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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中国贵州荔波龙泉洞L 1 及L 2 两根石笋19 件 ICPM S230T h 测年和459

件氧稳定同位素分析, L 1 时限范围为 918- 1910aA. D. , L 2 为 724- 1888aA. D. ;

稳定同位素样品的平均分辨率分别为6. 6a 和3. 6a。两根石笋∆18O 记录取得了平行

一致的结果, 石笋记录可分为 3 个气候期, 即: 中世纪冷期 (公元 8 世纪- 995aA.

D. ) , 石笋∆18O 总的偏重, 变化幅度较小, 最轻为- 8. 84‰, 最重为- 6. 72‰, 平均

值为- 7. 76‰; 中世纪暖期 (995- 1340aA. D. ) , 石笋记录为两峰夹一谷, 200 年级

的一个半旋回, ∆18O 最轻为- 9. 47‰, 最重为- 6. 58‰, 平均值为- 7. 94‰; 小冰

期 (1340- 1880aA. D. ) , 石笋记录为四谷三峰相间交替, 即季风表现出由弱到强的

200 年级 3 个半旋回, ∆18O 最轻为- 9. 50‰, 最重为- 6. 07‰, 平均值与中世纪暖

期基本一致, 为- 7. 92‰, 但变化幅度要大一些, 特别是弱季风期要偏重一些。L 1

及L 2 两石笋∆18O 记录可以很好地和中国中东部物候记录对比。在总体变化格局

上也可以和格陵兰冰芯记录进行对比。石笋记录也可以与宇宙核素产率及太阳耀

斑记录进行对比, 小冰期中石笋∆18O 记录的4 个低谷期 (弱季风期) , 正好与宇宙核

素产率及太阳耀斑曲线的低谷区相对应, 并分别可以和太阳黑子 1810 年达尔顿极

小值、1645- 1715 年蒙德极小值、1420- 1530 年的斯波瑞尔极小值、1280- 1440

年的沃尔夫极小值一一对应。太阳黑子的变化, 直接改变地球接受太阳辐射能量

的变化, 说明低纬度地区短尺度季风气候直接响应于太阳辐射能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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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重建过去气候环境变化是目前全球变化研究的

热点, 研究不同地区器测时期、历史时期、地质时期的

变化格局和区域分异规律以及气候突变事件, 对分析

短尺度环境变化的动力机制, 区分是自然因素还是人

类活动因素的驱动影响及其份额, 丰富和完善十年、

百年、千年尺度气候变化理论, 评估现今全球增暖背

景下冷期波动的可能性, 对指导未来气候变化趋势的

预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利用石笋记录研究环境变化, 与其它记录相比,

其最大优点是: 石笋碳酸盐有成熟的放射性测年方法

(14C 和230T h 法)。石笋测年, 可以根据在什么地方需

要年龄数据就在什么地方采样, 而且方法本身精度

高, 年龄数据误差小, 对于气候事件和气候界线比起

其它研究载体可以比较准确地确定; 有多项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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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用指标; 石笋容易取得, 费用低; 研究时限范围可达

50 万年前至今, 而且无论新老都可以获得一样高的

分辨率。因此石笋记录近10 多年来成为各国科学家

最热门学科前沿的研究项目,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其

中研究比较系统的地区有中国[1～ 7 ]、美国[8, 9 ]、以色

列[10, 11 ]、以及南非[12 ]、西欧[13 ]和南亚等, 目前洞穴石

笋正在成为全球变化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载体。

利用石笋记录的优势建立不同研究尺度的标准

时间系列标尺, 为其它记录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是目

前全球变化研究中极其迫切的任务。国土资源部岩溶

动力学重点实验室与国内、外有关单位合作, 正在对

我国西南地区的洞穴石笋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本文

对龙泉洞两根石笋的氧同位素研究, 旨在为两千年时

段高分辨的气候变化集成提供可靠资料, 为全球变化

研究及区域性的气候变化对比提供依据。

1　材料及测定

龙泉洞位于中国贵州荔波县城北东 5km (N 25°

29′, E107°52′, 海拔高程 550m ) , 荔波县城海拔高程

470m , 年平均气温 18. 3℃, 年平均降水 1 320. 5mm。

取自洞穴内部带的L 1 及L 2 两根石笋高分别为50cm

及 192cm (底部间断面以下未计) , 该处相对湿度

100% , 实测气温17. 8℃, 与该区地面年平均气温基本

一致。从洞穴环境来看, 可以满足石笋碳酸盐与滴水

间达到同位素平衡分馏的条件。两根石笋总共完成了

ICPM S230T h 测年样品19 件和氧稳定同位素分析459

件, 时限范围: L 1 为918aA. D. 以来,L 2 为724aA. D.

以来, 除L 2 上部 35. 2cm 处有一 100 年的沉积间断

外, 其余部位均为连续沉积 (图 1)。氧同位素分析结

果,L 1 的∆18O 值最轻为- 9. 47‰, 最重为- 6. 80‰,

平均为- 8. 12‰, 氧稳定同位素样品的分辨率为 3～

13a, 平均分辨率6. 6a。L 2 的∆18O 值最轻为- 9. 64‰,

最重为- 5. 92‰, 平均为- 7. 79‰, 氧稳定同位素样

品的分辨率为2～ 5a, 平均分辨率3. 6a; 两石笋∆18O 总

平均值为- 7. 92‰。

ICPM S2U 系法测年样品, 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地质地球物理系同位素实验室完成, 采用230T hö234U

放射性计年, 同位素分析采用M C2ICP M s 分析, 分析

结果列于表1。分析误差视样品的差异而有别, T h 含

量低的误差小, 而含量高的误差大, 两个石笋的分析

结果分析误差大都为< 2%～ 8% (2Ρ, 以下同) , 而L 2

- 12 样品, 由于 T h 含量较高, 年龄误差达 10%～

15% , 年龄明显偏高。

图 1　L 1、L 2 石笋切面图

F ig. 1 C ro ss sections of sta lagm ite L 1 and L 2

注: 左为L 2 石笋, 右为L 1 石笋, 黑色圆点为年龄样品采样位置, 石

笋剖面右侧的数据为相应样品的 ICPM S230T h 年龄数据。

　　由于L 2 顶部L 2- 1、L 2- 2 两件样品处于石笋的

侧部, 以及L 2- 12 因为T h 含量过高, 出现了与下面

的年龄颠倒的现象, 因此年代系列建立将它们一一分

别剔除。这些样品年龄数据均按石笋沉积先后正常排

序, 说明数据是可信的。由年龄数据与石笋高度的关

系图 (图2)可以看出, 所有点构成很好的直线, 表明石

图 2　龙泉洞L 2、L 1 石笋年龄数据与生长高度关系图

F ig. 2 R elat ionsh ip betw een dating resu lts

and heigh ts of the sta lagm ite L 1

and L 2 from L ongquan cave

注: 红色—L 1 石笋实验点及其回归直线; 黑色—L 2 石笋实验点及

其回归直线; 黑色竖线为2Ρ误差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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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龙泉洞L 2、L 1 石笋 ICPM S-U 系测年数据结果表

T ab. 1 ICPM S2U dating resu lts by sta lagm ite L 1 and L 2 from L ongquan cave

样品号
距石笋

顶öcm

238　U ö10- 9

gög

232　T hö10- 12

gög

(230T hö232T h) ö

ppm 原子比

∆234　U

测量值

230　T hö
238U 放射性比

230　T h 未校正

年龄öaB. P.

230　T h 校正

年龄öaB. P.

∆234U

初始值

L 2- 1 - 7 219. 9±0. 3 645±6 18. 6±1. 1 88. 3±1. 5 0. 003 3±0. 000 19 332±19 253±44 88. 4±1. 5

L 2- 2 - 1 159. 4±0. 3 1732±8 8. 2±0. 6 84. 8±2. 2 0. 005 42±0. 000 40 546±41 255±150 84. 8±2. 2

L 2- 3 1 186. 0±0. 3 331±3 19. 4±1. 4 90. 4±1. 5 0. 002 10±0. 000 15 210±15 163±28 90. 4±1. 6

L 2- 4 20 158. 6±0. 2 155±7 51±5 84. 0±1. 6 0. 002 99±0. 000 25 301±25 275±29 84. 1±1. 6

L 2- 5 34 176. 8±0. 3 137±4 86±6 83. 7±1. 9 0. 004 00±0. 000 21 404±21 383±24 83. 8±1. 9

L 2- 6 36 208. 8±0. 4 302±3 58±2 85. 5±2. 0 0. 005 07±0. 000 16 511±17 472±25 85. 7±2. 0

L 2- 7 60 235. 8±0. 3 705±8 35±1 70. 5±1. 5 0. 006 32±0. 000 24 647±24 565±47 70. 6±1. 5

L 2- 8 77 262. 9±0. 4 1091±5 33. 3±0. 8 85. 0±1. 5 0. 008 36±0. 000 20 845±21 733±60 85. 1±1. 5

L 2- 9 100 232. 7±0. 4 2156±8 19. 0±0. 6 80. 9±2. 0 0. 010 64±0. 000 35 1081±35 830±130 81. 1±2. 0

L 2- 10 120 272. 2±0. 3 4 700±12 13. 7±0. 3 79. 6±1. 3 0. 014 30±0. 000 35 1 455±36 990±240 79. 8±1. 3

L 2- 11 145 217. 4±0. 4 2 545±8 19. 7±0. 5 82. 4±1. 7 0. 013 95±0. 000 34 1 417±34 1 100±160 82. 4±1. 7

L 2- 12 170 216. 7±0. 4 5 988±16 12. 9±0. 3 85. 3±2. 0 0. 021 66±0. 000 47 2 200±50 1 450±380 85. 7±2. 0

L 2- 13 182 168. 4±0. 2 733±10 52±2 79. 2±1. 8 0. 013 63±0. 000 51 1 388±53 1 270±80 79. 5±1. 8

L 1- 1 # 1 175. 2±0. 3 449±6 10. 4±1. 2 79. 2±1. 8 0. 001 61±0. 000 18 163±19 94±39 79. 2±1. 8

L 1- 2 10 186. 5±0. 3 185±3 32. 6±1. 9 80. 9±1. 6 0. 001 96±0. 000 11 198±11 146±20 80. 9±1. 6

L 1- 3 20 194. 7±0. 3 189±5 60. 8±3. 4 79. 7±1. 6 0. 003 58±0. 000 18 362±18 319±22 79. 7±1. 6

L 1- 4 30 178. 9±0. 3 84±11 170±3 78. 3±2. 4 0. 004 84±0. 000 31 491±31 479±32 78. 4±2. 4

L 1- 5 40 98. 2±0. 1 163±3 71. 8±2. 8 76. 4±1. 8 0. 007 24±0. 000 25 737±25 644±35 79. 5±1. 8

L 1- 6 48 249. 5±0. 6 231±7 171±7 83. 6±2. 3 0. 009 58±0. 000 23 970±23 945±26 83. 8±2. 3

　　注: 表中数据误差均为2Ρ, aBP 年龄以分析测试年份起算; 衰变常数为: 230Κ= 9. 157 7×10- 6öa, 234Κ= 2. 826 3x ×10- 6öa, 238Κ=

1. 551 25×10- 10öa; 3 ∆234U = ( [ 234U ö238U ]activity- 1)×1 000; 初始230T h 年龄校正采用地壳230T hö232T h 平均值 (4. 4±2. 2) ×10- 6

笋的沉积速率比较一致, 这与石笋呈灰白色的均匀结

构, 不显层纹的特性相一致。

氧同位素样品均由岩溶地质研究所同位素实验

室承担, 采用碳酸盐粉末样与 100% 的磷酸反应生成

CO 2, 经纯化后于MM 2903 (英国V G 公司) 进行同位

素分析, ∆18O 值为相对于PDB 标准, 标准样多次分析

误差< 0. 1‰, 两个平行样的分析误差< 0. 2‰。

2　结果讨论

2. 1　L 1、L 2 石笋的氧同位素记录

中国南方是典型的亚洲季风气候区, 其大气降水

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为中、低纬度天气系统相互作用

形成的锋面雨, 另一则为热带天气系统形成的降水。

前者常发生于冬半年, 通常为每年的11 月至次年的4

月。后者为季风雨 (或称台风雨) , 我国南方通常发生

在夏半年, 即每年的5- 10 月。亚洲地区现代夏季风

雨的水汽云团主要来自南印度洋的洋面蒸发, 向西运

移, 沿索马里急流至阿拉伯海, 折向东至孟加拉湾, 分

两支, 一支向北形成南亚季风, 一支继续向东至我国

南海为南海季风, 继续向北进入我国大陆称大陆季

风。夏季风带来的水汽团在向大陆推进的过程中, 沿

途不断从中凝聚水滴, 剩余的水汽团就越来越富集轻

同位素。锋面雨则不然, 水汽团通常输送至某一地区

形成降水, 而沿途分馏少, 即水汽团的剩余份额 (f

值)较大。因此通常在同一地区的季风雨比锋面雨具

有更轻的∆值。

中国南方年降水∆18O 平均值的偏轻或偏重受夏

季风的强弱所控制, 洞穴石笋的∆18O 值随当地大气

降水∆18O 值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 石笋∆18O 值的偏轻

或偏重, 显然可以反映夏季风的偏强或偏弱[14 ]。

L 1、L 2 两根石笋氧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与年代的

关系表示于图3。由图可见, 两石笋记录除峰、谷高度

上稍有差异外, 总体上峰、谷关系协调, 曲线记录相当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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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 1、L 2 石笋氧同位素分析结果与年代的关系

F ig. 3 R elat ionsh ip betw een age and iso tope

analytic resu lts w ith the sta lagm ite

注: 黑色圆点为L 2 石笋; 绿色圆点为L 1 石笋; 1, 2, 3 分别为中世纪

冷期、中世纪暖期及小冰期; 上、下黑色实心圆点及其水平短线分

别为L 1 及L 2 石笋的测年结果及其2Ρ误差棒。

　　两石笋氧同位素记录变化幅度较大, 达 3. 45‰,

这显然是受降水∆18O 值的变化所控制。记录数据除

缺少现代暖期外, 可分为 3 个气候期, 即: (1) 995aA.

D. 以前: 为唐代中后期至宋初, 相当于所谓的黑暗冷

期, 石笋 ∆18O 总的偏重, 变化幅度较小, 最轻为 -

8. 84‰, 最重为- 6. 72‰, 平均值为- 7. 76‰, 比两石

笋总平均值偏重 0. 16‰; (2) 995- 1340aA. D. , 相当

于中世纪暖期, 石笋记录为两峰夹一谷, 200 年级的

一个半旋回, 即为两个强季风期间夹一个相对弱季风

期, ∆18O 最轻为- 9. 47‰, 最重为- 6. 58‰, 平均值

为- 7. 94‰; (3) 1340- 1880aA. D. , 相当于小冰期,

石笋记录为四谷三峰相间交替, 即季风表现为由弱到

强 的 3 个半 200 年级的气候旋回, ∆18O 最轻为

- 9. 50‰, 最重为- 6. 07‰, 平均值与中世纪暖期基

本一致, 为- 7. 92‰, 但其变化幅度要大一些, 特别是

弱季风期要偏重一些。由图3 可见, 无论是中世纪暖

期还是小冰期, 夏季风的强弱在百年尺度上均有明显

的变化, 总体上这两气候期组成了200 年级的由暖到

凉, 即夏季风由强到弱的5 个气候变化旋回。

2. 2　石笋记录与中国中东部物候记录以及GISP2 冰

芯记录的对比

石笋记录自 995- 1880aA. D. , 即相当于中世纪

暖期及小冰期, 可以划分为5 个由暖到冷的 200 年级

的气候旋回, 与中国中东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温度 (分

辨率30 年) [15 ]可以进行很好的对比 (图4)。后者主要

是以历史文献记录的生物气候学 (植物的发芽和开花

的日期) 以及冬季降雪的天数为根据, 该记录目前已

被世界数据库中心所收录。

图 4　1200 年L 1、L 2 石笋记录 (下)与中国中东部物候记录 [15 ]

(中)及GISP2 冰芯记录[16 ] (上)的对比

F ig. 4 Comparison of the sta lagm ite L 1 and L 2 reco rds

(L ow er) to phono logic reco rds[15 ] in east Ch ina (M iddle)

and to the ice co re G ISP2 reco rds[16 ] (U pper) 1200a B. P.

注: L 1 (兰色) : 5 点光滑, 约30 年; L 2 (红色) : 8 点光滑, 约30 年

　　由图4 可以看出, 两石笋30 年光滑曲线峰谷变化

所反映的季风强弱变化, 与历史文献物候记录曲线的

峰谷变化是一一对应的, 石笋记录在 995aA. D. 以前

是弱季风年, 与物候记录的700- 950aA. D. 间的冷期

相一致, 中世纪暖期两峰夹一谷, 以及在两峰的相对

高矮上也能一一对应。小冰期峰谷关系也能一一对

应, 但整个曲线的下降幅度却不像气温记录那么明

显。这可能是因为夏季降水减少的幅度不是很大, 或

且冬季降水减少的幅度偏大, 这样季风降水与年降水

的比值比中世纪暖期虽然有所减少, 但减少幅度不是

很大, 根据季风降水所占比例与降水∆18O 的关系[3 ]可

以推理, 小冰期∆18O 偏重的总体水平比中世纪暖期

不会有很大的幅度。这样小冰期时石笋∆18O 曲线就

不像气温曲线那样有着明显的下凹。

由图4 还可看出, 石笋记录30 年平均光滑曲线记

录, 与高纬度地区格陵兰 (分辨率 1a) G ISP2 冰芯记

录[16 ]的 30 年平均光滑曲线基本上也行可以进行对

比, 200 年级的气候旋回格局基本一致。但两者也有

差别, 首先纵坐标尺度是相反的。因为格陵兰冰芯代

表高纬地区降水的氧同位素组成, 其温度效应呈正相

关, 而地处季风气候区的我国南方, 降水的氧同位素

温度效应却呈负相关; 其次是中世纪暖期, 冰芯记录

为三个暖峰夹两个冷谷, 很明显比石笋记录多出一个

旋回, 而且暖峰的高度更为突出。

石笋纪录与格陵兰冰芯以及我国中东部地区冬

半年平均温度纪录的对比, 最大的差异是: 中世纪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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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小冰期均不显著, 石笋∆18O 值, 前者偏轻幅度极

小, 后者偏重幅度也很小。可能是中世纪暖期及小冰

期时期, 我国西部云贵高原小尺度气候变化和现今一

样同属暖干、冷湿型的缘故, 即中世纪暖期时, 夏半年

降水偏少, 而小冰期时偏多。

总体上看, 上述石笋记录与我国的物候记录以及

与高纬地区的气候变化记录可以进行对比, 可以进一

步说明亚洲季风在百年尺度上的强弱变化, 除大气、

海洋环流影响因素外, 可能还和全球气温变化相关。

2. 3　石笋记录与宇宙核素产率及太阳耀斑的对比

太阳黑子是太阳表面磁性增强, 而太阳黑子周围

明亮的区域称为太阳耀斑, 两者的强弱具有明显关

联。监测记录研究表明, 气候变化与太阳黑子活动有

明显相关, 太阳活动较弱时期与历史记录中的冷期相

对应。E. Bard 等的研究表明[17 ] , 宇宙核素产率的大

小与太阳耀斑的多少呈反向相关。其产率的高值期对

应于太阳黑子或耀斑的低值期。

图5 表示L 1、L 2 石笋记录与宇宙核素产率及太

阳耀斑记录的对比。由图可见, 小冰期中石笋∆18O 记

录的4 个低谷期 (∆18O 值偏重区) , 正好与宇宙核素产

率及太阳耀斑曲线的低谷区相对应。图中的1～ 4 的4

个条带正好与太阳黑子的4 个极小值期[18 ]相吻合。其

中1 与1810 年达尔顿极小值、2 与1645- 1715 年蒙德

极小值、3 与1420- 1530 年的斯波瑞尔极小值、4 与

图5　1200 年L 1、L 2 石笋记录与宇宙核素产率及太阳耀斑的对比

F ig. 5 Comparison of the sta lagm ite L 1 and

L 2 reco rds to p roductive rate of co sm ic

nuclide and to so lar flare 1200a B. P.

注: 下为龙泉洞L 1 石笋 (红色)及L 2 石笋 (黑色) ∆18O 记录, 中为宇

宙核素产率, CN P 表示为宇宙核数产率对现在值千分变率; 上为太

阳耀斑记录[17 ]

1280- 1440 年的沃尔夫极小值一一对应。L 1、L 2 石

笋氧同位素所揭示的亚洲季风200 年旋回的低潮期,

正好与太阳黑子极小值相对应。说明低纬度地区短尺

度季风气候的变化, 主要是受太阳黑子的变化, 从而

改变地球接受太阳辐射能量的变化所驱动。

石笋记录中世纪暖期的∆18O 的低谷值与宇宙核

素产率及太阳耀斑记录不太一致, 石笋低谷区范围较

宽 (图5 中石笋记录的5+ 6) , 而且在时间坐标上石笋

记录要年轻几十年, 但石笋的这个低值区却可以和中

国中东部的物候记录 (见图 4) 进行很好的对比, 而与

高纬地区G ISP2 冰芯记录则少了一个低谷区。为什么

在这里宇宙核素产率及太阳耀斑的低谷值与物候记

录, G ISP2 冰芯以及石笋记录不一致, 是年龄数据的

问题, 还是其它什么问题? 或者可能牵涉到短周期的

气候驱动除了太阳黑子的变化因素外, 可能还有来自

地球本身以及海- 陆- 气系统的影响?要解答这个问

题, 还有待更多的区域性研究成果。

3　结　论

(1) 龙泉洞L 1 及L 2 两根石笋高分别为 50cm 及

192cm , 通过 ICPM S230T h 测年和氧稳定同位素分析,

时限范围分别为 918- 1910aA. D. 及 724- 1888aA.

D. 。稳定同位素样品的平均分辨率分别为6. 6a和

3. 6a。∆18O 记录取得了平行一致的结果, 表明数据是

可信的。

(2)两根石笋平行一致的氧同位素记录, 可分为3

个气候期即: 公元8 世纪- 995aA. D. , 唐代中后期至

宋初的中世纪冷期, 石笋∆18O 总的偏重, 变化幅度较

小; 995- 1340aA. D. , 相当于中世纪暖期, 石笋记录

为两峰夹一谷, 季风表现出由强到弱200 年级的一个

半气候旋回; 1340- 1880aA. D. , 相当于小冰期, 石笋

记录为四谷三峰相间交替, 即季风表现出由弱到强的

3 个半 200 年级的完整旋回, 小冰期石笋∆18O 平均值

与中世纪暖期基本一致, 但其变化幅度要大一些。无

论是中世纪暖期还是小冰期, 夏季风的强弱在百年尺

度上均有明显的变化, 形成冷暖交替的多个气候变化

旋回。

(3)石笋纪录可以和我国中东部地区冬半年平均

温度纪录进行对比, 也可以和高纬地区G ISP2 冰芯记

录进行对比。最大的特点是: 石笋记录中世纪暖期和

小冰期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其∆18O 值, 前者偏轻幅

度极小, 后者偏重幅度也不大。这可能是由于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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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期和小冰期时, 我国西部云贵高原小尺度气候变化

属暖干、冷湿型的缘故。

(4)石笋记录可以与宇宙核素产率及太阳耀斑记

录进行对比, 小冰期中石笋∆18O 记录的 4 个低谷期

(∆18O 值偏重区) , 正好与宇宙核素产率及太阳耀斑

曲线的低谷区相对应, 并与太阳黑子的4 个极小值期

相吻合。它说明低纬度地区短尺度季风气候的变化,

可能主要是受控于太阳黑子的变化, 从而改变地球接

受太阳辐射能量的变化所驱动。

致　谢: 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陈会明、谢运球、王兆荣

等, 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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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gh resolution sta lagm ite records of cl imate change s ince

800a A. D. in L ibo, Guizhou

Q IN J ia2m ing1, YUAN D ao2x ian1, L IN Yu2sh i1, ZHAN G H u i2ling2,

ZHAN G M ei2liang1, CH EN G H ai3, W AN G H ua1, YAN G Yan1, RAN J ing2cheng4

(1. K ey L abora tory of K arst Dy nam ics, M in istry of L and and R esou rces, Gu ilin, Guang x i 541004, Ch ina; 2. Colleg e of E ng ineering ,

Guang d ong O cean U n iversity Z hanj iang , Guang d ong 524088, Ch ina; 3. Geology and Geop hy sics D ep artm en t, M innesota U n iversity ,

M N 55455,U SA ; 4. T he M anag em en t of M aolan N a tiona l N a tu ra l R eserve, L ibo, Gu iz hou 558400, Ch ina)

Abstract: Sta lagm ite L 1 and sta lagm ite L 2 from L ongquan cave (N 25°29′, E107°52′, 550m alt itude) a t L ibo ,

Gu izhou are 50cm and 192cm h igh respect ively. O n the basis of 19 ICPM S 230　T h ages and 459 stab le oxygen2
carbon iso tope samp les analysis, it p roves that the sta lagm ite L 1’s t im e range is from 918a A. D. to 1910a A.

D. and the sta lagm ite L 2 is from 724a A. D. to 1888a A. D. . T he stab le iso tope average reso lu t ion of the

sta lagm ite L 1 and sta lagm ite L 2 are 6. 6a and 3. 6a respect ively. T he reco rds of ∆18O from the tw o sta lagm ite

are coheren t, w h ich can be divided in to th ree clim at ic periods: (1) M edieval co ld period (724- 995 a A. D. ).

D u ring th is period, ∆18O of the sta lagm ite becom es heavier bu t the change scope is sm all, and the ligh test

value of oxygen iso tope is - 8. 84‰ , the heaviest value is - 6. 72‰ and the average is - 7. 76‰ w h ich is

0. 16‰ heavier than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tw o sta lagm ite (- 7. 92‰) ; (2)M edieval w arm period (995-

1340 a A. D. ). It is reco rded by stab le oxygen iso tope in the shape of tw o w ave crest and one trough w h ich

fo rm half a 2002year gyra t ion, co rresponding to tw o strong mon soon periods and one rela t ive w eak mon soon

period. A nd the ligh test value of oxygen stab le iso tope is - 9. 47‰, the heaviest - 6. 58‰ and the average

- 7. 94‰; (3) Sm all ice age (1340- 1880 a A. D. ). T h is clim at ic period is reco rded by sta lagm ite in the fo rm

of th ree w ave crests and fou r t rough s alternately that ind ica tes 3 and half a 2002year mon soon gyrat ion. In

th is clim at ic period, the ligh test value of stab le oxygen iso tope is - 9. 50‰, the heaviest - 6. 07‰ and the

average - 7. 92‰ w h ich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m edieval w arm period and fu rthermo re, f luctuat ing range

of stab le oxygen iso tope is b igger than that of m edieval w arm period, especia lly in w eak mon soon period.

T he stab le oxygen iso tope reco rds from sta lagm ite L 1 and sta lagm ite L 2 para llels phono logica l reco rds in east

Ch ina w ell. A s a w ho le, the change pat tern of sta lagm ites can para llel reco rds in the Green land ice co re. T he

sta lagm ite reco rds can also para llel the p roduct ion of co sm ic nuclide and so lar f lare reco rds. D u ring sm all ice

age, fou r t rough s of stab le oxygen iso tope in sta lagm ite reco rds (w eak mon soon period) ju st co rrespond to

low p roduct ive ra te of co sm ic nuclide and trough s of so lar f lare cu rve, and fu rthermo re, fou r t rough of

sta lagm ite reco rds co incided w ith sun spo t act ivit ies: D alton M in im um (1810) , M aunder M in im um (1645-

1715) , Sp real M in im um ( ( 1420 - 1530) and W o lf M in im um ( 1280 - 1440) respect ively. T he change of

sun spo t leads to the change of so lar rad ian t energy received by the earth direct ly. It show s that sho rt sca le

mon soon clim ate at low lat itude zone imm edia tely respond to change of so lar rad ian t energy.

Key words: oxygen iso tope of sta lagm ite; age dat ing of ICPM S2230T h; paleoclim ate reco rd; L ongquan cave in

L ibo , Gu 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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