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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颗石藻记录对大洋碳同位素低值事件的响应

苏翔，刘传联
（同济大学 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２０００９２）

摘要：发生在冰消期时的碳同位素低值事件是晚第四纪以来大洋碳同位素变化的普遍特征。通过对南海北部

ＭＤ０５－２９０４柱状样（１９°２７．３２′Ｎ、１１６°１５．１５′Ｅ，水深２　０６６ｍ，岩心长度４　４９８ｃｍ）９３０个沉积物样品中颗石藻属种

鉴定，发现颗石藻主要属种Ｆｌｏｒｉｓｐｈａｅｒａ　ｐｒｏｆｕｎｄａ，Ｇｅｐｈｙｒｏｃａｐｓａ　ｏｃｅａｎｉｃａ和Ｅｍｉｌｉａｎｉａ　ｈｕｘｌｅｙｉ相对百分含量与

浮游有孔虫碳同位素变化具有相关性。ＭＩＳ５期以来δ１３　Ｃ值逐渐变重，颗石藻Ｇ．ｏｃｅａｎｉｃａ含量增多，下透光带种

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含量逐渐降低，海水初级生产力升高。对应３次δ１３　Ｃ低值期，颗石藻属种含量都发生明显变化，海水

初级生产力出现峰值，说明碳同位素低值事件与浮游植物群落和海洋环境变化有密切关系，颗石藻记录能够为研

究大洋碳储库的变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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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现南极冰心中ＣＯ２浓度与
温度变化的关系［１］，人们逐渐将注意力转向碳循环
的研究。碳循环涉及多种时间尺度，除了世界各大
洋普遍发现的碳储库４０～５０万年长周期［２－４］，还有
各种短周期事件，其中最明显的是晚第四纪以来发
生在冰消期（ＭＩＳ５／６、ＭＩＳ３／４和 ＭＩＳ１／２）的“碳同
位素低值事件”。早在１９８３年，Ｓ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等人通
过对东太平洋巴拿马盆地Ｖ１９－３０柱状样浮游和底
栖有孔虫δ１３　Ｃ记录的研究，发现末次冰消期时的大
洋碳同位素值变轻［５］。Ｏｐｐｏ和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根据赤
道海区多个站位不同浮游有孔虫属种的δ１３　Ｃ记录
证实了末次冰消期时热带大洋碳同位素低值事
件［６］。随后在南大洋［７］、中国南海［８］、苏禄海［９］、热
带东太平洋［１０］、冲绳海槽［１１］、西太平洋暖池区［１２］等
世界各个海区都有对该事件的相关报道。由于海水
碳同位素受大气ＣＯ２浓度、海洋初级生产力、海水温
盐环流等物理化学过程的控制，其变化机理一直难
以充分解释。

颗石藻是一种生长在海水上部透光层的单细胞
浮游藻类，能够分泌微小盘状钙质骨骼（称为颗石）
并保存在海底沉积物当中。颗石藻不仅能在产生有
机碳时吸收大气 ＣＯ２，还能在生成碳酸钙时释放

ＣＯ２，因而在大洋碳循环中扮演“碳酸盐泵”和“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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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泵”的双重角色，影响大洋碳储库变化。前人的研
究已经发现在碳同位素重值二期（δ１３Ｃｍａｘ－ＩＩ）之后，颗
石藻 Ｆｌｏｒｉｓｐｈａｅｒａ　ｐｒｏｆｕｎｄａ 百 分 含 量 明 显 下
降［２，１３］，同时期全球大洋均出现Ｇｅｐｈｙｒｏｃａｐｓａ　ｃａｒ－
ｒｉｂｂｅａｎｉｃａ高值事件，推测可能与海洋环境和浮游
植物群落的改变有关［１４－１５］。这些现象说明颗石藻与
大洋碳储库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而，研究颗石藻群
落变化对碳循环的解释有重要作用。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南海北部 ＭＤ０５－２９０４
柱状样颗石藻属种分析，以期获得晚第四纪以来颗
石藻群落与碳同位素低值事件的响应关系，为探求
大洋碳循环机制提供证据。

１　材料与方法

位于南海北部陆坡的 ＭＤ０５－２９０４柱状样（１９°
２７．３２′Ｎ、１１６°１５．１５′Ｅ，水深２　０６６ｍ，岩心长度

４　４９８ｃｍ）取自２００５年“国际海洋全球变化研究计
划”（ＩＭＡＧＥＳ）中法合作 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航次。该
柱状样为岩性均一的粉砂质沉积，大部分呈灰绿色，
部分层段有轻微生物扰动，在５４３ｃｍ深度有约２
ｃｍ厚的火山灰层［１６］。

颗石藻属种统计方法采用Ｂｅａｕｆｏｒｔ等人开发
的颗石藻自动鉴定系统ＳＹＲＡＣＯ（Ｓｙｓｔèｍｅ　ｄｅ　Ｒｅ－
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Ｃｏｃｃｏｌｉｔｈｅｓ）［１７－１８］，对
所有样品进行颗石藻属种相对含量的统计。利用该
方法已对南海沉积柱状样开展过颗石藻属种鉴定工
作，其结果完全适用于晚第四纪古海洋学研究［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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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Ｄ０５－２９０４柱状样年龄框架由葛黄敏等［２０］根
据浮游有孔虫（Ｇｌｏｂｉｇｅｒｉｎｏｉｄｅｓ　ｒｕｂｅｒ）的氧同位素
曲线和ＡＭＳ　１４Ｃ测年数据建立，并与ＳＰＥＣＭＡＰ、

ＬＲ０４、石笋记录等氧同位素曲线对比，最终确定底
部年龄约为２５．７万年。本次研究取样间距为４
ｃｍ，对上部约３７．３ｍ的样品进行颗石藻属种统计，
共分析样品９３０个，得到２０万年以来南海北部颗石
藻属种记录，时间分辨率约０．２２ｋａ。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颗石藻属种与碳同位素变化

根据 ＭＤ０５－２９０４柱状样中颗石藻属种统计结
果，南海北部的化石群落组合以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为优
势属种，含量变化范围２２．０％～６８．９％，平均达到

４６．５％，其次为 Ｇｅｐｈｙｒｏｃａｐｓａ　ｏｃｅａｎｉｃａ 和Ｅｍｉｌ－
ｉａｎｉａ　ｈｕｘｌｅｙｉ，平均含量分别为１４．６％和７．８％。
纵观南海北部过去２０万年浮游有孔虫碳同位素值
与颗石藻主要属种含量曲线，发现其变化特征极为
相似。２０万年以来至 ＭＩＳ６期末，碳同位素相对稳
定，冰消期 ＭＩＳ５／６快速降低出现轻值事件，之后从

１３０ｋａ时的最轻值（约０．１１‰）逐渐加重至今，达到
约１．６‰，并在两次冰消期（ＭＩＳ３／４和 ＭＩＳ１／２）分
别出现低值（０．５‰和０．６‰，图１）。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
相对含量从 ＭＩＳ５期开始逐渐降低，末次冰消期之
后含量增多，在三次碳同位素轻值事件时出现三次
低值。Ｇ．ｏｃｅａｎｉｃａ相对含量则表现出与Ｆ．ｐｒｏ－
ｆｕｎｄａ完全相反的变化趋势，ＭＩＳ５期以来逐渐增多
直到末次冰消期后开始下降，并在三次碳同位素轻
值事件出现高值。与之相比，Ｅ．ｈｕｘｌｅｙｉ含量则与

δ１３Ｃ值无明显相关性，仅在 ＭＩＳ３／４时出现明显高
值，含量超过２０％，后又逐渐降低至今。这种颗石
藻属种间的反向变化主要由于颗石藻生活习性的差
异和上层海水结构的改变：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生活在海
水下透光带（水深６０～１８０ｍ）［２１］，Ｇ．ｏｃｅａｎｉｃａ则代
表高营养与高生产力的表层属种，当营养跃层变浅
时，更有利于上透光带颗石藻生长，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相
对数量下降，Ｇ．ｏｃｅａｎｉｃａ相对含量升高；反之当营
养跃层变深时，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含量增多，Ｇ．ｏｃｅａｎｉ－
ｃａ相对含量降低。

本次研究所用样品采样间隔与氧碳同位素样品
相一致，因而，避免了不同站位之间资料对比中年龄
误差问题，可进行更加细致的讨论。通过对比，可以
发现３次δ１３Ｃ轻值时期的颗石藻主要属种含量变

化形态并不相同。δ１３　Ｃｍｉｎ－Ｉ时，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含量最
低值与δ１３Ｃ最小值同时出现而滞后于Ｇ．ｏｃｅａｎｉｃａ
最高值约４ｋａ；δ１３　Ｃｍｉｎ－ＩＩ时，Ｅ．ｈｕｘｌｅｙｉ出现峰值并
领先碳同位素最轻值期约４ｋａ，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与Ｇ．
ｏｃｅａｎｉｃａ峰值并不明显；δ１３　Ｃｍｉｎ－ＩＩＩ期间，Ｆ．ｐｒｏｆｕｎ－
ｄａ低值与Ｇ．ｏｃｅａｎｉｃａ峰值同时出现且领先δ１３Ｃ同
样约４ｋａ。浮游有孔虫δ１３　Ｃ组成反映了当时有孔
虫生活的海水中的碳同位素组成，主要受生物生产
力、水团混合作用和营养盐输入等因素的影响。而

ＭＤ０５－２９０４柱状样记录的碳同位素轻值与颗石藻
属种变化的一致性表明浮游植物在大洋生物泵中的
广泛作用及对大洋碳储库的重要影响。

２．２　南海表层海水初级生产力与碳同位素低值事
件

　　作为海洋中最重要的初级生产者之一，颗石藻
属种丰度可以用来再造海洋初级生产力变化。根据

Ｂｅａｕｆｏｒｔ等［２２］在印度洋得出的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百分
含量（Ｆｐ％）与初级生产力ＰＰ（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
ｔｙ，单位ｇ·ｃｍ－２·ａ－１）的函数关系式：

ＰＰ＝６１７－［２７９×ｌｏｇ（Ｆｐ％＋３）］
计算得到南海北部２０万年以来海水初级生产力的
变化曲线（图２ｄ），同时，收集南海西部 ＭＤ０５－２９０１
站［１９］（图２ｅ）、南海南部ＯＤＰ１１４３站［１３］（图２ｃ）和苏
禄海 ＭＤ９７－２１４１站［２３］（图２ｂ）颗石藻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
百分含量数据并计算海水初级生产力。通过比对发
现南海全区及苏禄海过去２０万年以来初级生产力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都表现出比较规律的冰期－间冰
期变化。从长时间尺度看，初级生产力自过去１３０
ｋａ以来逐渐升高，直至末次冰消期时达到最大值，
全新世以来生产力又逐渐降低。这种南海与苏禄海
统一的长尺度变化可能说明南海古环境受西太平洋
暖池影响，与其同步变化。

李建如和汪品先［２４］将南海８个站位浮游有孔
虫δ１３Ｃ进行汇总，得出近２０万年来的碳同位素综
合曲线（图２ａ），用以指示晚第四纪以来南海大洋
碳储库的整体变化规律，对比发现该曲线与太平
洋和大西洋的浮游有孔虫δ１３　Ｃ变化规律一致，出
现３次δ１３Ｃ低值事件且都发生在冰消期。南海初
级生产力记录与该合成碳同位素曲线具有很好的
响应关系：１３０ｋａ之后伴随δ１３Ｃ逐渐变重，生产力
水平渐次提升。其中，除南海西部在δ１３　Ｃｍｉｎ－ＩＩ和

δ１３Ｃｍｉｎ－ＩＩＩ现象不明显外，其他记录在碳同位素轻值
期都呈现生产力的高峰值，尤其以ＬＧＭ 时期最为
一致。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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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南海北部 ＭＤ０５－２９０４柱状样浮游有孔虫δ１８　Ｏ、δ１３　Ｃ记录与主要颗石藻属种百分含量
氧碳同位素数据引自葛黄敏等［２０］，灰色条带指示碳同位素低值事件

Ｆｉｇ．１　δ１８　Ｏ　ａｎｄδ１３　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ｃ　ｆｏｒａｍｉｎｉｆｅｒ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ｃｏｃｃｏｌ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ｅ　ＭＤ０５－２９０４
Ｄａｔａ　ｏｆδ１８　Ｏ　ａｎｄδ１３Ｃ　ｆｒｏｍ　Ｇｅ　ｅｔ　ａｌ［２０］，Ｇｒｅｙ　ｂａｎｄ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ｅｖｅｎｔｓ

图２　南海δ１３　Ｃ记录与初级生产力变化

ａ．南海碳同位素曲线［２４］；ｂ．ＭＤ９７－２１４１站初级生产力［２３］；ｃ．ＯＤＰ１１４３站初级生产力［１３］；

ｄ．ＭＤ０５－２９０４站初级生产力（本次研究）；ｅ．ＭＤ０５－２９０１站初级生产力［１９］；灰色条带指示碳同位素低值事件

Ｆｉｇ．２　δ１３　Ｃ　ｒｅ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Ｐ）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δ１３Ｃ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Ｓ［２４］；ｂ．ＰＰ　ｏｆ　ｃｏｒｅ　ＭＤ９７－２１４１［２３］；ｃ．ＰＰ　ｏｆ　ＯＤＰ　Ｓｉｔｅ　１１４３［１３］；

ｄ．ＰＰ　ｏｆ　ｃｏｒｅ　ＭＤ０５－２９０４（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ｅ．ＰＰ　ｏｆ　ｃｏｒｅ　ＭＤ０５－２９０１［１９］；Ｇｒｅｙ　ｂａｎｄ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ｅｖｅｎｔｓ

　　这种大洋碳同位素和初级生产力协同变化的现
象可以从两方面理解。首先是大洋生物泵对有机碳
和无机碳输出比例的影响，浮游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优先吸收１２Ｃ，因而，随着海洋初级生产力逐渐升高，
表层海水中富含１３　Ｃ，会导致海水δ１３　Ｃ变重。其次，
可能由于环境的突变对海水化学组成产生影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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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碳同位素和生产力的短时间变化。Ｓｐｅｒｏ和

Ｌｅａ［１０］认为随着南大洋水分层结束，冰消期大洋温
盐环流恢复，南大洋长期积聚的１２　Ｃ随南极中层水
上升扩散至世界各大海区，导致海水碳同位素变轻。

而这种世界范围的海水上涌不仅会影响δ１３　Ｃ，还会
为表层海水带来丰富的营养，造成生产力快速升高。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末次冰消期，由于海平面下降白
令海道关闭、ＩＴＣＺ南移、亚洲季风减弱等原因导致
北太平洋淡水输入减少，表层海水因盐度增大而下
沉，产生与北大西洋类似的太平洋经向翻转流［２５］

（ＰＭＯＣ），促进海水温盐环流，进而可能带动赤道太
平洋及其边缘海深部水体上涌。我们在南海的记录
为上述假设提供了证据，说明海水初级生产力的升
高和碳同位素轻值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证明南
海发生的古海洋学事件与世界大洋都有很好的可对
比性。

２．３　冰消期古气候资料的对比

我们将 ＭＤ０５－２９０４柱状样氧碳同位素记录、颗
石藻属种记录与海平面变化［２６］、大气二氧化碳浓
度［２７］与Ｕｋ３７海水表层温度［２８］等环境数据作对比（图

３），尝试探讨３次碳同位素轻值事件的异同及其区
域特征。

３次碳同位素低值事件都发生在冰消期后期
（图３ａ，ｂ），δ１３　Ｃｍｉｎ－Ｉ时碳同位素值降幅最大，约

１．２‰，δ１３　Ｃｍｉｎ－ＩＩ与δ１３　Ｃｍｉｎ－ＩＩＩ降幅不到０．８‰；形态上

δ１３Ｃｍｉｎ－Ｉ与δ１３Ｃｍｉｎ－ＩＩＩ更为相近，表现为在快速降低之

后又逐渐变重，持续时间约１０ｋａ，而δ１３　Ｃｍｉｎ－ＩＩ变化

较平缓，δ１３Ｃ变轻持续时间更长（图３ｂ）。颗石藻属
种含量变化 也 表 现 出 类 似 的 规 律：δ１３　Ｃｍｉｎ－Ｉ与

δ１３Ｃｍｉｎ－ＩＩＩ期间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呈上升趋势，伴随Ｇ．
ｏｃｅａｎｉｃａ相对含量逐渐降低，Ｅ．ｈｕｘｌｅｙｉ含量则无
较大波动；相反δ１３　Ｃｍｉｎ－ＩＩ期时，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含量降
低并保持稳定，而Ｇ．ｏｃｅａｎｉｃａ含量不断上升，Ｅ．
ｈｕｘｌｅｙｉ含量出现峰值，变化幅度超过１５％（图３ｃ－
ｅ）。根据三次冰消期颗石藻属种含量对比，我们可
以理解为 ＭＩＳ１／２和 ＭＩＳ５／６时期下透光带和表层
属种的含量都发生明显变化，可能为环境变化引起
群落结构发生改变；ＭＩＳ３／４期间下透光带属种含
量无明显变化，上透光带主要属种含量发生突变，推
测可能为颗石藻属种间演化竞争的结果。而环境数
据也证明：ＭＩＳ１／２和 ＭＩＳ５／６期相对海平面、大气

ＣＯ２浓度以及表层海水温度都明显升高，ＭＩＳ３／４期
间则无明显变化（图３ｆ－ｇ）。

两次终止期（ＭＩＳ１／２和 ＭＩＳ５／６）海水温度升
高，南大洋中层水大范围上涌以及生物泵作用减弱，
大量ＣＯ２进入大气中，大气ＣＯ２分压增加，亦造成海

水δ１３　Ｃ偏轻［９，２９］。而在 ＭＩＳ３／４时期，由于该时期
海洋环境未发生明显变化，δ１３　Ｃｍｉｎ－ＩＩ事件的原因仍不
明确，碳同位素轻值事件与颗石藻属种记录的短暂
滞后原因也有待进一步探索，而不容忽视的是浮游
植物在大洋碳储库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图３　南海北部 ＭＤ０５－２９０４柱状样冰消期时期古环境记录的对比
ａ．氧同位素曲线［２０］；ｂ．碳同位素曲线［２０］；ｃ．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含量；ｄ．Ｇ．ｏｃｅａｎｉｃａ含量；ｅ．Ｅ．ｈｕｘｌｅｙｉ含量；

ｆ．全球相对海平面变化［２６］；ｇ．大气ＣＯ２含量［２７］；ｈ．ＭＤ０５－２９０４站Ｕｋ３７海水表层温度［２８］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ｃｏｒｅ　ＭＤ０５－２９０４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ｇｌａ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δ１３Ｃ　ｃｕｒｖｅ［２０］；ｂ．δ１８　Ｏ　ｃｕｒｖｅ［２０］；ｃ．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ｃｅａｎｉｃａ；

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ｈｕｘｌｅｙｉ；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２６］；ｇ．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２［２７］；ｈ．Ｕｋ３７ＳＳＴ　ｏｆ　ｃｏｒｅ　ＭＤ０５－２９０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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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对 ＭＤ０５－２９０４柱状样高分辨率颗石藻属种
鉴定分析，获得２０万年以来南海北部主要颗石藻群
落演化记录，发现与该孔浮游有孔虫碳同位素曲线
有很高的相似性，意味着大洋碳储库变化与浮游植
物有密切联系。

（２）在３次碳同位素轻值事件时，颗石藻主要属
种Ｆ．ｐｒｏｆｕｎｄａ在碳同位素轻值时含量降低，指示
海水初级生产力升高；Ｇ．ｏｃｅａｎｉｃａ 在δ１３　Ｃｍｉｎ－Ｉ与

δ１３Ｃｍｉｎ－ＩＩＩ期间含量增加，δ１３　Ｃｍｉｎ－ＩＩ时降低；Ｅ．ｈｕｘｌｅｙｉ
含量只在δ１３Ｃｍｉｎ－ＩＩ期间出现峰值。

（３）颗石藻属种与δ１３Ｃ的响应变化很可能与全
球大洋环境改变有关，表明颗石藻群落结构对于海
水碳同位素变化有重要指示意义，从颗石藻的角度
进行研究可以为寻求大洋碳同位素轻值事件的演变
机制提供证据。

致谢：葛黄敏提供氧碳同位素数据，贺娟提供表
层海水温度数据，在此表示感谢。“国际海洋全球变
化研究”（ＩＭＡＧＥＳ）计划２００５年 ＭＡＲＣＯ航次为
本文分析研究提供样品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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