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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仑山黄土 1 Ma 以来的粒度变化特征及其
古气候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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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塔里木盆地南缘保存有中国西北地区厚度最大的黄土，是详细研究亚洲内陆极端干旱
区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形成演化的理想材料。但是，目前对该地区黄土堆积粒度特征系统的研
究还相对较少，对粒度指标的古环境意义仍存有不同的认识。通过对 207 m 黄土岩芯的粒度分
析发现，西昆仑山黄土的粒度组成比较均一，分选较好，主要以粗颗粒物质为主，细颗粒含量
极少，并具有典型的风成成因特征。此外，西昆仑山黄土粒度 1 Ma 以来呈现出持续变粗的趋势。
通过与其他气候指标的对比，这种变粗的趋势可能主要反映了中更新世以来亚洲内陆逐步增强
的干旱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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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in size composition of West Kunlun Mountains loess in the past 1 Ma and its
paleoclimatic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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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ndreds of meters of loess were deposited o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he Kunlun Mountains
area, which provide a great potential to reconstruct the aridification history of the interior Asia.
However, data regarding the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se loess deposits are relatively scarce, and
paleo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s of grain size records remain controversial. For this study, detailed
bulk grain size studies were conducted for a 207-m-long loess core o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he West
Kunlun Mountains. We find that the grain size of the loess core shows a much coarser fraction than that
on the central Loess Plateau as the deposition here is much closer to the desert source area. In addition,
the grain sizes of dusts collected at the drilling site show the same grain size composition as those of the
loess from the core, indicating an aeolian origin for the West Kunlun Mountains loess. The granulometry
demonstrates a long-term upward increasing trend over the past 1 Ma, which might be caused by a
persistent drying of Central Asia in the Mid-Pleistocene.
Key words: Central Asia; West Kunlun Mountains; loess; grain size; aridification
第四纪以来，中国黄土高原发育了数百米厚
的 黄 土 – 古 土 壤 序 列， 记 录 了 丰 富 的 古 气 候 和

地 磁 场 信 息（Liu et al，1985；An et al，1991，
2001；Ding et al，1992；王飞等，2012；强小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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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已成为可以与深海沉积物以及极地冰芯
相媲美的全球变化研究的三大载体之一。前人研
究表明，黄土 – 古土壤序列的粒度变化一方面受
控于冬季风强度的变化，可以用来揭示北半球中
纬度地带古风场乃至古大气环流变化的重要信息
（Liu et al，1985；An et al，1991，2001；Ding
et al，1992；Xiao et al，1992；Porter and An，
1995；Lu et al，1999）；另一方面，对于靠近沙
漠边缘地区的黄土沉积，其粒度组成同时还受控
于沙漠的进退，黄土沉积中的砂粒含量可以用来
间接反映干旱化过程引起的沙漠范围的变化（Ding
et al，1999，2005）。目前，通过对该区风尘堆积
的粒度分析，已成功获取了大量关于东亚冬季风
强度以及沙漠范围变化的信息。
在全球范围内，中亚内陆是另一个重要的黄
土分布区（宋友桂等，2010）。在塔里木盆地南缘，
由于从吐鲁番风口进入塔里木的北东向低空西风
和翻越帕米尔山谷的西风的联合作用，塔克拉玛
干沙漠产生大量沙尘并沉降在盆地南部的西昆仑
山山前地带，在和田—于田一带形成大面积的黄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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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堆积（周廷儒，1963；Fang et al，2002a）。这
些黄土是详细研究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生发展过程及
亚洲内陆干旱化演化过程及机制的重要材料。但是，
目前对该地区黄土堆积粒度特征系统的研究还相对
较少，同时对于粒度指标的古环境意义，是受控于
大气环流强度的变化，还是受控于干旱区范围的变
化，仍然存有不同的认识。为此，本文对 2006 年
在该地区钻探获得的 207 m 黄土岩芯进行了系统的
粒度分析，以期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1

黄土地层与实验方法
黄土钻探点位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策勒县

博斯坦乡，西昆仑山北坡的一个草场上（图 1），
海拔约 3300 m，年均降雨量 150~200 mm。由于降
水极少，古土壤发育微弱，详细的地层划分困难。
但根据岩性，207 m 黄土岩芯大致上仍可以划分成
10 个黄土 – 古土壤地层单元（Zan et al，2010）。
详细的古地磁分析揭示出布容 / 松山磁极性界线位
于 170 m 处，年代约为 0.78 Ma，据此推测 207 m
黄土岩芯底部年龄约在 1 Ma（Zan et al，2010）。

图 1 西昆仑山黄土钻探位置（白色五角星）及近地表风场（黄色箭头）（Sun and Liu，2006）
Digital elevation map of the Tarim Basin showing the drilling location (white star), and yellow arrows indicate the
main wind directions in the Tarim Basin (Sun and Liu, 2006)

西昆仑山黄土 207 m 岩芯粒度测试样品以 10 cm
为间隔进行取样，共获得样品约 2000 余块。此外，
为了对不同地区风成沉积物的粒度特征进行对比，
我们还对收集到的西昆仑山沙尘暴样品、洛川黄土
样品（L1）以及天山北麓黄土表土样品（塔勒德黄土

及东湾镇黄土）进行了粒度分析。样品前处理及测
试按照目前通用的方法进行（Lu et al，1997）。所
有样品都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用 Microtrac
S3500 激光粒度仪测试，该仪器测量范围为 0.02~
2000 μm，多次重复测量误差不超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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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昆仑山黄土粒度组成和分布特征

同时，对应的粒径明显变细，说明这三类沉积物

西昆仑山钻孔黄土样品和现代沙尘暴样品的
粒度频率分布曲线最为相似（图 2），都呈标准的
单峰分布，且众数均在 40~50 μm，<2 μm 的颗粒
含量极少。天山北麓塔勒德以及东湾地表黄土样
品同西昆仑山黄土样品的粒度频率分布曲线相比，
尽管也呈标准的单峰分布，但在主峰显著降低的

尽管同属风成堆积，但搬运方式有明显的不同。
而洛川黄土与西昆仑山黄土相比，细颗粒组分的
含量则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粒度频率曲线在细颗
粒组分处呈明显的细尾分布，主峰也显著降低，
这些特征均表明西昆仑山黄土与洛川黄土可能有
着不同的沉积条件和搬运方式。

图 2 不同地区典型风成沉积粒度频率分布曲线以及频率累积曲线特征
Fig.2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of representative samples from the West Kunlun Mountains loess and
their comparisons with those of in-situ eolian dusts carried on by dust storms in the Taklimakan Desert and
those of loess from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and Tian Shan

与频率分布曲线一样，西昆仑山黄土和沙尘
暴样品的粒度频率累积曲线也显示出极高的相似性
（图 2）。两者的频率累积曲线均表现为单段型，
线形较陡且比较平滑，极细和极粗部分含量很少，
反映出原始粉尘经过了良好的分选且搬运形式相对
简单，以悬浮为主。西昆仑山黄土样品和沙尘暴样
品粒度频率分布曲线和频率累积曲线所显示出的这
种极高的相似性，表明西昆仑山黄土和沙尘暴样品
的搬运形式一致，均以悬浮为主，具有典型的风成
成因特征。
偏度 SK、峰度 KG 和标准偏差 (σ1）等粒度参
数对沉积物的分选程度有着较好的指示意义（Folk，
1974）。图 3a 表明，西昆仑山黄土的偏度值较小，
分布在 −0.1~ 0.3，属于近对称以及正偏的范围，且
随着粒径的变粗有逐渐接近正态分布的趋势。峰度
主要反映了沉积物粒度频率分布曲线中峰的高矮、
宽窄的特征，可以揭示沉积物各组分的集中程度。
西昆仑山黄土的峰度值较高，为 1.1~1.5，属于窄
峰的范围（图 3b）。标准偏差主要反映沉积物颗
粒的均一程度，与沉积物搬运动力条件密切相关。
标准偏差越小，表明样品的分选程度越好。西昆仑
山黄土的标准偏差集中在 0.5~1.25（图 3c），按照
Folk（1974）的划分标准，大部分样品属于分选较
好或中等的范围，分选程度要明显好于黄土高原地

区的黄土堆积（Liu et al，1985）。上述各粒度参
数显示西昆仑山黄土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风尘堆
积的粒度分布特征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昆仑山黄土
的粒度组成比较均一，分选较好，细颗粒含量极少，
主要以粗颗粒物质为主。这些特征一方面说明其为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近源风成堆积，另一方面也表明
其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粉尘堆积有着不同的搬运
方式。

3

西昆山黄土岩芯各粒度参数记录的古气
候变化
图 4 为西昆仑山黄土岩芯各粒级组分随深

度的变化图，统计结果表明西昆仑山黄土以粗粉
砂（30~63 μm）为主，其含量变化范围是 30% ~
65%，且 90% 以上样品粗粉砂含量大于 40%；粘
粒（<5 μm）含量极少，多在 8% 以下，个别亚砂
土层位的粘粒含量甚至接近于 0；砂粒（>63 μm）
含量相对较多，大多数样品含量为 10%~30%，在
亚砂土层中甚至可以达到 60%；而中粉砂（16 ~
30 μm）与细粉砂（5~16 μm）两者含量之和大体
上与砂粒的含量相当。可见，西昆仑山黄土粒度组
成主要以粗粉砂和砂粒为主，两者相加可以达到
50%~80%，而一些层位最高可以达到 90% 以上，
这与黄土高原黄土的粒度组成有着显著的不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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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黄土粒度组成主要以 10~50 μm 的粉砂组分（含
量一般在 45%~60%）为主，同时小于 5 μm 的粘粒
组份（含量可以达到 15%~25%）也有重要贡献（Liu
et al，1985），而作为西昆仑山黄土重要组成部分
的砂粒含量则极少，多数在 10% 以下。此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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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变化趋势来看，西昆仑山黄土粘粒、细粉砂和
中粉砂三者变化趋势十分类似，其含量都有逐渐减
少的趋势。而粗粉砂和砂粒的变化趋势则与这三者
相反，其含量呈逐渐增多的趋势，说明 1 Ma 以来
西昆仑山黄土的粒度组成有逐步变粗的趋势。

图 3 西昆仑山黄土各粒度参数与平均粒径的关系
Fig.3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kewness versus mean grain size (a), Kurtosis versus mean grain size (b),
and Standard Deviation versus mean grain size (c) for the Kunlun Mountains loess

Fig.4

图 4 西昆仑山黄土岩芯各粒级组分随深度的变化
Lithology and grain size records for the West Kunlun Mountains loess

西昆仑山黄土 1 Ma 以来呈现出逐渐变粗的趋
势，是由该地区大气环流强度的变化导致，还是
反映了中更新世以来亚洲内陆干旱化过程引起的
沙漠范围的变化？前人的研究似乎为这一问题提
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杨小平（1999）对塔克拉玛

干沙漠南缘大河沿至克里雅河上游地区（接近我
们的钻探点）风尘堆积的粒度组成研究，发现风
尘沉积的粒度组成从北到南有明显的减小趋势，
反映了沙漠进退对风成堆积粒度组成的重要影响。
Ding et al（1999，2005）对毛乌素沙漠南侧末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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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的几个黄土剖面进行的粒度研究，同样发
现剖面离沙漠的位置越远，>63 μm 的砂粒百分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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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可以较好地记录粉尘来源地的信息。而西昆

量越低，从而认为位于沙漠边缘地区的黄土沉积

仑山黄土中的粒度组成更是以粗粉砂和砂粒为主，
>30 μm 的颗粒含量占据了粉尘物质的 60%~80%，

的粒度组成尽管受冬季风强度的变化所影响，但

一些层位最高甚至可以达到 90% 以上（图 5a），

同时主要受控于沙漠的进退，黄土沉积中的砂粒

说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进退对西昆仑山黄土的粒

含量可以用来间接的反映干旱化过程引起的沙漠范

度组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上述各粒度

围的变化。此外，Tsoar and Pye（1987）的计算也

参数所显示的黄土颗粒组成的阶段性变化，很可

表明，在中性大气（对流层和平流层）里中等风暴时，
>30 μm 的颗粒不可能迁移到离源区 30 km 以外的

能主要指示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范围和干旱程度，

地区，即使在极端强烈的风暴条件下，也只能运
移几百公里。因此 >30 μm 的颗粒多来自附近的源

趋势（图 4），也很可能主要反映了中国西北内陆

而西昆仑山黄土各粒度参数 1 Ma 以来逐渐增加的
地区中更新世以来逐步的干旱化过程。

图 5 西昆仑山黄土粒度指标（a）；朝那黄土粒度指标 (Lü et al，2001)（b）；
柴达木盆地 SG-3 钻孔蒿藜比值（A/C）(Cai et al，2012)（c）；天山北麓东湾黄土剖面粒度（Fang et al，2002b）（d）；
以及与北太平洋粉尘通量（Rea et al，1998）（e）等气候记录的对比
本文根据粒度 − 年龄模式（Porter and An，1995），以标准极性柱的古地磁界限年龄作为控制点，对西昆仑山黄土剖面极性界限段内年龄
采用 >30 μm 的粗颗粒含量指标进行了线性内插，获得了西昆仑山黄土的年龄。

Fig.5 Comparison of grain size (percentage content of >30 μm) records of the West Kunlun Mountains loess(a);
grain size records of loess deposits in the Chaona sections o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Lü et al, 2001) (b);
pollen proxy record (A/C: Artemisia/Chenopodiaceae) of core SG-3 in the western Qaidam Basin (Cai et al, 2012) (c);
grain size records of loess deposits in Dongwan (Fang et al, 2002b) (d); and mass accumulation rate (MAR) of eolian deposits from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ODP 885/886) (Rea et al, 1998) (e)

西昆仑山黄土岩芯所揭示的中更新世以来亚

5c），1 Ma 以来蒿藜比值（A/C）呈现出持续降低

洲内陆逐步的干旱化过程也同样为其他一些地质

的趋势，并在 ~0.9 Ma 和 ~0.6—0.5 Ma 发生有急

资料所证实。黄土高原朝那黄土古土壤序列的粒

剧的减少，揭示出亚洲内陆中更新世以来有持续

度研究（Lü et al，2001），发现该地区粉尘堆积

的干旱化增强趋势（Cai et al，2012）。位于中国

的颗粒组成中更新世以来有明显变粗的趋势，平均

西北内陆地区的天山北坡东湾黄土粒度记录也同

粒径由 1~0.5 Ma 的 40 μm 左右增加到之后的 50 μm

样表明亚洲内陆地区 0.9 Ma 以来呈现出强烈的干
旱化趋势，并在 0.5 Ma 前后有过显著的干旱化增

（图 5b）。柴达木盆地 SG-3 钻孔孢粉记录显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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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和沙漠扩大（图 5d）（Fang et al，2002b）。此外，
已有的研究表明，北太平洋深海沉积中的粉尘堆
积主要源自中亚内陆戈壁沙漠地区（Pettke et al，
2000），其沉积通量主要受源区范围所控制，并
被认为是反映亚洲内陆干旱源区范围变化的理想
材料 (Rea et al，1998)。北太平洋 ODP885/886 孔
的粉尘通量曲线表明 (Rea et al，1998)，亚洲内陆
粉尘源区范围在中更新世以来呈持续扩大的趋势，
并在 0.6~0.5 Ma 达到最大值（图 5e）。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两支西风绕流在钻探
点附近的克里雅河流域发生了汇合（图 1），可
以为粉尘堆积提供强大的搬运动力（Fang et al，
2002a），因此西风环流对西昆仑山黄土粒度记录
的影响同样需要考虑。值得强调的是，目前对于西
风环流变化的认识还比较匮乏，不同学者通过不
同的材料得到的结果也不尽相同（Sun，2004），
因此其对西昆仑山黄土颗粒组成的影响还需要今
后进一步的研究。

4

结论

率增强机制初步研究 [J]. 地球环境学报 , 1(1): 66 –72.
[Song Y G, Nie J S, Shi Z T, et al. 2010. A preliminary
study of magnetic enhancement mechanisms of the
Tianshan Loess [J]. Journal of Earth Environment, 1(2):
66 –72.]
王

飞 , 孙东怀 , 郭

峰 , 等 . 2012. 黄土高原灵台剖面过

去 7 Ma 古温度、古降水的半定量重建 [J]. 地球环境

学 报 , 3(2): 781–791. [Wang F, Sun D H, Guo F, et al.
2012. Quantitative reconstruction of paleo-temperature
and paleo-precipitation of Lingtai profile in Loess Plateau
during the past 7 Ma [J]. Journal of Earth Environment,
3(2): 781–791.]
杨 小 平 . 1999. 克 里 雅 河 流 域 风 成 物 质 的 粒 度 分 析 与
讨 论 [J]. 第 四 纪 研 究 , 19(4): 373–379. [Yang X P.
1999. The grain size of the windborne sediments in
the areas of keriya river (northwestern china) and its
paleo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J]. Quaternary

Sciences , 19(4): 373–379.]
周廷儒 . 1963. 新疆第四纪陆相沉积的主要类型及其和地貌
气候发展的关系 [J]. 地理学报 , 29: 109 –129. [Zhou T

（1）西昆仑山黄土样品各粒度参数与该地区
沙尘暴样品显示出极高的相似性，表明西昆仑山
黄土和沙尘暴样品的搬运形式一致，以悬浮为主，
并具有典型的风成成因特征。与天山黄土以及黄
土高原洛川黄土相比，西昆仑山黄土的粒度组成
比较均一，分选较好，细颗粒含量极少，主要以
粗颗粒物质为主。这些特征一方面说明其为塔克
拉玛干沙漠的近源风成堆积，另一方面也表明其
与另外两个地区的粉尘堆积可能有着不同的沉积
环境和搬运方式。
（2）西昆仑山黄土粒度 1 Ma 以来呈现出持
续变粗的趋势。通过与其他气候指标的对比，这
种变粗的趋势可能主要反映了中更新世以来亚洲
内陆逐步增强的干旱化过程，而西风环流强度对
其长期变化趋势的影响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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