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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仙女木事件是末次冰消期期间发生的一次气候转冷事件，该事件对整个北半球的中高纬度地区的气候变

化有明显的影响。然而，在该事件造成东亚中高纬地区温度下降的统一认识下，对于其季节性特征仍较为缺乏认

识。本文用大兴安岭中部月亮湖末次冰消期多指标记录，揭示了大兴安岭地区在新仙女木事件期间植被中的北

方针叶林成分增加、森林发育、冬季温度下降、东亚冬季风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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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新仙女木事件（ＹｏｕｎｇｅｒＤｒｙａｓ，简称 ＹＤ事件）
是发生在末次冰消期的一次冷事件，该事件的结束

标志着全新世的开始，是研究最多、最为详细的千

年尺度上的突变事件
［１～６］
。ＹＤ事件对整个北半球

中高纬度地区的气候变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通常

情况下，被认为使得生态环境发生了恶化
［７］
。

在我国现有研究的基础上，ＹＤ事件的具体表
现仍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例如，我国黄土高原巴

谢剖面记录了 ＹＤ事件期间东亚夏季风的增强［８］
，

与之相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的石笋记录显示

该事件期间东亚夏季风明显减弱
［９～１１］

；西北地区青

海湖岩芯记录了 ＹＤ事件期间气候明显变干，降温
并不十分显著

［１２～１３］
，而在东北地区哈尼泥炭碳同位

素记录中该事件的气候特征为冷湿
［１４～１５］

以及内蒙

古东部呼伦湖的孢粉记录揭示 ＹＤ期间针叶和落叶
阔叶林的扩张

［１６］
。因此，ＹＤ事件是否普遍造成了

生态环境的恶化尚未明确，而且事件表现形式上的

差异，也很难用区域性差异来解释。因此，近年来一

些研究逐渐注意到 ＹＤ事件的季节性特征。如，东
北四海龙湾玛珥湖长链烯酮重建的温度显示，ＹＤ
期间的夏季降温有限

［１７］
，云南天才湖摇蚊重建的

夏季温度也支持了这一论点
［１８］
；而广东湖光岩玛

珥湖支链甘油二烷基甘油四醚类化合物重建的冬季

温度显示 ＹＤ期间的冬季降温明显［１９］
，云南云龙天

池的硅藻记录揭示 ＹＤ期间区域冬季降雪明显增
加

［２０］
。仅有的几例对 ＹＤ事件季节性特征研究结

果说明，其季节性特征研究仍十分缺乏。综上所

述，本文拟在已发表数据的基础上，用大兴安岭中

部阿尔山－柴河火山区月亮湖末次冰消期的多指标
记录，揭示大兴安岭地区在 ＹＤ事件期间的植被变
化，解释该地区 ＹＤ事件期间东亚季风变化的季节
性特征。

１　研究区概况

　　大兴安岭区域冬季特别严寒，生长季短暂，分
布着大片连续多年冻土和季节性冻土。兴安落叶松

（Ｌａｒｉｘｓｉｂｉｒｉｃａ）因其喜光、耐寒的特性，在该区域内
广泛分布并且占优势。大兴安岭地区落叶松林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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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呈两个楔形，北部的落叶松林由北向南呈一楔

形，从国境的最北部向南延伸至毕拉河和扎敦河

流，分布面积逐渐减少；由此向南仅断断续续地分

布在主岭上；至乌奴耳和绰尔河流向南又开始逐渐

增多，其分布宽度逐渐加大，直到阿尔山－柴河火
山区，由北向南呈一倒楔形

［２１］
。

图 １　月亮湖所在位置以及东亚季风系统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ｋｅＭｏ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Ｍｏｎｓｏｏｎ

月亮湖（４７°３０′２５″Ｎ，１２０°５２′０５″Ｅ）位于阿尔
山－柴河火山区，是一个小型封闭的火山口湖
（图 １），水面面积约为 ００４ｋｍ２，最大水深 ６５ｍ，
海拔１１９０ｍ。该区域内原生的落叶松林由于受到人
类活动和火山活动的影响，常常与白桦（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黑桦（Ｂｅｔｕｌａｄａｈｕｒｉｃａ）、蒙古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和山杨（Ｐｏｐｕｌｕ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等形成混交
林，植被垂直分布不明显

［２１］
。该区域气候呈现出受

东亚季风控制的特点，水热同期，降雨集中在夏季，年

有效积温在 ２１００℃左右，年无霜期 ９０～１１０天［２２］
。

阿尔山市近３０年气温变化的距平变化值显示，冬季
温度升高明显，变率为夏季的３倍［２３］

。

２　材料与方法

　　月亮湖钻孔于 ２００７年 ３月在湖泊中心位置获
得，钻孔最下部深８８６ｃｍ，ＡＭＳ１４Ｃ年代测定结果显
示岩芯最底部年龄约为 ２０３ｃａｌ．ｋａＢ．Ｐ．［２４］。具体
采样方法、岩芯特征和测年结果参见已发表的文

章
［２４］
。本文仅就 １５０～１０８ｋａＢ．Ｐ．（５４５～７３１ｃｍ）

的气孔器、孢粉、总有机碳含量（ＴＯＣ）、总氮含量
（ＴＮ）、全岩有机碳同位素和粒度数据进行讨论。
气孔器、孢粉、ＴＯＣ、ＴＮ和有机碳同位素的具体实
验方法参照已发表的文献

［２４～２５］
。出现频率较高的

主要花粉类型见图版 １和图版 ２，它们分别是针叶
与落叶阔叶植物、草原与草甸植物的花粉。粒度的

样品以 １ｃｍ间隔进行处理，前处理及分析过程在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完成，分析仪器为

Ｍａｌｖｅｒｎ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３０００激光粒度分析仪，粒径测
试范围为 ００１～３５００μｍ。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大兴安岭地区新仙女木事件的植被特征

　　研究表明，在１２８～１１８ｃａｌ．ｋａＢ．Ｐ．之间，月

亮湖湖泊沉积物中落叶松气孔器的通量较之该阶段

前后均有明显的增加
［２５］
（图 ２ａ和图 ３ａ）。针叶树

的气孔器会发生木质化，从而很好地保存在湖泊或

泥炭沉积物中，指示母体植物在当地的生长，其数量

变化可以指示母体植物在植被中所占比例的变

化
［２５～２８］

。因此，新仙女木事件期间，月亮湖湖泊沉

积物中落叶松气孔器通量的增加，指示大兴安岭地

区的植被中，落叶松林的成分明显增加。最近已发

表的孢粉组合揭示了在此时段中，以桦木属为主的

落叶阔叶成分减少，以及草本成分的增加（图 ２ｂ和

６８９



　４期 伍婧，等：大兴安岭地区新仙女木事件的表现特征

图 ２　１５０～１０８ｃａｌ．ｋａＢ．Ｐ．月亮湖岩芯钻孔的落叶松气孔器通量［２５］
（ａ）、落叶阔叶成分花粉含量［２９～３０］

（ｂ）、

草本成分花粉含量
［２９～３０］

（ｃ）、δ１３Ｃｏｒｇ值
［２４］
（ｄ）、ＴＯＣ／ＴＮ值［２４］

（ｅ）、ＴＯＣ含量［２４］
（ｆ）、粘土含量 （ｇ）和砂含量 （ｈ）

阴影表示 ＹＤ事件

Ｆｉｇ２　ＩｎｆｌｕｘｏｆＬａｒｉｘｓｔｏｍａｔａ［２５］（ａ），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ｐｏｌｌｅｎ［２９～３０］（ｂ），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ｓｔｅｐｐｅｐｏｌｌｅｎ［２９～３０］（ｃ），

δ１３Ｃｏｒｇ
［２４］
（ｄ），ＴＯＣ／ＴＮｒａｔｉｏ［２４］（ｅ），ＴＯ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ｆ），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ｃｌａｙ（ｇ）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ｓａｎｄ（ｈ）ｆｒｏ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ｃｏｒｅ

　　　　　　　　 ｏｆＬａｋｅＭｏ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１５０～１０８ｃａｌ．ｋａＢ．Ｐ．，ａｎｄＹＤｅｖｅｎｔｉｎｓｈａｄｏｗ

２ｃ）［２９～３０］。综合这两个代用指标来看，大兴安岭地

区的植被在新仙女木事件期间，虽然有植被成分的

变化，但是并没有发生植被类型的更替；与 Ｂｌｌｉｎｇ
Ａｌｌｅｒｄ暖期（ＢＡ暖期）和早全新世相比，只是在森
林草原植被中，以落叶松为主的针叶林成分增加，落

叶阔叶成分减少，草本成分增加（图２ａ～２ｃ）。
如果说气孔器和孢粉指标揭示了植被的组成，

那么 ＴＯＣ、ＴＯＣ／ＴＮ的比值、δ１３Ｃｏｒｇ以及粒度指标

（图 ２ｄ～２ｈ）可以为植被盖度的变化提供一些间接

证据。从 ＴＯＣ指标来看，月亮湖湖泊沉积物中的
含量在 ＹＤ事件期间明显比 ＢＡ暖期高，但是比早
全新世稍低。ＴＯＣ／ＴＮ的比值则在新仙女木事件期
间明显高于 ＢＡ暖期和早全新世。无维管的低等
水生植物，如藻类的 ＴＯＣ／ＴＮ比值通常在 ４～１０之
间，而高等陆生维管植物的 ＴＯＣ／ＴＮ比值可达 ２０
及以上

［３１］
。因此 ＴＯＣ／ＴＮ的高值说明 ＹＤ事件期

间月亮湖沉积物中的有机碳更多地来源于陆源输

入
［２４］
。在已发表的论文中，月亮湖δ１３Ｃｏｒｇ值记录在

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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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Ｄ事件期间明显偏负的主要原因解释为湖泊沉积
物中有机质来源于陆生植物的比例增大

［２４］
，陆源物

质中 Ｃ３植物碳同位素更为偏轻，这也间接证实了

图 ３　ＹＤ事件期间月亮湖的落叶松气孔器通量［２５］
（ａ）、Ｋｏｔｏｋｅｌ湖孢粉重建的冬季温度［３３］

（ｂ）、云龙天池耐光硅藻含

量
［２０］
（ｃ）、湖光岩玛珥湖的冬季温度［１９］

（ｄ）、月亮湖孢粉重建的夏季温度相对变化［３０］
（ｅ）、四海龙湾玛珥湖的夏季温

　　　　　　　　 度
［１７］
（ｆ）和 Ｋｏｔｏｋｅｌ湖孢粉重建的夏季温度［３３］

（ｇ）；阴影表示 ＹＤ事件

Ｆｉｇ３　ＩｎｆｌｕｘｏｆＬａｒｉｘｓｔｏｍａｔａｆｒｏｍＬａｋｅＭｏｏｎ［２５］（ａ），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ｗ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ｌｌ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ｆｒｏｍＬａｋｅ

Ｋｏｔｏｋｅｌ［３３］（ｂ），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ｌｏｗｌｉｇｈ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ｄｉａｔｏｍｓｆｒｏｍ ＬａｋｅＹｕｎｌｏｎｇ［２０］（ｃ），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ｗ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

ＨｕｇｕａｎｇｙａｎＭａａｒＬａｋｅ［１９］（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ｕｍｍ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ｌｌ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ｆｒｏｍＬａｋｅＭｏｏｎ［３０］（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ｓｕｍｍ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ＳｉｈａｉｌｏｎｇｗａｎＭａａｒＬａｋｅ［１７］（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ｓｕｍｍ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ｌｌｅ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ｆｒｏｍＬａｋｅＫｏｔｏｋｅｌ［３３］（ｇ）ｄｕｒｉｎｇＹＤｅｖｅｎｔ（ｉｎｓｈａｄｏｗ）

ＹＤ期间的森林扩张。孢粉记录显示落叶阔叶林成
分在 ＹＤ事件期间减少［２９～３０］

，而此时的森林扩张就

很可能是以落叶松为主针叶林成分增加的结果。而

粒度的分析结果显示在 １２８～１１８ｃａｌ．ｋａＢ．Ｐ．之
间，沉积物中的砂含量明显低于 １２８ｃａｌ．ｋａＢ．Ｐ．
之前，和 １１８ｃａｌ．ｋａＢ．Ｐ．之后相当；但粘土含量较

这两个时期明显更高（图 ２ｇ～２ｈ）。与黄土剖面粒
度通常反映冬季风强度不同，月亮湖是一个小型的

封闭火山口湖，其粒度的变化与火山口内汇水区的

植被状况和表面流强度息息相关。在 ＹＤ事件期间

湖泊沉积物中细颗粒物质含量增加，粗颗粒减少，

显示月亮湖火山口内汇水区的地表，在 ＹＤ事件期
间并没有大面积的裸露。因为，如果地表大面积裸

露必然造成月亮湖沉积物中砂含量的增加，而粘土

含量降低。综合以上结果，ＹＤ事件期间大兴安岭
地区森林的覆盖度并没有明显的减少，植被和生态

没有明显恶化。这一结果与呼伦湖和四海龙湾钻孔

孢粉指标揭示的东北地区 ＹＤ事件时期植被演化结
果相一致

［１６，３２］
，即北方针叶树在东北地区的山地普

遍存在扩张的现象。

３．２　新仙女木事件的气候特征

落叶松林耐寒、耐旱，但是要求在夏季达到一

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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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生长积温才能生长得茂盛。兴安落叶松结实的

丰产和连续 ２年≥１０℃时的积温大于 １８８０℃密切
相关，而与降雨量的关系并不密切

［３４］
。另外，５月

上旬的连续降水和低温冻害，会直接影响兴安落叶

松的散粉和结实
［３４］
。因此，其在 ＹＤ事件期间的扩

张指示这一事件期间大兴安岭地区夏季温度并没有

明显降低，夏季风强度减弱有限。在此期间，以月亮

湖孢粉记录重建的夏季相对温度变化不明显

（图 ３ｅ）［３０］，以及 ＴＯＣ含量没有明显降低，也都是
支持夏季风没有明显减弱的证据。

同样地处东北地区的四海龙湾玛珥湖长链烯酮

指标重建的温度指示，整个 ＹＤ期间夏季温度的降
幅在 １～３℃之间［１７］

（图 ３ｆ）；而西北地区青海湖长
链烯酮和云南天才湖摇蚊指标重建的温度均显示，

ＹＤ期间的夏季温度仅降低了 ２℃左右［１３，１８］
。这些

定量重建的结果也都支持了 ＹＤ期间我国的夏季温
度降幅较小，特别是与格陵兰地区 ８～１０℃的降温
幅度相比

［３５～３６］
。

如果 ＹＤ期间东亚夏季风减弱不明显，那么冬
季风又是如何变化的？落叶松属的植物能够在冬

季－４０℃的低温严寒中生长，因此落叶松林以及其
他耐寒针叶林的扩张常常被认为是冬季极寒的表

征
［３７～３８］

。月亮湖的气孔器记录和位于长白山区附

近的四海龙湾孢粉记录都在 ＹＤ事件期间记录到了
落叶松林的扩张

［２５，３２］
，指示了 ＹＤ期间东北地区山

地冬季温度降低，冬季风增强。地处内蒙古东部的

呼伦湖
［１６］
、位于贝加尔地区的贝加尔湖

［３９］
和

Ｋｏｔｏｋｅｌ湖［３３］
的孢粉记录都显示 ＹＤ期间以云杉属

为代表的暗针叶林成分和以落叶松属为代表的明针

叶林成分同时增加，也支持了冬季温度降低，冬季

风增强的观点。

另外，地处热带地区的广东湖光岩玛珥湖温度

重建结果显示 ＹＤ期间冬季降温明显［１９］
（图 ３ｄ）；

位于云南的云龙天池在 ＹＤ事件期间沉积物中耐光
性硅藻比例的大幅增加指示了降雪量的大幅增

加
［２０］
（图 ３ｃ）。这些研究结果都支持了在 ＹＤ事件

期间冬季风增强的观点。而地处贝加尔地区

Ｋｏｔｏｋｅｌ湖孢粉记录重建的温度变化显示，ＹＤ事件
期间，最冷月的温度与现代相比降低了 １５℃以

上
［３３］
（图 ３ｂ），而最暖月温度的降低仅为 ４℃左

右
［３３］
（图 ３ｇ），为 ＹＤ事件的季节性特征在东亚地

区表现为冬季温度大幅下降，冬季风增强提供了重

要支持。

４　结论

　　本研究以大兴安岭地区中部的月亮湖为研究对
象，对湖泊中心钻孔 ５４５～７３１ｃｍ的沉积物进行了
多指标综合研究。之前已发表的年代框架显示该段

岩芯的年龄范围为 １５０～１０８ｋａＢ．Ｐ．，包括 ＢＡ
暖期、ＹＤ事件和早全新世。月亮湖末次冰消期的
气孔器和孢粉记录揭示了，大兴安岭地区在 ＹＤ事
件期间植被中落叶阔叶成分减少，而以落叶松为主

的北方针叶林成分增加，森林仍十分发育。沉积物

中 ＴＯＣ含量在 ＹＤ事件期间高于 ＢＡ暖期，也指示
森林的覆盖度没有明显降低；高的 ＴＯＣ／ＴＮ比值和
偏负的δ１３Ｃｏｒｇ值则显示沉积物中有机碳的来源主要
是森林植被的贡献；粒度分析显示 ＹＤ事件期间沉
积物中砂含量很低，而粘土含量高，揭示事件发生

期间地表有植被覆盖，没有大面积的地表裸露。

ＹＤ期间月亮湖的落叶松气孔器通量增加所指
示的大兴安岭地区北方针叶林成分的增加，揭示了

冬季温度的大幅降低；而孢粉指标重建的夏季温度

相对变化在 ＹＤ期间并不明显。这与东亚季风区其
他定量或半定量重建的冬季和夏季温度记录较为一

致，即 ＹＤ事件期间冬季温度下降明显，而夏季降
温幅度有限。

综上所述，大兴安岭地区的植被在 ＹＤ事件期
间没有明显的恶化。以兴安落叶松为主的北方针叶

林成分的增加指示了事件发生期间冬季温度大幅下

降，东亚冬季风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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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纪　　研　　究 ２０１９年

　　　　　图版 １　Ｐｌａｔｅ１

图版 １　主要的针叶与落叶阔叶植物花粉
１．落叶松属 Ｌａｒｉｘ，２．松属 Ｐｉｎｕｓ，３．云杉属／冷杉属 Ｐｉｃｅａ／Ａｂｉｅｓ，４．桤木属 Ａｌｎｕｓ，５，６桦木属 Ｂｅｔｕｌａ，７．鹅耳枥属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８．榛属 Ｃｏｒｙｌｕｓ，９．榆属 Ｕｌｍｕｓ，１０．椴树属 Ｔｉｌｉａ，１１．栎属 Ｑｕｅｒｃｕｓ，１２．柳属 Ｓａｌｉｘ，１３．绣线菊属 Ｓｐｉｒａｅａ

Ｐｌａｔｅ１　Ｋｅｙｐｏｌｌｅｎｔａｘａｏｆｃｏｎｉｆｅｒｓａｎｄ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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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期 伍婧，等：大兴安岭地区新仙女木事件的表现特征

　　　　　图版２　Ｐｌａｔｅ２

图版 ２　主要的草原与草甸植物花粉
１．麻黄属 Ｅｐｈｅｄｒａ，２．唐松草属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上焦面与光切面），３．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其他类型，上焦面与光切面），４．藜科／苋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５．委陵菜属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６．地榆属 Ｓａｎｇｕｉｓｏｒｂａ，７．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８．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极面与赤道面），９，

１３，１４．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９，１３．Ａｓｔｅｒｔｙｐｅ，１４．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ｔｙｐｅ），１０．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１１．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１２．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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