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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红树林区沉积物粒度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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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沉积物粒度分布是物质来 源、沉积区水动力环境、输移能力和输移路线的综合反 映, 也是 影响物质 分布的重要 因
素. 本文结合各种环境因素对中国主要红树林区 表层沉积物的粒度分 布特征进 行了分析. 结果表 明, 中 国红树 林区表 层
沉积物中粒度分布呈现砂粒> 粉粒> 粘粒和粉粒> 砂粒> 粘粒两种 趋势. 砂粒 与 pH 值、盐度显 著负相 关, 粉 粒和粘 粒
与 pH 值、盐度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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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
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
[ 1]
植物群落 . 在我国, 红树林主要分布于海南、广东、
广
西、
福建、
香港及台湾沿海 [ 2] , 其环境特征是高温潮湿、
日照充足、
土壤盐渍化、
富含有机质的海滩. 红树林作
为河口、
海岸生态系统初级生产者支撑着陆域和海域
生态系统, 为近岸和陆缘生物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 也
为鸟类、
昆虫、鱼虾、贝类、藻和菌类提供 栖息繁衍场
所, 并构成复杂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关系. 由于红树林凋
落物残留于林地使林区沉积物具有较高的有机质, 同
时红树林内潮水流动缓慢、
粘土淤泥和有机碎屑颗粒
细小, 有利于重金属在林内沉积物中累积[ 3] , 而沉积物
粒度分布是物质来源、
沉积区水动力环境、
输移能力和
输移路线的综合反映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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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对红树林地区的沉积物特征进
主要红树林区沉积物特征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分析,

北仑河口、
钦洲湾和大冠沙; 福建省的福鼎姚家屿、惠
安洛阳桥、
盐田鹅湾和龙海浮宫, 采样区基本涵盖了中

以便了解中国红树林的沉积物类型以及沉积物的分布

国主要的红树林区. 样区分布示意图见图 1.

规律, 为进一步了解红树林湿地中重金属的迁移转化

在各采样点, 采用随机采样法布点. 利用沉积物采
样器采取表层沉积物( 约 0~ 20 cm ) , 拣出树枝、落叶

行了相关研究[ 5-

7]

,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

规律提供基础资料.

等杂物, 放入洁净的自封袋内密封, 带回实验室, 自然

材料与方法

1
1. 1

样品采集
2006 年 9、10、11 月沿海岸线, 在中国海南省、广

东省、
广西自治区和福建省四个地区共选择 12 个主要
红树林区进行样品采集. 这包括海南省的三亚河、东寨
港; 广东省的湛江高桥、
深圳福田; 广西自治区的山口、
收稿日期: 2008-11-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0676064, 30530150)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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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干, 研磨, 过筛, 测定. 其中, 采样器具均经过严格清
洗.

1. 2

样品测定

称取过 1 m m 筛的样品 1. 00 g, 用 0. 5 mol/ L 六
偏磷酸钠 3 m L 浸泡 12 h, 用英国 M alver n 公司生产
的 Mastersizer 2000 型激光粒度分析仪测定样品粒度,
各粒级质量百分数由该仪器从模板中生成. 粒度分级
按照前苏联卡庆斯基土壤粒度分级标准[ 8] , 分 析了 3
~ 1 mm, 1~ 0. 25 mm, 0. 25~ 0. 05 m m, 0. 05~ 0. 01
mm , 0. 01~ 0. 005mm , 0. 005~ 0. 001mm ,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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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 ab. 1

2008 年

中国主要红树林区表层沉积物粒度分布

Distributio n o f g rain size in sediments f rom mang rov e wetlands of China

(%)

粒 径大小/ mm
省份

砂粒

地点

粉粒

粗砂

中砂

细砂

粗粉粒

3~ 1

1~ 0. 25

0. 25~ 0. 05

中粉粒

细粉粒

粘粒

沉积物

< 0. 001

质地

0. 05~ 0. 01 0. 01~ 0. 005 0. 005~ 0. 001

0. 66 ? 0. 51

18. 65? 1. 08 53. 09? 1. 65

17. 42 ? 1. 07 4. 72? 0. 37

4. 76? 0. 44

0. 71? 0. 08

混合滩

1. 7? 0. 25

11. 12? 0. 8

42. 35? 2. 01

28. 28 ? 1. 21 7. 37? 0. 33

7. 52? 0. 39

1. 65? 0. 11

混合滩

广东 深圳福田

1. 87 ? 0. 42

9. 11 ? 1. 51

12. 17? 0. 67

35. 11 ? 0. 95 19. 51 ? 0. 74 19. 22 ? 0. 76 3. 01? 0. 13

混合滩

湛江高桥

0. 91 ? 0. 16

11. 84? 1. 49 23. 62? 1. 21

31. 23 ? 1. 31 14. 45 ? 0. 53 15. 78 ? 0. 56 2. 18? 0. 07

混合滩

0. 07 ? 0. 01

8. 01 ? 0. 05

32. 3? 0. 48

15. 45 ? 0. 36 16. 61 ? 0. 44 1. 96? 0. 06

混合滩

大冠沙

10. 7 ? 0. 05

62. 38? 3. 50 14. 89? 1. 05

7. 5 ? 0. 02

2. 63? 0. 03

1. 91? 0. 25

0

沙滩

北仑河口

0

7. 44 ? 0. 42

19? 0. 26

7. 82? 0. 07

7. 27? 0. 06

1. 23? 0. 01

混合滩

钦洲湾

0. 59 ? 0. 08

11. 69? 1. 06 20. 58? 0. 83

海南 三亚
东寨港

广西 山口

25. 61? 1. 05

57. 25? 0. 32

33. 54 ? 1. 21 17. 05 ? 0. 34 14. 64 ? 0. 35 1. 93? 0. 08

混合滩

0. 02 ? 0. 004 0. 97 ? 0. 08

4. 76 ? 0. 09

45. 52 ? 0. 40 22. 11 ? 0. 17 23. 12 ? 0. 27 3. 5 ? 0. 05

泥滩

洛阳桥

0

0

4. 57 ? 1. 43

45. 6? 0. 80

22. 01 ? 1. 59 23. 84 ? 0. 73 3. 98? 0. 05

泥滩

鹅湾

0. 01 ? 0. 02

2. 59 ? 2. 50

3. 97 ? 3. 22

38. 13 ? 2. 14 24. 24 ? 2. 59 26. 65 ? 2. 57 4. 41? 0. 14

泥滩

姚家屿

0. 34 ? 0. 61

5. 28 ? 3. 66

14. 03? 4. 33

36. 28 ? 3. 74 19. 52 ? 2. 46 20. 96 ? 2. 17 3. 59? 0. 5

混合滩

福建 浮宫

mm 7 个粒级. 沉积物 pH 值 测定: pH 计直接测定法

树林生长茂密, 具有发达的根系, 使得悬浮的粉砂和粘

( 土水比为 1 B1. 25)

土也不断沉降, 因此, 该地区无论是砂粒、粉粒还是粘

[ 8]

; 沉积物有机质测定: 外加热重

铬酸钾容量法; 盐度测定: 电导法, 水土比为 5 B 1 .
[ 9]

数据分析

2

粒度测定时, 每个样品均做 3 个平行样; 实验结果
进行数理统计; 采用 SP SS 进行相关性分析, 对组间数
据进行相关性显著分析, p < 0. 05 表示两组数据间存
在显著相关; p < 0. 01 表示两组数据间极显著相关.

结果与讨论

3

粒含量均较其它地区要高.
呈现粉粒> 砂粒> 粘粒规律的地区, 大多拥有海
湾、
河口等地貌, 既有原地沉积, 又有河流来沙、
海域来
沙, 加上红树林使得潮汐、海浪的能量大大消耗, 作用
减小, 有利于粉粒和粘粒的沉积. 这与隋淑珍等人的研
[ 7]

究结果一致 . 而浮宫和洛阳桥两个地区虽然符合粉
粒> 砂粒> 粘粒的规律, 但是其粘粒含量也较其它地
区要高. 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地区红树林潮滩上生长有
互花米草, 互花米草的存在使得水流减缓, 细颗粒物质
得以沉积, 因此这些地区粘粒的含量也比较高.

3. 1

红树林沉积物粒度分布特征

此外, 本文参考隋淑珍的方法[ 7] , 结合实际情况,

按照前苏联卡庆斯基 土壤粒度分级 标准进行分

将沉积物 机械 组成分 为 4 个主 要粒 径组, 即 大于 1

级 , 并测定出各个粒级的颗粒含量如表 1 所示. 在红

mm 的砾, 0. 05~ 1 mm 的砂, 0. 001~ 0. 05 m m 的粉

树林沉积物中, 沉积物粒径分布有两种趋势: 一种是砂
粒> 粉粒> 粘粒, 呈现这种规律的地区是 三亚、东寨

砂, 及小于 0. 001 m m 的粘土. 其中, 砾和砂( 大于0. 05
mm) 合称为砂砾, 粉砂和粘土合称为泥( < 0. 05 mm) .

港、
大冠沙和北仑河口; 另一种是粉粒> 砂粒> 粘粒,

将各采样区潮滩依含泥量分为沙滩( 含泥量< 20% ) 、

呈现这种规律的地区是湛江高桥、
深圳福田、山口、钦
洲湾、
浮宫、
洛阳桥、盐田鹅湾和姚家屿. 虽然大致可以

混合滩( 含泥量 20% ~ 90% ) 和泥滩( 含泥量> 90% ) ,

[ 8]

分为这两种趋势, 但是每个地区的各级颗粒含量又多

则各采样区潮滩类型见表 1. 由此可知, 中国主要红树
林区潮滩类型以混合滩为主, 其中只有广西自治区的

有不同.

大冠沙红树林区是沙滩类型, 而福建地区, 则主要是泥

呈现砂粒> 粉粒> 粘粒规律的地区, 属于粗颗粒
原地沉积, 水动力作用较强. 而东寨港是溺谷型港湾,

滩类型.

3. 2

红树林沉积物粒度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有珠溪河、
桥头河、演丰河小溪流注入, 河流中挟带的

红树林沉积物的粒度与环境因素的关系如表 2,

砂粒较易进入该区, 并大量沉积下来, 又由于东寨港红

重点研究了粒度组成与 pH 值、
盐度、
有机质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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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不同粒径的沉积物具有不同的理化性质, 主要表现
在物理性质与表面性质上的变化. 颗粒愈细, 比表面积

中只有广西自治区的大冠沙红树林区是沙滩类型, 而
福建地区, 则主要是泥滩类型.

愈大, 表面能愈高. 而固相颗粒的表面能的增加, 使吸

3) 中国红树林湿地中沉积物砂粒与 pH 值、盐度

附力增强, 对污染物有较大的影响.

显著负相关, 粉粒和粘粒与 pH 值、盐度显著正相关.

表 2 红树林沉积物中粒度与环境 因素的相关性

致谢: 在采样 和分析 测试中, 得到 了海南 东寨港 红树林 保

T ab. 2 T he r elation of particle size and env iro nment factor s

护区黄仲琪主任、
钟才 荣工 程师, 广西 红树 林研 究中心 范航 清

沉积物粒度

盐度

有机质

pH

研究员, 厦门大学王文卿副教授等人 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 在此,

砂粒

- 0. 370* *

0. 008

- 0. 398* *

粉粒

0. 372* *

- 0. 009

0. 397* *

粘粒

0. 287*

0. 017

0. 370* *

注: * p < 0. 05 显著水 平, * * p < 0. 01 极显著水平, n= 66.

由表 2 可知, 砂粒与盐度极显著负相关, 粉粒与盐
度极显著正相关, 粘粒与盐度显著正相关, 这可能是因
为沉积物粒度的大小及粒度分布特征直接影响着沉积
物对盐份的吸附和运移, 从而影响盐度的大小. 而砂粒

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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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s of Gain Size of Sediments from Mangrove Wetland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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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tr ibution of g rain size in sediment is an integ rat ion of matter so ur ce, w ater dynamics, tr ansfer ability and paths. It is

also an impor tant facto r that influences distributio n of matter. Characters of gr ain size in sur ficial sediment in main mang ro ve w etlands of China wer e analy zed w ith a M a lver n M astersizer 2000 par ticle analy zer. T w o trends can be fo und w ith par ticles in sediments,
such as sand> silt> mud, and silt> sand > mud. T her e is sig nificant ly negative co rr elatio n between sand and pH value or salinity,
while there is positive cor relation among silt, mud and pH v 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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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ang ro ve; sediment; g rain 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