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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红原泥炭沉积中颗粒物表面形态进行了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并对泥炭灰分进行了矿物
学测试。结果表明：石英颗粒有明显的贝壳状断口、蝶形坑、毛玻璃麻点等特征。矿物组成以石
英和长石为主，其他矿物含量较少。这些结果从微观和矿物学角度描述了红原泥炭的沉积学特征。
结合其他证据，进一步论述了红原地区泥炭中含有风成堆积，从而为开展高分辨率冬季风演化历
史重建研究，冬夏季风演化规律与相互关系研究，以及人类活动参与下的大气化学环境变化历史
重建研究等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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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texture and mineralogical characters of the peat in Hongyuan Sw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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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urface texture of the particles in Hongyuan peat and the mineralogical
characters of the peat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rface texture of quartz particles in the
study site has the same characters to that of the eolian deposits (e.g. loess). The main mineral in the
peat are quartz and potash feldspar. These results, integrated with grain size analysis, can provide the
evidence that the peat sediment in the Hongyuan swamp contains eolian components, providing a good
opportunity to the study of high resolution reconstruction of winter monsoon history, the study of pha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mmer and the winter monsoons, and the study of the variation of atmospheric
chemis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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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是一种积水环境下沉积的以有机物质为主
的松散沉积。目前出露的泥炭地层多为全新世发育
的泥炭。全新世泥炭沉积具有分辨率较高、测年简
单、蕴含的气候变化信息丰富等特点，使其成为记
录全新世环境变化的良好载体（于学峰和周卫健，
2004）。青藏高原东部的红原－若尔盖地区发育了
我国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该地区全新世泥炭沉积
分布较广（柴岫，1990）。前人用孢粉（王富葆等，
1996; Zhou et al, 2010）、 总 有 机 碳 含 量（ 周 卫 健

等，2001）、碳氧同位素（王富葆等，1993; Hong
et al, 2003; 2005）、生物标记化合物（Zheng et al,
2007；郑艳红等，2009；Z h o u e t a l , 2 0 1 0 ） 腐
殖 化 度 （王华等，2004；于学峰等，2005； Wang
et al, 2010）探讨了全新世环境变化特征。上述进展
主要集中在反映夏季风变化特征上，缺乏反映冬季
风变化的代用指标。笔者与合作者利用泥炭粒度特
征从宏观角度论证了红原地区泥炭中存在风成堆积
（于学峰等，2006a），为开展高分辨率冬季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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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学峰等，2006b）和上风区大气环境重建（于
学峰和周卫健，2006）提供了可能。沉积物颗粒的
形态特征和表面微结构标志，能够记录它在沉积前
后所经历的物理化学过程、搬运动力介质及沉积环
境特征，是沉积相判别的重要手段之一（卢演俦
等，1976; 王永焱，1981; 王永焱等，1982; 李珍等，
1999; 孙有斌和安芷生，2000）。本文将从微观尺
度探讨红原地区泥炭沉积的颗粒物表面形态和矿物
学特征，为全面认识该地区泥炭沉积特征和古气候
重建研究服务。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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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μm。图 1A 和 C 所 示 的 石 英 颗 粒 粒 径 大 约 为
20 μm，呈不规则的棱角状，可见较为明显的贝壳
状断口，几乎没有磨圆。图 1B 和 E 所示的石英颗粒，
粒径大约在 80~120 μm，为磨圆较好的次圆状，有
明显的贝壳状断口。图 1 D 粒径大约在 120 μm，呈有
一定磨圆的长条状，一端具有凹坑（详见图 1F），
与蝶形坑相似，另一端能见贝壳纹状断口。本次观
察到的有一定磨圆度的石英颗粒物表面均呈毛玻璃
状，未见明显的次生氧化硅沉淀。但除上述类型的
颗粒物外，还可见一些粒径较小的次生矿物团块，
镜下呈多孔的蜂窝状（图 2B）。

本研究涉及的泥炭沉积均取自红原泥炭地
（32°46.7′N，102°31.0′E），使用泥炭钻钻取泥炭
样品，共获得泥炭钻孔 700 cm，其中上部 653 cm
为泥炭沉积，下部 47 cm 为淤泥沉积。样品在实验
室按照 1 cm 分样，烘干后用于各项指标测试。随
机选取 6 个样品进行能谱电镜扫描（样品深度分别
为 16 cm，62 cm，73 cm，286 cm，345 cm 和
666 cm）。另外选取两个样品进行 X 射线衍射扫描
（样品深度为 366 cm 和 385 cm），以揭示其矿物
组成特征。
1.1

颗粒物表面形态的扫描电镜观察

为避免物理和化学处理对泥炭中颗粒物形态的
影响，用于扫描电镜观察的样品未经任何处理。用
双面胶在泥炭样品上粘取部分颗粒物，使用高精度
喷金喷碳仪对样品进行喷金处理，然后使用带有能
谱仪的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并对颗粒物
表面进行能谱扫描。实验在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完成。
1.2

X 射线衍射仪（XRD）测试

图 1 红原泥炭颗粒物的电镜扫描照片
鉴于本研究目的在于考察泥炭沉积中无机组分
Fig.1 The SEM photographs of the particles
的矿物学特征，所以泥炭样品需首先去除有机物质，
in the Hongyuan peat
将样品置于马弗炉中在 400℃下燃烧一个小时，可
以充分除去有机组分，样品冷却后即制作薄片，使 2.2 颗粒物能谱特征和矿物学测试结果
用 X'Pert PROX 射线衍射仪进行 XRD 扫描。实验
能谱测试表明，红原泥炭中颗粒物中以石英和
在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
长石两种矿物为主。图 2A 为图 1A 颗粒物及其能
谱图，能谱测试表明，该颗粒主要成分为 Si 和 O，
2 结果与讨论
为石英颗粒。图 2B 是一个次生矿物团块，成分相
2.1 颗粒物表面形态特点
对较为复杂，含有 C、Al、Si、K、Ca、Fe、Nb 等
扫描电镜下观察，红原泥炭中颗粒物粒径一般 元素，其中 C 元素可能与该团块孔隙结构吸附泥炭
在 10~200 μm 之间，以 20~60 μm 者居多。既有一 有机质降解产物有关，也可能与碳酸盐沉积有关。
定磨圆的次棱角状颗粒，也有磨圆较差的不规则颗 图 2C 能谱测试的是一颗长石颗粒，主要含有 Al、
粒物。磨圆较差的颗粒物粒度较细，粒径一般小于 Si、K、O 等元素，Al、Si、K 氧化物的比例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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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颗粒物能谱扫描结果
The EDS spectrum of the particles in the Hongyuan peat

3.71：81.37：1.07，为钾长石矿物颗粒。
XRD 扫描结果（图 3）与颗粒物能谱测试结果
相一致，矿物组成主要以石英和长石为主，且石英
占据绝对优势，此外还有少量云母和绿泥石。因为
石英含量高，谱强度非常高，以至于其他矿物的微
弱变化信号不能在图上显示出来。

2006a）。本研究中，颗粒物粒度分选较好、具有
一定磨圆度、具备较为混合的矿物学特征，这可以
从微形态学和矿物学角度说明该地区泥炭中含有风
成成因的物质。另外，石英表面的似蝶形坑以及毛
玻璃麻点等特点，也是风成沉积的标志。
本研究中还发现一些磨圆较差且不规则石英颗
粒，这很可能是冰川的机械碾压作用形成的，但连
续泥炭沉积的存在可以说明该地区全新世无冰川发
育，所以这些冰川成因的粉砂不可能是冰川作用形
成后就地沉积的，而是形成后被其他营力带到这里
沉积下来的，风和水都有可能是其搬运动力。前人
在此地泥炭中发现的纹层构造（孙广友等，2001）
表明该地不存在较强的水动力条件，那么，最有可
能的就是风力将这些颗粒物带到泥炭沉积中。此类
石英颗粒磨圆度较差，可能指示了其搬运距离不会
太远。在西宁盆地甚至兰州的黄土堆积中也含有冰

图 3 红原泥炭灰分的 XRD 图谱
Fig.3 The XRD spectrum of the ash component
of peat in Hongyuan Swamp

川成因的风积石英颗粒（李珍等 , 1999）。
石英表面无明显的氧化硅沉淀，说明沉积后的
化学改造作用有限。同时，泥炭中有机物降解产生
的长链有机质对矿物和离子具有吸附作用，形成具

2.3

关于红原泥炭沉积学特征的讨论

笔者与合作者曾根据泥炭灰分的粒度特征，提
出红原泥炭中灰分物质为风成成因的观点，并认为
风力带来了颗粒物质，同时较弱的水动力条件还
造就了该地区泥炭沉积的纹层构造（于学峰等，

有孔隙结构的次生矿物。研究表明泥炭中负电荷官
能团对阳离子（尤其是二价和三价离子）强烈吸
附作用，金属离子（如 Pb2+, Ni2+, Zn2+, Cu2+, Cd2+）
迁移性小（Livett, 1988; Wieder, 1990; Melanie et al,
1999），这决定了该地区泥炭将是开展大气环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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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变化示踪研究的良好载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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