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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 20多年来 ,大气碳收支不平衡 ,即碳失汇 (M issing carbon sink) ,一直是全球碳循环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总结

全球碳失汇的主要研究成果基础上 ,分析了碳失汇数量和可能分布地点 ,并对形成的主要原因: CO2施肥作用、氮沉降的

变化、变暖促进氮矿化和早期破坏后的森林再生等 ,进行了综述和分析 ,指出了该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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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ng Sink in Global Carbon Cycle and Its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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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 lobal ca rbon cycle has drawn special a ttention by po licy makers and scientists. In December

1997, the Kyo to Pro to col has been proposed by Pa rties to Climate Change Frame of United Nations, in

which 39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re asked to impletement th e duties o f reduction o f CO2 emission. Based

on recent estimation o f g lobal carbon change in th e atmosphe re, and ocean, anthropogenic carbon emission

to th e a tmosphere ( 7. 1 Pg /a ) is mo re than the sum of carbon accumulated in th e atmospher e ( 3. 3± 0. 2

Pg C) and abso rbed by the ocean ( 2. 0± 0. 8 Pg C) . The surplus is about 1. 8 Pg C /a , called missing car-

bon sink. If the missing sink w ere not quantified and loca ted, the futur e CO2 concentra tion in the a tmo-

spher e would not be predicted. So missing ca rbon sink has been a critical problem in study of global carbon

cycle since 1970s. After investiga ting the ma jo r researches on the estimation o f g lobal carbon budgets, this

r ev iew assessed the estima te o f carbon missing sink and its potentia l lo cation, and ana ly zed th e cont ributes

o f ca rbon sink: climate change, CO2 fe rtilization, N depo sitio n, and regene ration of harv ested for est.

In g loba l scale , the amount o f missing carbon is determined by four com ponent: ca rbon accum ulation

in the atmospher e, carbon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com bustion and land use change, and ca rbon absorp-

tion by ocean. The amounts of the four components have been measured o r estima ted with differ ent da ta

source and period by diffe rent autho r s, which implies a missing carbon sink in range o f 0～ 3. 1 Pg /a. Car-

bon accum ulated in the a tmpsher e w ere estima ted in range o f 2. 9～ 3. 4 Pg C /a based on ice cor e r eco rds

befor e 1957, on atmospheric CO2 measurement th en. Now this estimation will ba sed on g lobal atmospheric

CO2 measurement netw ork established. Ca rbon released from land use change has been focused on tr opical

rainfor est, and was estima ted to be 0. 4～ 2. 5 Pg C /a. This lar ge va ria tion is caused by uncer tainty in har-

vested fo rest area and amount of biomass burned. Carbon abso rbed by ocean is estimated to be about 2 Pg /

a by oceanic circula tion and biogeochemical models, w hich is v er y w ell in acco rdance with r esults obtained

by measur ement o f CO2 difference on sea-air inte rface.

Many studies have believed the carbon missing sink to be loca ted in ter restrial ecosy stems. Ca rbon ac-



cumulation in ter restrial eco sy stems have been estimated from bo th analysis o f CO2 measurement in the at-

mosphere and the ocean, and investig ation of fo rest inv entor y.

In g loba l carbon cycle , tropical fo r est pla ys an impo r tant ro le, which has been ex tensiv ely investig at-

ed. Houghton et al. estima ted CO2 r elease f rom fo r est ha rv est and fire in tropics in period o f 1860～ 1980

and 1980s and concluded that tropica l fo r est is a majo r a tmospheric CO2 source. Global atmospheric CO2

and iso tope measurement also implied ther e is a CO2 source in tropics. How ever , some studies showed

tr opical fo rest be an atmospheric CO2 sink, such as modeling terr estria l ca rbon in Bra zil fo r est driving by

inter annual clima tic v ariation by Tian, long-term plo t experiment by Philips, and flux mea sur ement by

Grace.

M id-la titude region o f no r th h emispher e has been rega rded as the most potentia l missing carbon sink

since 1990 by Tans et al. according to g lobal atmospheric CO2 and iso tope measurem ent. then it wa s con-

firmed by nea rly all ana ly sis on atmospheric CO2 , O2 /N2和δ13CO2 that ther e is a no rth mid-lati tude carbon

sink. Th e sink is a ttributed to nit rog en deposition, r eg r ow th of ea rly-ha rv ested fo rest and clima te change.

IGBP has concluded tha t in te rr estria l eco systems, carbon sink was 0. 5± 0. 5 Pg /a by fo rest reg row th

in no rth hemisph ere, 1. 0± 0. 5 Pg C /a by CO2 fertiliza tion, and 0. 6± 0. 3 Pg /a by N deposition.

The influences o f climatic change on carbon sink in terr estria l ecosystems have been investiga ted in

tw o aspects: one is the r elationship betw een ca rbon sink and tempera ture change , ano the r is inter annual

climatic change driv ing ca rbon sink. Ter rest rial ca rbon sink is cont rolled by tempera ture through two pro-

cesses: enhancing r espiration to release more ca rbon, and speeding up N miner aliza tion to stimulate plant

g row th to sequeste r more ca rbon. How eve r, w e have no t enough ev idences to v erify the tw o processes

func tion w ell.

By modeling ca rbon dynamic in Brazil fo r est and flux measurement in Harvard fo rest, it is found tha t

carbon exchange betw een eco systems and the atmospher e changes annually and was driv en by clima tic

change. In ho t and dry yea rs, fo r est eco system may be a ca rbon source , in o ther y ear s it may be a carbon

sink.

CO2 fer tiliza tion will stimula te plant g r ow th and enhance ecosy stem ca rbon sto rag e. Friedling stein et

al. estima ted carbon sto r ed in te rr estria l ecosy stems w as increa sed by 1. 2～ 2. 04 Pg C /a.

In most of terr estria l eco sy stem, pr oduc tiv ity w as limited by sho r tage of N , so N depo sitio n will in-

crease plant pho to synthesis. By combining atmospheric t ranspo rt model pro jecting th e distribution of N de-

po sition, and biogeochemical model simulating soil, a nd plant ca rbon dynamics in ter restrial eco sy tems, it

w as estimated that N depo sitio n could enhance ca rbon stor age by 0. 5～ 1. 50 Gt C /a. How eve r, w hen soil

N accumulated to satura tion, ca rbon sto rag e enhancement by N depo sition will disappear.

In fo rest eco systems, ca rbon sto rag e w ill increase with plant g r ow th. In eastern U . S. A, fo r est re-

gener ated widely on ea rly-ha rv ested land o r abandoned ar able land, which is a carbon sink now. Dix on et

al. had concluded estima tes o f carbon sink by reg row th in the wo r ld. Note that carbon sink due to re-

g row th is a result o f many pro cesses: na tur al g r ow th, CO2 fer tilization and N depo sition fe rtilization.

Because o f complex of carbon cycles in eco sy stems and limitation of methodolog y , there ar e many dif-

fculties to confirm the existance o f ca rbon sink, or to de termine the lo ca tion and causes o f carbon sink. So

it is needed to conduct mo re observa tion, measurement, and to co llect mo re detail da ta of land cover , cli-

mate, v egetation and soil.

Key words: ca rbon sink; g lobal ca rbon cycle; t ropic; temperate; CO2 fertiliza tion; N depo 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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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 12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缔约国制定了《京都议定书》 ,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削减 CO2排

放量的责任 ,包括减少矿物燃料的燃烧和森林的破坏 ,并建议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植树造

林等 ,增加陆地生态系统中的碳固定量。 为此 ,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全球碳循环的研究 [1, 2] ,特别是加强了对

大气碳收支不平衡的探讨。据估计 , 20世纪 80年代期间 ,人类平均每年向大气排放 CO2约 7. 1 Pg C,比每

年大气中积累的碳 ( 3. 3± 0. 2 Pg C)和海洋吸收的碳 ( 2. 0± 0. 8 Pg C)之和要多 1. 8 Pg C /a,即可能存在一

个未知的碳汇 ,国外学者称其为失汇 ( M issing sink)。 [3]

从目前对大气 CO2源汇研究结果来看 ,要找的碳失汇最有可能存在于陆地生态系统中。但是该汇的位

置和强度 ,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近 10多年 ,关于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研究非常多 ,并且有许多发表在

Nature和 Science上。但是 ,在我国 ,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问题只在个别文献中提到 [4, 5] ,系统的研究还非常

少。本文试图综述国际上与此有关的重要文献和观点 ,希望更多的生态学者投入到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

研究中 ,并能够通过分析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规律 ,为建立精 确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 CO2清单

和制定减缓 CO2排放的措施提供科学根据。

1　碳失汇

1. 1　全球碳平衡

全球大气碳平衡方程为:

大气 CO2增加= 矿物燃料释放+ 土地利用变化释放 -海洋吸收 -碳失汇 ( 1)

在对全球碳平衡中各主要碳汇和源的估计 ,由于采用的方法和数据来源不同 ,不同作者给出的估计值

有所不同 (表 1)。

表 1　全球碳平衡的各项估计值 ( Pg C /a)

Table 1　 The components of global carbon balance

矿物质燃烧

Fos sil-fu el

combus tion

土地利用变化及
生物质燃烧

Land u se ch ang e and
biomas s burning

大气中积累

Accumu lation in

the atmosphere

海洋吸收

Oceanic

ab sorption

失汇

Missing carb on

参考文献

Reference

3. 6 1. 8 0. 5～ 0. 8 1. 0～ 1. 3 [6 ]

5. 2 3. 3 2. 5 2. 0 4. 0 [7 ]

5. 0 1. 3 2. 9 2. 4 1. 0 [8 ]

5. 4 1. 6 3. 4 2. 0 1. 6 [9 ]

5. 3 1. 8 3. 0 1. 0～ 1. 6 2. 5～ 3. 1 [10 ]

4. 8～ 5. 8 0. 4～ 1. 6 2. 9 2. 5～ 1. 8 - 0. 2～ 2. 7 [11 ]

5. 4± 0. 5 0. 6～ 2. 5 3. 2± 0. 2 2. 0± 0. 6 1. 8± 1. 3 [12 ]

5. 5± 0. 5 1. 6± 1. 0 3. 2± 0. 2 2. 0± 0. 8 2. 1 [13 ]*

　　* 1980～ 1989年平均 1980～ 1989 Average value

　　在工业化之前 ,大气中 CO2基本保持平衡。南极冰芯的测定结果表明 ,在 1750年以前 ,大气 CO2浓度

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 280μl /L ,之后大气的 CO2浓度才开始增加。 从 1957年在夏威夷的 Mauna Loa开始

了对大气中 CO2浓度的精确观测。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 ,随着对温室效应的关注 ,全球性的大气 CO2

浓度监测网逐渐建立了起来。大气 CO2积累量就是根据大气中 CO2浓度的变化得出的。该积累值在 20世

纪 70～ 80年代较小 ,在 20世纪 90年代后积累值增大 ,估计值介于 2. 9～ 3. 4 Pg C /a。

在大气碳源中 ,矿物燃料燃烧释放的 CO2的估算比较容易可靠 ,因为可以利用比较详细的经济统计数

据 ,特别是能源消耗的统计资料。 目前全球的估计值介于 3. 6～ 5. 5 Pg C /a。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陆地生态系统 CO2排放 ,目前主要考虑对热带雨林的砍伐。但由于热带雨林的砍

伐面积的统计和燃烧量的估计存在较大误差 ,土地利用变化释放的 CO2的估计值也就存在较大变异 ,介于

0. 4～ 2. 5 Pg C /a。

在可能的大气 CO2汇中 ,海洋的吸收能力相对比较容易确定。现有的多种模型的估计值和海洋测定结

96　 生　态　学　报 22卷



果已经比较接近 ,如根据海洋循环模型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型 (研究可溶性有机碳随时间的变化 )以及

海气界面 CO2分压差别的测量 ,估计在 20世纪 80年代 ,海洋吸收 CO2的能力为 2 Pg C /a。 对海气界面

CO2交换通量空间格局的估计不同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一致 [14]。

尽管对各种碳汇和碳源估计值存在很大变异 ,但是表 1中所列的各种全球碳平衡估计中 ,都指出了碳

失汇的存在。

对于大气中碳失汇的最合理的解释是在陆地生态系统中。 从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半球的年平均 CO2浓

度记录比较看 ,尽管 95%的矿物质燃料燃烧都在北半球 ,但南半球的年平均 CO2浓度高于北半球 ,并且这

种差异随着矿物燃料燃烧排放量增加而增加 ,这说明北半球一定有未知的大气碳汇 [12] ,可能与北半球的陆

地面积大有关。

在过去的几年里 ,许多基于大气和海洋数据的独立分析 [15～ 18]和一系列基于森林普查资料的碳平衡估

计 [19～ 23] ,已经证明了陆地生态系统中存在碳积累。 尽管在不同分析中 ,对陆地生态系统碳积累的多少和位

置有所不同 ,但许多研究都指出了在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区的陆地生态系统中存在一个较大的碳汇 ,其强度

最高可达 3. 5 Pg C /a[10, 16 ]。 也有一些研究指出了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可能分布在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区和

热带地区 [17, 18 ]。还有研究发现热带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基本是平衡的 ,即有一个热带碳汇来平衡热带森林砍

伐释放出的碳 [24]。 无论如何 ,目前能够证明这些可能碳汇的直接证据还不够充分。

1. 2　热带森林的碳源和碳汇

由于目前全球仅存的森林中 ,热带雨林的面积大 ,生物量和生产力高 ,在全球碳循环中具有重要作用 ,

因此热带森林的碳源和碳汇在较早期的研究中就受到重视 (表 2)。 Houghton等估算了热带地区由于森林

砍伐和火灾向大气中排放的 CO2量 [25, 26]。他们的估算分两个时间段 :从 1860年到 1980年和 20世纪 80年

代。结果表明热带森林是大气 CO2的一个重要源 ,其源强最大为 2. 0 Pg C左右 ,约为全球矿物燃料燃烧释

放的 CO2总量的 30%。对于全球大气 CO2浓度及其同位素的观测也表明热带地区是一个大气 CO2的重要

源 [16]。 但是 Tian [27]等对年际间气候变化的模拟分析 ,说明了巴西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有时也会变为大气的

一个碳汇。 Philips等 [28]进行的长期实验调查和 Grace等 [29]对没有干扰的热带森林的局部观测结果 ,都确

定了热带碳汇的存在。 如果基于观测塔的实验测定能够反映整个生物地理群区 ( Biome)的特征 ,就可以推

断热带森林在不断的积累碳 ,并能够补偿热带森林面积减少造成的碳排放。 但事实上 ,观测塔往往选择在

近期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的地方 ,很难代表整个生物地理群区的特征 [30, 31] ,因此 ,仅仅根据非常有限的实验

观测数据是很难判定整个热带森林具有碳汇功能。 如果进一步考虑土地利用的变化 ,问题将更为复杂。

表 2　热带地区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估计

Table 2　 Estimations of missing carbon sinks in tropics

时段

Period

汇强 Sink

( Pg C /a)

资料基础

Method

参考文献　

Reference　　

1980s - 1. 6　　　 土地利用变化 [25 ]

1992～ 1993 - 1. 7± 1. 6 CO 2和δ13CO2数据 [16 ]

1980s - 1. 65± 0. 40森林和土地利用数据 [33 ]

1990s 0. 62± 0. 3 湍流相关法测定 [28 ]

1982 or 1992 - 0. 2 气象数据和 TEM模型 [27 ]

1981 or 1993 0. 7 气象数据和 TEM模型 [27 ]

1980～ 1994 0. 2 气象数据和 TEM模型 [27 ]

1970s - 0. 1 遥感数据 [34 ]

1990s早期 - 0. 3 森林和土地利用数据 [35 ]

　　热带地区的碳循环研究 ,主要集中在美洲的亚马逊热带雨林。 Da le等对东南亚地区的热带森林进行了

研究 [32] ,估计该地区热带森林向大气排放的 CO2为 0. 5～ 0. 9 Pg C /a。对非洲的热带雨林与大气间的碳交

换研究还未见报道。 目前美洲和欧洲科学家正在亚马逊进行的大尺度生物圈和大气圈实验 ( LBA, lba.

cptec. inpe. br /lba /indexi. h tml) ,将通过研究热带雨

林的气候学、生态学 、生物地球化学和水文学功能及

人类活动的影响 ,为研究热带森林碳循环提供更多

的资料。

1. 3　北半球中纬度地区陆地生态系统碳源和碳汇

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区是人类活动最为集中的地

方 ,也是全球矿物燃料燃烧排放 CO2数量最大的区

域。 但是 ,许多研究表明 ,陆地生态系统的最大碳汇

存在于这个区域 (表 3)。 这些研究包括大气中 CO2、

O2 /N2和 δ13CO2观测结果以及大气传输的数值模

拟。研究结果还表明 ,大气和海洋 CO2观测数据和反

算模型得出的中纬度地区的碳汇强度比根据森林清

查资料和陆地生态系统机理模型估算出的值大。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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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Paca la[36]等和 Fang[37]等分别利用森林普查资料对美国和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碳积累量的估计 ,证实了

中纬度地区碳汇的存在。对这一地区碳汇形成的解释为 ( 1)氮沉降促进植物生长 ; ( 2)早期砍伐的森林正在

恢复生长 ; ( 3)大气 CO2浓度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表 3　北半球中纬度地区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估计

Table 3　 Estimations of missing carbon sinks in tropics

时段

Period

汇强 Sink

( Pg C /a)

资料基础

M ethod

参考文献　

Reference　　

1981～ 1987 2～ 3　　 CO2数据 [10 ]

1992～ 1993 2. 5～ 3. 5 CO2和δ13CO2数据 [16 ]

1991～ 1994 1. 9± 0. 9 CO2和 O2 /N2数据 [18 ]

1988～ 1992 1. 4± 0. 2 CO2数据和模型 [38 ]

1988～ 1992 2. 2± 0. 2 CO2数据和模型 [38 ]

1980s 0. 5～ 0. 8 森林普查资料 [39 ]

1980s 0. 6～ 1. 0 森林和土地利用数据 [33 ]

1980s 1. 0～ 1. 2 氮沉降模型 [40 ]

～ 1990 0. 58 气候和生态系统模型 [41 ]

2　造成碳失汇的可能原因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 ,全球碳循环的碳失汇主要存

在于陆地生态系统中。 最近十几年的基于森林普查和

大气观测资料的全球碳收支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结

论 ,但要确定碳失汇形成的机制仍然有许多困难。

IGBP总结给出了陆地生态系统中一些碳汇的估计

值 [1]: 北半球森林生长形成的碳汇为 0. 5± 0. 5 Pg /a,

CO2施肥作用为 1. 0± 0. 5 Pg C /a , 氮沉降施肥作用为

0. 6± 0. 3 Pg /a。 有许多研究表明 ,在几年到几十年的

短时期内可能影响陆地碳储存的过程主要有: 气候变

化 [42, 43 ] , CO2施肥作用
[44～ 47] ,化肥和工业排放等人类活

动引起的大气氮沉降的增加 [48～ 51, 36] ,以及受干扰森林

的恢复 [52～ 54]。

2. 1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目前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陆地生态系统碳汇与

气温变化的关系和气候年际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影响。

2. 1. 1　陆地生态系统中的碳汇与气温的关系　 Keeling等 [55]的数据表明全球气温每升高 1℃ ,大气 CO2

的浓度增加大约 3μl /L ( 6 Pg C)。 这个变化格局与由于海洋表层水变暖 CO2的释放增加 (或吸收减少 )、变

暖后呼吸速率增加 (包括土壤有机质腐烂速率加快 )造成的陆地生态系统的 CO2释放增加的趋势一致。 近

来 T rumbo re等 [56]的研究证实了土壤受气候强烈影响的潜力。 土壤中大部分有机碳以年或 10a的时间尺

度周转 ,而且对温度很敏感。

Hough ton的分析认为 [24] ,自从 1940年陆地生态系统中碳积累的年变化与全球气温存在负相关 ,也就

是说 ,温度的正偏差与陆地上年碳积累量的减少相对应。 这种对应关系表明每升高 1℃ ,减少吸收 (或增加

释放 ) 3. 4～ 6. 4 Pg C,但碳库变化滞后温度可达 7a。CO2浓度的增加和温度的变异解释了 1940年以来碳失

汇的 84% ～ 94%。温度好象比 CO2更重要 ,因为 1940～ 1970年中期的气候变冷与碳贮量增加相对应 ,有大

约 7a滞后。 1940年以前 ,温度与陆地碳储量的变化并无关系 ,也许是因为其它的因素决定了碳平衡 ,或者

可能因为从冰核得到的大气中 CO2浓度记录中的误差掩盖了这一关系。 1958年以来 ,基于直接大气观测

的 CO2浓度 ,说明了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平衡对温度的变化速度很敏感。

Sarmiento等 [57 ]利用 CO2浓度和温度控制的陆地生态模型去重制历史上的碳失汇的时候 ,发现了全

球气温和陆地碳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温度对碳汇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过程加以解释: ( 1)提高呼吸作用释放更多的碳 ; ( 2)提高氮的矿化

刺激植物生长获得更多的碳。 这两个过程都是从温度升高出发 ,却得出了关于碳储量的相反的结论。因为

( 1)土壤中的氮主要来自有机质的矿化 ; ( 2)可利用氮的增加通常能够促进植物生长 ; ( 3)木材中的碳氮比

比土壤有机质中的高 ,因此 ,由于温度升高 ,氮矿化速率提高 ,植物生长加快 ,根据化学当量计算可知 ,同样

的氮 ,在木材中储存的碳比土壤有机质分解释放的碳要多 [42, 43 ]。

氮矿化速率加快将促进植物生长的是基于 3个假定:第一 ,矿化后的氮将不再保留在土壤中 ,第二 ,矿

化后的氮将不会从生态系统中流失 ,第三 ,没有其它因素会限制木质组织的生长。但是 ,遗憾的是这些假定

的有效性目前还没有得到证明。

有证据表明 ,矿化产生的可利用氮大部分不能被植物吸收 ,而是被土壤微生物所保留 ,或和土壤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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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非生物反应而固定在土壤中 ,或者通过淋溶或以气体的形式从生态系统中流失。一些观察已经证明了

土壤中氮的固定。 首先 ,运用 15N示踪研究土壤施肥表明 ,加入的氮有 70% ～ 90%保留在土壤中 ,而只有

10% ～ 30%被林木吸收 [58～ 60]。 第二 ,微生物和植物对氮的竞争已证明 ,微生物固定氮的速度明显超过了植

物吸收的速度 [61～ 63] ,贮存在土壤有机质中的氮 ,大多已经经过生物硝化 ,通常超过植物生物量中贮存的

氮。由于森林的破坏 ,微生物矿化过程和植物吸收过程分离 ,会造成生态系统中的氮的流失 [64, 65]。生态系统

中氮的流失的数量似乎是生态系统中氮循环速率的一个函数 [66, 67] ,这意味着增加矿化将会增加氮的流失。

2. 1. 2　陆地生态系统中碳汇与气候年际变化的关系　从理论来说 ,陆地生态系统中碳汇应该等于生态系

统的净生产力 (N EP ) ,可以用下式表示:

N EP= N PP - RS ( 2)

式中 , N PP为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 , RS为土壤呼吸。由于动物等对初级生产力的消耗比较小 ,这

里就不再计算。根据生态学原理 , N PP和 RS要受到气候的影响。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 N P P存在最

适温度 ,并受到土壤水分的制约。土壤呼吸随着温度升高和土壤水分的增加而加快。土壤水分是由大气降

水的多少决定的。因此气温和降水将会影响到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由于气温和降水这两个气候因子具有

明显的年际变化 ,这种变化也会反映到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的强度上。

Dai和 Fung利用较简单的 Miami模型和 Raich模型 [68 ] ,分别建立了 N PP和 RS与气候因子 (降水和

温度 )间的相关关系 ,并利用全球 2. 5°× 2. 5°的各经纬网格的 1940～ 1988年的月平均气温和降水资料 ,估

计了全球各网格的 N EP。 结果表明 , 1950～ 1984年 ,陆地生态系统积累了 20± 5 Gt C,主要的碳汇分布在

北纬 30～ 60°。 这相当全球碳失汇的一半。

Tian等 [27]利用 TEM模型 ,研究了由于气候的变化和大气 CO2浓度的增加 , 1980～ 1994年间亚马逊

热带原始雨林碳库的年际变化。 在 El Nino年 ,该地区气候干热 ,生态系统将是一个碳源 ( 1987年和 1992

年达 0. 2 Pg C)。 其他年份 ,生态系统将是一个碳汇 ( 1981和 1993年达 0. 7 Pg C)。 Kinde rman等 [69]和

Brasw ell等 [70]也利用模型研究了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气候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库的影响 ,也可以通过实际观测得到。 Goulden等 [71 ]在美国新英格兰的 Har-

va rd森林站对温带落叶阔叶林与大气间的 CO2交换通量进行了 5a的观测。观测方法为湍流相关法。结果

表明 , 1991～ 1995年间 ,该生态系统每年从大气中吸收碳 1. 4～ 2. 8 Mg Ch /m2。 1991和 1995年该碳汇较

大 ,主要是因为光合作用的增加和呼吸作用的减少。光合作用的年际变化是由于树叶的生长和凋落时间的

变化。呼吸作用的年季变化与土壤温度的异常、冬季雪量和夏季的干旱有关。作者得出结论 ,北半球的陆地

生态系统与大气间 CO2交换通量的变化幅度为 1 Pg C左右。

2. 2　 CO2施肥作用 ( CO2 fe rtilization)

植物的光合作用强度会随大气 CO2浓度的升高而增加 ,这已经被大量实验证明。对于 CO2浓度对生态

系统生产力的影响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有不少模型被用于该研究中。但是 ,大多数模型是用来研究和预

测大气 CO2浓度加倍后 ,全球或某一区域的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变化。自从工业化以来 ,大气中 CO2的

浓度从 280μl /L增加到现在的 355μl /L。 对于这一过程中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作用很少研究。

对 CO2增产作用的研究 ,较多采用 β因子法。即 CO2浓度增加对净初级生产力影响因子。该因子一般

取 0. 35[56]。 Friedling stein等 [72]考虑了水分、养分等因子对 β 因子的影响 ,得出全球 β因子的分布图 ,估计

出 1885～ 1980年间 ,因大气 CO2浓度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增加总量为 60～ 97 Pg C,是该时期未知碳

汇的 62% ～ 100%。 20世纪 80年代 ,由于 CO2增加的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为 1. 2～ 2. 04 Pg C /a。

2. 3　氮沉降施肥作用

氮沉降的施肥作用也可能形成陆地生态系统中的碳汇。 这是因为大部分地区的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

是受到氮限制的。土壤中氮的不足 ,影响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大气的氮沉降 ,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 ,比较严

重。 氮沉降增加了土壤中的有效氮 ,这将刺激植物的生长 ,增加木材生产和土壤中有机碳的积累。 假如

100% 的氮沉降都用于植物同化作用 ,则这一碳汇的全球估计值为 1. 5 Pg C /a。无论如何 ,只有 1 /3的氮沉

降能够被植物利用 ,而其余将被固定在土壤有机质中。 植物组织比土壤有较高的碳氮比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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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 nsend等 [52 ]最近的分析估算 ,由于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可利用氮沉降 ,陆地碳的积累量是 0. 74

Pg C /a,这个估计是与在北部森林观察到的生长加速的增长相一致的 ( 0. 6～ 0. 8Pg C /a) [33, 53, 39 ]。模型假定

20%的沉降氮流失 , 80%不先经土壤库或被土壤库保留而直接被植物吸收。 如果假定 ,流失部分作为过去

沉积速度的一个函数 ,按地理位置变化 (在低沉降地区 20%流失到高沉降地区 100%流失去模拟氮饱

和 ) [73] ,估计的碳积累量是 0. 44 Pg C /a或者比估计流失 20%的地方要少 20%。 Tow asend等 [51]清楚地表

明了根据氮沉降计算的碳汇对假定分配给木材的初级生产力部分的高度敏感。 他们没有考虑到氮将会在

土壤中被固定这种可能性。许多微生物生态学的研究表明土壤微生物过程是沉降氮固定的重要机制。而且

模型对沉降氮引起的碳积累的估计需要了解被植物吸收的那部分 ,但是由于人们不能很好了解植物和微

生物竞争氮的过程 ,从而不能完全去模拟它们。 一部分沉降氮可能被植物吸收 ,可能刺激一个陆地生态系

统的碳汇 ,但是这部分碳汇的大小目前还没有可靠的估计。

Holland等 [40]用 5种不同的三维大气化学模型 ( GC TM、 GRAN TOUR、 IM AGES、 MOGUN IT A和

ECHAM )估计了全球的氮沉降分布格局 ,并作为输入 ,用生物地球化学模型 NDEP估计了全球由于氮沉

降而引起的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及其分布格局。 不同模型给出的全球氮沉降量为 35. 3～ 41. 2 Tg N /a,由

此而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吸收 0. 52～ 0. 61 Gt C /a。 M OGUNITA模型给出全球铵态氮的沉降值为 41

Tg N /a ,由此而增加的碳吸收量为 0. 52～ 0. 84 Gt C /a。 模型的研究还给出了该碳汇主要出现在北半球温

带及其临近地区。

近来对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氮沉降增加而引发的碳汇的估计值为 0. 5～ 1. 50 Gt C /a[40]。 不同方法估

计的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差异大于 10%以上。 这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 1)不同的土地类型的氮代

谢模拟 , ( 2)不同化学传输模型得出的氮沉降空间分布差异 , ( 3)氮沉降和循环增加的长期累积效应的不同

评价方法 , ( 4)沉降的氮保留在土壤中的比例不同和 ( 5)不同碳库的碳氮比。

对于氮沉降的实验研究发现 ,陆地生态系统对氮沉降的响应有一个过程 ,先刺激植物的生长 ,当氮积

累到一定程度 ,会出现氮饱和 ( N itro gen sa turation) ,植物生长不再加快 ,甚至会出现减产 [59, 73]。氮沉降对陆

地生态系统碳汇的作用 ,也会由于氮饱和的出现而变小。

氮沉降引起的陆地生态系统对大气碳的固定能力 ,主要取决于森林生态系统所能吸收的碳以及木材

所固定的量。这是因为木材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和较高的碳氮比 (一般为 200～ 500)。在以上的大部分模型

研究中 ,认为 60%以上的大气氮沉降被固定在森林中。而近来在北美和欧洲 9个地点的 15N同位素标记实

验研究表明 ,大气的氮沉降只有 3%左右被固定在木材中 ,而其余大部分被固定在土壤中。由于土壤的碳氮

比较低 (一般为 10～ 30) ,其所能够固定的碳的能力将较为有限。 按照这种结果估计 ,全球森林所能够固定

的大气碳的能力仅仅只有 0. 25 Pg C /a [63]。其值接近现有的对氮沉降所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能力估计

值的最小值 ( 0. 1～ 0. 3)。

2. 4　植物生长

植物的生长 ,特别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的林木的生长 ,会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的碳积累。早期砍伐的森林 ,

如果不再有人类的破坏 ,其自然生长必然会固定大气中的碳。 如美国的东部 ,由于农业和牧业生产基地已

经西移到中西部地区 ,大片昔日的农场和牧场被森林替代 ,许多早期被砍伐的森林 ,也正处于恢复阶段 ,这

将成为大气中一个重要的 CO2汇。对于森林生长对碳汇的影响研究 ,主要是利用森林资源普查资料。 Dixon

等 [33]对目前这一估计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 如苏联和美国的森林分别从大气中固定 0. 3～ 0. 5 Pg C /a和

0. 1～ 0. 25 Pg C /a。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由于这些估计是基于对森林生态系统普查资料得出的 ,并没有

严格区分出是由何种原因引起的森林生态系统的碳积累。 这些引起的原因中 ,除森林植物生长外 , CO2和

氮沉降的施肥作用都可能促进植物生长 ,引起森林生态系统的碳积累 [3]。

4　结论

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研究对于全球碳循环研究以及预测未来全球的气候变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陆地生态系统中的碳失汇存在和大气碳不平衡的事实已经为大家所接受。 但是 ,影

响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源和碳汇的因素和过程是多样的和复杂的 ,要科学地寻找和证明陆地生态系统中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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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汇的存在地点和精确估计其数量 ,目前仍存在相当大困难的 ,这是因为:

( 1)从这几种机制的作用过程看 ,在生态系统中 ,碳 、氮循环是耦合在一起的 ,两者都受到大气温度和

降水的影响 ,但是影响的过程和程度是不同的。 CO2和氮沉降同时作用于生态系统的碳循环和氮循环 ,但

是作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 大气中的 CO2、 NOx、温度和降水可能是同时变化的 ,因此要区分各种机制的作

用程度是相当困难的。

尽管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 4种机制 ,即气候变化、 CO2施肥、氮沉降施肥和早期破坏后的森林的再

生 ,都已被提出了 ,但是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大约 1 /3的碳失汇或 0. 6± 0. 5 Pg C /a已

经在北部森林中观察到 ,但是北部森林固定碳的机制还不清楚。

( 2)从研究方法看 ,可以用于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形成机制的方法有森林普查资料、样地调查、卫星

遥感技术和计算机模拟技术。 事实上 ,无论森林普查资料还是样地调查资料 ,所监测出的森林生态系统的

碳积累已经不但包括了森林生长所积累的碳 ,而且也包括了氮沉降和气候变化所积累的碳。计算机模拟虽

然从理论上能够区分出各种机制的作用 ,但是目前的模拟研究只是对单一机制的研究 ,并没有包括两种以

上的机制 ,估算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

由于该问题的复杂性 ,以至有些科学家已经认为寻找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失汇 ,平衡大气中的 CO2收支

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 ,如果陆地生态系统碳失汇问题没法回答 ,对未来由于大气 CO2浓度增加所引起的

气候变化的预测将是缺乏根据的 ,因此 ,必须通过增加实验观测和获得全球的土地利用、气候、植被和土壤

碳氮动态详细资料 ,将多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 ,各国科学家共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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