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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圆明园位于北京小平原的西部，其古地貌环境受到古清河的影响。通过对圆明园宫门区剖面沉积物粒度、

孢粉的分析，把自 4500a.B.P. 圆明园宫门区地貌演变分为 5 个阶段：4560a.B.P. ~ 3740a.B.P. 为分支河道发育；3740a.B.P. 

~ 3412a.B.P.为漫滩发育；3412a.B.P. ~ 2854a.B.P.为浅湖发育；2854a.B.P. ~ 1749a.B.P.为湖沼发育；1749a.B.P. ~ 1196a.B.P.为

漫滩发育。圆明园中的河湖水源和清人建园的方法都受到古地貌环境的影响，其周边由稻田荷塘构成的水乡景色，也离

不开其处于湖沼洼地的地貌环境，而如今圆明园遗址的改造也要充分考虑到其古地貌的演变。

Keywords：Yuanming Yuan; Environmental Changes; Qinghe Swales

Abstract：Yuanming Yuan i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small plain of Beijing. Its ancient geomorphic environment 

was affected by the ancient Qinghe Riv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ediments and pores collected from the longitudinal 

section in the area of Yuanming Yuan’s Palace gate, the topographic changes of this place since 4500 a.B.P. can be divided into 

fi ve phases: 4560a.B.P. ~ 3740a.B.P., the development of branch river channels; 3740a.B.P. ~ 3412a.B.P., the development of 

fl oodplain; 3412a.B.P. ~ 2854a.B.P., the development of shallow lakes; 2854a.B.P. ~ 1749a.B.P., the development of lakes and 

marshes;1749a.B.P. ~ 1196a.B.P., the development of fl oodplain.The ancient geomorphic environment had an impact on the water 

sources of rivers and lakes in Yuanming Yuan as well as the way people built the site in Qing Dynasty. Besides, nearby scenery, 

featured with paddy fi elds and lotus ponds, was also under the infl uence of the topographic surroundings like limnetic depression. 

Present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ics of Yuanming Yuan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geomorphic environment.

引 言

圆明园坐落于北京小平原的西部，处于

永定河冲积扇北缘［1］。约10000年前，古永定

河在圆明园一带形成一条3～4千米宽的河谷低

地，即“古清河故道”和“清河洼地”［2］，

圆明园就坐落于清河洼地中。

古清河沉积层呈现为下粗上细的二元结

构，既有厚达4米以上的砂砾石层，也有古湖

泊的沉积层，以及由水、旱田地形成的不同特

征的耕土层，在圆明园建设之前还有早期园

林、村舍的存在，这些古环境特征都会对圆明

园的园林建设和今天的遗址维护产生影响。对

上述背景环境的研究，直接关系到今天对圆明

园遗址的保护、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以及遗

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对圆明园园林建设史

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前学界关于圆明园遗址区域的古地貌、

古环境的研究开展不多，仅有个别案例［3］，且较

为笼统。对于圆明园地理背景—古清河故道

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40年前地震地质会战成

果的水平上，研究者主要有王乃樑［4］、孙秀

萍［5］、赵希涛［6］、李华章［7］、张青松［8］、

王挺梅［9］、杨景春［10］等，他们是在研究永

定河河道变迁的基础之上，从地质地貌角度

来复原古清河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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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的在于弥补此前研究的不足，

力图探索出一种把古环境研究与圆明园的

园林遗址保护、考古、园林历史的研究，

以及环境修复与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紧密

结合起来的新方法，为圆明园考古遗址公

园的遗址保护和利用服务。

一、剖面位置及剖面特征

（一）剖面位置  

位于圆明园出入贤良门遗址西侧，

筒 子 河 拐 弯 处 。 （ 图 一 ） 地 理 坐 标 为

116°17'44.54"E， 40°0'9.07"N。

（二）剖面沉积特征

本剖面深度250 厘米，可以分为8层，

特征如下：（图二）

1. 距地表0～100 厘米：为填土层，其

中0～55 厘米为现代填土；55～75 厘米为

素填土，浅灰色，有根孔、虫孔、草根、

树根、石灰；75～100 厘米为三合土，有

白灰、碎石、砖。

2. 距地表深100～128 厘米：黏土质

粉砂，灰色，顶面呈千层饼状，有螺，有根

孔、虫孔、植物根，局部有砖瓦，下部孔

多，向下颜色渐深、质地渐细。

3. 距地表深128～155 厘米：自上而下为

粉砂质黏土-黏土-黏土质粉砂，深灰黑色，

多小螺，有根孔、虫孔，上部有少量砂礓。

4. 距地表深155～168 厘米：黏土质粉

砂，深黄灰色，有植物残体、根孔、虫孔。

5. 距地表深168～178 厘米：黏土质粉

砂，黄灰色，下部有少量锈斑。

6. 距地表深178～183 厘米：粉砂，黄

色，有较多锈斑，有植物根、虫孔。

7. 距地表深183～208 厘米：细砂向下渐

粗至中砂，浅黄色，上部有少量锈斑。

8. 距地表深208～250 厘米：砾石层，向

下未见底。

（三）沉积样品测定及剖面年代

剖面取样从距地表103厘米人工堆积层

底面开始，其中100～168厘米段每隔3厘米取

样，168～208厘米段每隔5厘米取样，共选取 图一 圆明园出入贤良门剖面位置

图二 圆明园出入贤良门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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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样品。对样品进行14C测年、粒度、孢粉

的测量与分析。粒度数据用北京大学城市与

环境学院地表过程实验室的 MS2000 粒度分析

仪测得，孢粉样品数据由吉林大学古生物学

与地层学研究中心测得。

为建立剖面的年代标尺，共采集了2个沉

积物的全样有机质样品及1个螺壳样品，用北

京大学14C 测量加速质谱仪 1.5SDH-1 测年，
14C年代数据用树轮校正年代。（表一）本文

依此建立年代序列，测年数据之间的年代根

据线性内插的方法，用沉积速率计算而得。

（图三） 

二、样品分析结果

（一）粒度结果

通过对沉积物粒度的测试，我们计算

出不同深度沉积物样品的平均粒径、标准离

差、偏度、峰态4个粒度参数，并据此绘制

出粒度的概率累积曲线与频率曲线。（图

四-b） 

（二）孢粉鉴定结果

通过显微镜下详细鉴定和统计，该剖面

平均浓度在266粒/克。（图五）孢粉类型比较

少，共出现38科植物。其中：

针叶植物（Coniferae t rees）有2科花

粉出现，阔叶落叶植物（Broadleaf trees）

有 6 科 花 粉 出 现 ， 灌 木 和 陆 生 草 本 植 物

（Shrubs+Herbs）有 22科花粉出现，湿生草

本植物（Wet）有3科花粉出现，蕨类植物

（Pteridophytes）有 5科孢子出现，淡水藻类

环纹藻（Concentricystes）在一些样品中出现

较多。

从下至上出现过高含量的花粉有：针叶

植物松属花粉，湿生草本植物莎草科花粉，

水生植物香蒲属花粉，陆生草本植物禾本

科，蕨类植物中华卷柏孢子，连续少量出现

的有陆生草本植物菊科、蒿属、藜科、栽培

禾本科等花粉，其他孢子和花粉少量或零星

出现。

三、剖面的沉积地貌演化

沉积物粒度组成反映了沉积时的降水、

水动力强弱以及水位高低变化等信息［11］。

根据许清海等人［12］的研究，孢粉组合的变

化常与沉积相的变化相对应。根据野外测量

和对沉积物粒度、孢粉的实验室分析，由早

到晚可将剖面划分为分支河道-漫滩-浅湖-

湖沼-漫滩5个地貌演变过程。（见图四，图

五）从shepard［13］三角图可以看出，本剖面

大部分沉积物粒度落在了黏土质粉砂和砂质

粉砂的范围。平均粒径4.21-7.80φ，平均值

6.06φ。标准离差1.57-2.45，平均值2.02，偏

表一  圆明园出入贤良门剖面14C测年表

深度/cm 样品类型
14C年龄/
a.B.P.

树轮校正年龄
（2σ）

115 螺壳 1565±25
421A.D-551A.D.

（95.4%）

142 沉积物全样 2395±20
536B.C-402B.C.

（95.4%）

183 沉积物全样 3740±25
2206B.C-2115B.C.

（65.2%）

图三　剖面年代与深度对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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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0.15-0.28，平均值0.14，峰态0.84-1.28，

平均值1.04。粒径较细，反映水动力作用比

较弱。标准离差大，反映此处处于运动营力

不单一，动力不稳定的永定河冲积平原上。

（图六）5阶段地貌演化阶段如下：

阶段I（4560a.B.P.～3740a.B.P.，208～183

厘米）：为分支河道发育，呈正韵律，有二

元结构，平均粒径为4.20-5.10φ，以极细砂

和粗粉砂为主，自下而上由粗（极细砂） 变

细 （粗粉砂）。频率曲线为窄单峰，说明

沉积物来源比较单一。标准离差1.58-2.01分

选差，偏度为0.16-0.38正偏到极正偏，峰态

1.23-1.73很窄尖。概率累积曲线为三段式，

跃移质斜率>60°，跃移质占约70%。

孢粉组合以石竹科-松属-蒿属-禾本科为

主的组合，孢粉总浓度很小，在5粒～10粒/克波

动。这可能与极细砂和粗粉砂为主的分支河

道沉积有关，水动力相对较大，急流条件下

花粉不容易沉积下来［14］。以灌木及陆生草本

植物花粉（47.37%～90.37%）、针叶植物花

粉（5.18%～39.47%）为主，落叶阔叶植物花

粉（0.94%～9.0%）、水生和湿生草本植物花

粉（1.0%～12.15%）、蕨类植物孢子少量出

现。

阶段II（3740a.B.P.-3412a.B.P.，183～173厘

米）：为漫滩发育。并由分支河道向浅湖过

渡，平均粒径为4.31-5.09φ，以粉砂和黏土

质粉砂为主，频率曲线为单峰，标准离差2.05 

-2.45分选很差，偏度为0.25-0.29正偏，峰态图六 岩土粒度分类

图五　主要孢粉含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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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98-1.22中等到窄尖。概率累积曲线为两

段式，跃移质斜率>60°，跃移质占约70%。

孢粉组合以松属-菊科-蒿属-香蒲属为

主。孢粉总浓度仍很小，在5粒～7粒/克波

动，说明处于低漫滩［15］。以针叶植物花粉

（32.45%～37.10%）、灌木及陆生草本植物

花粉（28.44%～50.0%）、水生和湿生草本

植物花粉（12.28%～20.16%）为主，落叶阔

叶植物花粉（3.54%～4.84%）、蕨类植物孢

子（0～1.75%）少量出现。环纹藻出现较多

（浓度37粒～113粒/克）。

阶段III（3412a .B .P .～2854a .B .P .，

173～156厘米）：为浅湖发育。平均粒径为

4.97-6.36φ，以黏土质粉砂为主，频率曲线

为双峰，标准离差2.41-2.45分选很差，反映

沉积区搬运营力性质变化较大。偏度为0.14-

0.25正偏，峰态为0.93-0.98中等。概率累积曲

线为两段式，跃移质斜率>60°，跃移质约占

70%。

孢粉组合以香蒲属-禾本科-松属-莎草

科为主。孢粉总浓度较上一层有所增加，在

17粒～309粒/克波动。其中，以水生和湿生草

本植物花粉（22.13%～48.06 %）、灌木及陆

生草本植物花粉（28.44%～65.27%）、针叶

植物花粉（10.92%～30.94%）为主，落叶阔

叶植物花粉（0.72%～1.29%）、蕨类植物孢

子（0～1.54 %）少量出现。在本带中，水生

植物香蒲属占20.31%～41.94%，环纹藻出现

较多（浓度7粒～84粒/克）。较多的水生、湿

生植物和藻类，说明本阶段处于浅湖沉积，

结合粒度分选很差，双峰，说明湖水受到上

游冲积影响较大，营力性质变化不一。禾本

科占8.63%～57.98%，其中，栽培禾本科占

3.67%～6.68%，为剖面含量最高，说明西周

时期，人类的农业活动已经影响此地区。

阶段IV（ 2854a.B.P.～1749a.B.P.，

156～121厘米）：为湖沼发育。平均粒径

6.31-7.80φ，以粉砂质黏土为主，土壤颜色

较深，为深灰黑色。频率曲线双峰为主, 概率

累积曲线为两段式，标准离差1.84-2.15分选

差，偏度为-0.15-0.16负偏到正偏，峰态为

0.86-1.08中等到窄尖。下部正偏，向上过渡

到负偏，说明颗粒逐渐变细，水动力逐渐变

弱。

孢粉组合以松属-莎草科-禾本科-香蒲属

为主。孢粉总浓度最大，为183粒～1402粒/克，

波动较大。以针叶植物花粉（10.92%～76.87%）

为 主 ， 其 次 为 水 生 和 湿 生 草 本 植 物 花 粉

（17.16%～48.06%）、灌木及陆生草本植

物花粉（4.48%～65.27%）较多，落叶阔叶

植物花粉（0%～1.29%）、蕨类植物孢子

（0.18%～4.47%）少量出现。在湿生植物花粉

中，莎草科占9.8%～42.12%。水生植物花粉香蒲

属占0.71%～14.59%，环纹藻（浓度0～38粒/克）

少量出现。说明此时水体比上一阶段要浅，

处于较浅的沼泽地环境。在灌木和陆生草本

植物中，以禾本科（2.61%～8.78%）花粉为

主，栽培禾本科占0.56%～2.92%，说明有少

量人类活动。

阶段V（ 1749a.B.P.～1196a.B.P.，121～100

厘米）：为漫滩发育。平均粒径6.08-6.81φ，

以黏土质粉砂为主，频率曲线为双峰, 概率

累积曲线为两段式，标准离差1.95-2.04分选

差，偏度为0.01-0.25近对称到正偏，峰态为

0.86-0.92中等。

孢 粉 组 合 以 莎 草 科 - 松 属 - 中 华 卷 柏

为主。孢粉总浓度较上层有所减少，在43

粒-267粒/克波动。以水生和湿生草本植物

花粉（8.45%～50.31%）为主，其次针叶植

物花粉（10.06%～29.43%）、蕨类植物孢子

（9.75%～70.41%）、灌木及陆生草本植物花

粉（7.69%～18.98%）出现较多，落叶阔叶植

物花粉（0～0.57%）零星出现。环纹藻（浓

度0～1粒/克）少量出现。在蕨类植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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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卷柏（浓度16粒～39粒/克，百分含量为

8.97%～70.41%）孢子百分含量较多，根据许

青海等人［16］的研究，中华卷柏孢子在漫滩相

和泛滥相孢粉含量较高，也进一步指示说明

此阶段处于高漫滩相。

四、地貌环境演化对圆明园建设的影响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对本剖面的研

究，可以看出古清河改道后所形成的湖沼洼

地地貌，为圆明园的园林建设提供了适宜的

环境背景。明代以后的稻田和园林都是在湖

沼洼地的地貌背景下选址、建造的。

明代以后，随着人们对清河洼地的开

发，稻田、莲藕得到广泛种植，已经形成宛

若江南的水乡景色。明人在描述勺园时说，

“又北为水榭，最后一堂，北窗以拓，则稻

畦千顷，不复有缭垣焉”［17］。明人所描述的

区域就包括了后世的圆明园地区，当时已是一

片稻田。另一方面，从明代起，大量达官贵人

在海淀一带构筑园林。正是由于当地有良好的

自然环境基础和长期开发而形成的水乡园林景

色，清朝皇帝才决定在此建设郊外园林，形成

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区。

圆明园的建园方法也与古地貌密切相

关。古清河砂砾石层顶面起伏不平，而且距

离地表较近，这使得砂砾石层上面黏性土层

的厚度差异较大，有的地方厚度接近3米，有

的地方只有1米。从本剖面来看，剖面底部

即距地表210厘米就是砾石层的顶面。而圆明

园的建园方法是用挖湖塘的土就近堆山，如

果湖泊挖掘较深，会将大量砂砾石挖出堆到

土山上，给土山上的植被种植带来麻烦，同

时也不利于湖中莲藕等水生作物的种植。为

此，圆明园的建造者对湖泊深度十分注意，

湖底大多位于砂砾石层之上。圆明园河道泊

岸通深一般在1.5米以内，大湖挖深在1.5米至

2米［18］。这样做既有利于水生植物的生长，

［1］ 李华章．北京地区第四纪古地理研究．北京：地

质出版社，1994：108～117．

［2］ 王乃樑，杨景春，徐海鹏，等．北京西山山前平

原永定河古河道迁移变形及其和全新世构造运动

的关系．见：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编．第三届

全国第四纪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

同时也可避免山体的沙化，有利于陆地植被

的生长。所以，圆明园的一些河道开凿得很

浅，水深往往只有数十厘米，仅能满足吃水

很浅的平底木船通行。

如今，北京平原地区地下水位严重下

降，原来作为水源之一的古清河故道砂砾石

层如今已经干涸，曾经是向上涌水的泉眼，

如今成为向下漏水的通道，这也成为圆明园

池塘漏水的主因。如何应对这一变化，是圆

明园遗址保护必须面对的问题。从大区域

看，需要北京市加大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

力度，从根本上改变地下水位下降的状况。

从圆明园遗址本身看，需要找到既能实现池

塘保水，又不破坏遗址风貌的办法。办法之

一是池底防渗，但修建防渗层容易破坏遗址

的原有形态，需要选择可逆性的防渗办法。

办法之二是在圆明园遗址范围内保持局部地

下水位的上升，即利用古清河故道砂砾石层

保持局部浅层地下水位的上升，但能否成功

需要尝试。办法之三是对一些次要池塘、河

道暂时保持其已经干涸的状态，不做修复，

待将来找到好办法后再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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