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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水气界面温室气体通量监测方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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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库水体中的有机碳，经过水中微生物代谢分解，生成甲烷、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通过扩散、气泡等方
式，经由水气界面排向大气。目前国外对水库水气界面的温室气体通量监测已经发展了静态箱法、梯度法、倒置漏
斗法、ＴＤＬＡＳ法以及涡度相关法等。综述了以上监测方法的原理、应用、优缺点及适用范围，从水体、陆地和气
候环境方面分析了影响水气界面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因素，展望了遥感技术在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中的应用前
景，通过遥感技术与水面监测相结合，实现两者的时空互补。对国外开展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的方法进行综述，
可为国内水库开展相关监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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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又称“人工湖泊”或“人工湿地”，是人类对土地进行有效利用的重要方式。长期以来，水电一直
被认为是一种清洁能源而得到大规模的推广，２００５年中国大坝委员会统计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０５年底，世界
水电发电量己达２ ８亿ｋＷｈ，共有１５ ｍ以上大坝５０ ０００多座，水库总面积约５０万ｋｍ２，相当于地球天然湖
面的１ ／ ３［１］。

１９９３年，Ｒｕｄｄ［２］等发表评论称水电生产单位能量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为零，引起人们对水库温室气
体排放的关注。世界大坝委员会（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Ｄａｍｓ，ＷＣＤ）在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水库排放的温室气
体对全球的增温潜力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温潜力的１％ ～ ２８％，水库是大气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的
源［３］，其排放强度与水库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淹没的土壤与植被类型等因素有关［４］。水库产生的温室
气体类型主要包括二氧化碳和甲烷，是水体中自身或陆源的有机质（ＯＭ）在水中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下生成
的，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在水体中经过扩散、运移、消耗等过程后，最终通过水气界面排向大气［５］。在
目前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升高，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温室气体的源汇及其在生态系
统中的循环流动成为国际关注焦点，而水库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已经成为了研究的热点［４，６］。目前，对水库水
气界面通量的监测研究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北部地区［７１１］、亚马逊热带地区［１２１４］、北美［１５］、芬兰［１６］、法属圭
亚那［１７１８］以及巴拿马地区［１９］等，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利用静态箱监测水气界面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通量，
其它监测方法还包括梯度法、倒置漏斗法、ＴＤＬＡＳ方法以及涡度相关法等。国内对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研
究刚刚起步，技术与方法尚处于学习和摸索阶段，开展对国外观测方法的综述，可以为中国开展相关工作提
供参考，并进一步发展适合国内水库特征的监测方法。

本文通过综述国外水库水气界面温室气体通量的主要监测方法，阐述各种方法的原理、优缺点以及适用
范围，分析影响水气界面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因素，引入遥感技术在水库温室气体研究中的应用，为中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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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关水库的温室气体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１　 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方法
要准确评价水库对全球变化的贡献，需要开展不同地区水库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观测与分析。对水库温

室气体排放通量的研究，就是通过合适的方法，对水气界面通过不同方式排放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
进行监测。目前常采用的监测方法包括：静态箱法、梯度法、倒置漏斗法、ＴＤＬＡＳ法以及涡度相关法等。
１ １　 静态箱法

静态箱法是一种原理简单、方便操作的水气界面气体通量观测方法。它通过在水体表面放置一个顶部密
封的箱体，箱体底部中通，收集表层水体以扩散方式排放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等待测气体，每隔一段时间测量
箱体中待测气体的浓度，根据浓度随时间的变化率来计算被覆盖水域待测气体的排放通量［２０ ２１］。

传统的静态箱法是通过现场采集箱内空气样本，然后利用气相色谱仪测定样本中待测气体的浓度。静态
箱气相色谱法测定待测气体排放通量的计算公式为［２２］：

Ｆ ＝
ＳＦ１Ｆ２Ｖ
Ａ

（１）
式中　 Ｆ为待测气体通量，ｍｇ ／（ｍ２·ｄ）；Ｓ为由观测时间段内不同时刻的气体浓度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曲线
斜率，表示待测气体浓度随时间的变化速率，１０ － ６ ／ ｓ；Ｖ为静态箱水面以上部分体积，ｍ３；Ａ为静态箱覆盖水
面面积，ｍ２；Ｆ１、Ｆ２ 为转换系数。

静态箱气相色谱法的优点是能同时分析气体样本中的多种成分，精度高，是开展水库水气界面温室气
体通量观测最常用的一种方法。Ｄｕｃｈｅｍｉｎ［８］利用静态箱对魁北克北部新旧两个水库水气界面的甲烷和二氧
化碳扩散通量进行了观测；Ｉｖａｎ［２３］利用静态箱观测获得了亚马逊流域的两个水库的温室气体扩散通量；邢
阳平［２４］利用静态观测箱技术，观测了东湖水气界面的甲烷和二氧化碳通量；陈永根［２５］通过对中国八大湖泊
的通量测量，分析了冬季各个湖泊的二氧化碳源汇特征。在对太湖水气界面二氧化碳、氧化亚氮交换通量的
研究中，也采用了静态箱的观测方法［２６２７］。

静态箱气相色谱法通常只能获得点上的通量数据，且劳动强度大，气体分析成本较高，不适宜开展大
区域、长期的观测；同时由于传统方法采用手动操作可能导致的人为误差，以及将所收集气体样本送实验室
进行色谱分析的过程中，气体样本成分可能发生改变，都将导致最终计算得到的通量计算结果产生误差［２２］。

随着气体分析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静态箱与在线气体分析技术相结合的观测方法，常用的在线气体分析
仪器包括非色散红外仪（Ｎｏ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ＮＤＩＲ）和傅氏转换红外线光谱分析仪（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ｎｆｒａ
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ＦＴＩＲ），它们都是通过分析不同浓度待测气体对特定红外波长的吸收特性来测定气体浓度
的。借助这些仪器可以实现对水气界面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自动、连续观测。Ｔｒｅｍｂｌａｙ［２８］利用漂浮箱法结合
ＮＤＩＲ和ＦＴＩＲ，对加拿大北方水库、湖泊和河流的２８０个采样点进行了观测，获得了不同地区、不同库龄水
库以及天然水体的平均排放通量；Ｍａｒｙｓｅ［２２］将静态箱结合实验室色谱分析方法与静态箱结合气体在线分析方
法的观测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两种方法测得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相关性分别达到了０ ９１８和０ ８４４ ２。

静态箱法由于成本低、方便拆卸与携带，便于与在线分析仪器联接实现实时监测，得到广泛应用，但该
方法也存在明显的缺点：箱体没有统一的设计标准，不同规格以及箱体内不同的气体混合方式，可能导致观
测结果的偏差［２９］；箱体对观测对象有扰动，改变了水体表面空气的自然湍流状况，这可能影响水体与大气
之间的气体交换过程，使测得的结果偏离真实情况；在有风或流动水体的观测条件下，箱体与表层水体的摩
擦引起的扰动，可能导致额外的温室气体排放，影响观测结果的准确性。Ｓｏｕｍｉｓ［１５］对北美水库的研究结果
表明，在库区风速小于３ｍ ／ ｓ的条件下，利用静态箱法可以准确的获得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扩散通量；Ｄｕｃｈｅ
ｍｉｎ［２０］和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２１］比较了利用静态箱与梯度法对水气界面温室气体通量的观测结果，发现前者普遍高于
后者，分析认为这是静态箱对表层水体的扰动增加了水体的气体排放。因此，静态法只适用于对静态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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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此外，静态箱法不能观测通过气泡方式排放的气体［１６］，且其观测结果只能反映观测时期的排放水平，
不能反映排放的年内及日内变化［１５］，难以实现对大区域的通量观测。
１ ２　 梯度法

水气界面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扩散通量取决于水体与大气中对应气体的浓度以及气体的交换系数，梯度法
正是基于这一原理，通过同时测量表层水和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计算两者的浓度差，再根据气体交换系
数，计算通量［３０］。梯度法可用下式表示［２２］：

Ｆ ＝ ｋ（Ｃｗ － Ｃ ａ） （２）
式中　 Ｃｗ 为水体表层溶解的气体浓度，ｕｍｏｌｅ ／ Ｌ；Ｃ ａ 为大气中对应气体的浓度；ｋ为气体交换系数，ｃｍ ／ ｈ，
与表层水体的湍流状况有关。

梯度法通过不同的气体浓度分析方法，可以实现对任何水生态系统表层水体和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连续
监测［３１］，因而可用以进行水库水气界面气体通量的时间序列观测，是水气界面气体通量观测的常用方
法［１５，３２］。Ｒｏｅｈｍ［３３］对加拿大魁北克地区两个水库中溶解二氧化碳的浓度进行了月度观测，利用梯度方程计
算了两个水库的二氧化碳通量，结果表明在观测期内两个水库一直为大气二氧化碳的源。Ｇｕｅｒｉｎ等［３０］对
ＰｅｔｉｔＳａｕｔ水库库区和大坝下游两个区域（０ ～ ４０ ｋｍ以及４０ ｋｍ以远）的表层水体与大气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
度梯度进行观测，发现大坝以下０ ～ ４０ ｋｍ范围内的浓度梯度最大，二氧化碳与甲烷的排放通量最大，４０ ｋｍ
以远，浓度梯度迅速减小，通量降低。ｋｅｌｌｙ［３４］利用风速与水中溶解的气体浓度对加拿大一个实验水库产生
的甲烷与二氧化碳扩散通量进行了研究，其结果与相同观测期内静态箱的观测结果比较吻合；Ａｂｒｉｌ［３５］利用
红外分析仪器结合平衡装置，对水库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溶解的浓度进行２４ ｈ连续观测，掌握了其连续变化
信息，可用以进行排放的准确预算。喻元秀［３６］对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洪家渡水库入库水体、出库水体和水
库坝前水体的二氧化碳分压（ＰＣＯ２）进行观测，并据此计算了水库的二氧化碳扩散通量。

梯度法是一种基于气体水气界面扩散的过程半经验模型方法，但其对扩散过程的原理和驱动机制并没有
很好的体现，因此模型计算的结果可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相关环境因素如风速、降雨等
的显著变化有关［５］。ｋ值的确定是影响梯度法观测精度的关键，理论上而言，ｋ值受到表层水体紊流混合作
用的影响［３１］。研究表明，在湖泊、水库、海洋中，表层水体的涡动主要受到风的作用，ｋ值可以表示为风
速的函数［３７３９］，但在弱风条件下，该关系不成立［２１，３８，４０］。另外，降雨等也会对气体交换产生影响［４１］。
Ｃｏｌｅ［３８］和Ｃｌａｒｋ等［４０］利用六氟化硫（ＳＦ６）在不同水体开展了弱风条件下气体交换系数计算方法研究，他们通
过向水体中添加ＳＦ６，并跟踪其扩散过程，计算弱风条件下的气体交换系数，进而估算水气界面的二氧化碳
通量；Ａｂｒｉｌ［４２］利用静态箱对ＰｅｔｉｔＳａｕｔ水库水气界面的温室气体扩散通量进行了观测，并同步测量了大气和
表层水体中的气体浓度以及风速，通过梯度方程计算气体交换系数ｋ，并建立了ｋ与风速和库区降雨数据的
关系，利用水库的历史气象数据、温室气体浓度监测数据对水库的历史排放进行了估算。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２１］和
Ｄｕｃｈｅｍｉｎ［２０］通过梯度法与静态箱法的同步观测，发现梯度法计算得到的通量值往往低于静态箱方法的观测
结果，低估了水气界面的实际通量。
１ ３　 倒置漏斗法

倒置漏斗法（ｉｎｖｅｒｔ ｆｕｎｎｅｌ）是用以对通过冒泡方式排放的温室气体进行采集和分析的观测方法［１９，４３］。它
是以倒置的漏斗联接气体收集装置，将装置置于水体表层以下一定高度处，收集水下产生的气泡，通过分析
气体收集装置中气体的浓度，估算通过冒泡方式排放的气体通量。由于甲烷在水中的溶解度较小，在水库一
定深度范围内，冒泡是其主要排放方式，因此，倒置漏斗法主要用于对甲烷冒泡排放量的观测。倒置漏斗法
计算冒泡排放通量的公式为

Ｆ ｂ ＝
ＣＶ
ＡＴ

（３）
式中　 Ｆ ｂ 为待测气体冒泡排放通量，ｍｇ ／（ｍ２·ｄ）；Ｃ为待测气体浓度，ｍｇ ／ ｍ３；Ｔ为观测时段长度，ｄ。

倒置漏斗法可以对观测点上通过气泡排放的气体通量进行监测，其局限性在于定点观测无法实现区域连

７３１　 第１期 赵炎，等：水库水气界面温室气体通量监测方法综述



续监测，且由于冒泡排放存在很强的时间和空间变异特征，倒置漏斗无法全面捕捉其排放信息［４４］。在众多研
究中，倒置漏斗法通常与静态箱法相结合，对水气界面温室气体的扩散与冒泡排放通量同步观测。Ｃａｓｐｅｒ［４５］利
用倒置漏斗法和静态箱法对一个低生产力湖泊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进行了观测，定量分析了二氧化碳和甲
烷通过冒泡方式排放的比例（二氧化碳为１％，甲烷为９６％），并研究了冒泡排放的时空变化规律；Ｋｅｌｌｅｒ［１７］
对巴拿马一个湖泊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９８％的甲烷通过冒泡方式排放，并通过长期观测，分析水位是影
响冒泡排放的主要因素；Ｉｖａｎ［２３］利用倒置的塑料漏斗对图库鲁依和Ｓａｍｕｅｌ水库的冒泡甲烷排放进行了观测，
分析了不同水深情况下甲烷排放水平的差别。

目前，针对水体中以气泡方式排放的温室气体观测，国外己发展了如开放式动态箱和利用超声探测技术
的方法，以弥补倒置漏斗法的缺陷。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４６］利用开放式动态箱结合痕量气体分析仪对两个热带水库的甲
烷冒泡排放进行观测，通过对观测数据的适当调整，发现水库的甲烷冒泡排放可以较好的符合ｐａｒｅｔｏ分布；
Ｏｓｔｒｏｖｓｋｙ［４４］等利用超声探测技术获得水体中气泡对探测器所发出的声波反馈的后向散射信息，计算冒泡排
放的气泡含量与速度。国内对大型水库开展研究也可考虑采用类似方法。
１ ４　 基于ＴＤＬＡＳ的监测技术

可调谐二极管激光吸收光谱（Ｔｕｎａｂｌｅ Ｄｉｏｄｅ Ｌａｓｅｒ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ＴＤＬＡＳ）技术是利用二极管激光
器波长调谐特性，获得被测气体在特征吸收光谱范围内的吸收光谱，从而实现对气体进行定性或定量监测和
分析。ＴＤＬＡＳ方法具有精度高、响应迅速、可实现对大区域内多种气体的同时观测的特性，在工业气体检
测以及甲烷等大气痕量气体监测中得到广泛应用［４７４９］，也为水库温室气体通量区域观测提供了新的思路。
加拿大ＦＬＵＤＥＸＥＬＡ和ＲｏｂｅｒｔＢｏｕｒａｓｓａ水库的温室气体通量研究中，应用ＴＤＬＡＳ装置对水库表面０ ５ ｍ和
１ ５ ｍ高处的气体浓度梯度进行了观测，并依此计算了水库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通量，其结果与此前在相
同地区相同时期利用静态箱法观测的结果有较好的可比性［２２］。利用ＴＤＬＡＳ方法可以实现对水库大面积水域
的气体排放通量进行连续、长期的观测。
１ ５　 涡度相关法

涡度相关法是目前直接测定大气与群落间二氧化碳交换通量的主要方法，也是国际上二氧化碳和水热通
量测定的最常用方法，涡度相关法是通过测定大气中湍流运动所产生的风速脉动与物理量脉动，直接计算物
质的通量［５０５１］。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Ｇｕｅｒｉｎ［３０］在ＰｅｔｉｔＳａｕｔ水库库区水面利用超声风速仪等设备进行了２４ ｈ连续观测，
并将观测结果与静态箱同步观测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偏差在允许的范围内（＜ ３０％），分析认为出现
这种偏差是由于采样频率和观测尺度的不同导致微气象条件差别引起的。ＭｃＧｉｌｌｉｓ［５２］利用涡度相关原理对海
气界面的二氧化碳通量进行观测，并与传统方法进行比较，涡度法可以实现对二氧化碳通量的快速响应与观
测，其推广应用有利于理解控制海气界面二氧化碳通量的关键过程，实现对区域和全球的二氧化碳通量
估算。

涡度相关法要求常通量层满足３个条件［５０５１］：① 热力中性大气条件下；② 被测下垫面大尺度宏观均
匀；③测点上风方向相当大的区域内气体通量排放均匀。采用涡度相关法可以获得相比箱法更大区域内的
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并且可以实现长时间的无人值守连续观测，但同时涡度相关法也存在成本高、技术复
杂、对环境要求较高等问题，目前，该方法主要应用于陆地生态系统的碳通量研究［５３５５］。

２　 温室气体通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地区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水库水气界面温室气体通量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和时间变化特征。水库温

室气体的产生、运移以及排放是一个动态的地球生物化学过程，任何一个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都可能导致最
终排放通量的变化［４］。可以把影响温室气体通量的因素总结为三类：气候因素、水环境因素和陆地环境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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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气候因素
气温　 气温随季节的变化，将导致库区水、陆环境参数发生相应变化，从而改变水库温室气体产生的条

件，形成不同强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研究表明，受不同季节气温条件的影响，水库的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明显
的季节变化特征［２７，５６５８］。

降雨　 一方面，降雨会促使大气中二氧化碳等的沉降，增加水体中溶解的二氧化碳的量；另一方面，流
域内陆面的降雨过程对地表进行冲刷，使得通过地表径流和地下渗透等方式进入水库的雨水含有大量的有机
碳，增加了库区水体二氧化碳和甲烷生成反应的碳来源，将最终导致水气界面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５］。

风场　 水体表面的风场将改变表层水体与大气中气体的浓度梯度，从而影响气体散发的强度［２７］。在水
库浅水区，风场对水体的扰动将引起沉积物层产生大量气泡，导致水气界面排放通量增加［５９］。另外，风应
力使水体表面变得破碎，增加了水体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气体的扩散排放通量增加［２６，６０６１］。
２ ２　 水环境因素

水体是温室气体产生和运移过程的载体，水气界面的温室气体通量受到水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可能产
生影响的水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有机碳、初级生产力、ｐＨ以及水温等。

有机碳　 水库水体中的有机碳是产生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直接碳来源，可分为自源和异源两类，自源有机
碳由水中水生动、植物生长代谢或死亡后机体分解产生；异源有机碳包括流域碳酸盐及含碳沉积岩侵蚀入
库、流域土壤有机质入库、含碳污染物排放、降雨注入等［２］。水库单位面积上产生的温室气体量与水库的
有机碳含量成比例［６２］，众多研究表明，水库的温室气体排放通量与水库的年龄相关，水库蓄水运行初期，
往往拥有很高的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随后开始降低，最终趋于天然河道水平，这与水库蓄水初期淹没大量
植被和土壤，水体中易分解的有机碳含量高有关［９，１８，４２，５９，６３］。

初级生产力　 水体的初级生产力是水中藻类等水生生物的光合与呼吸作用决定的，叶绿素ａ浓度是水体
初级生产力的主要指标。水生生物（尤其是浮游植物）的生物泵作用，使得水体二氧化碳分压发生变化，从而
影响水气界面二氧化碳通量［３７］。研究发现，初级生产力高的富营养水库，可以通过水生生物的光合作用固
定大量的二氧化碳，减小水气界面排放的二氧化碳，甚至成为大气二氧化碳的汇。Ｈｕｔｔｕｎｅ［１６］通过对芬兰
Ｌｏｋｋａ和Ｐｏｒｔｔｉｐａｈｔａ水库的研究，认为淹没的植被和水中高浓度的营养物质和高的初级生产力，是Ｌｏｋｋａ水
库拥有更高甲烷排放的主要原因。邢阳平［２４］等的研究表明湖泊的二氧化碳通量与叶绿素ａ的浓度呈负相关。

ｐＨ值　 ｐＨ值是水库水质的重要参数之一，其值的高低可对水体碳酸盐平衡产生直接的影响，当ｐＨ值
较高时，水体的碱性较高，此时水中游离的二氧化碳容易溶于水形成碳酸盐，水中游离的二氧化碳分压降
低，促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进入水体，当ｐＨ值较低时，水体的二氧化碳分压较高，促使二氧化碳由水体进
入大气［５０］。Ｓｏｕｍｉｓ［１５］对北美６个水库的研究结果表明，水库水气界面的二氧化碳交换通量与ｐＨ值呈强相
关（Ｒ２ ＝ ０ ８１）。

水温　 二氧化碳与甲烷是水中细菌在有氧或无氧的条件下分解有机碳产生的，水体的温度将直接影响细
菌的活性，从而影响温室气体产生过程。热带水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高于温带和北方寒带水库，水温的差别
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温室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与温度成反比，温度越低，气体溶解度越大，从水中
进入大气的温室气体将进一步减少。
２ ３　 陆地环境因素

水库是一种人工的水生生态系统，但其仍然是以流域的形态存在，库区水体的温室气体排放，自然要受
到流域内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陆地是水库中碳的重要来源［６４］，不同地区水库由于淹没区植被与土壤类型
的区别，以及不同水库运行管理模式下形成的消落区存在差异，导致了不同水库陆源碳的差异，从而产生不
同强度的温室气体排放。

淹没区植被与土壤　 研究表明［１７１８，４２，６２，６５］，水库蓄水淹没的大量生物量，包括森林及土壤，是导致水
库沉积物层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的主要原因。Ｓｍｉｔｈ［６６］对委内瑞拉Ｏｒｉｎｏｃｏ河的研究发现其河漫滩的甲
烷排放９４％产生于淹没的森林。不同地区水库，由于植被和土壤类型的区别，赋存于其中的有机碳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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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因而将导致蓄水后产生不同的温室气体潜力［６２］。
消落区　 水库消落区是指因水库调度引起库水位变动，在库周形成的水陆生态系统的交错地带［６７６９］。

消落区是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热点”，尤其是消落区可能导致的甲烷排放，己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研
究［７０］。水库枯水期，消落区出露，植被开始自然恢复，有机碳在植被与土壤中积累；水库丰水期，积累的
有机碳在库底缺氧环境下分解产生大量甲烷和二氧化碳等气体。不同地区水库由于运营管理不同，消落区出
露时期以及时长存在差别，将产生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不同影响。

３　 遥感技术在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中的应用
由以上分析可知，水气界面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通量，从其来源到气体的产生、运移和排

放的整个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影响因素与通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寻找决定水气界面通量的控制
因子，通过统计回归，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模型，或对温室气体产生到排放的过程进行物理模拟，建立
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模型，可以实现对水气界面气体排放通量的模拟。但以上统计或过程模型，均是基于水
面定点（静态箱法、梯度法）或小区域观测数据建立的“点”模型，无法应用于对水库全部水域的温室气体排放
通量模拟。遥感作为目前进行生态系统变化时空连续观测的唯一可行手段，为“点”模型的尺度扩展提供
了可能。

遥感影像由于受到大气层吸收、散射等作用的影响，难以直接获取近水面的气体状态信息，但可以对不
同环境条件下库区地（水）面的不同生态系统及其环境参量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库区流域内的森林和土壤生
态系统是水库中碳的主要提供者，是库区的两大碳库［５１］。利用遥感技术，开展库区土地利用类型调查，分析
库区尤其是水库消落区的植被与土壤状况，以植被覆盖度、林地地上生物量和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以及土壤
有机碳等指标作为森林和土壤碳储量的指示因子，对库区碳储量进行估算，可从源头上分析水库不同区域不
同时期内产生不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原因。同时通过库区累积的遥感历史数据，获得水库淹没区在蓄水前
的土地利用特征，估算蓄水淹没的植被与土壤中有机碳的量，可以对水库蓄水运行初期温室气体排放特征进
行分析和说明。

地表植被覆盖度、森林地上生物量、ＮＰＰ等植被参数是衡量森林生产力的重要指标，可以反映植被通过
光合作用固定碳的量。目前，对以上参量的遥感监测和反演，已经发展了比较成熟的算法，主要包括植被指
数法、回归分析法、象元分解法、分类决策树法、物理模型反演以及神经网络模型方法等［７１８１］。

土壤有机碳是土壤的重要组成物质，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基于不同有机碳含量土壤对光谱特征吸收
强度不同的原理，通过建立高光谱遥感数据与土壤有机碳含量之间的关系，实现高光谱遥感技术对土壤有机
碳含量的估算，集合ＧＩＳ空间分析方法，可获得空间连续的地表表层土壤中土壤有机碳的分布特征［８２８３］。

此外，近年来国际上发射的一系列遥感卫星搭载了大气成分监测传感器，如欧洲太空局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
上的ＳＣＩＡＭＡＣＨＹ和日本ＧＯＳＡＴ卫星上的ＦＴＳ和ＣＡＩ传感器等，可为区域尺度上的温室气体核查提供新的
手段［８４８６］。利用传感器监测大气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气体的浓度信息，结合像元分解等数据处理手段，可
获得库区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分布，将其与周边大气中相应气体浓度进行对比，可以分析库区是否存在温
室气体排放的“热点”。另外获得的水库流域自上游至下游的温室气体浓度变化情况，也可用以分析水库的
修建对河道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分布的影响。

４　 国内开展相关监测研究的前景
水库的温室气体排放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水库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独

特的水库调度运营模式，决定了中国水库的温室气体排放拥有自己的特征，开展国内水库水气界面的温室气
体通量监测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的方法，而是需要根据国内水库的具体情况，开展补充研究，发展适合国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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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点的监测和分析方法。
利用前文所提到的各种观测方法获得的水气界面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均是在观测时期内的水库温室气体

排放水平。而水库建设和调度运行是否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变化，还需结合水库建设前天然水体及水库建成
后不同时期库区水体的通量监测数据，来计算水库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在缺乏前期的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监
测数据时，可借助遥感等技术手段设法获得库区温室气体排放的本底资料。例如通过遥感历史影像，开展建
库前的土地利用调查，参考文献资料中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或选择相应的土地利用类型
开展实地通量观测，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垫面的排放量进行估算，进而推算水库建设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水
平，据此估算水库的净排放量。

以三峡水库为例，它是中国最大的山区河道型水库，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库区地貌以丘陵和高山峡
谷为主，土壤背景中岩石成分比重较大，无机成分较高。水库淹没区蓄水前植被多为稀疏灌木，且经过了大
规模的清库工作，淹没森林数量极少，这形成了三峡水库独特的温室气体产生背景。三峡水库温室气体排放
监测工作的开展，需要在库区不同水域进行不同监测方法的比较研究，选择适合三峡水库特征的观测方法，
同时结合遥感监测，估算三峡水库现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以及净排放量，以回答三峡水库建设和运行是
否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三峡水电是否为清洁能源等问题。

５　 结　 　 语
目前，对水库水气界面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监测还没有一种普适的观测方法和统一的观测标准，已有的研

究方法，都有其优势和适用范围。静态箱法可用以进行定点观测，可获得观测期内观测点上较为准确的排放
数据，但温室气体排放表现出来的较为复杂的时空分布规律，凸显了该方法在较大时空尺度研究中的局限
性。梯度法可以实现对较大区域的快速连续观测，但梯度法中气体交换系数是环境状况的敏感因子，其值的
精度决定了模型的计算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倒置漏斗法是对以气泡方式排放气体的观测，不宜作为
一种独立的测量温室气体通量的方法。ＴＤＬＡＳ和涡度相关法可以实现对较大区域内气体通量的连续观测，
但两种方法对观测条件要求较高，在应用中还需根据实际情况酌情使用。

遥感是进行库区植被、土壤和水环境因素时空连续观测的重要手段，但它无法直接对水气界面的温室气
体通量进行观测，需要对遥感观测数据进行一系列的处理、转换和反演，获得影响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关键
因素的连续时空分布，结合利用地面观测数据建立的统计或过程模型，进行水库全水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进行估算。

开展对国内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估算与评价，是中国进行能源结构调整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之
一，国内外对水库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初步研究成果，已经导致了人们对水电绿色能源身份的重新审视，水
库的温室气体排放，也不能简单的认为“水库的面积有限，其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忽略”，在国际提
倡低碳经济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需要开展中国不同地区水库的水气界面温室气体通量观测研究，对
中国水库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进行核查，用具体、科学的数据回应外界对中国水电“绿色”身份的质疑，以
确立中国清洁能源战略中水电能源的地位，充分发挥中国水能资源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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