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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地区玉米农田生态系统碳通量的
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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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利用涡度相关系统，对我国皖南地区春玉米和夏玉米农田分别进行观测，得到不同时间尺度玉米地
碳通量的变化规律：玉米地碳通量在白天总体为负值，主要因光合作用而呈现碳汇功能；在夜晚总体为正值，
主要因呼吸作用而呈现碳源功能；碳通量的日变化规律呈现为夜间平稳，白天先下降再上升的“U”型单峰曲
线，或在此基础上中午出现“光合午休”现象的“W”型双峰曲线；在玉米生长的前期，碳通量的绝对值较小，
而在玉米生长的中后期，碳通量的绝对值显著增大；在阴天与低温典型日，白天碳通量变化较为平缓；在高
温典型日，玉米的碳源功能显著增强，碳汇功能与低温典型日相差不大。影响玉米地碳通量变化的环境因子
有气温、饱和水汽压差、净辐射和土壤温度等，玉米地在降雨后碳汇功能的峰值高于降雨前，在日时间尺度
上，皖南地区玉米地碳通量的变化受饱和水汽压差影响最大，受净辐射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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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flux in corn farmland
ecosystem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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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the eddy covariance system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spring corn and summer
corn farmland in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The variation of CO2 flux in corn fields at different time scales
was obtained: the CO2 flux of corn field in the daytime negative value is mainly affected by
photosynthesis and exhibits carbon sink function; CO2 flux is positive at night, mainly due to respiration
and carbon source function; the daily variation of CO2 flux is stable at night, and then rises during the day.
The ‘U’ type single peak curve, or the ‘W’ type double peak curve of ‘photosynthetic midday-depress’
phenomenon at no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corn growth, the absolute value of CO2 flux is small, an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corn growth, the absolute value of CO2 flux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On a typical
day of cloudy and low temperature, the carbon flux variation during the day is relatively flat; on the
typical day of high temperature, the carbon source function of corn i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and the
carbon sink function is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the typical low temperature.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variation of carbon flux in corn field include temperature, vapor pressure deficit, net
radiation and soil temperature. The peak of carbon sink function of corn field is higher after rainfall than
before. On the daily time scale, the variation of carbon flux in corn field in southern Anhui is most
affected by vapor pressure deficit and is minimally affected by net radiation.
Key words: basic science of agriculture; carbon flux; eddy covariance system; corn farmland; carbon
source; carbon s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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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变化与陆地生态系统（global change and terrestrial ecosystems，GCTE）的碳循环在全球碳循环

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核心所在[1]。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日益加剧，陆
地生态系统的碳通量变化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由于长期缺少成熟的技术与设备来监测生态系统的碳
通量变化，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及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受到很多限制。人们在对全球碳循环及碳收
支的研究中发现了著名的“碳失汇（missing carbon sink）”问题，即目前已知碳源与碳汇不能达到平衡，
每年人类活动排放的大约 50%的碳难以追踪其去向，存在很严重的碳库丢失现象[2~3]。研究表明这些“失
踪的碳”很可能蓄积于陆地生态系统中[4]，因此对陆地生态系统-大气间的净 CO2 交换量的动态变化及其
时空格局分布特征的观测、分析与模拟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
者开始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涉及范围较广，但主要集中在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
态系统和草地生态系统[5]。碳通量的传统监测方法也有多种，如清查法、同化箱、模型和遥感评价法等，
但这些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用于大尺度、非扰动的长期连续观测[6]。而涡度相关技术（eddy
covariance technique）作为一种非破坏性的微气象通量测定技术，可以直接通过计算温度、CO2 等的脉动
与垂直风速的脉动协方差来计算得到湍流通量[7]。在经过长期发展和技术改进后，涡度相关法已经基本
实现对森林、草地及农田等生态系统 CO2 通量的非干扰性直接测定[8]。
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中，农田生态系统碳循环占据着重要地位。柴仲平等[9]发现，白天（9:00—
19:00）小麦-土壤生态系统表现为碳汇，且中午存在较弱的“光和午休”现象，夜晚小麦的光合速率随
光合有效辐射（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PAR）的降低而降低，表现为碳源。李俊等[10]采用波
文比-能量平衡法测定冬小麦田蒸散和 CO2 通量，得出冬小麦水分利用效率白天平均值和日较差的季节
变化明显受土壤水分影响，瞬时水分利用效率与饱和差呈极显著负相关；土壤含水量较低时，冬小麦瞬
时水分利用效率与冠层上方大气 CO2 浓度呈正相关。李洪建等[11]通过箱式法测定冬小麦 CO2 通量，得到
日尺度和季节尺度上冬小麦的冠层辐射温度与气温均呈现极显著相关，季节尺度上冬小麦的 CO2 通量与
温度呈显著的二次抛物线关系。李琳等[12]发现冬小麦 CO2 排放通量与土壤温度呈显著的指数函数型正相
关，其中翻耕地 CO2 排放通量与 10 cm 地温相关性最高，旋耕地和免耕地则与 10 cm 和 20 cm 地温相关
性较高。
综上，对农田生态系统碳通量的监测以及深入探究其物质能量交换的规律与机理，是当前国际科研
中的研究前沿及焦点。目前全球通量观测研究网络（FLUXNET）中各个网点已经涉及了多种生态系统类
型[13]，但有关我国皖南丘陵地区作物生态系统的研究还有所欠缺。因此，本研究将皖南地区典型作物玉
米的农田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先进的涡度相关系统，对玉米地在不同时间尺度下的碳通量变化
特征进行观测和分析，旨在为进一步研究气候变化对区域农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农业生产的影响提供理
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1.1.1

区域概况

试验区位于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实验地（E118°42′，N30°54′），占地面积约 5 000 m2. 该地区属于
亚热带季风气候，土壤主要类别为红壤土，土层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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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期气象条件

图 1 为 2016 年夏玉米和 2017 年春玉米在生育期内的气温（Ta）、饱和水汽压差（vapor pressure deficit，
VPD）、净辐射（Rn）、土壤温度（Ts）及降雨量等气象因子的逐日变化特征。
由图 1 可知，夏玉米气温在整个生育期内持续下降，土壤温度也随之下降，最低气温 11℃，最高气温
32℃；而春玉米则相反，气温和土壤温度都在持续上升，最低气温 17℃，最高气温 35℃，生育期内总的
温差较小，昼夜温差也不大。
夏玉米和春玉米的 VPD 在整个生育期都有较大波动，夏玉米在生育前期波动较大，生育中后期变化
则相对平缓；而春玉米在生育前中期波动较大，在生育后期则呈现上升态势。
夏玉米和春玉米的 Rn 在整个生育期都有较大波动，夏玉米 Rn 的最大值为 129.56 W·m−2，最小值为
2.44 W·m−2；春玉米最大值为 218.54 W·m−2，最小值为 11.75 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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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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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气象因子逐日变化图

Daily variations of each meteorological factor

a—气温；b—饱和水汽压差；c—净辐射；d—土壤温度；e—降雨量
a-Air temperature; b-VPD; c-Net radiation; d-Soil temperature; e-Rainfall

夏玉米降雨在生育前期较少，中后期则较大，全生育期内的总降雨量为 493.7 mm；春玉米在整个生
育期降雨都比较频繁，全生育期内的总降雨量为 410.0 mm.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田间试验为基础，以玉米为研究对象，分夏玉米和春玉米两季播种，行株距分别为 80 cm

和 30 cm，玉米种植基地占地约 5 000 m2，长约 90 m，宽约 55 m，田间管理与当地管理方式一致。
观测仪器采用开路式 EC3000 涡度相关系统，设于田间通量观测塔上高度 3 m 处。每小时自动采集
玉米地气象参数和 CO2 通量，得到的 CO2 通量值即为净生态系统碳交换量（net ecosystem exchange，NEE）。
当 NEE 为正值时，表示生态系统作为碳源，向周围环境释放 CO2；当 NEE 为负值时，表示生态系统作
为碳汇，吸收周围环境中的 CO2[14]. 记录灌溉时间、灌水量和各生育期进程，定期测量玉米叶面积指数
和株高，其中叶面积指数采取直接法测量，即取 10 株长势差别不大的玉米作为样本，用直尺测量每株玉
米所有叶片的长度和宽度，再乘以 0.74[15]的经验系数，即可推算出玉米的叶面积指数。
玉米的生育期分为苗期、拔节期、抽穗期、灌浆期和成熟期。表 1 为 2016 年夏玉米和 2017 年春玉
米两季玉米的生育期划分。其中，2016 年夏玉米由于涡度相关仪在苗期还未安装完成，苗期没有足够数
据，故采用拔节期以后的数据进行分析。
另外，在通量观测中，由于仪器响应、天气状况、大气稳定度及供电系统故障等因素，会产生异常
数据或数据缺失，因此需要对获取的 30 min 的 CO2 通量数据进行预处理，从而获得合理、连续的 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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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方法主要包括坐标旋转和频率响应校正[16]，本研究采用 EddyPro 6.0 软件进行上述处理，并
对处理完毕的数据进行异常点的剔除和缺失数据的插补。
表1
Tab. 1
玉米种类

苗期

拔节期

抽穗期

灌浆期

成熟期

2016 年夏玉米

8/6～8/18

8/19～9/13

9/14～9/24

9/25～10/23

10/24～11/2

2017 年春玉米

4/27～5/25

5/26～6/15

6/16～7/4

7/5～7/20

7/21～7/29

2

结果与分析

2.1

玉米 NEE 的生育期变化规律

2.1.1

玉米生育期起止日期

Starting and ending date of corn growth period

夏玉米 NEE 的生育期变化规律

图 2 为 2016 年夏玉米 NEE 日均值的逐日变化过程，日均值即分别对每天白天（7:00—18:30）和夜
晚（19:00—6:30）的 NEE 求均值得到的结果。

图2
Fig. 2

2016 年夏玉米 NEE 的逐日变化

Daily variation of summer corn NEE in 2016

由图 2 可以看出，夏玉米的白天 NEE 大部分为负值，最大峰值为−2.87 gC·m−2·s−1，最小谷值为
0.65 gC·m−2·s−1，均值为−1.14 gC·m−2·s−1，整个生育期玉米生态系统白天总体呈碳汇，这是由于生育期正
值夏秋两季，温度适宜且白天光照充足，而充足的光照可以显著地调节光合酶的活性与叶片气孔的开度，
从而使光合速率显著增加[17]。但也有个别天数白天 NEE 为正值，分别为 9 月 6 日、9 日、10 日、15 日、
16 日以及 10 月 19 日，这是因为这些天都是阴雨天气，光照强度的不足导致了光合速率降低，从而使呼
吸作用暂时占据主导地位，9 月为玉米的生育前中期，玉米叶片较小，光合作用不强，这就使得降雨对
光合作用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因此虽然 9 月和 10 月的降雨频率差别不大，但 9 月有五天白天 NEE 日
均值突变为正值，而 10 月仅一天。
夏玉米夜间 NEE 大部分为正值，最大峰值为 3.52 gC·m−2·s−1，最小谷值为−0.24 gC·m−2·s−1，均值为
1.25 gC·m −2 ·s −1 ，且仅有三天呈现为负值，整个生育期玉米夜间总体呈碳源。全天 NEE 正值最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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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gC·m−2·s−1，负值最大为−1.86 gC·m−2·s−1，均值为 0.06 gC·m−2·s−1，在生育前期大部分保持正值，而
生育中后期在正负之间来回波动。
另外，对比 3 种不同时段 NEE 的逐日变化特征可以发现，在 9 月 7 日之前，三种 NEE 变化幅度都
较小，波动都相对较平缓，这主要是因为生育前期玉米叶片较小导致光合速率和呼吸速率均较低，而到
了生育中后期叶片面积逐渐增大，环境因子的变化对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影响越来越显著[18]，因此 3 种
NEE 都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其中白天 NEE 波动幅度最大，这是由于白天的光照、温度等气象因素变化
相较于夜间更为强烈，全天 NEE 变化图像基本位于夜间 NEE 和白天 NEE 之间。
2.1.2

春玉米 NEE 的生育期变化规律

图 3 为 2017 年春玉米 NEE 日均值的逐日变化过程，其中白天 NEE 基本为负值，最大峰值为
−5.98 gC·m−2·s−1，最小谷值为 0.20 gC·m−2·s−1，均值为−2.59 gC·m−2·s−1. 可以看出，春玉米在碳汇功能上
总体高于夏玉米，且这种现象在生育中后期更为明显，这是由于春玉米在生育期间的净辐射量总体大于
夏玉米。由图 1c 可知，夏玉米的净辐射峰值为 129.56 W·m−2，春玉米则为 218.54 W·m−2，其明显高于夏
玉米。且夏玉米的净辐射是前期高，中后期降低，而春玉米的净辐射在整个生育期内都较为均衡，正好
对应了春玉米白天 NEE 在碳汇方向上总体大于夏玉米，且在生育中后期更为明显的规律。
春玉米夜间 NEE 基本为正值，整个生育期总体呈碳源。最大峰值为 2.89 gC·m−2·s−1，最小谷值为
−0.28 gC·m−2·s−1，均值为 1.21 gC·m−2·s−1，变化规律与夏玉米相差不大。全天 NEE 正值最大为 1.41 gC·m−2·s−1，
负值最大为−2.87 gC·m−2·s−1，均值为−0.67 gC·m−2·s−1，在整个生育期内基本为负值，全天的碳汇功能总
体大于夏玉米，这是春玉米夜间的碳源功能与夏玉米相差不大，而白天的碳汇功能显著大于夏玉米所导
致的。

图3
Fig. 3

2.2

2017 年春玉米 NEE 的逐日变化

Daily variation of spring corn NEE in 2017

玉米 NEE 的典型日变化规律

2.2.1

晴天和阴天玉米地 NEE 的日变化规律

通过对玉米 NEE 逐日变化的研究，得到了玉米地碳通量在整个生育期内的变化规律和碳源、碳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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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情况。此外，为更深入地研究玉米 NEE 变化规律，将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日进行碳通量日变化的
规律分析。
图 4 和图 5 分别为生育前期和生育后期玉米 NEE 晴天、阴天的典型日变化过程，其中生育前期典型
日在生育期的第一个月中取，生育后期典型日在生育期的最后一个月中取。可以看出，夏玉米的 NEE 晴
天和阴天日变化规律与春玉米大致相同，生育前期晴天时，玉米 NEE 日变化基本呈非对称的“U”型单
峰曲线分布，峰值出现在上午 10:00 到 12:00 间，在 11:00 达到最大值−5.17 gC·m−2·s−1. 在早上 7:00 到晚
上 18:00 间，玉米 NEE 为负值，从 7:00 开始 NEE 在负方向上缓慢上升，中午达到峰值，峰值过后开始
在负方向上缓慢下降，直到 18:00 日落以后变为正值，并在 18:00 后到第二天早上 7:00 间基本维持正值。
可以看出，玉米地生态系统在晴天白天由于光合作用的缘故，会由碳源逐渐转变为碳汇，并且由于下午
到夜晚光照强度下降导致光合作用强度逐渐降低，又由碳汇重新转变为碳源。

图4
Fig. 4

生育前期玉米 NEE 晴天和阴天的日变化

Daily variations of corn NEE in sunny and cloudy days in early growth period
a—晴天；b—阴天
a-Sunny day; b-Cloudy day

图5
Fig. 5

生育后期玉米 NEE 晴天和阴天的日变化

Daily variations of corn NEE in sunny and cloudy days in late growth period
a—晴天；b—阴天
a-Sunny day; b-Cloudy day

生育前期阴天时，玉米 NEE 变化趋势平缓，夜晚与晴天时一样保持正值，玉米地生态系统呈现为碳
源；白天虽然也总体呈现负值，但没有晴天时那样有明显的下降和上升趋势，且 NEE 的值也总体小于晴
天白天时的值，这是由于阴天云层较多、较厚，玉米白天受到光照较少，净辐射 Rn 较低，从而导致光合
速率降低，所以阴天白天的碳汇功能要弱于晴天。
而生育后期玉米 NEE 的日变化规律与生育前期有相似之处，即同样是夜晚为正值呈现为碳源，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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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值呈现为碳汇。但不同的是，生育后期的 NEE 变化在阴天白天时并不是平缓的，而是也呈现为“U”
型单峰曲线，具有一定的上升和下降趋势，在上午 11:30 达到峰值−4.35 gC·m−2·s−1. 而生育后期晴天，夏
玉米的 NEE 变化呈现出“W”型双峰曲线，即从日出开始在碳汇方向上逐渐增大，到 10:30 达到第一次
峰值−5.73 gC·m−2·s−1，随后开始小幅回升，在 14:00 达到谷值−2.43 gC·m−2·s−1，之后又小幅下降，直到
16:00 达到第二次峰值−5.01 gC·m−2·s−1 后开始在正方向上逐渐上升变为正值。而对于春玉米，这种变化趋
势不如夏玉米明显。之所以夏玉米 NEE 在上、下午各有一次高峰而中午有一次低谷，是由于夏季中午温
度过高，玉米蒸腾作用剧烈，失水导致气孔部分关闭，CO2 吸收不足，使得净光合作用速率下降，即玉
米的“光合午休”现象[19]，此外还与光呼吸、光抑制有关。导致生育前后期玉米 NEE 日变化规律不同
的原因主要在于玉米叶片的不同，生育前期的玉米叶片面积小，气孔开度低，这就使得净光合速率较低，
并且使得玉米对外界环境因子变化的响应不是特别敏感，从而导致了阴天白天时碳通量变化趋势的平缓，
以及中午的“光合午休”现象不明显。
2.2.2

降雨前后 NEE 的日变化规律

图 6 为两季玉米 NEE 降雨前后的日变化过程。可以看出，降雨前玉米 NEE 在中午达到的峰值明显
小于降雨后，比如夏玉米典型日降雨前峰值为−4.52 gC·m−2·s−1，降雨后为−5.59 gC·m−2·s−1；春玉米典型
日降雨前峰值为−4.84 gC·m−2·s−1，降雨后为−5.95 gC·m−2·s−1. 这可能是由于降雨后空气湿度和土壤含水量
变大，从而导致玉米叶片气孔导度变大，使得净光合速率提升，碳汇功能增强。

图6
Fig. 6

玉米 NEE 降雨前后的日变化

Daily variations of corn NEE before and after rainfall
a—2016 年夏玉米；b—2017 年春玉米
a-Summer corn in 2016; b-Spring corn in 2017

2.2.3

高温/低温条件下 NEE 的日变化规律

除晴阴天和降水外，还需要研究高温和低温对玉米
NEE 变化造成的影响。图 7 为玉米 NEE 在高温和低温条
件下的日变化过程，取春玉米日均气温为 11℃的低温典
型日和夏玉米日均气温为 35℃的高温典型日，两个典型
日都处于生育后期，玉米长势和叶面积指数（leaf area
index，LAI）等条件均相似。可以看出，NEE 在高温条
件下的变化幅度大于低温条件，且低温条件下玉米 NEE
的正值部分明显小于高温条件，这是由于玉米的呼吸作
用低温降低，高温增强[20]，导致玉米 NEE 在夜晚低温时

图7
Fig. 7

玉米 NEE 在高温和低温条件下的日变化
Daily variations of corn NEE at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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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源功能小于高温时的碳源功能。但低温典型日的峰值−3.61 gC·m−2·s−1 与高温典型日的峰值−3.73 gC·m−2·s−1
接近，即两个典型日的碳汇功能相接近，这是由于光合作用会随气温升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即
碳汇能力先升高后降低，从而使得低温和高温条件下的固碳能力相差不大。
2.3

玉米 NEE 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玉米 NEE 的变化除受叶片面积与气孔导度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气温（Ta）、饱和水汽压差

（VPD）、净辐射（Rn）、土壤温度（Ts）等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图 8 为日尺度下两季玉米 NEE 与各环
境因子之间的关系，表 2 为相应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NEE 与 Ta、VPD、Rn 和 Ts 均呈二次抛物线关
系，其中 2016 年夏玉米的 NEE 变化受 Ta 影响最高，固碳能力随气温的升高而逐渐降低，受 Rn 影响最
低；2017 年春玉米的 NEE 变化受 VPD 影响最高，固碳能力随 VPD 的增大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受
Rn 影响最低，这一点不同于其他地区玉米地日尺度 NEE 与气温相关程度最高[14]。两季玉米 NEE 与 Ta
和 Ts 的决定系数（R2）均相差不大，故 NEE 与 Ta 和 Ts 的相关程度接近。

注：蓝线为夏玉米 NEE 的似合曲线；红线为春玉米 NEE 的拟合曲线

Fig. 8

图 8 日尺度下玉米 NEE 与各环境因子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n NEE and each environmental factor in daily scale
a—气温；b—饱和水汽压差；c—净辐射；d—土壤温度
a-Air temperature; b-VPD; c-Net radiation; d-Soil temperature
表2
Tab. 2

环境因子
气温（Ta）

NEE 与环境因子回归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E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2016 年夏玉米
回归方程

R

NEE=−0.000 6Ta2+0.093 3Ta−1.754 3

0.240 6

2

饱和水汽压差（VPD） NEE=0.240 2VPD −0.254VPD+0.007
净辐射（Rn）
土壤温度（Ts）

2017 年春玉米
2

2

NEE=0.000 05Rn −0.009 7Rn+0.246 4
2

NEE=−0.003 2Ts +0.219 6Ts−3.343 3

0.162 1
0.019 0
0.211 4

回归方程
NEE=0.014 7Ta2−0.796 3Ta+9.867 4

R2
0.212 9

2

0.366 3

2

NEE=0.000 05Rn −0.015 1Rn+0.270 4

0.092 6

NEE=0.017 3Ts −0.929 1Ts+11.462

0.217 3

NEE=1.274 2VPD −3.318VPD+1.086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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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皖南玉米农田生态系统的 NEE 在白天总体为负值，主要由于光合作用而呈现碳汇功能；在夜晚总体

为正值，主要由于呼吸作用而呈现碳源功能。在生育期前期玉米 NEE 的正值和负值均较小，而生育中后
期 NEE 的值显著增大。玉米 NEE 的日变化规律呈现为夜间平稳，白天先下降再上升的“U”型单峰曲
线，或在此基础上中午出现“光合午休”现象的“W”型双峰曲线。阴天与低温条件下，白天 NEE 变化
较为平缓；高温条件下玉米的呼吸作用即碳源功能增强。影响玉米 NEE 变化的内在因素有叶片面积和气
孔导度等，外界环境因素有气温、饱和水汽压差、净辐射和土壤温度等，玉米地在降雨后碳汇功能的峰
值高于降雨前。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是，皖南地区玉米地日尺度 NEE 的变化与饱和水汽压差的相关性最高，
而不是与气温的相关性最高。且玉米地日尺度 NEE 受气温与土壤温度的影响程度较为接近，受净辐射的
影响程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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