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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风成黄土是陆地上分布最广泛的沉积物之一，记载了各种古气候演化信息．目前巴基斯坦的黄土研究甚少，

磁化率与气候对应的变化机制研究尚未开展．本文对位于巴基斯坦印度河平原Ｂａｈａｗａｌｐｕｒ地区新发现的黄土古

土壤剖面进行系统的岩石磁学研究，结合粒度和漫反射光谱（ＤＲＳ）数据，讨论巴基斯坦黄土的磁化率变化机制．实

验结果显示：Ｂａｈａｗａｌｐｕｒ（ＢＨ）剖面黄土层主要的载磁矿物为磁铁矿，同时含有少量磁赤铁矿和针铁矿，磁性颗粒以

原生的 ＭＤ和ＰＳＤ颗粒为主．相对于黄土层，古土壤层则是以针铁矿为主，含有顺磁性矿物和少量磁铁矿．ＢＨ剖

面磁化率与成土作用关系和中国黄土高原典型剖面相反，磁化率的变化可能存在一个阈值１２．８×１０－８ｍ３·ｋｇ
－１，

在阈值之上，强磁性矿物（磁铁矿、磁赤铁矿）占主导；阈值之下，以弱磁性矿物（主要是针铁矿）为主，这种磁性矿物

的转变可能导致磁化率降低．本文可为今后利用磁化率解读该地区地层蕴含的古气候信息提供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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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黄土是地球上分布最为广泛的沉积物之一，其

产生、搬运、沉积以及堆积后成土过程与地球各圈层

间紧密相连，是一份丰富的地质档案记录了各种古

环境和古气候信息（孙继敏，２０２０）．磁化率被证明

是黄土地层研究中指示古环境与古气候变化的重要

参考指标，利用磁化率等磁学参数可以将不同地区

的黄土古土壤序列进行对比（Ｒｕｔ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Ｍａｈｅｒ，２０１６；任翌成等，２０２０），从而研究过去气

候变化．但不同气候环境条件的磁化率与成壤作用

的关系可能不同，研究者也为此提出了多种磁化率

变化机制．如温带干旱半干旱的黄土高原地区磁化

率在黄土层中获低值，古土壤层获高值（Ｈｅｌｌｅｒａｎｄ

Ｌｉｕ，１９８２；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０），可以用“成壤说”很

好地解释，表明成土过程中生成的细颗粒磁赤铁矿

是土壤磁性增强的主要原因（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但

此模式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高纬湿冷的阿拉斯加和

西伯利亚地区（ＢｅｇéｔａｎｄＨａｗｋｉｎｓ，１９８９；Ｚｈ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磁化率与成壤强度呈现反相关关系，

Ｂｅｇéｔ（１９９０）将此归因于“风速论”，认为磁化率受风

速作用的影响，冰期风力大粗颗粒强磁性矿物多，导

致黄土层磁化率增高；Ｌｉｕ等（２００８）则用“湿润性成

壤模式”来解释这种反相关关系，即过多水分造成的

湿润环境使强磁性矿物转变为弱磁性矿物而导致古

土壤层磁化率降低．可见，磁化率变化机制受不同环

境不同气候的影响，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巴基斯坦的黄土早有报道，但主要针对北部山

区，包括波特瓦尔高地（ＰｏｔｗａｒＰｌａｔｅａｕ）和西部低

山区，涉及磁学特征（Ａｋｒａ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８）、粒度特

征（ＤｉｎａｎｄＹｏｓｈｉｄａ，１９９７）、年代学（Ｗａｒｗｉｃｋａｎｄ

Ｗａｒｄｌａｗ，２００７；Ｒｅｎｄｅｌｌａｎｄ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１９８８）及

古环境变化（Ｂｉｂ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等方面．磁学研究表

明北部山区磁化率与成壤强度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上部地层磁化率与成土作用呈反相关关系，下部地

层则呈正相关关系，但未解释其磁化率变化机制

（Ａｋｒａ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８）．位于巴基斯坦和印度间的印

度河—恒河平原一直被认为由恒河、印度河长期冲

积而成，最近已有研究报道了印度恒河平原的风成

黄土的存在（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但还未见巴基斯坦

印度河流域的报道．不难发现巴基斯坦大部分地区

的黄土研究仍较为薄弱，且磁学特征可能与黄土高

原地区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对采集于巴基斯坦印度

河平原黄土状沉积物的典型剖面进行系统的磁学参

数研究，并结合粒度参数和漫反射光谱（ＤＲＳ），探讨

其磁学特征及磁化率变化机制，以期为该地区的古

气候研究提供新线索．

１　研究区概况与实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及样品采集

巴哈瓦尔布尔（Ｂａｈａｗａｌｐｕｒ）地区位于巴基斯

坦东北部旁遮普省，属上印度河平原地区，境内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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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的面积被乔利斯坦沙漠（ＣｈｏｌｉｓｔａｎＤｅｓｅｒｔ）

覆盖．乔利斯坦沙漠是印度大沙漠（ＧｒｅａｔＩｎｄｉａ

Ｄｅｓｅｒｔ，又称塔尔沙漠）的延伸部分．其气候类型为

亚热带沙漠气候，一年分为４—６月的热季、７—９月

的季风季、１０—１１月的转换季和１２—３月的冬季四

个季节．１月平均气温为１３℃，６月最高平均温可达

４０℃以上．平均年降水量约为１５０～３００ｍｍ，以夏

雨为主，多是暴雨，雨量集中在７—９月的西南季风

季，占全年降雨量的６０％～８０％，印度大沙漠降水

量在１００ｍｍ以下．

研究选取的Ｂａｈａｗａｌｐｕｒ剖面（以下简称ＢＨ剖

面）位于巴哈瓦尔布尔以南约２ｋｍ处（２９°１９′５６″Ｎ，

７１°４２′６５″Ｅ，图１ａ），海拔６２ｍ，处于印度河与乔利

斯坦沙漠的过渡地带．剖面厚６．５５ｍ，未见底．地层

基本呈稳定的水平层状，古土壤层发育良好，可见数

层黄土与古土壤交互层（图１ｂ）．根据沉积物特征，

将ＢＨ剖面划分为７层，包括４层黄土层和３层古

土壤层，其中ＰＳ（ｐａｌｅｏｓｏｌ）代表古土壤层，ＬＥ（ｌｏｅｓｓ）代

表黄土层：

①黄土层ＬＥ１，厚２．８ｍ，土黄色，细砂土，结构

疏松，无层理，地表有现代植物根系．

②古土壤层ＰＳ１，厚０．５ｍ，褐黄色褐棕色，粉

砂亚砂土，表面有锈黄色虫孔和白色钙膜．

③黄土层ＬＥ２，厚０．７ｍ，浅黄色深黄色，亚砂

土，质地均匀、疏松，无层理．

④古土壤层ＰＳ２，厚１．０ｍ，褐黄色褐色，黏土，

多虫孔、根迹，表面可见白色钙膜．

⑤黄土层ＬＥ３，厚０．８ｍ，浅黄色，粉砂土，结构

疏松，表面有锈黄色及灰色斑块．

⑥古土壤层ＰＳ３，厚０．６５ｍ，深黄色褐黄色，黏

土，黄色物质呈斑状分布．

⑦黄土层ＬＥ４，厚０．１ｍ，灰黄色，细砂土，质地

粗，结构疏松．

本研究的主要地层段为ＬＥ１—ＰＳ３ 段，对该剖

面按５ｃｍ间距进行连续采样，共获样品１３２个，并

选取６个与其邻近的印度大沙漠表土样品作为对

比．分别在１．８ｍ、３．９ｍ、５．５ｍ系统采集了３个光

释光样品，测得年龄在０．５～４２．５ｋａ之间（表１）．根据

前 人 研 究 （Ａｋｒａｍ 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Ｒｅｎｄｅｌｌ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１９８８）与地层年代对应，推测ＰＳ１ 对应于

中国黄土古土壤序列的Ｓ０ 和 ＭＩＳ１，ＰＳ２ 对应于

Ｌ１Ｓ和 ＭＩＳ３，ＰＳ３ 对应于Ｓ１ 和 ＭＩＳ５．

１．２　实验方法

称取适量研磨后的样品用保鲜膜包紧后置于磁

表１　犅犎剖面犗犛犔年龄

犜犪犫犾犲１　犗犛犔犪犵犲狅犳犅犎狊犲犮狋犻狅狀

样品编号 深度（ｃｍ） Ｕ（ｐｐｍ） Ｔｈ（ｐｐｍ） Ｋ（％） 等效剂量（Ｃｙ） 年龄（ｋａ）

ＯＳＬＢＨ０１ １８０ ２．０３±０．０１ １１．１２±０．０２ １．５１±０．０８ １．８±０．１ ０．５±０．０３

ＯＳＬＢＨ０２ ３９０ ２．４±０．０５ １２．６３±０．２５ １．４８±０．０７ ６６．６±０．７ １９．４±０．９

ＯＳＬＢＨ０３ ５５０ ３．０８±０．０２ １１．５８±０．０５ ２．０８±０．１ １７０．４±１．４ ４２．５±１．８

图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ａ）及剖面图（ｂ）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ｏｔｏ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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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测试专用聚乙烯样盒中，低频（４７０Ｈｚ）磁化率

（ｌｆ，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的 为低频磁化率）和高频

（４７００Ｈｚ）磁化率（ ｈｆ）采用 ＢａｒｔｉｎｇｔｏｎＭＳ２磁化

率仪测量，并由公式：ｆｄ％＝（ｌｆ－ ｈｆ）／ ｌｆ×１００％

计算得到百分比频率磁化率（ｆｄ％）．非磁滞剩余磁

化强度（ＡＲＭ）使用Ｄ２０００型交变退磁仪（设定交

变场峰值为１００ｍＴ，直流场为１００μＴ）测量，之后

在 ＭｏｌｓｐｉｎＭｉｎｉｓｐｉｎ小旋转磁力仪测量并由公式：

ＡＲＭ＝ＡＲＭ／１００μＴ计算得到非磁滞磁化率（ ＡＲＭ
）．

不同场强的等温剩磁（ＩＲＭ）及饱和等温剩磁（ＳＩＲＭ，

ＳＩＲＭ＝ＩＲＭ１Ｔ）利用 ＡＳＣＩＭ１０３０脉冲磁力仪和

ＭｏｌｓｐｉｎＭｉｎｉｓｐｉｎ小旋转磁力仪测量，并由公式：

犛ｒａｔｉｏ＝－ＩＲＭ３００ｍＴ／ＳＩＲＭ×１００％计算出犛ｒａｔｉｏ以及

通过ＩＲＭＸｍＴ线性内插获得剩磁矫顽力（犅ｃｒ）．典型

样品的磁化强度随温度变化曲线（犕犜 曲线）和磁

滞回线由ＶＦＴＢ居里秤在空气环境中测得，温度变

化为室温至７００℃．

加热前后的漫反射光谱使用岛津 ＵＶ２６００紫

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测试，测试波长范围为４００～

７００ｎｍ，扫描间隔为１ｎｍ，并对结果进行一阶导数

处理．样品前处理及实验流程见吕镔等（２０１９）．

粒度参数采用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３０００激光粒度仪测

试，测试范围为０．０２～１０００μｍ．测试前对样品进行

前处理以去除碳酸盐和有机质，粒度前处理步骤见

马兴悦等（２０１９）．

以上实验均在福建师范大学湿润亚热带山地生

态重点实验室完成．

２　实验结果

２．１　常温磁学参数特征

常温磁学参数及其比值可反映样品磁性矿物的

基本特征．如图２ａ所示，ＢＨ剖面的磁化率（ ）介于

８．０６×１０－８ｍ３·ｋｇ
－１至３８．４２×１０－８ｍ３·ｋｇ

－１之

间，平均值为２０．８６×１０－８ｍ３·ｋｇ
－１，与黄土高原相

比偏低（郭雪莲等，２０１２），但与南亚其他地方相差

不大（ＤａｒａｎｄＺｅｅｄｅｎ，２０２０）．磁化率与地层关系和

中国黄土高原典型黄土剖面相反，表现在黄土层磁

化率高，平均值为２４．５２×１０－８ｍ３·ｋｇ
－１，古土壤层

磁化率低，平均值为１３．７３×１０－８ｍ３·ｋｇ
－１．且以

ＰＳ２ 为界，在此下部磁化率低于上部，ＰＳ２ 为剖面

磁化率最低值，说明样品中亚铁磁性矿物的含量

偏低，尤其是古土壤层．图２ｂ为饱和等温剩磁

（ＳＩＲＭ）变化曲线，数值在３８．５２×１０－５Ａｍ２·ｋｇ
－１

到３５２．２０×１０－５Ａｍ２·ｋｇ
－１之间变化，与磁化率曲

线呈现出良好的正相关关系，表明磁性矿物含量变

图２　ＢＨ黄土剖面常温磁学参数随深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ｃｕｒｖｅｓｐｌｏｔｔ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ｄｅｐｔｈｏｆＢＨｓ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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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导了磁化率变化（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Ｏｌｄｆｉｅｌｄ，１９８６）．

非磁滞剩磁（
ＡＲＭ
）对单畴（ＳＤ）颗粒的变化敏感，

ＡＲＭ
均值仅为３３．９６×１０－８ｍ３·ｋｇ

－１（图２ｅ），数值

整体较小，说明ＳＤ颗粒亚铁磁性矿物含量总体不

多．百分比频率磁化率（ｆｄ％）能估算超顺磁（ＳＰ）颗

粒的相对含量（刘青松和邓成龙，２００９），当 ｆｄ％＜

３％时，基本无ＳＰ颗粒存在．如图２ｆ所示， ｆｄ％均

值小于２％，表明基本不含有ＳＰ颗粒的亚铁磁性矿物．

由于古土壤层磁化率大多低于２０×１０－８ｍ３·ｋｇ
－１，古

土壤层 ｆｄ％反映的可能是测量的误差，不能用来说

明黄土与古土壤之间ＳＰ颗粒相对含量的差异．剩

磁矫顽力（犅ｃｒ）与犛ｒａｔｉｏ常用做判断磁性矿物软硬程

度的指标．犛ｒａｔｉｏ平均值为８０．２２％，其中黄土层平

均值为８７．０８％，古土壤层平均值为６６．１８％（图

２ｃ）．ＢＨ剖面犅ｃｒ介于３２．５０～１４６．５２ｍＴ（图２ｄ），

犅ｃｒ在ＬＥ１ 最低，平均值为３７．１２ｍＴ，在ＰＳ２ 最高，

平均值为７５．９８ｍＴ．犛ｒａｔｉｏ形态与犅ｃｒ的变化趋势表

明，古土壤层比黄土层含有更高比例的硬磁性

矿物．

图３为ＢＨ剖面不同地层典型样品与印度大沙

漠表土样品的磁滞回线，大部分样品经顺磁校正后

的曲线在３００ｍＴ磁场时基本闭合，但当磁场继续

增加，曲线形态波动，表明样品中含有亚铁磁性矿

物，但含量偏少，磁性偏弱．黄土样品（图３ａ、３ｃ、３ｅ）

和沙漠样品（图３ｇ、３ｈ）的磁滞回线都呈“Ｓ”型．上部

黄土样品ＬＥ１、ＬＥ２ 和沙漠样品相似，磁滞回线呈陡

直形态，显示有较多亚铁磁性矿物主导其磁性变化，

而下部黄土样品ＬＥ３ 磁滞回线形态显示样品所含

铁磁性矿物甚少，顺磁性矿物对其影响较大．古土壤

样品除ＰＳ１（图３ｂ）有较明显磁铁矿特征外，ＰＳ２、

ＰＳ３（图３ｄ、３ｆ）校正后的磁滞回线基本呈直线，表明

古土壤层，尤其是下部古土壤层顺磁性矿物含量多，

只含有少量的亚铁磁性矿物．

２．２　高温磁学特征

利用磁化强度随温度变化曲线（犕犜 曲线）可

以判断样品中磁性矿物的种类（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敖红和邓成龙，２００７）．图４为ＢＨ剖面不同地层典

型样品和沙漠表土样品的 犕犜 曲线．犕犜 曲线显

示：黄土样品（图４ａ、４ｃ、４ｅ）和古土壤样品ＰＳ１（图

４ｂ）的加热和冷却曲线的居里点均为５８０℃，指示

了磁铁矿的存在，ＰＳ２、ＰＳ３（图４ｄ、４ｆ）则无明显的居

里点，说明以顺磁性矿物为主．ＬＥ１ 和ＬＥ２ 加热曲

线位于冷却曲线之上，可能与加热过程中磁赤铁矿

转化为赤铁矿有关（Ｌｉ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９）．而ＰＳ２和ＰＳ３ 冷

却曲线位于加热曲线之上，说明加热过程中有弱磁性

矿物（如含铁硅酸盐）向强磁性矿物转化．黄土样品

ＬＥ２、ＬＥ３ 和古土壤样品ＰＳ１、ＰＳ２ 加热曲线从室温

到１２０℃下降，１２０～３００℃升高，可能是由于针铁

矿在加热过程中转化为磁赤铁矿造成磁化强度增

强．沙漠样品（图４ｇ、４ｈ）也显示出５８０℃的居里点，

表明存在磁铁矿，与ＬＥ１ 相差不大，说明ＬＥ１ 阶段

可以代表现今印度大沙漠边缘地区的磁学信号．所

有样品的磁化强度在温度达到磁铁矿居里点之后仍

未降至０，反映出样品中可能还含有其他硬磁性矿

物（如赤铁矿）．

２．３　漫反射光谱特征

热磁曲线受多种磁性矿物影响，导致针铁矿、赤

铁矿等弱磁性矿物信号可能被掩盖，漫反射光谱的

图３　ＢＨ剖面典型样品与沙漠样品磁滞回线（实线为原始曲线，虚线为顺磁校正后曲线）

Ｆｉｇ．３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ｌｏｏｐｓｏｆＢ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ｄｅｓｅｒ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ｕｒｖｅｓ，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ａｆｔｅｒｐａｒ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９２９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４卷　

图４　ＢＨ剖面典型样品与沙漠样品犕犜 曲线（黑线表示加热曲线，灰线表示冷却曲线）

Ｆｉｇ．４　犕犜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Ｂ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ｄｅｓｅｒ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ｇｒｅｙ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ｏｏｌ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

一阶导数可以有效识别针铁矿和赤铁矿并进行定量

或半定量分析．通常情况下，赤铁矿一阶导数特征峰

位于５６５～５７５ｎｍ，针铁矿则为５３５ｎｍ的主峰和

４３５ｎｍ的次峰，特征峰随其含量的增加而升高且向

高波长方向移动（周玮等，２００７；刘力等，２０２０）．

ＢＨ剖面代表性样品的漫反射光谱一阶导数曲线如

图５所示，黄土和古土壤样品主要显示出４３５ｎｍ和

５２０ｎｍ的针铁矿特征峰，针铁矿主峰偏离５３５ｎｍ，

且次峰高于主峰．可能是由于剖面中黏土矿物含量

高，其产生的基体效应导致针铁矿主峰向低波长方

向移动（季峻峰等，２００７），同时黏土矿物４４０ｎｍ的

特征峰也会对针铁矿的次峰产生增强效应，导致次

峰高于主峰．为减少黏土矿物对针铁矿漫反射光谱

的干扰，对样品加热３００℃后进行测量．加热后样品

的一阶导数曲线针铁矿特征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４４０ｎｍ的黏土矿物特征峰和５６５ｎｍ的赤铁矿特征

峰，表明样品中含有针铁矿，在加热过程中转变为赤

铁矿，并且加热前４３５ｎｍ的特征峰也确有黏土矿

物的贡献．加热前古土壤层针铁矿主峰峰高高于黄

土层，与黄土高原相反，峰位也出现在更大的波长位

置，显示出古土壤层针铁矿的含量高于黄土层．我们

用针铁矿对应的一阶导数主峰的峰高（犺（Ｈｍ））来

半定量针铁矿的相对含量，ＢＨ 剖面针铁矿相对含

量与磁化率的比值如图６所示．比值在古土壤层高，

黄土层低，说明针铁矿在古土壤层对磁化率的相对

贡献高．

２．４　粒度特征

粒度可以用来指示沉积物的搬运动力、沉积环

图５　ＢＨ剖面代表性样品的漫反射光谱一阶导数曲线

（ｏｒｉ代表加热前样品，３００℃代表３００℃加热后样品）

Ｆｉｇ．５　Ｆｉｒｓｔ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Ｂ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ｐｒｅ

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３００℃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ｓａｍｐｌｅｈｅａｔｅｄｂｙ３００℃）

境和成壤作用（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杨石岭和丁仲礼，

２０１７）．如图７ａ所示，ＢＨ剖面中值粒径犱（０．５）总体

介于７．５５～１０４．８８μｍ之间，平均值为５９．９２μｍ．

黄土层与古土壤层的犱（０．５）差异大，黄土层颗粒

平均值为７８．１３μｍ，整体较粗，而古土壤样品的平

均值为２１．０６μｍ，不到黄土层粒径的三分之一．古

土壤层以粉砂为主，２～６３μｍ 组分平均含量为

７６．２９％，而黄土层以粉砂和极细砂为主，＞６３μｍ

组分平均含量为６１．９７％（图７ｃ、７ｄ），与野外考察发

现黄土层粗颗粒组分含量多较为符合．细颗粒组分

（＜２μｍ）与粗颗粒组分（＞６３μｍ）表现出明显的反

相关关系，反映了ＢＨ 剖面粒度组分变化趋势可能

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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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ＢＨ剖面针铁矿一阶导数主峰峰高（犺（Ｈｍ））与

磁化率（ ）比值随深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６　Ｇｏｅｔｈｉｔ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ｅａｋ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ｆｉｒｓｔ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犺（Ｈｍ））

ｔ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ｉｎＢＨｓｅｃｔｉｏｎ

与黄土高原相同，粗颗粒组分和细颗粒组分分别受风

力和成壤作用的影响（鹿化煜和安芷生，１９９８）．ＢＨ剖

面＜２μｍ组分含量黄土层（平均为２．５４％）明显少

于古土壤层（平均为８．２５％）（图７ｂ），说明古土壤层

颗粒细，成壤作用强．曲线总体趋势与黄土古土壤

地层对应良好，古土壤层颗粒相比黄土层颗粒更细．

３　讨论

３．１　巴基斯坦黄土的沉积环境

磁性特征与沉积物来源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

此在研究磁学特征及其变化之前需要对沉积环境进

行分析．ＢＨ剖面的粒度参数与地层对应良好，黄土

层粗颗粒含量多，古土壤层细颗粒含量多（图８），与

典型黄土剖面一致，暗示了气候旋回对黄土沉积和

沉积后成壤作用的深刻影响．图８ａ、８ｂ分别为巴基

斯坦黄土和古土壤样品的粒度频率分布曲线，显示

其粒度分布范围在０～３５０μｍ，众数粒径集中在１５～

９５μｍ．分布形态呈现多峰偏负态非对称分布，全部

样品都在１～２μｍ有一个小峰，主峰偏向粗颗粒一

侧，与西峰样品（图８ｃ、８ｄ）相似，指示着ＢＨ剖面沉

积物的风成成因．

古土壤样品除ＰＳ１ 含有少量粗颗粒外，其他样

品的主峰出现在１０～３０μｍ，与西峰古土壤样品相

差不大．但与西峰黄土样品相比，巴基斯坦黄土样品

的粒度偏粗，其ＬＥ１、ＬＥ２ 样品的主峰达到了１００μｍ．

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ｈｅ（２０１３）认为粗粉砂和细砂在向沙地

或沙丘带过渡的边缘黄土地区占主导地位，例如，在

黄土高原北部沙漠边缘地区，沉积黄土的主要粒度

组分为细砂（丁峰等，２０１７），与黄土高原南部黄土

明显不同（丁仲礼等，１９９８）．印度Ｊａｉｐｕｒ附近风成

黄土的中值粒径可达 ４８～６８μｍ（Ｌｉ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Ｐｙｅ（１９８７）提出＞６３μｍ的砂级颗粒组分以

跃移方式搬运，只能在几厘米到几米的垂直高度和

水平方向上移动．ＬＥ１ 中 ＞６３μｍ 的组分约占

７０％，为砂黄土，沉积速率快．ＬＥ２ 粒度较西峰黄土

粗以及ＰＳ１ 含有粗颗粒，表明含有更多的近源粗颗

粒物质，可能是由于采样地处于印度大沙漠边缘（图

１ａ）的缘故．

３．２　巴基斯坦黄土古土壤磁学特征差异

ＢＨ剖面磁化率值总体低于黄土高原，磁化率

最大的ＬＥ１ 均值也仅为２８．３７×１０
－８ｍ３·ｋｇ

－１，与

黄土高原西北部最不发育的黄土层相差不大（刘现

彬等，２０１２），但典型剖面如西峰强发育古土壤层磁

化率可达３００×１０－８ｍ３·ｋｇ
－１以上，ＢＨ 剖面与其

相比相差一个数量级．对６个印度大沙漠表土样品的

磁化率测量显示， 均值为３７．０９×１０－８ｍ３·ｋｇ
－１．低

于与黄土高原相邻的腾格里沙漠边缘表土样品的磁

化率（均值为６３．８０×１０－８ｍ３·ｋｇ
－１）（李平原等，

２０１２），源区的亚铁磁性矿物含量较少造成ＢＨ剖面

黄土沉积物的磁性偏低．但沙漠样品磁化率与ＢＨ

剖面黄土层相差不大，说明黄土层基本没有明显的

成壤作用．与物源的影响相比，黄土高原成壤作用是

磁化率增大的重要原因，成壤生成的细颗粒磁赤铁

矿使得古土壤层磁化率比黄土层增大近十倍．而

ＢＨ剖面黄土层磁化率出现高值，古土壤层磁化率

值低，与黄土高原典型剖面磁化率与地层的关系

相反．

磁性矿物种类和含量方面，对比黄土与古土壤

的磁学特征，可以发现黄土层的犕犜 曲线与沙漠样

品相似，都显示了５８０℃的居里点，表明以磁铁矿为

主．除此之外，还含有少量磁赤铁矿．古土壤层除

ＰＳ１ 显示出居里点外，其余都只表现出顺磁性矿物

的特征，表明样品中磁铁矿含量少，或者几乎不含磁

铁矿．而ＤＲＳ结果（图５、图６）显示了古土壤层针铁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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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ＢＨ剖面粒度参数随深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ｃｕｒｖｅｓｐｌｏｔｔ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ｄｅｐｔｈｏｆＢＨ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８　ＢＨ剖面（ａ，ｂ）和西峰剖面（ｃ，ｄ）黄土古土壤粒度频率分布曲线

Ｆｉｇ．８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ｌｏｅｓｓ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ｆｒｏｍＢ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ｂ）ａｎｄＸｉｆｅ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ｄ）

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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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含量高于黄土层，对磁化率的相对贡献程度也高

于黄土层，说明黄土层与古土壤层所含的磁性矿物

种类和含量不完全一致，黄土层以磁铁矿为主，还含

有少量磁赤铁矿和针铁矿，古土壤层则是以针铁矿

为主，含有顺磁性矿物和极少量的磁铁矿．

磁性颗粒大小方面，在中国黄土高原， ｆｄ％和

ＡＲＭ
等磁学参数是指示细颗粒如ＳＰ和ＳＤ颗粒相

对含量的有效指标．然而，ＢＨ剖面古土壤层以弱磁

性矿物为主，磁化率低．因此，ｆｄ％在古土壤层可能

更多反映的是测量的误差，其他指标也仅能反映大

体的磁颗粒特征，即古土壤样品基本不含ＳＰ颗粒，

含有少部分ＳＤ颗粒．但黄土层的主要磁性矿物为

磁铁矿，适用这些指标．黄土层的Ｄｅａｒｉｎｇ图显示黄

土样品主要落在 ＭＤ＋ＰＳＤ范畴（图９），和沙漠样

品相似，说明黄土层以源区原生的 ＭＤ和ＰＳＤ颗粒

为主．

图９　ＢＨ剖面黄土样品和沙漠样品Ｄｅａｒｉｎｇ图

Ｆｉｇ．９　ＤｅａｒｉｎｇｐｌｏｔｓｏｆＢ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ｏｅｓｓ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

ｄｅｓｅｒｔｓａｍｐｌｅｓ

３．３　巴基斯坦黄土古土壤磁化率变化机制

目前解释磁化率与成壤强度呈反相关关系的主

要机制有“风速论”和“湿润性成壤模式”．“风速论”

强调磁化率受风速作用的影响，直观地表现为粒度

与磁化率的正相关关系（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ＢＨ剖

面粒度特征在黄土层粗，在古土壤层细，似乎符合

“风速论”模式．然而，“风速论”的应用前提应当是以

物理风化为主，至少没有明显化学变化的黄土古土

壤剖面．磁性矿物一旦被成土改变，不同于沉积时受

风力影响的原始磁性矿物，那么“风速论”就失去了

应用前提（刘秀铭等，２０１１）．巴基斯坦ＢＨ 剖面可

以直观地观察到黄土古土壤的交互层，且存在根

迹、虫孔、白色钙膜等古土壤特征，黄土层和古土壤

层的磁性矿物种类和含量也不完全一致，说明风积

物降落后已经受到改造．因此，“风速论”可能不适合

整个ＢＨ剖面磁性特征的解释．

图１０显示，当 ＜１２．８×１０
－８ｍ３·ｋｇ

－１即成壤

作用相对较强时，ＳＩＲＭ 与 的相关性明显比 ＞

１２．８×１０－８ｍ３·ｋｇ
－１成壤作用相对较弱时减弱．指

示磁性矿物软硬程度指标的犅ｃｒ和犛ｒａｔｉｏ与 的关系

也都由明显的负／正相关转变为较弱的负／正相关，

说明在成壤过程中可能产生了其他硬磁性矿物导致

相关性减弱．这可能表明磁化率在ＢＨ剖面的变化

存在一个阈值１２．８×１０－８ｍ３·ｋｇ
－１，在此值之上，

成壤较弱，原生的强磁性矿物占主导；此值之下，成

壤较强，但没有形成细小的超顺磁颗粒的亚铁磁性

矿物，虽然磁性矿物粒径变细，反而是导致硬磁性矿

物和顺磁性矿物相对富集．这类似于西伯利亚黄土

在间冰期过度湿润条件下，强磁性矿物转变为弱磁

性矿物，从而导致磁化率降低的“湿润性成壤模式”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刘秀铭等，２０１４）．

图１０　ＢＨ剖面磁化率与其它磁学参数相关关系（黑色圆点代表 ＞１２．８×１０
－８ｍ３·ｋｇ

－１样品，

灰色圆点代表 ＜１２．８×１０
－８ｍ３·ｋｇ

－１样品）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Ｂ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ｌａｃｋｎｏｔ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ｉｔｈ ＞１２．８×１０
－８ｍ３·ｋｇ

－１，ｇｒｅｙｎｏｔ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ｉｔｈ ＜１２．８×１０
－８ｍ３·ｋｇ

－１）

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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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ｕ等（２０１７）对印度恒河平原风成黄土的研究

表明黄土主要是由印度夏季风从沙漠搬运而来，与

中国及西伯利亚地区主要由冬季风搬运而来完全不

同，夏季风带来沉积物的同时也带来更多的降水．

ＢＨ剖面位置与之相似，都位于夏季盛行风的下风

向，黄土可能也由西南季风搬运而来．野外观察也发

现巴基斯坦的古土壤呈现褐色褐黄色，不同于黄土

高原古土壤的红褐色，说明与黄土高原的沉积环境

不同．因而，ＢＨ 剖面黄土古土壤地层可能蕴含着

印度西南季风的信息，磁化率与黄土古土壤地层的

对应关系也不能单纯的套用已有的各种模式，值得

以后进一步探究．

４　结论

本文对巴基斯坦Ｂａｈａｗａｌｐｕｒ黄土古土壤剖面

进行系统的环境磁学研究，并结合粒度和漫反射光

谱综合分析，是对印度河平原风成黄土在巴基斯坦

境内的首次报道，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１）ＢＨ剖面黄土层主要的载磁矿物为磁铁矿，

同时含有少量磁赤铁矿和针铁矿，磁性颗粒以原生

的 ＭＤ和ＰＳＤ颗粒为主．相对于黄土层，古土壤层

则是以针铁矿为主，含有顺磁性矿物和少量磁铁矿．

表明古土壤层经历了明显的成土改造作用．

（２）黄土古土壤磁化率的变化趋势与中国黄土

高原相反，磁化率的变化可能存在一个阈值１２．８×

１０－８ｍ３·ｋｇ
－１，在阈值之上，强磁性矿物（磁铁矿、

磁赤铁矿）占主导；阈值之下，以弱磁性矿物（主要是

针铁矿）为主，这种磁性矿物的转变可能导致磁化率

降低．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ＡｋｒａｍＨ，ＹｏｓｈｉｄａＭ，ＡｈｍａｄＭＮ．１９９８．Ｒｏｃｋ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ｔｈｅ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Ｌｏｅｓｓ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 ＨａｒｏＲｉｖｅｒａｒｅａ，

Ａｔｔｏｃｋｂａｓｉ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ｓ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ｐｒｏｘ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

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犈犪狉狋犺，犘犾犪狀犲狋狊犪狀犱犛狆犪犮犲，５０（２）：１２９１３９，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６／ＢＦ０３３５２０９４．

ＡｏＨ，ＤｅｎｇＣＬ．２００７．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２（２）：４３２

４４２，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２９０３．２００７．０２．０１５．

ＢｅｇéｔＪＥ，ＨａｗｋｉｎｓＤＢ．１９８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ｏｒｂｉｔ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ｌｏｅ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ｌａｓｋａ．犖犪狋狌狉犲，３３７

（６２０３）：１５１１５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３３７１５１ａ０．

ＢｅｇéｔＪＥ，ＳｔｏｎｅＤＢ，ＨａｗｋｉｎｓＤＢ．１９９０．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ｆｏｒｃｉｎｇ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ｌａｓｋａｎｌｏｅｓ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ｌａｔｅ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犌犲狅犾狅犵狔，１８（１）：４０４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９１

７６１３（１９９０）０１８２．３．ｃｏ；２．

ＢｉｂｉＭ，ＷａｇｒｅｉｃｈＭ，Ｉｑｂａｌ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ｌａ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ｅｓｈａｗａｒ

Ｂａｓｉ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５５（１）：６７１６９３，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２／ｇｊ．３４４５．

ＤａｒＲ Ａ，Ｚｅｅｄｅｎ Ｃ．２０２０．ＬｏｅｓｓＰａｌａｅｏｓｏ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

ＫａｓｈｍｉｒＶａｌｌｅｙ，ＮＷ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Ａｒｅｖｉｅｗ．犉狉狅狀狋犻犲狉狊犻狀犈犪狉狋犺

犛犮犻犲狀犮犲，８：１１３，ｄｏｉ：１０．３３８９／ｆｅａｒｔ．２０２０．００１１３．

ＤｉｎＮ，ＹｏｓｈｉｄａＭ．１９９７．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

Ｌｏｅｓｓ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ＡｔｔｏｃｋＢａｓｉ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ｔｓ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３６（１）：４３５３，ｄｏｉ：１０．４１１６／

ｊａｑｕａ．３６．４３．

ＤｉｎｇＦ，ＴａｎｇＪＮ，ＳｕＺ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Ｌｓａｎｄｌｏｅ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ＫｕｍｔａｇｈＤｅｓｅｒｔ．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７

（１）：３６４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２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７．０１．０４．

ＤｉｎｇＺＬ，ＳｕｎＪＭ，ＹａｎｇＳ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ａｔｈｉｃｋｒｅｄｃｌａｙｌｏｅｓ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ｔ

Ｌｉｎｇｔａｉ，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８（１）：８６９４．

ＧｕｏＸＬ，ＬｉｕＸＭ，Ｇｕｏ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Ｓ５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ｉｎＢａｏｊｉＳｅｃｔｉｏｎ．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２

（４）：７８５７９４，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２．０４．２４．

ＨｅｌｌｅｒＦ，ＬｉｕＴＳ．１９８２．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ｌｏｅ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犖犪狋狌狉犲，３００（５８９１）：４３１４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３００４３１ａ０．

ＪｉＪＦ，ＣｈｅｎＪ，Ｂａｌｓａｍ Ｗ，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ｈｅｍａｔｉｔｅａｎｄｇｏｅｔｈ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ｒｙａｎｄｈｕｍｉｄ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

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７（２）：２２１２２９，ｄｏｉ：１０．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０７．０２．００７．

ＬｉＰＹ，ＬｉｕＸ Ｍ，Ｌｉｕ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ｔｏｐｓｏｉｌ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ｄｇｅｏｆＴｅｎｇｇｅｒＤｅｓｅｒｔ，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２（４）：７７１

７７６，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２．０４．２２．

ＬｉＹ，ＳｏｎｇＹＧ，ＫａｔｈｒｙｎＥＦ，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Ｅｏｌｉａｎｄｕｓｔ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ａｌｏｅｓｓ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ｌｉＢａｓｉｎ，犆犾犻犿犪狋犲

狅犳狋犺犲犘犪狊狋，１４（３）：２７１２８６，ｄｏｉ：１０．５１９４／ｃｐ１４２７１２０１８．

ＬｉｕＬ，ＣｈｅｎｇＴ，ＷｕＣ，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Ｈｅｍａｔｉｔｅａｎｄｇｏｅｔｈｉｔ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ｔｈｅｄｕｓ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ｉｓｌａ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ａｎｄｉｔｓ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犃犮狋犪犛犲犱犻犿犲狀狋狅犾狅犵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８（３）：５１８５２７，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２７／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

０５５０．２０１９．０５９．

ＬｉｕＱＳ，ＤｅｎｇＣＬ，Ｙｕ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ａｎａｒｇ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ｐｅｄ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ａｌａｅｏｓｏｌｓ．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１６１（１）：１０２１１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３６５２４６Ｘ．２００５．

０２５６４．ｘ．

ＬｉｕＱＳ，ＤｅｎｇＣＬ，ＴｏｒｒｅｎｔＪ，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 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犛犮犻犲狀犮犲

犚犲狏犻犲狑狊，２６（３４）：３６８３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ｑｕａｓｃｉｒｅｖ．２００６．０８．００４．

４３９



　３期 何玲珊等：巴基斯坦Ｂａｈａｗａｌｐｕｒ黄土岩石磁学特征及磁化率变化机制研究

ＬｉｕＱＳ，ＤｅｎｇＣＬ．２００９．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２（４）：

１０４１１０４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０９．０４．０２１．

ＬｉｕＸＢ，ＸｉａＤＳ，Ｊｉａ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Ｊｉｕｚｈｏｕｔａｉ

ｌｏｅｓｓｉｎＬａｎｚｈｏｕ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

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２（４）：７６１７７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

７４１０．２０１２．０４．２１．

ＬｉｕＸＭ，ＨｅｓｓｅＰ，ＲｏｌｐｈＴ．１９９９．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ｍａｇｈａｅｍｉｔ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ｅｏｌｉａｎｏｒｐｅｄｏｇｅｎｉｃ？．犘犺狔狊犻犮狊狅犳狋犺犲犈犪狉狋犺犪狀犱犘犾犪狀犲狋犪狉狔

犐狀狋犲狉犻狅狉狊，１１２（３４）：１９１２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０３１９２０１（９９）００００２３．

ＬｉｕＸＭ，ＬｉｕＴＳ，Ｐａｕｌ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Ｔｗｏｐｅｄｏｇｅｎ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

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Ｓｉｂｅｒｉａｎｌｏｅｓｓ．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犛犲狉犻犲狊犇：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５１（２）：２８４２９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１４３０００７０１４５２．

ＬｉｕＸＭ，ＭａＭ Ｍ，ＨｅｓｓｅＰ，ｅｔａ１．２０１１．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ｌｏｅ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１（５）：８３７８４８，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１．０５．０８．

ＬｉｕＸＭ，ＬüＢ，ＭａｏＸ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Ｉｒｏ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ｏｆａｅｏｌｉａ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ｖａｒｙｗｉｔ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

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４（３）：４４３４５７，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

７４１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１．

ＬｉｕＸＭ，ＭａＭ Ｍ，ＷｕＨＢ，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ｅｏｌｉａｎ

ｌｏｅ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ＧａｎｇｅｔｉｃＰｌａｉｎ （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犛犮犻犲狀犮犲犆犺犻狀犪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６０（３）：４２８４３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１４３００１６５１６７１．

ＬｕＨＹ，ＡｎＺＳ．１９９８．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ｏｆ

ｌｏｅｓｓ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犛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

犛犲狉犻犲狊犇：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４１（６）：６２６６３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ＢＦ０２８７８７４５．

ＬüＢ，ＬｉｕＸ Ｍ，Ｇｕｏ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Ｓｈａｘｉ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ｕｍｉｎ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犃犮狋犪犛犲犱犻犿犲狀狋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７（３）：５１９５３１，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２７／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

０５５０．２０１８．１５５．

ＭａＸＹ，ＬüＢ，ＺｈａｏＧ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Ｌｉｘｉａｎｌｏｅｓｓ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９（５）：１３０７１３１９，

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２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９．０５．２２．

ＭａｈｅｒＢ Ａ．２０１６．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ａｌａｅｏｓｏ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犛犮犻犲狀犮犲

犚犲狏犻犲狑狊，１５４：２３８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ｑｕａｓｃｉｒｅｖ．２０１６．０８．００４．

ＰｙｅＫ．１９８７．ＡｅｏｌｉａｎＤｕｓｔａｎｄＤｕｓ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３３４．

ＲｅｎＹＣ，ＬｉＸＳ，ＨａｎＺＹ，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ＸｉａｓｈｕＬｏｅｓ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ａｌｅｏ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３（５）：２０２４２０３５，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２０Ｎ０４００．

ＲｅｎｄｅｌｌＨＭ，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ＰＤ．１９８８．Ｔｈｅｒｍ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ｄａｔｉｎｇｏｆ

ａ１０ｍｌｏｅｓ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犛犮犻犲狀犮犲犚犲狏犻犲狑狊，７

（３４）：２５１２５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０２７７３７９１（８８）９００１２１．

ＲｕｔｔｅｒＮＷ，ＲｏｋｏｓｈＤ，ＥｖａｎｓＭ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ｓａｎｄｌｏｅｓｓａｃｒｏｓ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

Ａｓｉａ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ｉｎｔｅｒｇｌａｃｉａｌｇｌａｃｉａｌｃｙｃｌｅ．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６０

（１）：１０１１０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０３３５８９４（０３）０００６９３．

ＳｕｎＪＭ．２０２０．Ｌｏｅｓ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ｅａｒｔｈｓｐｈｅｒ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４０（１）：１７，

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２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２０．０１．０１．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Ｒ，ＯｌｄｆｉｅｌｄＦ．１９８６．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

ＡｌｌｅｎａｎｄＵｎｗｉｎ，１２２７．

ＶａｎｄｅｎｂｅｒｇｈｅＪ．２０１３．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ｏｆ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ｗｉｎｄｂｌｏｗ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ｐｒｏｘｙｆ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犚犲狏犻犲狑狊，

１２１：１８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ａｒｓｃｉｒｅｖ．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１．

ＷａｒｗｉｃｋＰＤ，ＷａｒｄｌａｗＢＲ．２００７．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ｔｗａｒ

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ｒｅａ，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Ｕ．Ｓ．）．

ＹａｎｇＳＬ，ＤｉｎｇＺＬ．２０１７．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ｏｆｌｏｅｓ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ｐａｌａ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犙狌犪狋犲狉狀犪狉狔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７（５）：

９３４９４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２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２．

ＺｅｎｇＭＸ，ＳｏｎｇＹＧ，Ｌｉ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Ｉｌｉ

ｌｏｅｓｓ，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

５４（４）：１８８９１９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ｇｊ．３１８２．

ＺｈｏｕＬＰ，ＯｌｄｆｉｅｌｄＦ，ＷｉｎｔｌｅＡ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０．Ｐａｒｔｌｙｐｅｄｏｇｅｎ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ｅｓｓ．犖犪狋狌狉犲，３４６（６２８６）：

７３７７３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３４６７３７ａ０．

ＺｈｏｕＷ，ＪｉＪＦ，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ｅｔｈｉｔｅ

ａｎｄｈｅｍａｔｉｔｅｉｎｒｅｄｃｌａｙｂｙ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犺犻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犻犲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３（４）：

７３０７３６，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７４９３．２００７．０４．０１７．

ＺｈｕＲＸ，ＡｌｅｘｅｙＫ，Ｇａｌｉｎ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Ｒｏｃｋ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ｉｂｅｒｉａｌｏｅｓ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犮犻犲狀犮犲犅狌犾犾犲狋犻狀，４５（２３）：

２１９２２１９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ＢＦ０２８８６３２８．

附中文参考文献

敖红，邓成龙．２００７．磁性矿物的磁学鉴别方法回顾．地球物理学

进展，２２（２）：４３２４４２，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２９０３．２００７．

０２．０１５．

丁峰，唐进年，苏志珠等．２０１７．库姆塔格沙漠东南缘ＢＬ砂黄土剖

面的沉积过程与物源分析．第四纪研究，３７（１）：３６４４，ｄｏｉ：

１０．１１９２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７．０１．０４．

丁仲礼，孙继敏，杨石岭等．１９９８．灵台黄土红粘土序列的磁性地

层及粒度记录．第四纪研究，１８（１）：８６９４．

郭雪莲，刘秀铭，郭晖等．２０１２．宝鸡剖面Ｓ５古土壤磁化率变化机

制．第四纪研究，３２（４）：７８５７９４，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

７４１０．２０１２．０４．２４．

季峻峰，陈骏，ＢａｌｓａｍＷ等．２００７．黄土剖面中赤铁矿和针铁矿的

定量分析与气候干湿变化研究．第四纪研究，２７（２）：２２１２２９，

ｄｏｉ：１０．３３２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０７．０２．００７．

李平原，刘秀铭，刘植等．２０１２．腾格里沙漠边缘表土磁学性质及

其意义．第四纪研究，３２（４）：７７１７７６，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２．０４．２２．

刘力，程婷，吴超等．２０２０．长江三角洲东部岛屿风尘堆积赤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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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针铁矿含量及古气候意义．沉积学报，３８（３）：５１８５２７，ｄｏｉ：

１０．１４０２７／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０５５０．２０１９．０５９．

刘青松，邓成龙．２００９．磁化率及其环境意义．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４）：

１０４１１０４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０９．０４．０２１．

刘现彬，夏敦胜，贾佳等．２０１２．兰州九州台黄土磁性特征及其古

气候意义研究．第四纪研究，３２（４）：７６１７７０，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２．０４．２１．

刘秀铭，马明明，ＨｅｓｓｅＰ等．２０１１．澳大利亚黄土磁学性质及环境

意义．第四纪研究，３１（５）：８３７８４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１．０５．０８．

刘秀铭，吕镔，毛学刚等．２０１４．风积地层中铁矿物随环境变化及

其启示．第四纪研究，３４（３）：４４３４５７，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１．

鹿化煜，安芷生．１９９８．黄土高原黄土粒度组成的古气候意义．中

国科学（Ｄ辑：地球科学），２８（３）：２７８２８３．

吕镔，刘秀铭，郭晖等．２０１９．福建白垩系沙县组地层磁学特征及

　　其环境意义．沉积学报，３７（３）：５１９５３１，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２７／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０５５０．２０１８．１５５．

马兴悦，吕镔，赵国永等．２０１９．川西高原理县黄土磁学特征及其

影响因素．第四纪研究，３９（５）：１３０７１３１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２８／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９．０５．２２．

任翌成，李徐生，韩志勇等．２０２０．基于地磁场相对古强度变化的

下蜀黄土年代序列及其古气候意义．地球物理学报，６３（５）：

２０２４２０３５，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２０Ｎ０４００．

孙继敏．２０２０．黄土沉积与地球圈层相互作用．第四纪研究，４０

（１）：１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２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２０．０１．０１．

杨石岭，丁仲礼．２０１７．黄土高原黄土粒度的空间变化及其古环境

意义．第四纪研究，３７（５）：９３４９４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２８／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７４１０．２０１７．０５．０２．

周玮，季峻峰，ＷｉｌｌｉａｍＢ等．２００７．利用漫反射光谱鉴定红粘土中

针铁矿和赤铁矿．高校地质学报，１３（４）：７３０７３６，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７４９３．２００７．０４．０１７．

（本文编辑　胡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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