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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罗布泊盐湖沉积物为研究对象，以环境磁学为主要研究方法，探讨罗布泊盐湖沉积物磁性特征的影响

因素和环境意义。根据磁性特征可将罗布泊 LOP1 剖面沉积物分为两类：磁铁矿主导和铁硫化物（胶黄铁矿和黄铁

矿）主导。磁铁矿主要来源于物源区塔里木盆地。胶黄铁矿和黄铁矿是早期还原成岩作用的产物，对磁性特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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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显著影响，胶黄铁矿主导层具有明显较高的χ、SIRM、χARM、χARM/χ和 S-300 mT，黄铁矿相反。有机质供应增加是罗布泊

盐湖沉积早期成岩作用的触发因素，中晚全新世以来冷事件期间塔里木盆地湿度改善，有机质供应增加，促使了早
期成岩成因的自生铁硫化物生成。
关键词：磁性特征；早期成岩；盐湖；气候变化；罗布泊

干旱区盐湖沉积是区域气候环境演变的信息
存储载体［1-3］。成盐作用是盐湖区别于淡水湖的独
特地质作用，一方面密切关联于区域气候水文变
化，同时又深刻影响了盐湖的地球化学、矿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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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罗布泊（39.5°~41.5°N，88°~92°E）位于塔里木

物学特征［1,4-5］。沉积物磁性特征在沉积环境演化研

盆地东部，南依阿尔金山，北靠天山南支库鲁克塔

究中被广泛应用

格山，深处亚欧大陆腹地，气候异常干燥，年降水

，但盐湖环境中沉积物磁性特征

［6-7］

的影响因素和环境意义研究较少。
罗布泊是世界著名的高盐度盐湖，其沉积序列
经历了包括盐度变化的多次沉积环境转换，是研究
不同条件下沉积物磁性特征和磁性矿物生成转化

量＜20 mm，潜在蒸发量＞3000 mm，全年盛行风方

向为 NE，年平均风速＞5 m·s-1［2,11］。历史上罗布泊
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湖泊，但目前完全干涸。近

期研究发现，罗布泊干涸时间大约在 20 世纪 50—60

的理想区域［8］。前人已在罗布泊地区进行了部分环

年代左右，塔里木河流域人类用水强度增加是罗布

境磁学研究，结果显示罗布泊盐湖沉积物磁性特征

泊干涸的主要原因［12］。

变化与成盐作用和粒度有关［9-10］。但尚有大量磁学
信息（磁性矿物类型和颗粒，磁性矿物生成转化机
制等）有待提取，磁性特征变化的控制因素和环境
意义等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拟对罗布泊盐湖及
其周边不同类型沉积物进行系统的环境磁学测量，
结合粒度、有机质、X 射线衍射分析，查明罗布泊盐

1.2 研究方法
1.2.1 野外考察与样品采集

2008 年，在罗布泊湖

心挖掘 1 处深度为 163 cm 的浅坑（记为 LOP1，坐标
为 40°26′09″′N, 90°21′23″E）
（图 1），按 1 cm 间隔取

样，共获得 163 个样品。2016 年在罗布泊西岸选取

6 处风成沙丘（S1~S6），采集 6 个表层（0~5 cm）风成
沙样品；选取 5 处雅丹地层（Yd1~Yd5），该地区雅丹

湖沉积物的磁学特征和影响因素，揭示磁性变化与

地层一般表现为黏土质粉砂层（CS 层）和砂质粉砂

气候环境变化的关系。

层（SS 层）交替组成，笔者分别在 CS 层和 SS 层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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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 b 显示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最低点。

图 1 罗布泊位置及样点分布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of Lop Nur and sample site

样品 1 个，共获得 10 个雅丹沉积物；选取两处红柳

司 生 产 的 D8- ADVANCE 型 X 射 线 衍 射 仪 ，进 行

红柳沙包样品；并在罗布泊大耳朵区域采集 12 个表

压 40 kV，工作电流 49 mA，步长 0.06°·s-1，扫描速度

沙包（Tc1~Tc2），分别在不同深度层采集 4 个和 3 个

层（0~5 cm）沉积物（L1~L12）。
1.2.2 实验方法

粒度：取适量样品，经 HCl 和 H2O2

去除碳酸盐和有机质后，用马尔文 2000 激光粒度仪

测量。

磁性测量：样品在 40 ℃低温环境下烘干后，取

5 g 左右样品装入样品盒内，依次测量：
（1）磁化率

XRD 测试分析。测试条件如下：Cu Ka 辐射，工作电

0.025°·s-1，发射夹缝 1°，接收夹缝 1°，扫描范围 5°~
80°（2θ）。

2

结果分析

2.1 罗布泊盐湖表层及周边沉积物粒度与磁性特征

如图 2a 所示，罗布泊地区不同类型沉积物的粒

（低 频 磁 化 率 χlf，0.47 kHz 和 高 频 磁 化 率 χhf，4.7

度 特 征 差 异 显 著 。 盐 湖 表 层 沉 积 物 的 黏 土（<4

mT，直 流 磁 场 为 0.04 mT）；
（3） 饱 和 等 温 剩 磁

12.75%，59.81%和 27.44%。红柳沙包和风成沙的粒

kHz）；
（2）非磁滞剩磁（χARM，交变磁场峰值为 100

μm）、粉砂（4~63 μm）、砂（>63 μm）的平均含量为

（SIRM，磁场强度为 1 T）；
（4）具有饱和等温剩磁的

度 组 成 均 以 砂 质 组 分 主 导 ，平 均 含 量 分 别 达 到

磁后的等温剩磁（IRM-100 mT 和 IRM-300 mT）。磁化率用

粉砂（SS）层粒度组成差异明显，前者以粉砂为主，

样品在磁场强度分别为-100 mT，-300 mT 环境中退

74.44%和 90.32%。雅丹黏土质粉砂（CS）层和砂质

英 国 Bartington MS2 磁 化 率 仪 测 量 ，剩 磁 用

平均含量达到 78.21%，后者粉砂和砂含量分别为

JR6 旋转磁力仪获取和测量。选取典型样品，利用

磁性参数χ和 SIRM 一般指示沉积物中磁性矿

Dtech2000 交 变 退 磁 仪 ，MMPM10 脉 冲 磁 化 仪 和

可变场平移磁天平（MMVFTB）进行磁滞回线和热磁
分析。
烧失量（LOI）：万分位电子天平称取 2~2.5 g 样

品 置 于 石 英 坩 埚 中 ，105 ℃ 下 烘 干 8 h 并 称 重

（M105），将烘干样品置于马弗炉中，550 ℃灼烧 4 h

后 称 重（M550）。 有 机 质 烧 失 量 的 计 算 方 法 为 ：
LOI550/%=（M105-M550）（
/ M105-M）×100%。

X 射线衍射（XRD）分析：用德国 Bruker AXS 公

41.26%和 54.75%。

物的含量，与χ不同，SIRM 不受顺磁性和抗磁性矿

物的影响［6-7］。而参数χARM 与磁性矿物颗粒特征密切
相关，单畴（SD）颗粒亚铁磁性矿物的χARM 显著高于
多畴（MD）或超顺磁（SP）颗粒［6-7］。比值参数χARM/χ

可用来指示磁性颗粒，通常较高的比值反映了较细
［13］
的 SD 颗粒。χ和χARM 的（King 图）
组合表明各沉积

物磁性矿物的颗粒特征接近，
多数落在多畴（MD）区
域（图 2b）。除个别表层沉积物外，多数样品的χ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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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罗布泊盐湖表层、红柳沙包、风成沙、雅丹沉积物粒度特征（a）和磁性特征（b~d）
Fig. 2 Particle size composition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surface sediments, Tamarix Cone, aeolian sands and
yardangs sediments of Lop Nur area

于 10×10- 8~20×10- 8 m3 ·kg- 1，SIRM 介于 1500×10- 6 ~
2500×10-6 Am2·kg-1（图 2c）。退磁参数 S-100 mT 和 S-300 mT

反映沉积物中亚铁磁性矿物与不完整反铁磁性矿
物的相对组成，随着不完整反铁磁性矿物含量的增
加而下降［6-7］。罗布泊地区各类沉积物的 S-300 mT 均超
过 80%（图 2d），指示各沉积物磁性特征为亚铁磁性

矿物为主［6- 7］，但仍存在不完整反铁磁性矿物的贡
献，尤其是雅丹沉积物。
2.2 LOP1 剖面沉积物粒度特征

如图 3 所示，LOP1 剖面沉积物物质组成以粉砂

为主，除 17~0 cm 和 63~52 cm 段外，粉砂含量均超过

60%。自底部向上至 64 cm 处，粉砂含量无明显变

化。63~52 cm 段，粉砂含量保持稳定低值，然后快

速升高，至 32 cm 处达到剖面最高值（88.39%），后向

图 3 LOP1 剖面粒度组成的垂向变化

上至表层快速降低。黏土含量自剖面底部向上呈

Fig. 3 Particle size composition of LOP1 profile

现 波 动 性 增 加 趋 势 ，在 57 cm 附 近 达 到 最 大 值

但在 146~136 cm 层颗粒较粗且波动剧烈，64~46 cm

除 163~150 cm（10% 左 右），146~136 cm（22.5% ~

速变粗。

（46.49%），后向上至表层快速下降。砂质组分含量
46.3%）和 22~0 cm（12.2%~61.5%）外，均低于 5%。

平均粒径自底部向上至 65 cm 处，呈平稳变细趋势，

深度层保持稳定低值，然后自 45 cm 向上至表层快
2.3 LOP1 剖面年代框架

LOP1 的年代框架采用与前人研究结果对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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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建立，北距 LOP1 剖面不足 10 km 的 Site Ma 剖

（平 均 值 33.42 kA · m- 1）指 示 其 中 含 有 胶 黄 铁 矿

一致（图 4）［14］，Ma 等［14］结合传统 14C，AMS14C 和沉积

线上，该层样品（160 cm）磁化强度随着温度升高逐

面（图 1）的沉积层序和粒度变化与 LOP1 剖面完全

速率推算的方法建立了该剖面的年代框架，其中 75
cm 和 80 cm 两个 C 数据的测年材料为植物碎屑，
可
14

认为不受碳库效应影响，为实际沉积年龄。通过地

层对比，获得 LOP1 剖面的几个年代控制点，分别为

163 cm（3400 Cal. a BP），123 cm（2200 Cal. a BP），

［15-16］
（Fe3S4）
。如图 6 所示的热磁曲线（M-T），加热曲

渐增加，至 300 ℃处达到最大值，然后随着温度升高

快速下降，在 500 ℃附近有所增加，出现第 2 个峰

值，这与胶黄铁矿或含胶黄铁矿沉积物的热磁曲线

的变化特征一致［15-16］。磁滞回线（图 7，160 cm）显

示该层样品中磁性矿物的矫顽力较高（Bc=26.21

80 cm（1100 Cal. a BP），75 cm（800 Cal. a BP），40

mT），表明磁性颗粒较细，符合自生胶黄铁矿的特

3400 Cal. a BP，
平均速率为 0.48 mm·a-1。

磁性矿物为胶黄铁矿（图 8）。

cm（400 Cal. a BP），即 LOP1 剖面的底界年龄约为
2.4 罗布泊 LOP1 剖面沉积物磁性和有机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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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a~5f 所示，根据磁性特征测量结果，可以

点［15-16］。XRD 分析结果也表明该层沉积物的主要

层②，S-300 mT 略低于层①，显示不完整反铁磁性

矿物含量或比例有所增加。自该层底部向上，磁性

将 LOP1 剖面分为 6 层：第①层：163~150 cm，第②

参数χ、SIRM、χARM、χARM/χ、SIRM/χ均呈现波动性下降

cm , 第⑤层：72~63 cm, 第⑥层：62~0 cm。各层磁性

型样品加热曲线显示了 580 ℃的居里温度，表明磁

层：149~123 cm，第③层：122~85 cm，第④层：85~73

特征如下：

层①，S-300 mT 平均值达到 98.75%，指示磁性特征

为亚铁磁性矿物主导。χ，SIRM，χARM 和χARM/χ四个参

数明显高于其他层位，显示该层沉积物中磁性矿物
含量较高，颗粒较细。此外，该层较高的 SIRM/χ值

趋势，表明磁性矿物含量下降，颗粒变粗。该层典

性矿物由磁铁矿主导，600 ℃后磁化强度继续保持

一定的下降趋势，指示了赤铁矿的存在［6］（图 6，135
cm）。XRD 分析结果也表明，该层沉积物的主要磁

性矿物为磁铁矿和赤铁矿（图 8）。

层③，该层沉积物磁性很弱，各磁性参数均处

图 4 LOP1 剖面和 Site Ma 剖面的地层对比（a~d）
）和 LOP1 剖面年代框架（e）
Fig. 4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between Site Ma profile (a, b)and LOP1 profile (c, d), and age-depth
relationship for the LOP1 profi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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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LOP1 剖面磁性特征和有机质含量垂向变化
Fig. 5 Magnetic properties and organic matters of LOP1 profile

图 6 LOP1 剖面典型样品热磁曲线
Fig. 6 Representative temperature-dependent magnetization curve of LOP1 profile

于剖面最低值且无明显垂向波动。该层样品磁滞
回线接近于一条直线，符合顺磁性矿物（如黄铁矿）

层 ④ ，χ、SIRM、χ ARM 、χ ARM/χ、SIRM/χ 略 高 于 层

③，但明显低于层①和层②。该层具有剖面最低

的磁滞特征（图 7，100 cm）。加热曲线上，随着温度

的 S-300 mT 值，显示高矫顽力磁性矿物（如赤铁矿等）

500 ℃附近达到最低值，指示了顺磁性矿物（如黄铁

为磁铁矿，
同时含有赤铁矿的贡献［6］。

明，该层磁性矿物主要为黄铁矿（图 8）。

和磁滞特征）与层③相似。

增加，磁化强度呈现持续的波动性轻微下降，在
矿）的存在［6］。
（图 6，100 cm）。XRD 分析结果也表

的比例较高。热磁分析显示，该层的磁性矿物主要
层⑤，该层磁性特征（包括磁性参数、热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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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LOP1 剖面典型样品磁滞回线
Fig. 7 Representative hysteresis loop of LOP1 profile

围为 3.43%~19.81%，平均值为 10.51%。总体上除

40~28 cm 层位较高外（17.14%~19.81%），剖面有机

质含量差异不大，含量变化多数落在 5%~15%范围

内，但层②、层④和层⑥（40~28 cm 除外）相对较低

（图 5g）。

3

讨 论

3.1 罗布泊沉积物磁性特征与沉积环境变化
物源、粒度和早期成岩作用是自然环境中沉积
物磁性特征的主要控制因素［6］。LOP1 剖面沉积物
磁性特征分别为磁铁矿（层②，④，⑥）和铁硫化物

（胶黄铁矿主导的层①和黄铁矿主导的层③，⑤）为

主。如图 9 所示，层②，④，⑥沉积物磁性特征与罗
布泊表层、风成沙、红柳沙包、雅丹以及塔里木盆地

注：G 为胶黄铁矿；P 为黄铁矿；M 为磁铁矿；H 为赤铁矿；

沉积物［17］的磁性矿物含量和颗粒特征较为一致，此

Ma 为磁赤铁矿；Q 为石英。

外，这些层位以磁铁矿为主，伴生赤铁矿的矿物类

图 8 LOP1 剖面典型样品的 XRD 分析结果

型组合特征也与塔里木盆地沉积物一致［18］，显示该

Fig. 8 Results of XRD analysis of extracted magnetic

类沉积物中的磁性矿物主要来自于物源区塔里木

grains from LOP1 profile

层⑥，自该层底部（62 cm）向上，S-300 mT 呈现平稳

盆地，且未受次生作用改造。前人研究认为，塔里
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等河流长距离穿越的塔里

上升的趋势，χARM/χ与之相反，指示亚铁磁性矿物比

木盆地沙漠地段对罗布泊沉积物的物源具有主导

62 cm 向上至表层，呈现先下降后增加的趋势。该

性质的水系变动［2］。此外，罗布泊全新世以来沉积

例升高，颗粒变粗。χ、SIRM、χARM 变化趋势类似，自

作用，这些河流在全新世时段不存在能够影响物源

层样品在热磁曲线上显示了磁铁矿的居里温度

物中的碎屑矿物类型及相对含量一致，也显示其物

（580 ℃）
（图 6，30，55 cm）。

LOP1 剖面有机质含量（计算自烧失量）变化范

源较为稳定［19］。因此，物源不是引起 LOP1 剖面磁

性特征变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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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LOP1 M, P, G 层分别为磁铁矿，黄铁矿，胶黄铁矿主导层。

图 9 LOP1 剖面不同层位与罗布泊盐湖表层物、红柳沙包、风成沙、雅丹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沉积物磁性特征的对比
Fig. 9 Scatter plot of (a) χ versus SIRM and (b) χ versus χARM t for samples from the different interval of the LOP1 profile, aeolian
sands and yardang samples from Lop Nur, and aeolian sands from Taklimakan Desert

层①和层③、层⑤沉积物中的主导性磁性矿物

于气候变湿，塔里木盆地湿度上升，罗布泊沉积物

分别为胶黄铁矿和黄铁矿，属于典型的硫酸盐还原

有机质含量升高［2］。层①、层③和层⑤沉积物中有

成岩成因矿物。沉积物有机质降解驱动的早期成

机质含量较高，有机质的降解促使硫酸盐还原成岩

岩过程中，O2、硝酸盐、锰氧化物、铁氧化物、硫酸盐

作用发生，并生成了自生胶黄铁矿和黄铁矿，即有

等充当电子受体，在沉积物垂向剖面上形成不同的

机质供应增加是罗布泊沉积物中早期成岩成因自

氧化还原带（氧化带、次氧化带、硫酸盐还原带和产

生铁硫化物生成的触发因素。

甲烷带） 。在硫酸盐还原带，硫酸盐还原生成的

黄铁矿是硫酸盐还原作用的最终产物。层①

H2S，可与铁氧化物还原过程中生成的 Fe 反应，形

相比层③、⑤，有机质含量差异并不明显，但该层自

［16］

2+

成一系列铁硫化物，在 H2S 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最终
生成还原条件下稳定的黄铁矿（FeS2）。但当 H2S 相

对活性氧化铁供应不足时，会形成包括胶黄铁矿在
内的中间过渡产物

。自生胶黄铁矿属于亚铁磁

［15-16］

性矿物，一般表现为单畴（SD）状态，具有较高的χ、
SIRM、S- 300 mT、χARM、χARM/χ和 SIRM/χ。而黄铁矿属于

生铁硫化物为胶黄铁矿，显示黄铁矿化过程被抑
制，这可能与沉积环境的变化有关。粒度分析显示
层①的上覆沉积物在短期内快速变粗（图 3）。短期

内大量粗颗粒沉积物入湖会导致沉积速率升高，在

沉积速率较高的情况下，沉积物中活性铁与 H2S 反
应不充分，形成的胶黄铁矿被快速埋藏，不能进一

顺磁性矿物，对外加磁场非常不敏感，具有很低的

步反应生成黄铁矿［16］。在中国黄河三角洲［21］和美

χ、SIRM、S-300 mT［6］。

国 Santa Barbara 盆地［22］也发现高沉积速率抑制黄铁

早期成岩成因胶黄铁矿的生成保存取决于活

性铁、硫酸盐和有机质的平衡关系

。一般来说，

［16］

以陆源碎屑为主要物质来源的湖泊沉积物中活性
铁供应充足［16］。罗布泊沉积物盐类矿物含量达到

矿化过程的现象。40~28 cm 段也具有较高的有机
质含量，但主要磁性矿物为磁铁矿，未发生硫酸盐

还原成岩作用，也可能与上层粒度快速变粗（图 3），
沉积物被快速埋藏有关。

20%~50% ，为早期成岩作用提供了丰富的硫酸盐

3.2 罗布泊盐湖磁性特征指示的区域气候变化

供应。塔里木盆地气候干旱，植被覆盖率极低，导

干旱区湖泊有机质含量增加通常反映流域植

致罗布泊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较低（TOC 含量一般

被和湿度状况改善［20］，野外观察发现罗布泊铁硫化

不超过 0.5%）［20］，有机质供应可能是罗布泊沉积物

物生成层位发育了反映深水低动能环境的韵律清

［2］

还原成岩作用的限制因素。但在某些历史阶段由

晰的水平层理，也说明这些层位发育于湖水较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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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湖面湿润阶段。结合年代学分析发现 LOP1 剖面

P 左右较高（图 10h~图 10i），显示流域湿度增加，与

的铁硫化物层位（层①，③，⑤）分别位于 3400~3000

LOP1 剖面层①和⑤一致。柴窝铺泥炭沉积物δ13C

期间，前二者大体对应于北大西洋冷事件 2 和 1，后

偏负（图 10j），指示期间区域暖季降水增加［30］，与

段［23］（图 10a, 图 10b, 图 10d），显示在这些时段内罗

综上所述，笔者发现中晚全新世以来冷事件期

Cal. a BP，2200~1300 Cal. a BP 和 780~630 Cal. a BP

者位于中世纪暖期（NWP）向小冰期（LIA）的过渡阶
布泊地区湿度较高。

Xu 等［24］发现，楼兰文化的持续时间约为 1950~

1450 Cal. a BP（（图 10d），与 LOP1 剖面层③一致，显

示当时罗布泊地区水量充盈，滋养了楼兰文化。李

康康等［25］发现，700~500 Cal. a BP 期间楼兰地区大

量生长芦苇、胡杨、红柳（图 10c），显示在中世纪暖

期向小冰期过渡期间，楼兰地区水量丰沛，与层⑤

chinaXiv:202103.00040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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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400~3000 Cal. a BP 及 1800~1200 Cal.a BP 期间

LOP1 剖面层①和③一致。

间罗布泊及其周边地区气候趋向湿润，这是因为冷
事件期间，西风急流强度增加，位置南移，为中亚地
区带来更多的降水，高海拔山地地区冰川前进［31］，
增加的降水和冰川积雪融水以及降低的气温和蒸
发，使塔里木河流域湿度和植被改善，为罗布泊增
加了有机质供应，促进早期成岩成因次生铁硫化物
生成。由于 LOP1 剖面的年代框架是通过与前人研

一致。大范围内的对比分析发现，LOP1 剖面铁硫化

究结果对比获得，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但在考虑年

10f），指 示 淡 水 输 入 和 流 域 湿 度 增 加［26］。 Lauter⁃

代误差的情况下 LOP1 剖面的重建序列与周边地区

物发育期间，罗布泊上游的博斯腾湖盐度较低（图
bach 等［27］发现，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天山地区在

研究结果可以相互印证。因此，罗布泊地区气候环

水和冰川融水量明显增加（图 10g），与 LOP1 剖面

论断是可信的。测年工作是罗布泊地区古环境研

积物［29］A/C 值在 3400~3000 Cal. a BP 和 700 Cal. a B

区的年代学测试。

3450~2850 Cal. a BP 和 1900~1500 Cal. a BP 期间降

境变化与高纬度地区气候突变事件具有关联性的

层①和③一致。乌伦古湖 A/E 值［28］和赛里木湖沉

究的最大难点之一［32］，未来工作中会加强罗布泊地

注：
（c）为楼兰地区植物遗迹年龄分布；
（d）为楼兰古城年龄；
（e）为北大西洋全新世冷事件记录；
（f）为博斯腾湖盐度记录；
（g）为 Son kol 湖沉积物的δ15N 记录；
（h）为乌伦古湖 A/E 记录；
（i）为赛里木湖 A/C 记录；
（j）为柴窝铺泥炭δ13C 记录。

图 10 LOP1 剖面气候变化记录（a, b）与其他记录对比
Fig. 10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magnetic properties(a) and LOI(b) record of LOP1 profile and other
climate record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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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罗布泊中晚全新世以来的沉积物中发育了早

期成岩成因的自生胶黄铁矿和黄铁矿，并对磁性特
征产生显著影响，胶黄铁矿导致沉积物明显较高的

χ、SIRM、χARM、χARM/χ和 S-300 mT，黄铁矿相反。罗布泊
极端干旱环境中，有机质供应是盐湖早期成岩作用

的主控因素。全新世冷事件期间塔里木盆地湿度
条件改善以及有机质供应增加触发了罗布泊盐湖
的早期成岩作用。罗布泊盐湖沉积物磁性特征可

chinaXiv:202103.00040v1

以用来作为区域气候环境变化的指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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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ic properties of Lop Nur saline sediments and the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LI Wen1, 2,

MU Guijin2,

LIN Yongchong3,

ZHANG Huijuan1, WU Wangy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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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particle size, total organic matter, rock magnetic, and x-ray diffraction analyses
of saline lake sediments, aeolian sands, Tramarix cone, and yardangs sediments distributed along the west bank of
Lop Nur. The aim was to investigate the vertical variat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paleo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Based on the magnetic properties, Lop Nur sedim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In oxidizing environments, sediment magnetic properties are dominated by magnetit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ource materials (Tarim Basin) and are unaffected by early diagenesis. In reducing
environments, sediment magnetic properties are dominated by authigenic iron sulfide (greigite and pyrite), which
formed in the early diagenesis process. Layers that are dominated by greigite or pyrite have markedly higher or
lower χ, SIRM, χARM, and χARM/χ and S- 300 mT, respectively, reflect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early diagenesis on
magnetic properties in the Lop Nur. Combined with the results of chronology from a previous study, we
determined that the iron sulfide- bearing sediments were deposited during cold and wet periods, which were
probably caused by the North Atlantic cold events that occurred throughout the past 3400 yr. During these
periods, iron sulfide formation was likely driven by an enhanced organic matter supply. The magnetic parameters
of Lop Nur sediments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dicator of the hydrological and climatic evolution of the Tarim
Basin.
Keywords: magnetic properties; early diagenesis; saline lake; climate change; Lop N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