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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目前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的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向大气中排

放c02的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源，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陆地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碳以c02或

cH4的形式向大气排放，如森林砍伐、森林或草原变成农田、土地退化和水稻种植等；--是能

够固定大气中c02的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主要是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032

固定在陆地生态系统中(植物或土壤)。但是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源、碳汇在时间和空间尺度

上变化很大，形成机制多种多样，影响因素复杂，观测技术也很有限，这些使得全球的陆地生

态系统的碳循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大影响了我们比较精确地估计陆地生态系统的

032排放潜力和固定能力。本文从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基本规律及其受人类活动的影

响、碳源碳汇的时空变化以及地气碳通量观测分析方法等方面，综述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

的研究进展，并对今后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分析。

2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在自然界，碳元素总是在大气、生物和土壤三个碳库问不断相互交换循环。据估计，在工业

革命以前，大气、土壤和植物(生物圈中的有机碳主要为植物占有部分)的有机碳贮存量为

730、1 500和500 Pg，陆地生态系统(包括土壤和植物)与大气问的年交换碳量为120 Pg，再

加上海洋的碳库38 000 Pg和海洋与大气问年交换碳量90 Pg，基本上认为全球的碳是平衡

的，大气中的∞：浓度没有变化。但工业发展的需要和森林的大面积砍伐，造成了贮存于
地壳深层(矿物燃料)和陆地生态系统(森林和土壤)的有机碳以002或CH4形式释放到大

气中，即产生温室效应。据估计，每年矿物燃料、水泥生产和土地利用变化向大气中排放

5．3,0．1和1．7 PgC。但是。由于碳循环的复杂性和研究的不足，近20多年来，一直有一个

困扰科学界的问题，大气碳收支的表面不平衡。据估计，20世纪80年代期间，人类平均每

年向大气排放032约7．1 PgC，比每年在大气中积累的碳(3．3±O．2 PgC)和每年被海洋吸

收的碳(2．0±O．8 Pg C)之和要多，为了平衡碳的收支，我们需要寻找另外一个1．8 Pg C·

a 1的碳汇，这个汇被称为失汇(missing sink)。许多人认为，这一未辨明的碳汇主要集中在

陆地生态系统，但其形成机制的说法有多种。IGBP总结给出了陆地生态系统中一些碳汇

的估计值(IPCC 2001)：北半球森林生长形成的碳汇为0．5±0．5 Pg．a～，092施肥作用为



1．0±0．5 PgC·a～，氮沉降施肥作用为0．6±0．3 Pg．a 1。

这三种机制，都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北半球森林生长主要是北美洲地区，特别是美国

的新英格兰地区，早期的移民将森林砍伐，开辟为牧场和农田。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

后，农牧业西移到中西部地区。牧场和农田变成了林地，森林在恢复过程中不断积累碳，形

成大气的碳汇。c02和氮沉降施肥作用是由于大气中c晓浓度和氮沉降增加，这都是由于

人类大量使用矿物燃料作为能源，向大气排放了大量的c02和No，所致。

3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时间空间变化

尽管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一般包括两个变量：碳库和交换通量。

3．1碳密度变化

陆地生态系统的有机碳主要集中在植物和土壤中，水体中有机碳的量很小，在一般陆地生态

系统的研究中很少考虑。陆地生态系统碳库常用单位面积的碳贮量，即碳密度表示，包括植

物碳密度和土壤碳密度两部分。

3．1．1植物碳密度

植物碳密度与生物量密切相关。在绝大多数计算中，植物碳密度等于生物量乘以O．5或

0．45。植物碳密度的估计对草原和农作物等来说，一般采用直接收获法。对于森林碳密度

主要有两种方法：生态调查法和资源清查法。前者是森林碳密度估计的基础，是通过实际观

测得到的客观数据，在早期的全球生物量和森林碳密度的估计中被广泛采用。但是森林碳

密度受到林分生物学性质(如林龄)和区域立地条件(如地位级指数)的影响，生态调查数据

很难代表一个区域的平均情况。现在的森林碳密度估计一般采用将森林资源清查资料和生

态调查参数相结合，前者具有较大的区域代表性，后者能为利用前者提供比较可靠的转换参

数。

对于一年生植物来说，植物碳密度在一年有很大的变化，随着植物的生长和衰亡而变

化。一年内的最大植物碳密度与净初级生产力相等。它们年际间随气候等会发生变化。森

林的植物碳密度随林龄而增长，而林木成熟后会趋于一个平衡值。

植物碳密度在空间分布上，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减少。热带地区植物密度大、植株高大，

植物碳密度也就高，而寒温带地区，植物碳密度较低。

人类活动也会影响到植物碳密度。Iverson等(1994)对东南亚国家的森林植物碳库调

查中，采用了一个退化指数，定义为实际生物量与潜在生物量的比值，发现该比值与人口密

度呈负相关。王效科等(2000)对中国各省的森林植物碳密度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人口密度

的增加，森林植物的碳密度下降，并呈显著的负相关。

3．1．2土壤碳密度

土壤碳密度估计和森林碳密度估计方法比较一致。可以仅仅依靠土壤调查资料，也可以将

土壤调查资料和土壤普查资料相结合。在估计中存在2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土壤中砾石和

土壤深度。特别是在森林土壤中，砾石往往占有很大比例，因此在根据土壤有机质含量估计

土壤碳密度时必须考虑砾石的比例。土壤深度在空间上变化非常大，一般也没有完整的调

查资料可供参考。

土壤碳密度不但与生态系统类型有关，而且与地形和气候有关。地形比较平坦的地方



或河谷地带，土层厚度大，土壤碳密度往往很高。而位于山坡上的土壤土层很难积累很厚，

因而土壤碳密度就比较低。气候的影响表现在，气温高时，土壤有机质的分解速度加快，不

利于有机质的积累，土壤碳密度就低，如热带地区。而寒带和高寒地区，土壤有机质的积累
很多，土壤碳密度就高。

3．2交换通量

碳循环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凋落(植物进入土壤)、植物光合与呼吸(植物与大气交

换)、土壤呼吸(土壤进入大气)三部分。研究生态系统与大气间002交换，最关心的是生态

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NPP)和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

NEP的年际变化无论通过实验观测还是通过模型分析都已经被证明。Goulden等

(1996)的森林观测结果表明，1991到1995年，该森林吸收的C02量变化在1．4～

2．8 Mg·hm_’，1991年和1995年的吸收量比较大，前者是由于光合作用的增强。后者是由

于呼吸作用的减弱。Tian等(1998)利用TEM模型对亚马孙生态系统的1980--1994年大

气与陆地生态系统间的交换通量进行估算，结果表明，在E1Nino年，由于气候干热，陆地生

态系统是大气的碳源(达到0．2 Pg)，其他年份为大气的碳汇。

陆地生态系统与大气间交换通量的空间变化并不像时间变化那样容易观测到。因为，

在一个地区，交换通量只可能存在一个最大值，而很难找到一个最小值。在对全球森林生态

系统生产力(其实为潜在生产力)的模拟结果中，热带森林具有较高的生产力，而寒温带(或

北方林)的生产力较低。Raieh等(1992)也发现了土壤呼吸沿纬度减少的规律。这样，沿纬

度方向，生产力增加，土壤呼吸减少，净交换通量应该沿纬度增加。Valentini等(2000)对欧

洲15个森林生态系统的交换通量的1996--1998年的观测值分析，发现随纬度的增加，森林

生态系统的碳吸收量增加。

4地气碳通量观测分析技术

陆地生态系统与大气间的002交换通量的研究方法可以归结为三种：调查法、实验测定法

和模型法。各有利弊，互为补充。实验和调查研究是基础，模型研究是对实验和调查结果的

进一步分析和推广。

调查法：通过实际调查和利用有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统计数据，估算碳库和碳交换

通量。如Dixon等(1994)对全球森林生态系统碳库和交换通量的研究；Fang等(1998)和王

效科等(2001)对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植物碳库的估算。Pacala等(2001)和Fang等(2001)分

别估算T；II：美洲的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和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汇。王绍强等(2000)根据土

壤普查数据得出了中国土壤碳库及其分布规律。

观测法：通过野外定点实验的长期观测，获得有关陆地生态系统碳库变化和碳交换通量

的数据。如全球的大气002监测网，其结果可以通过模型反演得出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源和

碳汇的分布和强度；Wofsy等(1993)用湍流相关法测定哈佛大学林地的C02交换通量。美

国NASA近来开展的BOREAS项目中，采用多种方法测定了陆地生态系统与大气间的C02

交换通量(蹦doc_=}li等1997)。现在正在建立的全球C02交换通量观测网(FLUⅪqET)已
经有150多个站参加，采用湍流相关法观测大气与陆地生态系统间的C02交换通量。中国

科学院生态台站网络也建立了4个观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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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法：在实验观测的基础上，建立各种描述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经验和机理模型，

辨识和估算陆地生态系统中的碳源和碳汇。如描述土壤呼吸的温度模型，估算全球土地利

用变化释放c02的簿记模(Houghton等1999)，估算各种生态系统生产力形成过程的生

产力模型(Pan等1998)，估算土壤和植物碳库变化及其O晚排放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

(Tian等1998)，以及用于分析大气中O晓浓度变化及其分布的反演模型(Tans等1990)。

对于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以上三种方法都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果，但各有适用

范围和缺陷。实验和调查研究是基础，模型研究是对实验和调查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和推广。

在我国，调查法应用较多，而观测法很少，特别是缺乏对我国特有生态系统类型的碳循环过

程进行长期观测，不能测定影响碳循环的重要参数，限制了建立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

模型。模型的研究主要是借助于国外的模型，如TEM和Century模型。

碳循环的研究，涉及到多个目标(如提高生产力、032减排增汇)、多个因子(如自然、社

会经济)和多个过程(如光合作用、植被演替、土地利用变化)。因此要完整地了解碳循环过

程，就必须进行多尺度的研究，从分子水平、到生理、个体、种群、生态系统、区域和全球水平。

每一尺度研究都有自己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可以揭示碳循环的不同方面。为了保持碳循环

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和分析碳循环过程中一些不能直接精确测量的变量，如全球陆地生态系

统的呼吸总量、活体叶的总呼吸或总光合能力，需要进行不同尺度的结果转换，如scale up

和Scale down。

在目前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后，结果之间的相互比较和印

证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这种比较研究需要从实验观测和模型比较两方面进行。实验观测的

比较包括不同实验比较(如箱式法、微气象法和遥感技术同时观测c02的通量)、不同地方

观测结果比较。第一次国际卫星地表气候计划(ISLSCP)的野外实验(如FIFE)进行不同大

小的箱式法和微气象法，发现观测结果的误差在20％之内(Norman等1992)。北方林项目

(B()REAs)进行了不同箱式法的比较、箱式法和微气象法的比较及微气象法和遥感方法的

比较。不同地方的观测结果比较一直在进行着，FLUXNET观测阿的建立，将成为科学家

比较观测结果的重要平台。

为了不断提高模拟的精度和适应性，模型间的比较不可缺少。目前发展起来的碳循环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机理模型(不包括简单的经验相关模型)已经非常多。由于各种模型的研

究目标、针对科学问题及考虑的生态过程和影响不同，适应的范围和尺度不同，模型需要输

入的变量和参数、输出的结果及模型的结构多种多样。这使得模型的比较非常困难。现在

进行模型比较的目的，不是希望说哪一个模型最好，而主要是通过比较，提高我们对碳循环

的影响因子、影响机制和生态过程的认识。全球净初级生产力模型比较活动对17个模型，

采用了统一的全球有关气候、植被等参数的数据库，模拟了全球的NPP分布规律，并分析了

主要环境因子对NPP分布的影响。植被／生态系统模拟和分析计划(VEMAP)是通过多单

位合作大规模进行生态系统动态的模拟和分析，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全球气候变化下陆地

生态系统响应的预测能力。将4个生物地球化学模型(BIOME—BGC，CENTURY，GTEC

和TEM)和3个全球植被动态模型(uPJ，DOLY和MCl)相结合，预测分析全球气候变化对

生态系统生产力等可能产生的影响。近来，在IGBP的GAIM活动积极推进下，开始了生态

系统模型与数据比较(Ecosystem Model—Data Intercomparison，EMDI)，目的是在新的有关

全球的净初级生产力和生态系统生产力的调查数据基础上，通过对12个模型进行比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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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进一步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

5研究展望

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角度，目前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的主要目标有：

(1)解决全球碳不平衡，即寻找碳失汇，辨识和测定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源和碳汇的位

置、强度和动态，特别是确定北半球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强度。

(2)寻找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源和碳汇变化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过程，精确预测未来大
气中C02的变化。

(3)寻找陆地生态系统碳增汇和碳减排的对策和技术措施。

从以上的综述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碳循环的时空变化很大，研究方法还不完备，实验观

测点还比较少，因而要完成以上目标，需要科学家建立更多的野外观测点，收集更多的调查

统计资料和建立更复杂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分析各种因素对陆地生态系统碳源和碳汇的

影响过程，特别是土地利用变化、植被的再分布和迁移、生态系统的反馈和相互作用等因素。

为了建立精确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032清单和为制定减缓C02排放的措施提供科

学根据，望更多的生态学者投入到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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