sampling sites of surface sediments in the South Ye llow Sea

　　采用Folk 和Ward(1957)粒度参数计算公式及

Shepard(1954)和 Folk 等(1970)沉积物分类方法 ,

对南黄海沉积物分别进行粒度参数计算及沉积物命

名
[ 1-2 , 4]

。

2 　两种沉积物分类方法

2.1　Shepard沉积物分类方法及分类图解

1954年 , Francis P Shepard 通过比较 、综合当

时存在的若干分类方法后 ,提出了一个现代沉积物

的命名方案[ 1 , 5-7] ,俗称 Shepard分类。他认为 ,尽管

沉积物的描述需要考虑沉积物的各种特征 ,但是 ,沉

积物的粒度组成无疑是最基本的 。对某种既定的沉

积物来说 ,其粒度组成 ,即砂-粉砂-黏土的比例总

是固定不变的 ,因此 ,可以依据砂 、粉砂和黏土的比

值对沉积物进行类型的划分[ 1] 。

砂 、粉砂和黏土是指粒径在一定范围内的 3种

沉积颗粒 。粒度在 2 ～ 0.062 5 mm 的颗粒称为砂 ,

粒度介于 0.062 5 ～ 0.003 9 mm 的颗粒称为粉砂 ,

粒度<0.003 9 mm 的颗粒称为黏土 。Shepard 利

用砂 、粉砂和黏土作为三角图的 3个端元 ,用对称的

等比线将三角图划分为若干个区间 ,每一个区间代

表由砂 、粉砂和黏土三者的比例限定一类沉积物。

以此作为沉积物定名和分类的依据 ,这就是 Shep-

ard分类 。图 2 三角图中央区域的“砂 -粉砂-黏

土”是三端元含量均高于 20%而低于 60%的混合沉

积物 ,其他沉积物类型一般均以某一种颗粒为主 ,在

三角图内各占一定的区间 ,呈对称分布。各类沉积

物之间都有按含量划定的沉积物分类界限 。Shep-

a rd分类图解将沉积物划分为 10种类型 。

图 2　Shepard 沉积物三角形分类图解

Fig.2　Shepa rd' s nomencla tur e of sediments based

on sand-silt-clay ratio

Shepard 的分类是一个纯粹的描述性分类 ,三

角图的三个端元完全等价 ,可以用作对沉积物的客

观描述。但是 ,它既没有考虑沉积物的运动特性 ,也

没有考虑它们在搬运方式上有任何的不同 ,因而 ,也

就没有任何动力学意义或环境意义 。

2.2　Folk沉积物分类方法及分类图解

Folk 等(1970)认为 ,沉积物的系统描述对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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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沉积过程非常重要 。沉积物粒度分类属于沉积

物的基础描述 ,可以反映沉积过程中沉积动力学的

变化 ,是沉积环境的指示标志 ,其区域分布也可以反

映沉积物的来源方向。但是沉积物的粒度资料不能

反映母岩组合
[ 2]

。

Folk 的碎屑沉积物结构分类也是在不同沉积

物组分比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含砾(粒径 >2

mm)和不含砾的沉积物分别用两个三角图进行分

类 。沉积组分的粒级划分根据 Udden -Wentw or th

粒度划分标准 ,也可以用 Υ粒级来表示[ 2 , 4 , 8] 。

含砾沉积物的三角分类图解如图 3-A 所示 , 3

个顶点分别代表砾 、砂和泥。首先根据平行于三角

图砾端元对边的平行线 ,按照砾含量 80 %、30%、

5%和<0.01 %(即砾含量无穷少)将沉积物划分为

5大类;再以砂/泥比值 9和 1 将每大类分为 3 类 ,

借此将沉积物分为 14个类型。

无砾沉积物三角分类图解如图 3-B 所示 , 3个

端元分别代表砂 、粉砂和黏土。首先根据砂含量

90 %、50%、10%的平行于砂端元对边的平行线将沉

积物分成 4大类;再据粉砂/黏土比 2∶1和 1∶2的

比值将每大类划分成 3个类型 ,借此将沉积物分为

10类 。砂/泥比为 1/9 ,即砂质含量小于 10%,泥质

含量大于 90%的分类界线称为泥线 (mud line)。

在 Folk 等人的分类中 ,3个端元的地位不是等

价的。例如 ,在砂/泥沉积物的分类中 ,首先加以考

虑的是砂/泥比。Fo lk分类的一级分类界线都是平

行于砂端元对边的平行线 ,皆为等砂/泥比线。砂是

推移组分 ,泥是悬移组分 ,二者的比值是介质动力学

性质的反映 。然后考虑粉砂和黏土的比值。Folk

的二级分类界线都是通过砂端元的放射线 ,皆为等

粉砂/黏土比线。粉砂是递变悬浮组分 ,黏土是均匀

悬浮组分 ,二者的含量和比值反映介质的混浊度 。

将砂/泥比和粉砂/黏土比这两个参数结合起来 ,就

可以科学地反映沉积区的动力学条件 ,并进而推断

沉积环境 。

3 　南黄海表层沉积物的粒度分布与沉
积物类型

3.1　沉积物 Shepard分类的类型分布

在南黄海的 500个表层沉积物样品中 , 476 个

样品无砾 , 24 个样品含有砾石 ,砾石含量平均在

18%左右 。用 Shepard分类法对无砾样品进行沉积

物定名并绘制沉积物类型图(表 1和图 4)。研究区

沉积物类型主要是砂质粉砂 、粉砂质砂 、粉砂 、黏土

质粉砂 、砂-粉砂-黏土和砂 。由于 Shepard 的沉

积物三角图解中没有含砾沉积物的位置 ,因此 ,沉积

物中的 24个含砾样品在图上无法表示 。

按照 Shepard的分类编图(表 1 ,图 4),砂质粉

砂在研究区的西侧分布比较广泛 , 平均粒径是

5.22 Ф;粉砂质砂主要分布在南黄海西北部的海

州湾外侧 、苏北浅滩外侧及研究区的南部及东北

部;粉砂的分布面积很少;东部分布大片的砂-粉

砂-黏土混合沉积 ,几乎纵贯南北 ,呈条带状;呈舌

状分布在中部大片的黏土质粉砂是研究区分布面

积最大的一类沉积物;砂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周围

的近岸海区。此外 ,在海州湾近岸海区还分布着

小面积的砾质沉积物 ,在图上未能反映。尽管沉

积物的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分区性 ,但是 shepard

分类没有提供理论上的根据来进行沉积动力学的

判读和分析。

图 3　Fo lk 沉积物三角形分类图解

Fig .3　Folk' s triang le classification and its nomencla tur e of sedimen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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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hepard分类的沉积物类型及粒度参数表

Table 1　The types of bot tom sediments and their

g rain size compositions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in

accordance w ith Shepa rd' s nomencla ture

沉积物类型及样品数
黏土

/ %

粉砂

/ %

砂

/ %
Mz/Ф

砂质粉砂 89

最大值 20.05 71.14 48.27 5.85

最小值 2.38 39.80 16.64 4.04

平均值 13.30 55.30 31.41 5.22

粉砂质砂 89

最大值 18.28 48.76 77.32 5.25

最小值 1.48 16.55 42.77 3.39

平均值 10.76 32.47 56.77 4.32

粉砂 3

最大值 21.29 78.42 6.56 6.61

最小值 18.18 75.27 0.79 6.24

平均值 19.36 77.20 3.44 6.42

黏土质粉砂 173

最大值 44.79 74.11 39.33 7.88

最小值 13.90 46.77 0.00 5.20

平均值 29.94 62.94 7.12 6.94

砂-粉砂-黏土 77

最大值 33.57 56.48 52.68 6.48

最小值 20.01 26.98 20.28 4.54

平均值 24.54 43.50 31.97 5.85

砂 45

最大值 9.35 21.70 100.00 3.78

最小值 0.00 0.00 76.06 1.14

平均值 2.54 10.17 87.29 2.84

3.2　沉积物 Folk分类的类型分布

利用 Folk分类法对研究区无砾沉积物样品粒

度数据进行沉积物定名(表 2)。研究区的 476个表

层无砾样品可以分成 7类沉积物 ,即砂 、粉砂质砂 、

泥质砂 、砂质粉砂 、粉砂 、砂质泥和泥。24个含砾沉

积物样品则分布在海州湾内侧海区 ,均为杂基支撑 ,

分别是含砾泥 、含砾泥质砂 、砾质泥 、砾质泥质砂 、泥

质砾及泥质砂质砾等 。以砾质泥最多 ,单个样品中

砾石含量最高为 39.69%,其成因将在另文探讨 。

根据 Folk分类绘制南黄海表层沉积物类型图

(图 5),其中砾质沉积物单独标识 ,图面显示出较好

的规律性 。在南黄海表层沉积物中 ,砂质粉砂分布

最广 ,主要分布在南黄海的西侧;砂分布在苏北浅

滩 、南黄海东北角和扬子浅滩 ,分布面积较小 ,除晚

更新世的残留砂外 ,都分布在近岸地区。砂质泥在

中部偏东地区沿着黄海海槽的东缘呈 NNE 向分

布;海州湾外围 、苏北浅滩以及南部潮流沙脊区为粉

砂质砂分布区 。泥线大致沿黄海海槽的西缘呈

NNW延伸 。粉砂分布在东经 124°E 以西 ,位置分

布比较零星;泥分布在中北部及东南角 ,往东以砂泥

的混合沉积为主 ,沿岸重新出现砂质沉积。泥质砂

分布在南黄海的东北边缘 、东南边缘 ,呈零星分布 ,

分布面积较小。表层沉积物的分布 ,东西有明显的

图 4　Shepard 分类的南黄海表层沉积物类型

Fig.4　The distribution o f bo ttom sediments and their g rain size compositions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in accordance w ith Shepa rd' s nomencl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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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Folk 分类的南黄海表层沉积物类型

Fig.5　The spa tial distribution of bot tom sediments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fo llow ing Folk' s classification

不同。西部以粉砂为特征 ,与长江和黄河的来砂相

似;东部则以泥质沉积物为特征 ,粉砂极为少见 。

4 　讨论

分别根据 Shepard(1954)及 Folk 等(1970)的

碎屑沉积物分类方法对南黄海表层沉积物的空间分

布进行了编图 ,并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 ,虽然这两

个分类都是以沉积物的粒度组成进行沉积物的结构

分类 ,都用三角图进行沉积物类型的划分 ,但是由于

二者的思想路线和分类原理不同 ,应用效果也有很

大的差异。

沉积学的研究已经证明 ,砾 、砂 、粉沙和黏土组

分在沉积过程中的行为和动力学性质是不同的 ,它

们的量比具有成因意义。砾 、砂等粗粒沉积物为推

移组分 ,在机械搬运和沉积作用过程中 ,一般呈侧向

加积 ,是较强水动力的标志[ 9] ;粉砂和黏土总称泥 ,

属于悬浮组分 ,一般呈垂向加积 ,是弱水动力的标

志 。其中 ,黏土为均匀悬浮组分 ,粉砂为递变悬浮组

分 。一般来说 ,悬浮组分含量的多寡反映介质的浑

浊度 ,二者的量比反映扰动度[ 10-11] 。Shepard 分类

虽然也是利用砂 、粉砂和黏土作为分类三角形图解

的端元组分 ,但是没有考虑沉积物不同粒度组分的

动力学行为和动力学意义 ,因而没有进行动力学分

析的依据 。从本质上来说 ,它是一种完全按照沉积

组分的量比而进行的沉积物结构的数学分类 。在按

S hepard分类编制的南黄海表层沉积物分布图中

(图 4),各种底质类型交错混杂分布 ,如研究区西南

的苏北浅滩沉积区中砂 、粉砂质砂 、砂质粉砂和粉砂

均有出现 ,其分布与环境的边界条件之间 ,找不到明

显的成因联系 ,难以表现出该区潮流沙脊的强水动

力环境。Folk 分类以代表较强动力环境的“砂”推

移组分作为分类的主导因素 ,将代表较弱动力环境

的粉砂 、黏土等悬移组分作为分类的辅助因素 ,以

砂/泥(粉砂+黏土)比来反映沉积物形成的动力环

境。在此基础上再以代表递变悬浮组分的粉砂与代

表均匀悬浮组分的黏土二者之间的比值 ,来表现沉

积物介质的扰动强度和浑浊度 ,具有非常明确的动

力学含义 。如果沉积物的物源是同一的 ,沉积物时

代和沉积动力学系统是同一的 ,那么 ,沉积物的分布

就应当是有规律的。在研究区按 Folk 分类编制的

表层沉积物分布图(图 5)表明 ,黄海表层沉积物分

为东西两大沉积系列 。在西部地区 ,除掉物源和时

代都不同的晚更新世残留砂 ,代表推移组分的砂主

要分布在苏北浅滩 。由浅滩向外 ,依次是按砂/泥比

值递减顺序变化的粉砂质砂 、砂质粉砂 ,最后是粉砂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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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Folk分类的沉积物类型及粒度参数

Table 2　The g rain size compositions o f the bo ttom

sediment s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and their

nomenclature acco rding to Fo lk (1970)

沉积物类型及样品数
黏土

(%)

粉砂

(%)

砂

(%)
Mz/Ф

砂质粉砂 151

最大值 31.36 71.47 49.82 7.31

最小值 2.38 35.49 1.22 4.04

平均值 15.56 54.73 29.70 5.4 0

砂质泥 91

最大值 36.48 58.62 49.83 7.36

最小值 17.90 29.83 10.02 4.85

平均值 26.99 45.23 27.78 6.14

粉砂质砂 74

最大值 15.16 43.22 89.56 4.91

最小值 0.38 9.91 50.23 2.88

平均值 7.47 26.41 66.12 3.92

粉砂 67

最大值 32.75 79.81 12.51 7.45

最小值 15.30 61.79 0.03 6.06

平均值 26.56 69.03 4.41 6.87

泥 54

最大值 44.79 66.71 17.44 7.80

最小值 19.97 55.21 0.00 6.80

平均值 33.61 61.67 1.71 7.44

泥质砂 20

最大值 20.71 32.75 82.88 4.85

最小值 5.68 11.44 50.30 3.18

平均值 12.98 21.73 65.29 4.02

砂 19

最大值 3.29 6.92 100.00 2.83

最小值 0.00 0.00 90.30 1.14

平均值 0.95 4.07 94.98 2.26

表现出沉积水动力由强至弱的递变过程。而在研究

区的东部 ,则出现砂-泥质砂-砂质泥-泥的递变

序列。将南黄海所有样品的粒度分析数据都投影到

Folk(1970)分类的三角图上(图 6)。可以看到 ,南

黄海的表层沉积物的东西两大系列 ,明显分为两个

泾渭分明的点群。泥线以西的沉积物属于一个点

群 ,随着水动力强度的减弱 ,发生砂-粉砂质砂-砂

质粉砂-粉砂这样的粒度变化 ,即由研究区西南苏

北浅滩砂到中部粉砂逐渐过渡;泥线以东的表层沉

积物属于另一个点群 ,由东向西 ,由砂而泥 。用同样

的方法 ,将相应的沉积物样品投点到 Shepard三角

形图解上 ,则杂乱无序 ,毫无规律可循(图 7)。无法

表现出以上沉积序列 ,更无法反映沉积环境变化 。

沉积物的粒度受多种因素的控制 ,其中最主要

的是沉积物的搬运距离和沉积区的水动力强度 。而

在海洋环境中 ,这两种控制因素的变化趋势又是一

致的 ,相辅相成的 。沉积物的搬运过程是沉积物按

照粒度进行分异的过程 ,随着离物源区距离的增加

或搬运距离的增加 ,由岸向海 ,沉积物的粒度有变小

的趋势。沉积物的粒度亦受到介质簸选作用的控

制。高能带粒度较粗 ,反之亦然 。鉴于海洋动力由

岸及远呈减弱的趋势 ,沉积物的粒度也是减小的 。

因此 ,尽管粒度参数本身并不是物源的直接标志 ,但

是同期沉积物粒度在区域上的变化趋势却具有指示

物源区位置的功能。

在本研究区中 ,中西部广泛分布着粉砂质沉积 ,

该区为废黄河水下三角洲沉积区 ,而黄河的来砂以

粉砂为特征。1855年后 ,由于黄河北迁自山东入渤

海 ,旧三角洲废弃 ,物源中断 ,原来快速淤长的三角

洲转入侵蚀阶段
[ 12-13]

。黄海旋转波在此形成较强的

潮流作用 ,该区的水动力转为以潮流冲刷为主[ 1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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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冲刷作用进一步使废黄河的沉积物向东扩散 ,

同时进一步进行粒度分异 ,一直到黄海海槽的西坡。

黄海海槽不仅是地形上的一个凹陷 ,也是两个

物源区的分界。这在按 Folk 三角图分类编制的表

层沉积物分布图上表现得非常清楚(图 5)。西边是

来自中国大陆的陆源碎屑物质 ,以大量的粉砂沉积

物为特征;东边是来自朝鲜半岛的陆源碎屑物质 ,黏

土含量较高 ,细粒沉积物以泥为主。但西边的陆源

碎屑物质供给远远大于东边朝鲜半岛的陆源物质供

给 ,所以 ,中国大陆陆源碎屑细粒物质在分界线以东

也有体现(图 6)。南黄海沉积物主要来自中国黄

河 、长江以及朝鲜半岛的一些河流
[ 15-16]

,表层沉积物

的分布格局与现代的来砂情况基本一致。河流是泥

沙入海的主要通路 ,除了残留砂 ,砂的分布主要在古

河口附近。此外 ,表层沉积物分布的东西分界大致

与黄海暖流位置相近 ,但是否存在黄海暖流对陆架

悬浮物质向东输送的季节性阻挡作用值得进一步研

究[ 17-18] 。

沉积物分类的目的之一 ,是将沉积物划分为若

干类型 ,以便描述 ,作为在同行中进行交流的工作语

言 。在这一点上 , Fo lk分类和 Shepard是基本上相

似的。它们都是采用 Udden-Wentw or th 粒级划分

标准 , 都用一些粒度数据作为划分沉积物的基

础[ 8 , 10] ,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 。但是 ,沉积物分类还

有更重要的目的 ,那就是要有助于沉积物的成因分

析 ,能帮助我们了解海洋沉积动力学的大致状况 、沉

积环境的基本特征以及物源区的大致格局等。实践

证明 ,在这个问题上 Fo lk分类明显优于 Shepard的

分类。世界上绝大部分海洋国家 ,在近二十多年来

都以 Fo lk分类取代 Shepard分类 ,并不是没有道理

的 。当然 , Folk 分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比如其两

种三角形图解中“泥”概念不统一等问题。因此 ,更

深入地开展沉积物结构的成因研究 ,探索更好的分

类方案仍然是海洋沉积学家面临的一大任务。

5 　结论

(1)Shepard(1954)分类的南黄海表层沉积物类

型主要是砂质粉砂 、粉砂质砂 、粉砂 、黏土质粉砂 、砂

-粉砂-黏土和砂 。Folk(1970)分类的沉积物类型

主要砂 、粉砂 、泥 、粉砂质砂 、砂质粉砂 、砂质泥和泥

质砂 ,部分砾质沉积物为含砾泥 、含砾泥质砂 、砾质

泥 、砾质泥质砂 、泥质砾及泥质砂质砾等。两个分类

的原理和方法均有原则性的区别 。

(2)Shepard(1954)和 Fo lk 等(1970)沉积物分

类方法都是依据沉积物的粒度进行的结构分类。前

者自 20世纪 50年代提出一直沿用至今 ,在我国使

用较广 ,但无法对含砾沉积物分类 ,在应用中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 ,与沉积物粒度的沉积动力学属性无关 ,

无法反映其分布与水动力作用 、沉积环境以及物源

区的成因联系。Folk 分类方法考虑了不同粒度沉

积物颗粒的动力学性质 ,用两类等比线划分沉积物

类型 ,在南黄海的应用效果良佳 ,既能反映砂泥质沉

积 ,又能处理砾质沉积;分类图解简洁 ,能够很好地

反映出该海区沉积动力学和沉积环境变化。南黄海

西部表层沉积物由岸及海分别是砂-粉砂质砂-砂

质粉砂-粉砂 ,而南黄海东部表层沉积物主要是砂-

泥质砂-砂质泥-泥 ,这种布局受控于物源供给 。据

此推断 ,南黄海沉积物分别受控于以黄河-长江为主

的中国大陆陆源碎屑物质和朝鲜半岛陆源碎屑物质 ,

为南黄海挽近地质时期的历史演化提供了十分宝贵

的资料 ,也反映了陆间海的基本沉积特点。

(3)Folk 分类在他们的两个三角图中 ,对“泥”

的定义不一致 ,是一大缺陷 。在南黄海表层沉积物

分布图的编制中 ,应用了 Folk沉积物分类的无砾三

角图解 ,对于少量砾质沉积物加以特殊标注 ,避免了

概念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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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ND APPLICATION OF SHEPARD' S AND FOLK'S
CLASSIFICATIONS TO THE SUBSURFACE MAPPING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WANG Zhong-bo1 , 2 , HE Qi-xiang2 , YANG Shou-ye3 , LAN Xian-hong1 , ZHANG Zhi-xun1 , 2

(1 The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H ydrocarbon Resource and Geology , Qingdao 266071 , Chin a;

2 Qingdao Ins titute of Marine Geology , Qingdao 266071 , China;

3 S tate Key Lab oratory for Marine Geology , Tongji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92 , China)

Abstract:Bo th the Shepard' s and Folk' s classifications o f de trital sediments are used in mapping the surfi-

cial sediments o f the South Yel low Sea .In acco rdance wi th Shepard' s nomenclature the de trital sediments

in the mapping area are divided into sandy silt , sil ty sand , sil t , clayey si lt , sand-silt-clay and sand , and

follow ing the Folk's classification , they are sand , si lt , mud , silty sand , sandy si lt , sandy mud , muddy

sand , gravelly mud and so on.Resul ts show that the Shepard's classif ication is only a descriptive one .The

three end members of the t riangle a re equal in signi ficance w ith no meaning of hydrodynamics.However ,

the classification proposed by Fo lk et al t reated the three end membe rs of the t riangle in accordance w ith

their dynamic signif icance .The map compiled upon Folk's classification demonstrates that grain size com-

ponents a re the effect ive indicator of hydrodynamics.The dist ribution o f the sediments , therefo re , can in-

dicate the change of th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The fine components of sediments clearly increase as the

envi ronments change f rom high energy environments to low energ y ones.The distribution of sediments al-

so has the function to indicate the provenance of the sediments .In the map , the w est part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is dominated by sediment f rom sand to si lt , but the east part by sediments f rom sand to mud.

In this reg ard , Fo lk's classif ication is highly recommended in mapping the surficial sediments in the future

of fshore mapping prog rams.

Key words:detrital sediments;nomenclature ;sediment envi ronment ;g rain size ;South Yellow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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