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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晚第四纪湖面变化研究进展
刘向军 1,2，赖忠平 1
（1.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盐湖资源与化学重点实验室，西宁 810008；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摘 要：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封闭湖泊，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处在亚洲季风和西风带两大
气候系统的交汇带，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是研究全球变化的理想地区。青海湖地质历史时期的
高湖面反映了当时与现代相比更湿润的气候。高湖面的年代及形成机制对研究青藏高原环境变化
有重要意义。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青海湖末次间冰期以来高湖面出现的年代存在分歧：有的学者
认为高湖面出现在氧同位素三阶段中晚期；而另有学者认为，高湖面出现在氧同位素五阶段，三
阶段则没有高湖面。本文简要综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青海湖末次间冰期以来湖面变化的研究
结果，并应用光释光测年方法测定了青海湖东岸的湖滨和近岸湖相沉积物的年代，讨论了青海湖
末次间冰期以来的湖面变化。本文还对青海湖的湖成阶地重新进行了划分，认为青海湖只有两级
阶地；一级阶地拔湖 ~5—12 m，形成于氧同位素 3 阶段早中期 （60~40 ka）及全新世；二级阶
地拔湖 ~25—65 m，形成于氧同位素 5 阶段。根据沉积物的沉积特征和光释光年代，认为青海湖
的最高湖面出现在氧同位素 5 阶段，氧同位素 3 阶段早中期的湖面海拔高度只比全新世适宜期高
~5 m。全新世最高湖面出现在 8~5 ka，当时的湖面海拔为 ~3204 m，高出现在湖面 ~10.6 m（2010
年 3 月湖面海拔为 3193.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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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level fluctuations in Qinghai Lake i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since the last interglaciation: a brief review and new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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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y of Sciences, Xining 810008, China;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Qinghai Lake, the largest closed-basin lake in China, lies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Controversies exist regarding to the timing of the high lake levels since the last
interglaciation. Some reported that the high lake level appeared during late MIS 3 (~40—25 ka), while
others argued that the high lake level occured in MIS 5. In this paper, we reviewed briefly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timing of high lake levels in Qinghai Lake, and then presented quartz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dating of lacustrine deposits collected from two sections 23~41 m higher than the present
lake level. We concluded that (1) only two terraces were identified in Qinghai Lake, and the elevation of
the first terrace is ~3199—3206 m (~5—13 m above the present lake level), the elevation of the second
terrace is ~3219—3260 m (~25—65 m above the present lake level); (2) the lacustrine sediments with
elevation of >3220 m asl (26.6 m above the present lake level) were deposted during MIS 5; (3) the
elevation of the lake level of early to middle MIS 3 (~60—40 ka) was just a few meter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Holocene, which was ~15 m above the present lak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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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的形成和演化与大气圈、岩石圈、生物圈

暖湿组合的鼎盛期，4500 年前气候又逐步转入冷干

和陆地水圈密切相关，对于自然过程的变化有着敏

（刘兴起等，2003；沈吉等，2004）。晚冰期向全

感响应，是气候、环境的理想信息库；湖泊的形成

新世转变期间气候的冷暖干湿波动十分频繁，博令

与演化完整地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迁过程（王苏民， 暖期（Bølling interstadial）、阿德罗得暖期（Allerød
1991）。湖泊的地理分布范围广泛，远远超过黄土

interstadial）、老仙女木（Older Dryas）和新仙女木

和冰芯，因此通过湖泊来研究古气候环境的变化已

事件（Younger Dryas）在青海湖沉积物中都有记录，

成为古环境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湖岸堤是陆地和

其特征与北大西洋深海沉积、格陵兰冰芯、欧洲地

湖水的分界线，残存的古湖堤是在有充足物源和湖

区湖泊沉积以及中国黄土、古里雅冰芯等记录的古

面水位长期稳定的条件下形成的（Stapor，1982；

气候具有一定的可对比性（刘兴起等，2006；Shen

陈志明，1986）。在湖泊演变研究中，湖岸堤和湖

et al，2005）。近 2 千年以来，人类在青海湖地区

成阶地可以提供湖面变化的直接证据，主要入湖河

的活动加强，这也在湖泊粒度的变化特征中有所体

流临近湖面的几级阶地也与湖面变化相关联，因为

现（刘兴起等，2003）。

封闭湖泊的湖面是入湖河流的侵蚀基准面。通过对
青海湖古湖岸堤、湖成阶地和主要入湖河流接近湖

由于很难在青海湖湖岸堤砂砾沉积物中找到
适合 14C 测年的有机物质，14C 测年方法的应用受

面的几级阶地年代学的建立，可以确定湖面波动的

到了限制；而湖滨碳酸盐沉积物由于其可能滞后于

时间序列，恢复湖泊水位记录，反演区域降水或有

湖岸堤的形成时间，同时由于湖滨碳酸盐沉积物

效湿度状况，进而可探讨青海湖地区环境变化及其

只在近代的湖岸堤沉积物中发现，这也限制了铀系

与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及全球变化的联系和机制。本

测年方法的应用。因此，关于青海湖高湖面的年代

文综述了青海湖末次间冰期以来湖面变化的研究结

学研究的开展比较困难，已有的关于高湖面出现年

果，并应用光释光测年方法测定了青海湖东岸的湖

代的研究成果也存在较大分歧（图 1）。以前通过

滨沉积物和近岸湖相沉积物的年代，讨论了青海湖

地貌考察发现青海湖南岸自湖向青海南山有四级湖

末次间冰期以来的湖面变化。

成阶地，其中一级阶地前缘拔湖 7~9 m，后缘拔湖

1

青海湖高湖面研究回顾
自上世纪 30 年代起，国内外学者就开始在青

海湖进行湖泊形成演化和古气候环境变化的研究

17~26 m；二级阶地前缘拔湖 20~25 m，后缘拔湖
65 m；三级阶地前缘拔湖 73 m，后缘拔湖 100 m；
四级阶地拔湖 120 m（Wang et al，1991；王苏民和
施雅风，1992）。

（如孙健初，1938；施雅风等，1958；陈克造等，
1964；陈克造等，1990；袁宝印等，1990；陈发虎等，
1991；Lister et al，1991；Wang et al，1991； 王 苏
民和施雅风，1992；刘兴起等，2003，2006；沈吉等，
2004；张家武等，2004；Porter et al，2001；Shen et
al，2005，2006；Yu，2005；Colman et al，2007；
Xu et al，2007；Madsen et al，2008；Henderson et
al，2009；Rhode et al，2010；Liu et al，2010a，
2010b）。关于青海湖气候环境演化的研究主要集

图1

中在末次冰消期以来。研究者通过对青海湖沉积物
孢粉、碳酸盐、有机 C、N 和有机 δ13C 等多项指标

红点代表 14C 的年代，蓝色长方形代表光释光年代。数字表示这些

的综合分析，建立了青海湖晚冰期 1.8 万年以来的
高分辨率古气候演化序列（Lister et al，1991；刘
兴起等，2003，2006；沈吉等，2004；Shen et al，

青海湖高湖面出现时间及对应的湖面高程图（Liu et
al, 2010a）

年代数据的出处：“1”陈克造等（1990）；“2”王苏民和施雅风
（1992）；“3”Zhang et al (2004)；“4”Madsen et al (2008)；“5”Liu
et al (2010a)。

Fig.1

High lake level history of Qinghai Lake

2005，2006；Yu and Kelts，2002）。已有研究表明，

Red dots represent ages derived by 14C, and blue rectangles represent

青海湖在 1.8 万年前由末次冰期的盛冰期进入晚冰

ages derived from OSL. Numbers refer to the data sources: “1” Chen et

期，在 1.5 万年前开始向暖湿化发展，在 1.4 万年

al (1990); “2”Wang and Shi (1992); “3” Zhang et al (2004); “4” Madsen

前冰川开始消融，7400 年前达到了全新世最适宜期

et al (2008); “5” Liu et al (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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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级湖成阶地的形成年代国内外不同学

al（1991）和 Yu（2005）分别基于钻孔环境指标重

者用不同测年手段测得的年龄差异很大。有的学者

建了青海湖 1.4 万年以来的湖面变化曲线（图 2），

14

认为四级阶地形成于氧同位素 3 阶段晚期（ C 测

他们的重建结果显示青海湖湖面在 1.4~1 万年前比

年）（ 陈 克 造 等，1990；Zhang et al，2004）； 有

1985 年低近 30 m（图 2a），当时的湖水深度小于

的学者认为四级阶地形成于中更新世（袁宝印等，

5 m（图 2b）。湖面自 1 万年前开始上升，高湖面

1990）；还有的学者认为四级阶地形成于大约 1.2 万

出现在 8~5 千年以前，并且最高湖面高出 1985 年

14

年前（ C 测年）（Wang et al，1991；王苏民和施雅

湖面 ~12 m (Lister et al, 1991)。结合光释光测年和

风，1992）。学者们普遍认为四级湖成阶地受到后

差分 GPS 测量，Liu et al（2010b）最近探讨了青海

期构造抬升影响，其原本高度应不高于拔湖 104 m，

湖 3700 年以来的湖面变化及其与气候变化和人类

因为现在青海湖最低垭口在拔湖 104 m 左右（陈发

活动的关系，发现青海湖最近 3700 年以来的湖面

虎等，1991）。最近有学者提出四级湖成阶地（拔

波动在 9 m 以下，且湖面经历了多次的升降波动，

湖 ~120 m）可能是坡积物而非湖滨沉积物，并且它

最近 1000 年湖面呈持续下降趋势，近 300 年来下

的形成年代早于 4 万年（光释光测年）（Madsen et

降速率加快（图 2c）。

al，2008；Rhode et al，2010）。三级湖成阶地的形

青 海 湖 四 周 海 拔 高 度 在 3220~3260 m 的 不 同

成时间国内外鲜有报道，我们通过野外勘测和遥感

地方都沉积了湖岸堤砂砾沉积物，波纹层理的湖相

影像判读也没有发现拔湖 70~100 m 内有湖滨相或

近岸粗砂沉积物或者深湖相浅绿色 / 浅灰色粘土沉

者湖相沉积物。

积物（图 3），这些沉积地貌特征都是高湖面存在

关于二级湖成阶地的形成年代，国内外学者存

的证据，可为学者们用光释光测年方法研究青海

在的分歧也比较大。一些学者认为二级湖成阶地形

湖高湖面年代学和湖泊演化序列提供可靠材料。通

14

成于氧同位素三阶段晚期（ C 测年）（袁宝印等，

过遥感图像解译我们也发现了环湖不同地方在海

1990）；另一些学者认为二级湖成阶地形成于全新

拔 3220~3260 m 有一系列湖岸堤沉积物（图 4）。

14

世暖湿期（ C 测年）（Wang et al，1991；王苏民

无论遥感解译还是野外勘察，我们还没有发现海

和施雅风，1992）；最近一些研究应用光释光测年

拔高于 3260 m 的湖相或湖滨相沉积物。前人认为

方法对拔湖 30~60 m 的湖岸堤和出露的湖相沉积物

高于海拔 3260 m 有湖相或湖滨相沉积物（陈克造

进行了测年，发现这些沉积物的沉积时间为氧同位

等，1990；Wang et al，1991； 王 苏 民 和 施 雅 风，

素五阶段晚期（Madsen et al，2008；Rhode et al，

1992），但我们通过遥感影像解译和近 3 年来的野

2010；Liu et al，2010a）。关于一级湖成阶地上湖

外实地地貌地层考察认为，这些沉积物可能是山麓

岸堤砂砾沉积物的形成时间，国内外学者也存在很

冲洪积物。我们认为青海湖只有两级阶地（图 5）：

大分歧。有的研究者认为一级湖成阶地上湖岸堤砂

一级阶地形成于全新世和氧同位素 3 阶段早中期，

14

砾沉积物形成于近 2000 年以来（ C 测年）（Wang

阶地前缘拔湖约 5 m，后缘拔湖约 13 m；二级阶地

et al，1991；王苏民和施雅风，1992），另有学者

形成于氧同位素 5 阶段，阶地前缘拔湖约 25 m，后

认为全新世以来青海湖湖面下降不超过 30 m，近

缘拔湖约 65 m。我们划分的两级湖成级阶地与王苏

4000 年来湖面下降了 20 m，因此一级湖成阶地上

民和施雅风（1992）划分的一级和二级湖成阶地相

湖岸堤砂砾沉积物的形成时间在全新世（陈发虎等， 比：（1）一级阶地后缘比王苏民和施雅风（1992）
1991）；有的学者认为全新世青海湖的湖面波动 划分的一级阶地后缘低 4~16 m；（2）二级阶地与
在 18 m 以下，因此一级湖成阶地上湖岸堤砂砾沉

王苏民和施雅风（1992）划分的相一致；（3）我

积物的形成时间有的是在全新世，有的在末次冰期

们发现一级阶地和二级阶地之间有12 m的高差
（图 5）。

（陈克造等，1990；张彭熹，1994；Madsen et al，
2008）。

2

青海湖概况

国内外研究者对末次冰消期以来青海湖的环境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处我国西北

变化做过大量研究（Lister et al，1991；Wang et al，

半干旱区和第一、二级地势阶梯过度地带，同时

1991； 刘 兴 起 等，2003，2006； 沈 吉 等，2004；

也处在东亚季风、印度季风和西风带的交汇带，

张 家 武 等，2004； Shen et al，2005，2006；Yu and

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封闭湖泊（图 6a），地理位置

Kelts，2002，Yu，2005；Xu et al，2007）。Lister et

99°36′~100°46′ E，36°32′~37°15′ N（图 6a）；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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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4473 km2，容量 850×108 km3，是我国最大的

分布不均匀。在湖北岸，降水从北向南递减，大

内陆咸水湖。

通山一带约为 500 mm，至湖滨一带降水量减少至

青海湖流域近似棱形，东西长约 106 km，南

约 320 mm；湖南岸降水由四周向湖中心（海心山

北宽约 63 km，周长约 360 km，呈北西西—南东东

270 mm 左右）递减；湖东岸降水由东部向西至湖

走向。全流域地形从西北向东南倾斜。流域年平均

滨递减；湖西岸降水在布哈河下游河谷地带则自东向

气温 -1~1 ℃，最高月平均气温 16~20 ℃（7 月）；

西递减。流域多年平均蒸发量约为 1300~2000 mm。

最低月平均气温 -18~-23 ℃（1 月）。流域年平均

蒸发量的空间分布与降水量相反，即湖滨平原和地势

降水量 300~400 mm。受地形及湖水体影响，降水

较低的河谷地区蒸发量较大，山区地势越高蒸发量越

图2
Fig.2

青海湖冰消期以来湖面波动曲线

Lake level fluctuation curve of Qinghai Lake

（a）过去 1.4 万年湖面变化（相对于 1985 年的湖面海拔高程）（Lister et al，1991），水平虚线为 1985 年湖面高程。（b）过去 1.4 万年的湖水
深度变化（Yu，2005），水平虚线为 1985 年湖水深度。（c）过去 3700 年湖面变化曲线（Liu et al, 2010b）；黑色方框为湖滨沉积物年龄，黑色
圆圈为剖面表面披覆的风成沉积物的年龄，绿色三角形为近岸粗砂沉积物，红色菱形为河流相沉积物年龄，水平虚线为 2010 年 4 月湖面高程。
(a) Lake level fluctuation during past 14 ka, relative to 1985's lake level elevation (Lister et al, 1991). (b) Lake water depth variations for the
past 14 ka (Yu, 2005). (c) Lake level fluctuation during past 3700 years (Liu et al, 2010b); The red empty diamonds and green empty triangles
in (c) represent fluvial and near shore sands, respectively, the black empty squares represent paleoshoreline deposits, and the black empty circles
represent aeolian deposits. Dashed horizontal lines in (a) and (b) represent lake level elevation and lake depth in 1985. Dotted horizontal line in
(c) represents lake level elevation in Apri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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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海湖流域河网呈现明显的不对称分布。西北
部面积广阔，河网发育，径流量大，区域内的较大
河流均分布于此；东南部地域狭窄，河网稀疏，水
量贫乏，且多为季节性河流。青海湖流域较大的入
湖河流有布哈河、沙柳河、哈尔盖河、泉吉河、黑
马河（马万里等，1998）。
青海湖是一个构造断陷湖（孙健初，1938；陈
克造等，1964），在其形成演化过程中先后经历了
三个大的阶段（陈克造等，1964；胡东生，1989；
袁宝印等，1990；边千韬等，2000）：（一）晚第
三纪末形成构造洼地；（二）中更新世时期一次剧
烈的地壳运动，使青海湖地区强烈下沉，于是积水
成湖。此时青海湖是一外流湖，布哈河流经青海湖，
通过倒淌河流入贵德盆地汇入黄河；（三）中更新
世末至晚更新世初的一次强烈的差异隆升使青海湖
下沉，周围山麓剥蚀面隆升；团保山－日月山一带
强烈隆升，使倒淌河逆流青海湖由外泄湖变为封闭
湖泊（边千韬等，2000）。

3
3.1

剖面描述
青海湖东（QHHE）剖面
青海湖东剖面位于青海湖东岸海晏湾以东

图3
Fi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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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b 中 C 点），为一典型的湖相、湖滨相沉积
剖面，剖面底部拔湖 23.6 m（北纬 36.95o，东经
100.61o，海拔 3217 m）。该剖面自上而下从沉积
相上可以分为 3 层 （图 7）：（1）顶部 0.5 m 为
湖滨砾石层，砾石直径约 5 mm，其中夹杂着一些
粒径 2~3 cm 的砾石，发育有水平层理，砾石分选
磨圆较好；（2）在湖滨砾石层中距地表 0.4 m 处，
有一层厚 10 cm 的粗砂透镜体层；（3）湖滨砂砾
层下面 0.5~2.1 m 为中粗砂近岸湖滨相沉积物，波
纹层理发育，为临近湖滨沉积物；（4）该剖面底
部为湖滨相砾石沉积物，未见底。我们在此剖面
自上而下采了 4 个光释光测年样品：1 个样品采自
湖滨砾石层中的粗砂透镜体，另外 3 个样品采自
近湖岸中粗砂沉积层中（图 7）。
3.2

金沙湾（JSW）剖面

金 沙 湾 剖 面 位 于 青 海 湖 东 岸， 海 晏 湾 以 东
~3.5 km 处（ 北 纬 36.82o， 东 经 100.79o， 海 拔
3235 m，拔湖 41.4 m）（图 6b 中 B 点）。该剖面
与 Madsen et al（2008）和 Liu et al（2010a）的在
该砂坑的取样剖面相距约 100 m。该剖面自上而下

青海湖四周不同海拔高度出露的湖滨相和湖相沉积物

Exposed shoreline deposits and lacustrine sediments around Qinghai Lake at different elevation

（a）青海湖东南岸倒淌河北侧拔湖 ~55 m 的湖滨前积砂和湖滨砾石沉积（北纬 36.49°，东经 100.84°，海拔 3250 m），上覆 0.8 m 厚黄土
（Liu et al, 2010a）；（b）青海湖东南岸倒淌河北侧拔湖 ~55 m 的湖滨前积砂（有斜层理）（北纬 36.49°，东经 100.85°，海拔 3250
m），上覆 1.2 m 厚黄土（Madsen et al, 2008; Liu et al, 2010a）；（c）青海湖东岸海晏湾附近拔湖 ~8 m 的湖滨砂砾沉积物（北纬 36.81°，
东经 100.76°，海拔 3201.4 m）（Liu et al, 2010b）；（d）青海湖东南岸倒淌河北侧拔湖 ~35m 的浅灰色 / 灰绿色湖相粘土沉积物（北纬
36.52°，东经 100.80°，海拔 3235 m）（未发表）。
(a) Foreset sands and shoreline deposits (36.49°E, 100.84°N, elevation 3250 m) with 0.8 m loess on the top, which were located at southeastern of the
Lake (Liu et al, 2010a), and about 55 m higher than the present lake level. (b) Foreset sands (36.49°E, 100.85°N, elevation 3250 m) with 1.2 m loess
on the top, which were located at southeastern of the Lake, and about 55 m higher than present lake level (Madsen et al, 2008; Liu et al, 2010a). (c)
Shoreline deposits (36.81°E, 100.76°N, elevation 3201.4 m) located in the east of Haiyanwan, about 11 m above present lake level (Liu et al, 2010b).
(d) Lacustrine deposits (36.52°E, 100.80°N, elevation 3235 m) located at the southeastern of the Lake, and about 35 m above modern lake level
(un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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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4

从 Google-Earth 上判识的青海湖的古湖堤

Shorelines in Qinghai Lake identified using Google-Earth.

（a）青海湖东部海拔位于 3222~3246 m 的一系列古湖岸堤（北纬 36.82°，东经 100.79°），对应于图 6b 中的 B 点。（b）青海湖东南部海
拔位于 3250~3260 m 的两道古湖堤（北纬 36.49°，东经 100.84°），对应于图 6b 中的 D 点。（c）青海湖东北部海拔位于 3222~3241 m 的
一系列古湖岸堤（北纬 37.09°，东经 100.56°），对应于图 6b 中的 A 点。
(a) A strand shorelines between 3222 and 3246 m asl (36.82°E, 100.79°N), located at B in fig 6b. (b) Two shorelines at 3250 and 3260 m asl near D in
fig 6b (36.49°E, 100.84°N). (c) A strand shorelines between 3222 and 3246 m asl near A in fig 6b (37.09°N, 100.56°E).

从沉积相上可以分为 4 层 （图 8）：（1）顶部 1.2 m

说明当时的湖面比现在高 26.3 m（海拔 3219.7 m）。

为灰黄色的黄土层；（2）黄土下面 1.2~2.3 m 为湖滨

湖滨砾石层下面的中粗砂近岸沉积物的年代介于

砂砾层，砾石分选磨圆好，岩性复杂，与上覆黄土

8.2~9.3 万年，说明在这一时期，青海湖湖面海拔

呈不整合接触；（3）湖滨砂砾层下面 2.3~3.3 m 为

应高于 3217 m。这一结果与最近用光释光测年方法

近岸湖相粗砂沉积物，具波纹状层理；（4）该剖

研究青海湖末次间冰期以来湖面变化的研究成果一

面底部为湖滨前积砾石层，砾石的倾向背离湖的方

致（Madsen et al，2008；Rhode et al，2010；Liu et

向，该层湖滨前积层沉积未见底。近岸砂上下层位

al，2010a）。

的湖滨沉积物都指示着与沉积物堆积同期的湖面高

金沙湾剖面近岸粗砂层的三个样品的年龄介于

度，近岸砂层则说明了一次湖进，当时的湖面稍高

7.2 到 7.9 万年（表 1，图 8）。由于该剖面的粗颗

于近岸砂沉积层。由于湖滨砂砾层和前积层沉积物粒

粒样品（63~125 mm）在实验室前处理过程中样品

径太粗，我们只在近岸粗砂沉积层中自上而下采了 3 个

中的长石无法全部去除，用石英测定等效剂量的过

光释光测年样品（图 8）。

程中受到少量残存长石的影响，该剖面的年龄存在

4

一些低估（10%~15% 左右），实际沉积年龄应更
老些。因此，该剖面近岸粗砂层下部的湖滨前积砾
石层和上部的湖滨砂砾层都是氧同位素五阶段（MIS
5）的沉积物。

光释光年代结果

光释光测年在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
释光测年实验室进行。用单片再生剂量法（Murray
and Wintle, 2000）测量样品的等效剂量。样品的前
处理与上机测试过程在 Lai et al（2007, 2009）中有
详细叙述。
所有样品的测年结果见表 1，所有剖面的年代
在误差范围内与地层的沉积过程相符合，没有明显
的年代倒置。青海湖东（QHHE）剖面湖滨砾石层
中粗砂透镜体的光释光年代为 8.6 万年（图 7），

5

讨论

前人通过古湖岸堤、湖成阶地和出露的湖相沉
积物等湖泊地貌学，结合卫星、航空影像解译研究
表明，晚更新世以来，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
处在季风－西风过渡带的滕格里沙漠、巴丹吉林
沙漠以及内陆腹地新疆等地的诸多湖泊出现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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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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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青海湖南岸沉积序列横断面示意图
Sketch map of sediment sequence in south bank of Qinghai Lake

据野外考察和遥感影像解译，我们共发现有两级湖成阶地（T1 和 T2）；其中 T1 阶地前缘拔湖 ~5 m，后缘拔湖 ~13 m ；T2 阶地前缘拔湖
~25 m，后缘拔湖 ~65 m。T1 阶地和 T2 阶地之间有 12 m 的高差。拔湖 65 m 以上的沉积物（海拔高于 3260 m）为冲洪积物。
Two terraces were identified (T1 and T2). The front and the back of the first terrace are ~5 m and ~13 m above the lake level, respectively. The front
and the back of the second terrace were ~25 m and ~65 m above the lake level, respectively. The deposits of ~65 m above lake level are pluvial
deposits.

烈的湖面水位波动和大范围的湖面扩张与收缩，
指示了这些地区的湖泊曾发生了重大调整（Shi et
al，2001; Yang et al，2004; Zhang et al，2004; Yang
et al，2006；陈发虎等，2008）。中国西部半干旱
区和干旱区广泛存在的湖泊环境会对这些地区的
气候和环境变化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这些高湖面
的出现与亚洲夏季风（Shi et al, 2001）、西风环流

图6

（Yang et al, 2004）等气候系统和新构造运动（陈
发虎等，2008）是紧密相关的。国内外学者对此已
作了广泛研究，但对于高湖面出现时间的认识存在
较大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地区的高湖面出现
在氧同位素 3 阶段晚期（黄麒和蔡碧琴，1987；陈
克 造 和 Bowler， 1987， 陈 克 造 等，1990； Zhang
et al，2004；Pachur et al，1995；Wünnemann and

研究区位置图及文中提到的剖面位置

Fig.6

Location of Qinghai Lake in China

（a）青海湖在中国的地理位置；（b）文中提到的地点： A 对应于图 3c；B 对应于图 3a 和金沙湾剖面（图 8）；C 对应于图 7 和青海湖东
剖面（QHHE）；D 对应于图 3b。
(a) The sites mentioned in context; (b) A corresponds to fig 3c, B corresponds fig 3a and JSW section in fig 8, C corresponds to QHHE section in fig
7, D corresponds fig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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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金沙湾（JSW）剖面（北纬 36.82°，东经 100.79°，
海拔 3235 m，拔湖 41.6 m）沉积相横断面图及测年结果。
Fig.8

Jinshawan (JSW) profile (36.82° N, 100.79° E, elevation
3235 m asl) and OSL dating results.

剖面中，“1” 为黄土沉积物，“2”为湖滨砂砾层，“3”为近岸
湖相粗砂沉积物，“4”为湖滨前积砾石层。对该剖面沉积相的详
细叙述见文中 3.2。
In the section, “1” is loess depostis, “2” is shoreline deposits, “3” is near
shore coarse sand deposits, and “4”is foreset shoreline deposits.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profile was shown in 3.2.

Hartmann，2002；Yang et al，2002，2006）。近年
来，一些学者通过用光释光测年方法对青海湖湖滨、
图7

青 海 湖 东（QHHE） 剖 面（ 北 纬 36.95°， 东 经

100.61°，海拔 3217 m，拔湖 23.6 m）沉积相横断面图及测
年结果
Fig.7

Qinghaihudong (QHHE) profile (36.95°N, 100.61°E,

近湖岸沉积物测年认为高湖面出现在氧同位素 5 阶
段（MIS 5）（Madsen et al，2008；Rhode et al，
2010；Liu et al，2010a； Fan et al，2010）。 柴 达
木盆地小柴旦盐湖的考古遗址的年代被认为是 3 到

elevation 3217 m als) and OSL dating results

4 万年，其时小柴旦湖的环境条件适宜古人类活动，

剖面中，“1” 为厚 50 cm 的湖滨砾石沉积物，“2”为夹杂在湖滨

气候暖湿 ( 黄慰文等，1987），但近来的光释光测

沉积物中的粗砂透镜体，厚 10 cm，“3” 为中粗砂近岸沉积物，

年的结果则认为遗址的年代是全新世以来的（Sun

厚 1.8 m，“4” 为湖滨砾石沉积物，未见底。对该剖面沉积相的详

et al，2010）。

细叙述见文中 3.1。
In the section, “1” is 0.5 m shoreline gravel deposits, and “2” is 0.1 m
coarse sand lens interacted into the shoreline deposits. “3” is 1.8 m near
shore sediments, and “4” is shoreline gravel deposits downwards to
unknown depth.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profile was shown in 3.1.

青海湖末次间冰期以来湖面变化的研究对确定
青藏高原及中国西北干旱区高湖面出现的时期有重
要意义。综合前人在青海湖的研究成果和本文中
的光释光年代，我们认为青海湖在氧同位素 5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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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年选
采样深
用粒径
度 (m)
(μm)

光释光样品测年结果

Environmental radiation measurements and OSL ages
K(%)

Th(10-6)

U(10-6)

剂量率
样品含
水量 (%) (Gy·ka-1)

等效剂量 光释光年龄
(Gy)
(ka)

QHHE-1B1

0.4

88~125 1.545±0.046 4.281±0.0.133 1.054±0.089

15±5

2.06±0.15 176.4±17.0 85.5±10.3

QHHE-1B2

1.4

38~63

1.658±0.051 4.293±0.108 1.133±0.106

15±5

2.26±0.16 184.6±9.1

QHHE-1B3

1.8

63~88

1.652±0.091 5.016±0.140 0.794±0.090

15±5

2.16±0.16 205.0±12.6 94.8±9.2

QHHE-1B4

2.1

63~88

1.451±0.044 6.430±0.110 0.782±0.093

15±5

2.08±0.14 193.6±10.9 93.1±8.2

81.8±6.9

JSW3-A

2.5

63~88

1.380±0.005 3.158±0.123 0.744±0.078

15±5

1.71±0.12 123.0±23.4 71.7±14.6

JSW3-B

2.8

63~125 1.353±0.046 3.198±0.102 0.871±0.089

15±5

1.70±0.12 126.0±14.5 74.1±10.1

JSW3-C

3.1

88~125 1.458±0.047 3.301±0.106 0.982±0.104

15±5

1.80±0.13 142.0±16.4 78.9±10.8

段经历了末次间冰期以来湖面最高的时期，当时的

认为：

湖面比现在高 25~66 m（海拔 3220~3260 m）。当

（1）青海湖存在两级湖成阶地。一级阶地前

时高湖面出现的原因可能是持续增强的东亚夏季风

缘拔湖约 5 m，后缘拔湖约 17 m；二级阶地前缘拔

（Johnson et al，2006；Ning et al，2008），给青海

湖约 25 m，后缘拔湖约 60 m。

湖流域带来了丰沛的降水，并且青海湖在此之前由

（2） 青 海 湖 的 最 高 湖 面（ 湖 面 海 拔 介 于

外流胡变成了封闭湖泊，阻止了流域内水流的外泄。 3220~3260 m）出现在氧同位素 5 阶段（MIS 5），
青海湖南岸青海南山北麓广泛发育了冲洪积砾 氧同位素 3 阶段早中期的湖面略高于全新世气候
石混杂堆积，从海拔 ~3240 m 一直延升到现在的湖

最适宜期。全新世最高湖面出现在气候最适宜期

岸附近，其上被末次冰消期以来的黄土所覆盖。对

（8~5 ka），当时的湖面海拔为 ~3204 m，高出现

于不同海拔高度的冲洪积砾石层中的砂层透镜体测

在湖面 ~10.6 m。在氧同位素 4 阶段、3 阶段晚期

年（Porter et al，2001；Madsen et al，2008；Rhode

和 2 阶段，湖面比现代湖面要低得多。

et al，2010；Liu et al，2010a）发现这些冲洪积砾
石沉积于 5.3~2.8 万年前。Herzschuh（2006）发现
亚洲夏季风影响区在氧同位素 3 阶段中晚期存在湿

致谢：与 David Madsen 教授和王苏民研究员进行了
富于建设性的讨论。

润期，Ning et al（2008）认为黄土高原氧同位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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