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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与东海北部春季悬浮体颗粒有机碳分布

熊林芳 ,刘季花 ,白亚之 ,石学法 ,邹建军
(海洋沉积与环境地质国家海洋局重点实验室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66061)

摘要:2006 年 4—5 月对南黄海和东海北部进行了悬浮体调查 ,分析研究了 45 个站位的悬浮体资料和数据 , 阐

述了南黄海和东海北部春季颗粒有机碳(POC)的平面和垂向分布特征 , 并结合悬浮体总氮(PN)和 C/ N 摩尔比值

探讨了其来源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 研究区春季表层悬浮体 POC 在东海北部 31°N、123°E 附近含量最高 ,

124°E 以东悬浮体 POC 含量相对降低;长江口邻近海区表层悬浮体 POC 浓度较高 , 与长江冲淡水径流携带大量营

养物质刺激生物生长有关。底层悬浮体 POC 含量高值区出现在南黄海 33.5°N 、121.5°E 附近 , 在东海 31.5°N、

124.5°E 附近出现次高值区 , 东海 31°N 以南区域 POC 含量则相对较低 , 高浓度主要受底质再悬浮作用影响。 C/ N

摩尔比显示 ,南黄海和东海北部悬浮体有机质主要为海洋来源。研究区悬浮体 POC 的分布主要受海流影响 ,可以

识别出黄海暖流 、苏北沿岸流和长江冲淡水等控制区。南黄海和东海北部悬浮体 POC 分布是有机质来源和海流

作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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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有机碳(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POC)

作为碳在海水中的主要赋存形式之一 ,在全球碳循

环与海洋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 ,海水中

颗粒有机碳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外的研

究始于 20 世纪中期
[ 1-5]
,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我国学者开展了诸多关于颗

粒有机碳的研究 ,但是 ,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长江口

区域和东海[ 6-10] ,而对于黄海颗粒有机碳的研究甚

少[ 11] ,且这些研究存在取样站位少 、偏重于夏季和

冬季 、缺乏平面上和垂向上系统研究等问题。本文

通过对南黄海与东海北部春季颗粒有机碳平面上和

垂向上的研究 ,弥补了上述不足 ,揭示了黄东海春季

颗粒有机碳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并初步探讨

其物质来源 ,为黄东海物质通量的研究提供科学依

据。 　　

1　水文背景

研究区包括南黄海和东海北部 ,区内海流主要

包括黄海暖流 、苏北沿岸流和长江冲淡水(图 1)。

黄海暖流(图 1中 b)是对马暖流(图 1中 a)在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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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流动进入日本海的过程中在济州岛东南的分支 ,

具有高温高盐的特点。黄海暖流沿黄海东侧北上 ,

在北上过程中又分出若干分支 ,这些分支与黄海沿

岸流一起形成黄海环流[ 12] (图 1c)。黄海暖流与沿

岸流混合形成黄海水团 。黄海冷水团即是残留在海

底洼地的冬季状态的黄海水团 。冬半年(11 月至翌

年 3月),黄海水团呈垂直均一状态;夏半年(4 —10

月)由于增温降盐仅限于薄薄的表层 ,深底层水仍然

保持冬季遗留下来的低温的特性 ,从而形成明显的

分层状态 ,表底层之间为强温盐跃层 ,而此底层低温

水体即是黄海冷水团。黄海冷水团以低温为主要特

征 ,一般取水温分布图上 10 ℃或者 12 ℃等温线所

包围的面积为边界 。苏北沿岸流(图 1中 d)是江苏

北部沿岸河流淡水与海水混合而形成的水体 ,分布

在海州湾到长江口北岸 20 ～ 30 m 等深线以内的海

域 。该沿岸水团一年四季温 、盐度垂直分布较均匀 ,

且由于苏北沿岸水深较浅 ,故苏北沿岸流所占深度

几乎从海面到海底 ,而不是仅漂浮在表面至 10 m

之间。长江冲淡水(图 1中 e)主要由长江 、钱塘江

入海的淡水与海水混合而成的水体 ,分布在长江口

杭州湾及其以东的海域 。夏季 ,长江冲淡水以“射形

流”形式直冲东南 ,然后 ,转向东北指向济州岛方向

扩展 ,冬季 ,其流向相反。长江冲淡水盐度低 ,密度

小 ,一般以等盐线 31(PSU)为边界 ,水量充足时期

向东最远可达 127°E附近[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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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站位及剖面位置(图中的春季环流图据文献[ 12] )

a.对马暖流 b.黄海暖流 c.黄海环流 d.苏北沿岸水 e.长江冲淡水

Fig.1　The location of sampling sta tions and sections

a.T sushima w arm current , b.Yellow S ea warm cu rrent ,

c.Yellow S ea ci rculat ion , d.North Jiangsu coast f low ,

e.Changjiang dilu ted water

2　样品与方法

2.1　样品采集

2006年 4月 29 日—5月 24 日 ,国家海洋局第

一海洋研究所研究人员利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的“金星二号”科学考查船 ,对南黄海以及东海北部

海域进行了底质和悬浮体综合调查 。调查中使用海

鸟 SBE25 CTD采水器 ,按照 1 、5 、10 、20 、30 、40 m

不同深度采集了 6个层位的海水样品 ,并测得现场

温度和盐度数据 ,共调查了 45 个站位(图 1)。本文

对此 45个站位悬浮体的浓度 、有机碳的平面分布特

征 ,以及南北向(8个站位)和西北东南向(10 个站

位)两条剖面的垂向分布特征进行研究 。

2.2　悬浮体浓度测试

用重量法测试悬浮体浓度。采用抽滤技术 ,用

微孔滤膜(Ф47 mm ,孔径 0.45 μm)过滤 1.5 ～ 2 L

海水样品 ,并洗盐 ,包裹在铝箔中 , -20 ℃保存。滤

膜在 450 ℃下灼烧4 h。在过滤前 、后分别对滤膜进

行称重 ,计算海水的悬浮体浓度。

2.3　颗粒有机碳与总氮分析

使用元素分析仪(Vario EL Ⅲ)对悬浮体中的

颗粒有机碳 、总氮进行分析 。在测试之前 ,用酸蒸法

(浓盐酸)除去悬浮体颗粒中的无机碳 。实验过程

中 ,使用 GSD-9和空白样品对分析过程进行质量监

控 。GDS-9分析结果表明颗粒有机碳 、总氮测试相

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1.6%和 0.8%。

3　结果与讨论

3.1　黄东海春季悬浮体有机碳与氮平面分布

3.1.1　表层悬浮体有机碳与氮分布

春季表层悬浮体 POC 体积浓度范围为 0.001

～ 1.164 mg/L , 平均值为 0.232 mg/L 。刘文臣

(1997)指出东海春季 POC 体积浓度范围为 0.033

～ 1.123 mg/L;金海燕(2005)所得黄东海 POC 体

积浓度范围为 0.002 ～ 3.815 mg/L
[ 9-11 , 13]

;本文数

据处于前人研究范围内 。POC 高浓度区位于东海

北部 31°N 、123°E 附近(图 2),且向外海方向浓度递

减 。在南黄海西部和东海 124°E 以东地区 POC 体

积浓度显著较低 。表层悬浮体颗粒氮(PN)体积浓

度分布范围为 0.002 ～ 0.226 mg/L , 平均值为

0.050 mg/ L ,平面分布趋势与 POC 一致(图 2)。

POC 与 PN 相关分析表明 ,二者为显著的正相关(r

=0.91),暗示二者来源可能一致 。POC 与总悬浮

体浓度(TSM)之间无相关性(r=0.24)(图 3),表明

POC 的含量分布不受悬浮体浓度的控制 。

C/N 摩尔比值是示踪有机质来源的一个简单

的指标 ,与其他参数(诸如有机质δ13C 、生物标志物)

结合可以比较准确地评价有机质的来源 ,但当进行

大范围的调查时 ,其对有机质来源也具有很好的指

示作用[ 9-14] 。研究区表层悬浮体有机质 C/N 分布

范围为 0.2 ～ 8.4 ,均值为 5.02 ,小于 Redfield比值

(106∶16≈6.6),暗示春季表层悬浮体有机质主要

为海洋来源 ,部分区域 C/N>7(图 4),指示少量的

陆地来源。图 2显示 ,POC 与 PN 体积浓度高值主

要分布在东海 124°E 以西 ,这可能是长江径流在春

季携带大量的陆源营养物质进入东海 ,刺激了表层

浮游生物的繁殖 ,另一方面 ,有可能是长江径流带来

了少量陆源有机质(C/N>7);而南黄海和东海 124°

E 以东地区 ,POC体积浓度较低则指示浮游生物数

量相对较少 , 表层营养物质匮乏 。郭志刚 、孙功

效等[ 15-16] 在研究东海悬浮体分布特征时曾指出长江

8



　第 3 期 　　熊林芳 ,等:南黄海与东海北部春季悬浮体颗粒有机碳分布

图 2　黄海春季表层悬浮体 POC 、PN 体积浓度(mg/ L)

Fig.2　The surface POC、PN cubage concentra tion(mg/ L)o f the Yellow Sea in spring

图 3　黄海表层 POC 与 TSM 、PN 体积浓度相关图

Fig.3　The co rrelation between POC and TSM/PN of the sur face suspended matter

输送物质在春季和夏季未能越过 124°E 以东区域 ,

这暗示了本次调查期间春季长江冲淡水径流的影响

主要在 124°E以西区域。

3.1.2　底层悬浮体有机碳与氮分布

与表层悬浮体 POC 体积浓度相比 ,春季底层悬

浮体 POC 体积浓度相对较低(分布范围为 0.002 ～

0.820 mg/ L ,均值为 0.193 mg/L);底层悬浮体 PN

浓度(分布范围为 0.000 2 ～ 0.274 mg/L , 均值

0.044 mg/ L)与表层接近 。在平面分布上(图 5),底

层悬浮体 POC与 PN皆呈现相似的分布特征 ,但与

表层悬浮体 POC 的分布趋势不一致 ,高值区出现在

南黄海 33.5°N 、121.5°E 附近 ,东海 31.5°N 、124.5°

E 附近出现次高值区 ,这可能暗示影响表层和底层

悬浮体颗粒有机质分布的因素存在差异。

底层总悬浮体浓度(TSM)与 POC 、PN 体积浓

度之间有较好的相关性(图 6),而前人在研究南黄

海悬浮体分布特征时曾指出 ,南黄海和东海北部海

域悬浮体主要来源于沉积物再悬浮[ 17] ,因此 ,本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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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黄海春季表层颗粒有机碳 C/ N 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 N o f the surface

POC o f the Yellow Sea in spring

认为研究区底层悬浮体 POC 主要是再悬浮沉积物

中的有机质 。底层悬浮体有机质 C/N 显示 ,研究区

底层悬浮体 POC主要为海洋来源(底层悬浮体有机

质 C/N分布范围为 0.7 ～ 7.3 ,均值为 5.1 ,与表层

悬浮体 C/N基本一致),这可能暗示在陆源碎屑沉

积为主的近岸海域 ,沉积物中的有机质可能主要来

源于海洋。 Tyson 和 Hedges 指出 ,细粒沉积物更

有利于有机质的富集[ 1] ,调查区包括了被细粒沉积

物覆盖的南黄海中部泥质区西侧 、苏北浅滩(南黄海

辐射状沙脊)与南黄海中部泥质区之间的混合沉积

带。因此 ,底层悬浮体 POC 、PN 的高体积浓度 ,可

能主要是由这些区域有机质含量高的细粒沉积物的

再悬浮作用所造成的 。至于 POC 、PN 体积浓度高

值区并没有与细粒沉积区完全对应 ,这可能与悬浮

体在海流作用下发生了侧向迁移有关 [ 17] 。

3.2　黄东海春季悬浮体有机碳剖面分布

本文研究了 2 个剖面的悬浮体有机碳分布特

征。剖面 A ,北起海州湾外海的海底阶地平原(水深

40 ～ 50 m),南至苏北浅滩(水深基本不超过 25 m)。

剖面 B ,北起苏北浅滩北部 ,向东向南延伸一直到长

江口外的浅滩东侧水深 60 m的谷地(图 1)。

3.2.1　剖面 A 有机碳

图 7显示 ,A 剖面中 ,颗粒有机碳的分布特征与

温度分布一致 ,由北向南 POC含量逐渐增加 ,这可

能说明温度增加有利于浮游生物繁殖 ,导致表层悬

浮体 POC 含量增加 。因此 , 温度是影响 A 剖面

POC 分布的重要因素。但是 ,在不同区域 POC 浓

度的剖面特征又存在差异。具体如下:北部海底阶

地平原范围内 POC 体积浓度低于南部苏北浅滩区

域;海底阶地平原范围内自表层向下 POC 体积浓度

减小。

根据调查区域水团的温度和盐度特征[ 18-19] ,在

研究区可以识别出 3种不同的水团:苏北沿岸流 、黄

海暖流和黄海冷水团。温 、盐断面显示 ,在水深较浅

的苏北浅滩 ,海水温度呈垂向均匀状 ,盐度剖面则显

示在水深 10 m 的范围内存在低盐的冲淡水(苏北

沿岸流)。在水深较大的海底阶地平原范围内存在

温度和盐度跃层 。温度跃层大致在水深 10 ～ 20 m

之间 ,盐度跃层大致在水深 20 ～ 30 m 之间。在平

原与浅滩交界位置 ,跃层消失。该跃层之上 ,盐度大

体仍为垂向均匀状;温度断面则存在一个向北的暖

水楔(黄海暖流)。该跃层之下 ,温盐等值线皆封闭 ,

是一个低温(<8.5 ℃)高盐(>32)的冷水团(黄海

冷水团)。

根据海流的作用范围可以将 A 剖面 POC体积

浓度分布划分为 3个区域:苏北沿岸流控制区(5 、6 、

7 、8号站位)、黄海暖流控制区(1 、2 、3 、4号站位水深

20 m 以上区域)和黄海冷水团控制区(1 、2 、3 、4号

站位水深 20 m 以下区域)。在苏北沿岸流控制区 ,

一方面其温度较高 ,有利于海洋浮游生物繁殖 ,另一

方面其底质有机质含量较高 ,水深较浅 ,海流 、风浪

扰动作用强烈 , 底质再悬浮作用强烈 , 因此 , 此区

POC 体积浓度高于北部区域 。而在黄海暖流和黄

海冷水团控制区 ,一方面 ,受黄海暖流高温高盐的影

响 ,表层浮游生物较底层更为发育;另一方面 ,由于

水深较大 ,悬浮体有机质在下沉过程中会产生物理

化学分解 ,因此 ,上浮水体呈现出比下伏水体较高的

有机碳含量 。

3.2.2　剖面 B有机碳

图 8显示 ,B剖面中 POC 体积浓度没有明显的

分区 ,大致呈现两侧高值 、中间低值的现象 。剖面 B

盐度剖面中 ,盐度为 31的等值线清晰划分出了黄海

暖流与长江冲淡水的界限 ,而温度<14 ℃的等值线

走向则是黄海暖流流向的反映。温度剖面中苏北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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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黄海春季底层悬浮体 POC 、PN 体积浓度(mg/ L)

Fig.5　The bot tom POC、PN cubage concentra tion(mg/ L)o f the Yellow Sea in spring

图 6　黄海底层总悬浮体浓度(TSM)与 POC 、PN 体积浓度相关图

Fig.6　Co rrelation between TSM and POC/ PN of the bo ttom suspended matter

滩底部出现一封闭的低值区 ,此低值区可能是冬季

残留的冷水团被局限在浅滩上[ 18-19] 。

根据海流的特征 ,B剖面 POC 体积浓度也可以

划分为 3个区:黄海暖流控制区(9 、10 、11号站位)、

长江冲淡水控制区(15 、16 、17 号站位)和混和控制

区(12 、13 、14号站位)。黄海暖流控制区盐度较高 ,

长江冲淡水控制区温度较高 ,均有利于浮游生物繁

殖 ,因此 ,POC 体积浓度呈现两侧高值的现象 ,而在

混和控制区 ,由于水文条件复杂 ,不利于浮游生物繁

殖 ,有机质反而可能会分解 ,因此 ,此过渡地带 POC

体积浓度相对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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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南黄海与东海北部剖面 A 海水温度 、盐度及悬浮体有机碳体积浓度分布

Fig.7　The temperature , salinity and POC cubage concentration of the seaw ater along section A

4　结论

(1)南黄海与东海北部春季表层悬浮体颗粒有

机质 ,在东海北部 31°N 、123°E附近含量最高 ,南黄

海和东海 124°E 以东悬浮体 POC含量相对较低;而

底层悬浮体有机质含量高值区出现在南黄海 33.5°

N 、121.5°E 附近 ,在东海 31.5°N 、124.5°E 附近出

现次高值区 ,东海 31°N 以南区域 POC 含量则相对

较低 。C/N 摩尔比值显示南黄海和东海北部春季

悬浮体颗粒有机质主要为海洋来源。

(2)平面上 ,研究区春季表层悬浮体 POC浓度

不受悬浮体浓度的影响 ,长江口邻近海区表层悬浮

体 POC 高浓度 ,与长江冲淡水径流携带大量营养物

质刺激生物生长有关;而底层悬浮体 POC 则主要受

底质再悬浮作用影响。

(3)垂向上 , POC分布特征受海流的影响 ,可以

识别出黄海暖流 、长江冲淡水和苏北沿岸流等不同

的控制区 ,研究区 POC 的分布是有机质来源和海流

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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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南黄海与东海北部剖面 B 海水温度 、盐度及悬浮体有机碳体积浓度分布

Fig.8　The tempe rature , salinity and POC cubage concent ration o f the seaw ater along secti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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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PATTERNOF POCOF THE SPRING SUSPENDED

MATTER IN THE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XIONG Linfang , LIU Jihua , BAI Yazhi , SHI Xuefa , ZO U Jianjun

(Firs t Inst itute of Ocean og raphy , SOA , Qingdao 266061 , China;

Key Lab of Marine S ediment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 SOA , Qingdao 266061 , C hina)

Abstract:A survey of the suspended mat te r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and the nor th part of the East China

Sea w as conducted in April to May 2006.Based on the data f rom the samples co llected at 45 stat ions , the

ho rizontal and ve rtical dist ribution pat terns of the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POC)of the Yellow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wer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And the source s of the POC and the inf luencing factors

were further discussed acco rding to the pa rticulate ni tro gen (PN)and C/N.The resul ts show tha t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surface suspended POC appear at the area around 123°E , 31°N in the East China

Sea , while the value w as low er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and the area to the east of 124°E in the East China

Sea.The concentration of surface POC in the vicini ty o f the Changjiang Estuary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o ther a reas , indicating the primary influence by the Chang jiang diluted w ater.However ,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 f bo t tom suspended POC occurs at the area adjacent of 121.5°E , 33.5°N in the south

Yellow Sea.And also the re w as a second highest concentration around 124.5°E , 31.5°N in the East Chi-

na Sea.The value w as relative low er in areas to the south of 31°N in the East China Sea.I t could be in-

ferred that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bot tom POC was mainly contro lled by the resuspension of sediments.

The C/N suggests that the POC of the study area w as mainly from the ocean.It is concluded that current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dist ribution of POC o f suspended mat ters.The refore , dif fe rent areas under the

contral of the Yellow Sea Warm Current , the Subei Coastal Cur rent and the Yangtze Di luted Water could

be distinguished.The dist ribut ion pat te rn o f the POC in the study area w as controlled by bo th the sources

of the org anic mat ter and the ocean currents.

Key words:suspended matter;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particulate nitrogen;the Yellow Sea;the East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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