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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库香溪河支流水域温室气体排放通量观测
赵　 炎，曾　 源，吴炳方，王　 强，袁　 超，许志榕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

摘要：开展对香溪河支流水体的温室气体排放观测，有助于增加对三峡水库支流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了解以及水华对
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研究采用静态箱气相色谱法，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先后１１次开展对香溪河支流水
体３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排放强度的观测，结果表明：观测期间香溪河支流的二氧化碳平均排放
通量约为７６ ５２ ｍｇ ／（ｍ２·ｈ），排放强度与水体中叶绿素ａ浓度呈显著负相关，支流水华期间，二氧化碳排放通量小于
０，表现为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支流甲烷平均排放通量约为０ ２４４ ９ ｍｇ ／（ｍ２·ｈ）；氧化亚氮平均排放水平约为
０ ０１１ ７ ｍｇ ／（ｍ２·ｈ）。通过将甲烷平均排放水平与三峡水库其它区域开展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表明：三峡水库的甲烷
排放水平很低，明显不同于已有基于国外水库平均排放水平对三峡水库全区甲烷排放的估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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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不排放温室气体的能源形式。１９９３年Ｒｕｄｄ等［１］发表评论称水库生产单位能量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为零，引发各国学者对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目前国际上己经对加拿大北部地
区［２３］、亚马逊热带地区［４５］、北美［６］、芬兰［７］、法属圭亚那［８９］以及巴拿马地区［１０］的水库进行观测研究，
获得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以往人们对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认识，即水库在某种程度上会释放温室气
体，在极端情况下水库的排放可能高于火电，但目前多数的研究成果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水电项目温室
气体排放表现良好，能够有效地减少能源生产部门的排放［１１］。国内针对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观测研究较少，
喻元秀等［１２］开展了对洪家渡水库水体二氧化碳分压及水气界面二氧化碳排放通量的研究，２００９年Ｃｈｅｎ
等［１３］开展了对三峡水库新生湿地的甲烷排放研究，其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对中国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关
注［１４］。但探讨国内水库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不能简单地套用国外己有的研究结论，需要开展针对性的观
测研究。三峡水库作为大型的水电工程之一，成库后因其巨大的综合效益和环境影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三峡水库的温室气体排放更是目前受到国内外关注的一个方面。

目前水气界面温室气体通量研究常采用的监测方法主要包括静态箱法、梯度法、倒置漏斗法、ＴＤＬＡＳ方
法以及涡度相关法等［１５］。在比较不同方法优缺点和适用性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国内水生态系统碳通量研究常用
的静态箱法，以三峡水库香溪河支流为研究区，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先后１１次开展了对水气界面３
种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的排放通量观测，探讨了香溪河支流的温室气体排放特征。

１　 研究区概况
三峡水库是大型山区水库，成库后水域面积达１ ０８４ ｋｍ２，很难开展对三峡水库全区的观测研究，但可

通过断面定点观测的方式对三峡水库的温室排放水平进行连续观测。本文选择香溪河支流作为典型研究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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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观测工作，因国内在该区域己有大量的工作基础，有利于香溪河支流温室气体通量观测工作的开展。例如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三峡大学在香溪河设置了生态观测站，长期开展对香溪河支流水质和水生态参数的
连续观测，己有大量数据积累。

香溪河支流为典型的峡谷型河道，是三峡大坝上游第一条较大支流，也是三峡水库湖北库区的最大支
流，其干流全长９４ ｋｍ，流域范围１１０°２５′Ｅ ～ １１１°０６′Ｅ，３１°０４′Ｎ ～ ３１°３４′Ｎ，包括整个兴山县以及秭归县和
神农架林区的一部分，总面积３ ０９９ ｋｍ２（图１）。香溪河流域内地势高差大，地形复杂，河道沿岸磷矿等矿产
资源丰富，导致香溪河支流水体中磷、氮等营养盐含量较高。２００３年三峡水库蓄水后，受长江回水顶托影
响，香溪河形成支流库湾，水体流速减缓，交换周期加长。香溪河支流的水力与水体营养状况均有利于藻类
的大量聚集，是三峡水库众多支流中水华比较严重的支流之一。

图１　 研究区与观测点位示意图（观测点位图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５日３０ ｍ空间分辨率环境星遥感影像）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数据来源：中国三峡集团公司
图２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香溪河支流水位变化
Ｆｉｇ ２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Ｘｉａｎｇｘｉ Ｒｉ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Ｏｃｔ ２００９ ｔｏ Ｏｃｔ ２０１０

图２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香溪河支流水位变化情况。三峡水库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５日开始试验
性蓄水，香溪河支流水位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迅速达到实际最高水位约１７１ ｍ，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４月，三峡水
库维持高水位运行并适时补水，水位略有降低，２０１０年４月后水位开始持续降低，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８月，水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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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汛期降雨影响出现明显波动，２０１０年９月中旬开始新一轮试验性蓄水。

２　 材料与方法
２ １　 观测点布设

香溪河支流属山谷狭长型河流，水面宽度较小，其水下环境主要随河流经向的变化较大，由此可能导致水
气界面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变化。因此，参考香溪河支流多光谱遥感影像的水色信息，从香溪河上游至香溪河
口沿河道中泓共布设５个观测点，进行水质与水气界面二氧化碳、甲烷以及氧化亚氮排放采样，观测点Ｘ１Ｘ５
位置如图１所示，表１为各个观测点的详细信息。
２ ２　 观测时间及频次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先后１１次在香溪河开展温室气体通量观测，观测于各月下旬进行，观测时段
位于每日９：００至１４：００之间。各次观测的具体时间如表２所示。

表１　 香溪河观测点详细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采样点 经度 纬度 至河口距离／ ｋｍ
Ｘ１ １１０°４５′１０ ４″ ３１°１１′５９ ３″ ２９
Ｘ２ １１０°４６′０８ ８″ ３１°０９′０８ ３″ ２２
Ｘ３ １１０°４６′５５ ６″ ３１°０７′１８ １″ １８
Ｘ４ １１０°４５′３２ ８″ ３１°０４′１０ ９″ １２
Ｘ５ １１０°４５′４３ ２″ ３０°５８′００ １″ ０

表２　 各次观测开展的时间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ａｔ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观测次数 时间 观测次数 时间
１ ２００９１００２ ７ ２０１００６２７
２ ２００９１１２２ ８ ２０１００７２６
３ ２０１００１２６ ９ ２０１００８２２
４ ２０１００３２４ １０ ２０１００９２３
５ ２０１００４２４ １１ ２０１０１０２３
６ ２０１００５２２

２ ３　 温室气体排放通量观测
２ ３ １　 仪器与样品采集方法

本文采用静态箱法进行水气界面温室气体排放通量观测。静态箱由气体采样箱和飘浮架组成。气体采样
箱为直径３０ ｃｍ，高６０ ｃｍ的不锈钢圆筒，箱体表层覆盖有锡箔涂层，防止因阳光直射导致箱内温度升高；
采样箱内部装有小型风扇，用以充分混合箱内气体；采样箱上部密封，开有３个小孔，分别连有温度传感器
探头、风扇电源线和采样用气体导管。

观测时，气体采样利用两套静态箱进行同步观测，以保证观测结果质量，箱体下水之前，接通风扇电源
并将箱体倒置，使箱内气体混合均匀，静态箱下水后，利用１００ ｍＬ针筒采集采样箱内气体作为背景浓度，
然后每隔１５ ｍｉｎ采集一次气样，共采集３次，气体样本保存于５００ ｍＬ气样袋中，密封避光保存，并尽快完
成成分测定。
２ ３ ２　 样品分析与通量计算

气体样本中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３种气体的浓度采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气相色谱仪，
结合火焰离子检测器和电子捕获器进行联机分析获得。

气相色谱分析得到的３种温室气体的体积浓度，通过式（１）计算质量浓度［１６］：
Ｃｍ ＝

Ｃ ｖＭＰ
８ ３１４ ４（２７３ １３ ＋ Ｔ） （１）

式中　 Ｃｍ 为待测气体的质量浓度，ｍｇ ／ ｍ３；Ｃ ｖ 为气体色谱分析得到的体积浓度，ｍＬ ／ ｍ３；Ｍ为待测气体的摩
尔质量，ｇ ／ ｍｏｌ；Ｐ为采样时刻箱内的气压，ｋＰａ；Ｔ为箱内温度，℃。

温室气体排放通量是单位时间内，从单位面积上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量，本文利用式（２）分别计算各个点
上３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通量［１６］：

Ｆ ＝
ＳＦ１Ｆ２Ｖ
Ａ

（２）
式中　 Ｆ为待测气体通量，ｍｇ ／（ｍ２·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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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为静态箱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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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面积，ｍ２；Ｆ１、Ｆ２ 为转换系数。
本研究中，对每个观测点上所获得的３个气体浓度数据进行线性分析，只对线性判定系数Ｒ２ 大于０ ９

的观测点位进行计算。
２ ３ ３　 环境参量测定

气体采样同时进行环境参量的测量和记录。利用温度传感器测量箱内温度，利用接触式温度计、便携式气
压计和风速仪分别测量气温、气压和瞬时风速；于观测样点附近水域进行表层水体（０ ５ ｍ水深处）水质采样，
利用便携式ｐＨ仪、溶氧仪和电导测量仪现场测量ｐＨ、溶氧和电导率，同时采集水样以进行实验室分析叶绿素
ａ、总磷、总氮、溶解有机碳等水质指标，水质分析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香溪河生态观测站协助完成。

３　 观测结果
３ １　 香溪河支流水体水质变化

图３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香溪河支流水域关键环境与水质因子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ｒｏｍ Ｏｃｔ ２００９ ｔｏ Ｏｃｔ ２０１０

图３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香溪河支流水域水温、叶绿素ａ、总磷、ｐＨ、溶解氧等水质参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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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气温的变化情况。图３中柱状图表示各次观测中香溪河支流各个参数的平均值，误差线标识各个参数值的
变化范围。

从图３可以看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入冬后，随气温降低，香溪河支流水体表层水温相应降低，２０１０年３月
后随气温逐渐回暖。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后，三峡水库基本维持１７０ｍ左右高水位运行，香溪河支流水体受干流水
体顶托作用影响，水体交换作用减小，水体处于准静止
状态，水力学条件以及水中营养条件（总磷）均适合浮
游植物的生长，２０１０年３月水温回暖后支流开始出现水
华，叶绿素ａ浓度随水中浮游植物的大量繁殖而迅速升
高，而浮游植物代谢作用的增强也导致水中溶解氧增加
而溶解二氧化碳减少，引起水体的溶解氧浓度和ｐＨ值
增加。
３ ２　 温室气体排放时间变化

利用式（１）和式（２）计算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
月１１次观测中观测点Ｘ１ ～ Ｘ５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
亚氮排放通量，利用获得的Ｘ１ ～ Ｘ５的排放通量水平计
算均值作为各次观测时香溪河支流的排放水平，本文以
此平均排放水平探讨香溪河支流温室气体排放的时间变
化特征。

图４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香溪河支流水
域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平均排放通量计算结果，
图中虚线表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温室气体的

图４　 香溪河支流水体温室气体排放的时间变化
　 Ｆｉｇ 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Ｘｉａｎｇｘｉ Ｒｉｖｅｒ

全年平均排放水平。从图中可以看出，香溪河支流水域
的二氧化碳全年平均排放水平为７６ ５２ ｍｇ ／（ｍ２·ｈ），
最高平均排放出现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达到２１０ ５３ ｍｇ ／
（ｍ２·ｈ），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８月，二氧化碳排放通量低于
平均排放水平，其中３月、６月和７月二氧化碳排放通
量小于０，表现为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２０１０年８
月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逐渐回升；甲烷全年的平均排放
水平为０ ２４４ ９ ｍｇ ／（ｍ２·ｈ），最高平均排放通量为
０ ７７１ １ ｍｇ ／（ｍ２·ｈ），出现在２０１０年３月，最低排放为
－ ０ １１６ ９ ｍｇ ／（ｍ２·ｈ），出现在２０１０年６月；氧化亚氮
总体排放水平较低，平均排放通量为０ ０１１ ７ ｍｇ ／（ｍ２·
ｈ），最高与最低平均排放分别出现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和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平均排放通量分别为０ ０２９ ０ ｍｇ ／（ｍ２·ｈ）和－ ０ ００７ ０ ｍｇ ／（ｍ２·ｈ）。

４　 讨　 　 论
４ １　 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选择己有研究中认为可能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水质参数与二氧化碳排放通量进行相关分析，表３为
选择１１次观测结果中数据较为完整的２８个点位的水质和二氧化碳排放通量数据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的结
果。分析结果表明：

０５５ 水科学进展 第２２卷



（１）香溪河支流水体的二氧化碳排放与水中的叶绿素ａ浓度呈显著负相关，这与邢阳平［１７］和Ｈｕｔｔｕｎｅｎ
等［７］的研究结果一致。表层水体中的藻类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小水气界面的排放

表３　 二氧化碳排放通量与水质参数的相关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２ ｆｌｕｘ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水质参数 相关系数
总磷／（ｍｇ·Ｌ － １） － ０ ０８８
叶绿素ａ ／（μｇ·Ｌ － １） － ０ ５７１

水温／ ℃ － ０ ０７７
ｐＨ － ０ ４９３

溶氧／（ｍｇ·Ｌ － １） － ０ ５９８

　 　  相关性在０ ０１水平下显著

通量。２０１０年３月后，香溪河支流部分水域开始出现水
华，因而导致了３月至７月香溪河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较
低，甚至表现为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图４）。总磷是
通过影响水体中藻类含量进而影响水气界面二氧化碳通量
的，本研究中，支流水体的总磷含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通量
的相关性不明显。

（２）二氧化碳排放与ｐＨ和溶解氧浓度呈显著负相
关，这与王跃思等［１８］获得的结论一致。当ｐＨ较高时，
水体呈碱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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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ｐＨ值较低时，水体的二氧化碳分压较高，有利于二氧化碳从水体
进入大气。而支流水体中溶解氧的浓度是与支流水华密切相关的，其与叶绿素ａ的相关性达到了０ ６０２。

（３）水温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关性不明显。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在支流水华发生期（２０１０年３月～ ８月）
藻类对水气界面二氧化碳通量强度的影响占主导地位所致。若仅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２０１０年１月以及２０１０年
９月～ １０月的观测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可发现水温与二氧化碳通量强度呈现正相关（相关系数０ ２９），与相关
研究［１５］得到的结论一致。

（４）香溪河支流甲烷的排放水平与支流的水位变化和沉积物层有机质含量有一定的关系。甲烷主要产
生于有机物质在水下厌氧环境下的分解，而水位的变化直接反映了沿岸消落区的淹没时长。由图４可知，在
三峡水库蓄水初期，支流消落区的新生植被在短时间内被淹没，由于植物在水中的厌氧分解速率服从指数变
化的规律［１９］，初期的甲烷分解生成量较小，随着水库的高水位运行（图２），植物的分解速率加快，甲烷生成
量增加，水气界面甲烷排放通量相应增加。２０１０年５月后，支流水位逐渐降至汛限水位，消落区出露，淹
没植被减少，甲烷排放水平降低。２０１０年９月甲烷排放随水位增加再次上升（图４）。图４中６ ～ ８月相对较
高的甲烷排放水平可能是由汛期降雨导致进入水体的陆生有机质增加所引起。
４ ２　 与三峡己有相关研究的比较

２００９年９月，Ｃｈｅｎ等［１３］发表了关于其２００８年７ ～ ９月于三峡库区澎溪河支流开展水库新生湿地甲烷排
放研究的文章，文中指出三峡水库新生湿地甲烷平均排放达到了６ ７ ｍｇ ／（ｍ２·ｈ），同时文章基于南美洲３
个热带水库的平均甲烷排放水平（３ ３ Ｍｇ ／（ｍ２·ｈ）），对三峡水库全区（１ ０８０ ｋｍ２）的甲烷排放进行估算，认为
三峡水库的甲烷排放量达到了３ ６ Ｍｇ ／ ｈ。本文通过在香溪河支流水域开展的观测研究，发现香溪河支流的排
放水平远低于３ ３ ｍｇ ／（ｍ２·ｈ），仅为０ ２４４ ９ ｍｇ ／（ｍ２·ｈ）。南美洲热带雨林地区水库由于淹没大量植被和
土壤有机质，加上高温高湿的气体条件，极易产生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三峡库区土壤有机质本底含量
较低，且水库蓄水前采取了全面的清库措施，因此不可能出现南美洲水库高甲烷排放的情况。
４ ３　 不确定性分析

初步观测发现，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香溪河支流甲烷排放水平总体较为平稳，但在２０１０年３
月、５月和８月出现较高的排放。这可能是由于甲烷主要产生于底泥有机质的厌氧分解，且生成的甲烷属难
溶性气体，因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排放方式，即冒泡排放，而这种方式的排放在时间、空间上均是随机、不
连续的，采用静态箱观测不足以捕捉这一部分排放，这也是国内水生态系统甲烷排放通量研究中普遍遇到的
一个问题，因此，有可能导致甲烷的研究中甲烷的排放通量水平被低估。

１５５　 第４期 赵炎，等：三峡水库香溪河支流水域温室气体排放通量观测



５　 结　 　 论
香溪河支流水域的初步观测结果表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香溪河支流水域的二氧化碳平均

排放通量约为７６ ５２ ｍｇ ／（ｍ２·ｈ），排放强度与水体中叶绿素ａ浓度呈显著负相关，支流水华期间，二氧化碳
平均排放通量小于０，表现为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支流甲烷平均排放通量约为０ ２４４ ９ ｍｇ ／（ｍ２·ｈ）；氧
化亚氮平均排放水平约为０ ０１１ ７ ｍｇ ／（ｍ２·ｈ）。

水库温室气体排放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受水下地形以及水体动力学的影响，支流与三峡库区干
流水域的气体排放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产生和排放过程的复杂性，更决定了其在时
间与空间尺度上的异质性，因此在三峡库区不同水域开展观测，尽可能积累不同环境条件下水库水体的排放
水平的同时，还需开展相似条件下库区天然河道排放水平的研究，并借助遥感空间分析与模型等手段，实现
对水库温室气体净排放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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