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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农田生态系统水热和CO2传输过程是国际研究的前沿问题。理解农田生态系

统水热和CO2传输机制有助于了解农田生态系统在陆地生态系统水碳循环中的

作用，并认识农田水分利用效率的变化规律及农田生产力的形成机制。本文在华

北平原典型农田站点采用涡度相关方法对瞬时农田水热和CO2通量进行了长期

和连续的测定，分析了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季水热、CO2通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

日季变化规律，揭示了其与环境因子的定量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土壤－植被

－大气连续体中发生的生物物理过程和生理过程的机制，建立了模拟水热和CO2

通量日变化的冠层尺度光合－蒸腾耦合模型，并分析其对不同气候条件的响应；

建立了模拟C3和C4作物水热和CO2通量及冠层微气象剖面的多层光合－蒸腾耦

合模型，并与单层和双源模型进行了对比；进一步将作物生长与水热和CO2通量

传输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农田生态系统综合模型，以模拟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

和发育过程及水热和CO2通量的长期变化；在光合－蒸腾耦合模型的基础上分析

了时间步长的变化对模型模拟结果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 系统分析了农田生态系统水热、CO2通量的日季变化规律及其与环境因子的

关系： 
感热通量与净辐射的日变化基本一致，日峰值出现在 12:00－13:00，而潜热

通量由于强烈依赖于水汽压差(VPD)的变化，因此日峰值要落后 1－2 个小时。

CO2通量的日峰值一般出现在 11:00－12:00，基本与光合有效辐射的峰值一致。

不过在冬小麦生长季中观测到光合午休现象，主要是由于高的水汽压差和高的冠

层温度导致强烈的蒸腾失水而引起气孔关闭造成。 
一年中月平均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的最大值分别出现在 6 月和 8 月。感热通

量和潜热通量在净辐射中的比重与作物的生育期密切相关，在冬小麦和夏玉米的

生长旺期，月平均波文比一般都小于 0.5。在冬小麦和夏玉米的旺盛生长阶段，

土壤热通量约占净辐射的 0.1 左右，在其它时期变化在 0.2－0.5 之间。6 月份由

于地上残茬、根和土壤呼吸都十分强烈，农田成为一年中CO2的最大源，而 5 月

份由于冬小麦叶面积指数较高，生理活动强烈，农田成为一年中CO2的最大汇。

当作物不受土壤水分亏缺影响时，农田CO2通量的季节变化主要由太阳辐射、叶

面积指数和土壤温度的变化所决定。 
冬小麦和夏玉米对光强的响应符合直角双曲线。整个生育期，冬小麦的水分

利用效率变化在 0－12 mg CO2 g H2O-1之间，夏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

季节变化，最大值出现在 8 月中旬，约为 10 mg CO2 g H2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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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了水热和CO2通量日变化模拟模型并分析了其对环境因子变化的响应 
    基于CO2和水热通量传输的生理和物理过程，将双层蒸散模型和双叶光合－

气孔导度模型耦合建立了冠层尺度的光合和蒸腾耦合模型。模型的验证显示，模

拟的净辐射、CO2通量、感热和潜热通量与测量值较为吻合。CO2通量、冠层导

度和潜热通量对太阳辐射、气温、土壤湿度和大气 CO2浓度变化的响应分析表

明：冠层导度的最优温度略低于光合的最优温度，更低于蒸腾的最优温度，且随

着太阳辐射的增加，冠层光合和冠层导度的最优温度也在增加；当土壤水分亏缺

时，冠层导度和冠层光合的午休现象加重；大气CO2浓度升高使作物冠层水分利

用效率增加，且CO2浓度增加对冠层光合的增加作用在高温时更大。 
(3) 建立了多层光合－蒸腾耦合模型并与单层、双源模型进行比较 

基于计算感热和潜热通量的多层模型和叶片光合－气孔导度模型发展了一

个C3和C4作物的多层光合－蒸腾耦合模型。基于涡度相关试验对单层、双源和多

层模型的比较显示，考虑冠层微气象剖面对模拟CO2通量的精度无显著改进。在

整个生育期，单层模型低估潜热通量，而多层模型的模拟效果最好，不过其对冠

层蒸散、冠层阻力及冠层水分利用效率的模拟与双源模型的差别很小。不同层次

冠层水分利用效率的日最大值出现在8:00－10:00，之后迅速降低。顶部冠层的水

分利用效率高于底部冠层的水分利用效率。模拟的冬小麦的水分利用效率波动很

大，变化在5－20 mg CO2 g H2O-1之间，而夏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相对稳定，维

持在10 mg CO2 g H2O-1左右。 
(4) 建立了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与水热和CO2传输的综合模型(ChinaAgrosys) 

将能量和CO2通量传输与作物生长和发育结合起来建立了农田生态系统综

合模型，可以模拟能量和CO2通量的日季变化及株高、叶面积指数和干物质等生

长因子。通量的模拟主要基于耦合的光合－气孔导度－蒸腾模型，模型考虑叶水

势的动力变化对气孔导度的影响，提高了CO2和水汽通量的模拟精度。 
(5) 讨论了时间步长对水热碳通量模拟模型的影响 

应用光合－蒸腾耦合模型摸拟水热和CO2通量时，不同时间平均变量驱动的

模型差别很大。对于NEP，主要由于光合有效辐射的日变化较大造成不同步长模

型的差异。不同步长模型模拟的日蒸散差异由各种因子的日变化对过程的交互作

用造成。小时尺度模拟的蒸散在一天中积分获得的日蒸散要高于由日平均资料计

算的日蒸散。  
 

关键词：农田生态系统；水热和CO2通量；日季变化；光合蒸腾耦合模型；多层

模型；作物生长；时间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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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ater, heat and CO2 transfer processes in the agro-ecosystem are focused 
intensively by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water, 
heat and carbon dioxide transfer in the agro-ecosystem is important for assessing the 
role of the agro-ecosystem in the water and carbon cycle of the terrestrial ecosystem 
and learning the variation patterns of water use efficiency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ropland productivity. The instantaneous water, heat and CO2 fluxes were 
measured continuously by the eddy covariance method in the typical farmland station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in this study. Firstly, the study analyzed the diurnal and 
seasonal patterns of water, heat and CO2 fluxes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maize and discussed the relation 
between water, heat and CO2 fluxes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Secondly, the study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biophysical and physiology 
processes in the soil-plant-atmosphere continuum and developed a coupled 
photosynthesis and transpiration model at the canopy level, which could be applied 
for simulating the diurnal variation of water, heat and CO2 fluxes. And the study 
analyzed the response of the model on different climatic conditions. Thirdly, the study 
developed a multilayer coupled photosynthesis and transpiration model that simulated 
water, heat and CO2 fluxes and micrometeorology profiles within the canopy over C3 
and C4 plants and compared it with single-layer and dual-source models. Based on 
these models, the study combined crop growth and water, heat and CO2 fluxes transfer  
to develop an agro-ecosystem integrative model (ChinaAgrosys) for simulating energy, 
water and CO2 fluxes, crop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t last, the study analyzed the 
influences of the variation of time step on simulated results based on the 
photosynthesis-transpiration coupled model 

Main result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Analyze the diurn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 patterns of water, heat and CO2 fluxes 
and the relation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agro-ecosystem  
  The peak value of the sensible heat flux(H) occurred between 12h and 13h in 
synchrony with the net radiation(Rn) and the maximal value of latent heat flux(LE) 
lagged behind the sensible heat flux for 1 to 2 hours because latent heat flux strongly 
depended on VPD reaching the maximal value in the afternoon. The peak value of 
CO2 flux occurred between 11h and 12h in synchrony with the photosynthetic active 
radiation. But there was an evident midday depression of photosynthesis, caused by 
stomatal closure due to high vapor water deficit and canopy temperature in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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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s. 
The peak values of sensible and latent heat fluxes occurred in Jun. and Aug., 

respectively. The ratio of H/Rn and LE/Rn were strongly depended on the phenology of 
the crop. The monthly averaged Bowen ratio was generally less than 0.5 over the peak 
growth periods. The ratio of G/Rn remained 0.1 over the peak growth periods of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maize and ranged between 0.2 and 0.5 during other 
growing periods. Crop field released the peak CO2 flux in June because the respiration 
of the residue and root and soil respiration was very large due to high Ta and soil 
temperature after the harvest of winter wheat. Strong physiological activity and the 
high leaf area index of winter wheat canopy in May resulted in a large assimilation of 
CO2. 

The response of canopy photosynthesis on light intensity could be described as a 
rectangular hyperbola curve.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winter wheat varied dramatically 
between 0 and around 12 mg CO2 g H2O-1. However,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summer 
maize showed a obvious seasonal variation with peak values of about 10 mg CO2 g 
H2O-1 occurred in the middle August.  
(2) Simulation models of diurnal variation of water, heat and CO2 fluxes and the 
response on the vari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coupled photosynthesis and transpiration model developed here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physical processes of CO2, water and heat fluxes. 
The model combined a two-layer evapotranspiration model with a coupled 
photosynthesis-stomatal conductance model. Satisfactory agreement was obtained 
between simulated and measured fluxes of CO2, net radiation, sensible and latent heat. 
Sensitivity analyzes indicated the optimum temperature of gsc was lower than Anc and 
λE. Moreover, there was a shift of the optimum of Anc and gsc toward higher 
temperatures with increasing solar radiation. When soil is water stressed, the midday 
depression of gsc is aggravated with an evident parallel depression of Fc. WUE 
increased when Ca increased and the effect of increased ambient CO2 concentration on 
photosynthesis was larger at higher temperature. 
(3) The comparison of coupled single-layer, dual-source and multi-layer 
photosynthesis and transpiration models  

A multilayer coupled photosynthesis and transpiration model of C3 and C4 plants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multilayer model of water and heat transfer and leaf 
photosynthesis-stomatal conductance. The comparison of coupled single-layer, 
dual-source and multi-layer photosynthesis and transpiration models in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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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 of profiles of air temperature, humidity and CO2 concentration did not 
improve the model dramatically. The single-layer model underestimated the latent 
heat flux and the multi-layer model was better to simulate latent heat flux than 
single-layer and dual-source model. The difference of simulated canopy 
evapotranspiration, canopy resistance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between multilayer 
model and dual-source model was very small. The maximal WUE of each layer 
occurs at the morning about 8:00 to 10:00 and then WUE decreased sharply. In the 
multi-layer model, WUE of top layer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bottom layer. WUE of 
winter wheat ranged between 5 and 20 mg CO2 g H2O and had larger fluctuation than 
that of summer maize which varied around 10 mg CO2 g H2O. 
(4) A integrative model of crop growth and water, heat and CO2 transfer in the 
agro-ecosystem (ChinaAgrosys)  

The model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combines energy and CO2 flux transfers with 
crop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it could simulate diurn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 of 
energy and CO2 fluxes, crop height, leaf area index and dry matter production. The 
fluxes were simulated based on an integrated photosynthesis, transpiration and 
stomatal-conductance model. Conside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canopy water potential 
on stomatal conductance in the photosynthesis model promotes an accurate simulation 
of CO2 and water vapour fluxes. 
(5) The influence of the variation of time step on the simulated results 

There was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dels driven by different time-averaged 
environmental factors when the coupled photosynthesis and transpiration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water, heat and CO2 fluxes. The difference of simulated NEP by the 
models of different time step was caused by the large diurnal variation of 
photosynthetic active radiation. The difference of simulated daily evapotranspiration 
by the models of different time step was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generally, the daily evapotranspiration simulated by 
hourly-step model was larger than the daily-step model.   

Key words: Agro-ecosystem; Water, heat and CO2 fluxes; Diurn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 Photosynthesis-transpiration coupled model; Multilayer model; Crop 
growth; Time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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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  
 

1.1 全球气候变化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变化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科学界所关注的热

点问题(张丕远，1994；叶笃正等，2003)，而全球气候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的核

心问题和重要内容(秦大河，2003)。气候变化对植被生长，土壤与大气的水热和

CO2交换有着多重作用(Wolf, 1991；金之庆等，1994；Goudriaan, 1996；Peiris等, 
1996；Riedo 等, 2000；Eckersten等，2001)，如大气CO2浓度的增加会降低植被

光呼吸从而增加初级生产力，同时大气CO2浓度的增加会增加气孔阻力而使蒸散

降低，而气温的增加又会促进蒸散，因此这种交互作用使气候变化对植被和土壤

与大气的水热和CO2通量的交换的影响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下垫面

不同的植被覆盖和土壤类型，会使地表与大气的水分、能量和物质交换发生很大

的差异，从而影响局地大气环流和气候(Lankreijer, 1998)。深入研究这些物理和

生理过程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Charney, 1975；Dickinson
和Sellers，1988；Ji和Hu，1989；Beljaars和Holislag，1991；Xue等， 1991；Dirmeyer
和Shukla，1994；Bonan等 1995；Xue，1997)。 
 
1.2 大型国际研究项目关注的焦点 
 
    土壤－植被－大气连续体(SPAC)水热传输是陆地水热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昌明等，1999)，准确地确定地表的水热通量对于理解气候变化及水分循环极

为重要(孙睿和刘昌明，2003)。植被大气相互作用涉及降雨、蒸散和径流等水热

循环过程，只有对土壤、植被和大气中的水热平衡，土壤与植被，植被与大气界

面水热传输的各个环节的物理特征进行详细的研究，才能进一步认识陆地水热循

环过程(Hutjes等，1998；Domingo等，1999；Gerten等，2004)。 
 
1.2.1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研究的重要内容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的目标是描述和了解控制地球系统及其演化

的相互作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中心

目标是为定量的评估整个地球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预报全球环境变化建立科

学基础；其应用目标是增强人类对未来几十年至百年尺度上重大全球变化的预测

能力，为国家级的资源管理、环境战略，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决策服务(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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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张志强，1994)。 
IGBP 的六项核心研究是： 

1) 国际全球大气化学(IGAC) 
2) 全球变化和陆地生态系统(GCTE) 
3) 水循环中的生物问题(BAHC) 
4) 沿海地区陆地－海洋的互相作用(LOICE) 
5) 全球海水流通研究(JEOFS) 
6) 全球过去的变化(PAGES) 

其中全球变化和陆地生态系统(GCTE)的重要研究目标是预测陆地生态系统

对大气和气候的反馈作用以及在更微观的尺度上预测全球变化对自然和农业生

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效应(张新时，1997)。GCTE 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1) 生态系统生理学：增加的CO2的效应；生物地球化学方面的变化；植被的变      
化对水和能量通量的影响；全球变化条件下生态系统生理学的综合模式；陆地生

态系统中的碳储库与碳通量。 
2) 生态系统结构的变化：局地尺度动力学；局地至区域尺度模式；关于元素循

环和气候反馈区域至全球尺度植被变化模式。 
3) 全球变化对农业和林业的影响：全球变化对主要农作物种类影响；害虫，疾

病和杂草的变化；全球变化对土壤的影响；复杂农业系统的综合试验和模拟计划。 
4) 全球变化与生态复杂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复杂性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

全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复杂性的综合影响；全球变化对孤立种群变化性的

影响后果。 
水循环中的生物问题(BAHC)计划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植被是如何与水文

循环的物理过程相互作用，其两个核心项目是小范围的土壤－植物－大气系统中

水、碳和能量的传输研究以及大范围的生物圈、水资源和气候相互作用研究。 
BAHC 计划的主要研究内容： 

1) 发展和验证一维土壤－植被－大气传输(SVAT)模式：验证 SVAT 模式－能

量，水碳通量的野外研究；选择、评价和改进研究局地尺度通量的恰当的

SVAT 模式－模拟研究活动；为应用 SVAT 模式确定世界范围内植被的功能

类型；运用 SVAT 模式来分析未来的全球变化对不同的生物群落类型和气候

中的水文过程的影响。  
2) 陆面特征和通量的区域尺度研究－实验、解释和模拟：研究局地到区域尺度

上陆面的不均匀性和地形对陆地－大气相互作用影响；优先设计和协调区域

尺度的陆面实验，以研究植被、大气和水文过程；为区域尺度陆面过程发展

一般性的参数化方案。 
3) 生物圈－水圈相互作用的多样性－时间和空间变化性：时间尺度上的综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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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土壤，养分和碳的水载运移；描述陆面的特征以评价和模拟地面数据缺

乏的地区。 
4) 天气发生器计划(Weather Generator Project)：生态和水文研究及相关的管理目

标对数据的需求；发展天气发生器；促进对天气发生器和数据库的使用。 
当前，全球范围内已建立了不同生态类型的通量网(FLUXNET)，包括

AmeriFlux( 美洲 ) 、 CarboEurope( 欧洲 ) 、 OzFlux(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
Fluxnet-Canada(加拿大)、AsiaFlux(日本)、KoFlux（韩国）和ChinaFlux(中国)。
全球二氧化碳通量监测网络 (http://www.daac.ornl.gov/fluxnet) 作为获取生态系

统尺度长期的连续的能量和CO2通量的工具，为分析植被大气相互作用，以及评

价陆地生态系统在全球水碳循环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数据(于贵瑞等，

2004)。基于这些长期观测数据，分析典型生态系统CO2和水热通量以及相关生态

环境要素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动力学机制，并且预测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植被和大

气的相互作用是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 
 

1.2.2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研究的重要内容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主要集中研究物理气候系统及相互作用，其长期

目标是改进和扩大对全球和区域气候的认识，设计和实施深入了解重大气候过程

的观测和研究计划，发展气候系统模式，论证对各种时空尺度气候问题的预报能

力，研究气候对人类活动，尤其是大气CO2浓度增加的敏感性(陈泮勤，1995)。 
    WCRP 已发展和形成了五个核心计划，包括热带海洋与全球大气(TOGA)、
世界大洋环流实验(WOCE)、全球能量与水循环实验(GEWEX)、平流层过程及其

在气候中的作用(SPARC)以及北极气候系统研究(ACSYS)。 
    GEWEX 是 WCRP 的核心项目，主要研究大气和地球表面的动力学和热力

学特性。其目标是根据对大气和陆面特征的全球测量，确定水文循环和能量通量；

模拟全球水文循环及其对大气海洋的影响；发展预测全球和区域水文过程以及水

资源变化，及其对环境变化响应的能力；促进观测技术、资料管理和同化系统的

发展。 
GEWEX 实施的第一阶段始于 1989 年，称为 GEWEX 洲际尺度国际项目

(GCIP)，布置了仪器和观测设施，进行首次洲际尺度的外场试验，研究大气－陆

地系统的能量和水分收支。目前 GEWEX 已进入了第二个研究阶段，其具体研究

目标是：对全球能量预算和水循环及其变化和趋势的一致性进行描述，建立校正

模型的数据库；进一步认识能量和水循环过程对气候的反馈效应；提高参数化水

平，将这些过程和反馈机制应用于大气循环模型；与更大范围的 WCRP 团体相

互协作，预测大尺度的能量和水循环；与水资源用户相互协作，确保 GEWEX 研

 3

http://www.daac.ornl.gov/fluxnet


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及水热，CO2通量传输试验与模拟研究 

究成果得以充分利用。 
 

1.2.3 全球碳计划(GCP)研究的重要内容 
 
    为了整合碳循环中大气－海洋－陆地－人文等方面的因素，IGBP，WCRP，
IHDP 以及 DIVERSITAS 于 2003 年联合启动了全球碳计划(GCP)，其主要研究目

标是理解控制碳循环的主要机制，理解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关系及其相

互反馈机制，揭示当前碳源和碳汇的分布格局。其主要内容包括： 
1) 变化和格局：在全球碳循环中，当前碳源和碳汇的主要时空变化和分布格局。 
2) 过程和相互作用：在碳循环的动力过程中，人类活动与自然活动对碳循环的

控制和反馈机制。 
3) 碳管理：碳－气候－人类系统的未来变化过程，人类对此系统的控制和面临

的挑战。   
 
1.2.4 陆面过程观测实验的重要内容 

 为了利用观测资料对陆面过程模式进行标定和验证，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

在全球不同的气候带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大型陆面过程观测实验，主要从局地尺度

的土壤－植被－大气相互作用的观测入手，借助卫星遥感资料进行空间和时间上

以及观测项目的扩展，进而进行陆面过程模式的验证和改进。其突出特点是数值

模拟和实验的紧密结合(表 1.1)。 

           表 1.1  近年来国内外主要陆面过程观测试验研究 

Table 1.1 Recent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 researches on land surface process 

国际大型项目 观测时段 试验地区与空间尺度

(km×km) 
重点观测项目

HAPEX-MOBILHY 

(Schrnugge 和 Andre， 
1991) 

1986 法国西南部 

100×100 

水热交换； 

区域水文 

FIFE 

(Sellers 和 Hall，1992) 

1988, 1990 

 

美国 Kansas 

10×10 

水热交换； 

生物气象 

HEIFE 

(Wang 等，1993) 

1988,  

1990－1992, 

中国西北部 

70×90 

水热交换； 

区域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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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995 生物气象 

KUREX 1988 俄罗斯 Kursk 

100×100 

水热交换 

ABRACOS 1990－1995 Amazon 流域 生物气象； 

气候影响 

HAPEX-Sahel 

(Goutorbe 等，1994) 

1990－1992 非洲尼日尔西部 

100×100 

生物气象； 

遥感 

EFEDA  ECHIVAL 

(Bolle 等，1993) 

1991－1995 西班牙东南部 

85×130 

水热交换； 

生物气象； 

遥感 

NOPEX 

(Lundin 和 Halldin， 
1994) 

1994－1996 斯堪迪纳维亚 生物气象； 

陆面交换过程 

BOREAS 

(Hall 和 Sellers，1993) 

1993－1994 加拿大 

1000×1000 

生物气象； 

遥感 

TIBEX 1994－ 青藏高原 高原地面能量

和水循环； 

陆气相互作用 

GCIP 

(IGBP，1992) 

1995－2000 美国密西西比河谷 

2000×200 

水文循环； 

气象与遥感 

GAME-Tibet 

(GAME ISP，1998) 

1997 

1998－2004 

中国青藏高原 

200×100 

水热交换； 

云和降雨 

IMGRASS 

(Lu，1997) 

1997 

1998 

中国内蒙草原 

100×150 

草原地面水热

交换； 

生物过程 

MAGS 

(JSC, 1994) 

1998 

1999 

加拿大北部 水文； 

气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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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华北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华北平原是我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区，有着巨大的生产潜力，但华北平原的降

水主要集中在夏季，6－8 月份的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55－70%以上；冬春

两季只占全年降水量的 15%左右，普遍满足不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因此华北平

原农业的高产依赖于灌溉。同时由于华北平原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越来越紧

缺，而气候变化也许会进一步加重这种危机。从地区上看，黄河以北的黄河平原

灌溉用水需求量已超过多年平均计算的地区水资源总量，缺水情况非常明显；黄

河以南的黄淮平原，虽然水资源大于灌溉用水，但由于水资源的年际变化大，年

内分配极为不均，春旱频繁，农田用水问题也很突出。另一方面却存在着灌溉地

严重浪费水的问题。有许多地方灌水时间和数量不尽适当；一些地区的灌溉管理

方法既没有考虑到作物的现状和需要，也未考虑到实际土壤湿度，在很大程度上

带有经验性和盲目性。 
因此，如何在节约灌溉用水的同时实现高产，如何提高群体水分利用效率，

如何在干旱、半干旱农业中通过增加少量供水达到显著增产的目的，如何建立一

个高效合理利用有限水资源的农业技术体系，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农业

科学技术力求实现的目标。 

针对华北平原水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用水浪费严重，农业节水

潜力巨大的现状，面向华北平原发展节水高效农业和建设节水型生态植被的需

求，就必须详尽了解农田生态系统中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SPAC)内水热传

输，能量循环及其与作物生长的关系，建立相关的模拟模型。同时，华北平原与

西北干旱地区相比降水较多，加之有一定的引黄水补充，在水资源优化配置中有

较大的回旋余地，效果也会更加明显，因此，研究农田生态系统与环境因子作用

的机理，认识主要作物生产力的限制因子，建立我国主要农业生产区的作物生长

模型，提出资源优化管理模式是实现华北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迫切任务。 

 

第二节  研究进展 
 

    由于植被和大气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基于大量观测资料建立模型

来评价陆地生态系统水碳循环的时空格局和变化趋势以及认识气候变化和下垫

面植被和土壤的相互作用成为必要和必需的手段。近几十年来，生态系统水热碳

通量估算模型已经得到了飞速发展，从早期估算净初级生产力(NPP)和蒸散的统

计模型，到基于生理生态的过程模型，再到多尺度的集成模型，同时将模型与

新的观测技术－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相结合来研究全球和区域的水热通量

成为新兴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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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统计模型  

 
2.1.1 水热通量估算模型 
 
(1) 基于温度和湿度的方法 
  Thornthwaite(1948)提出了由月平均气温估算的潜在蒸散(ETp)模型： 

Ia
ap ITNLET )/10)(30/)(12/(6.1=                    (1.1) 

其中L是日长，N是一月中的天数, Ta是月平均气温，I是热指数，aI为参数。 
    Blaney 和 Criddle (1950)将月作物耗水量表示为生长阶段与月平均气温的函

数： 

               100/**)314.00173.0(* pTTkET cP −=                 (1.2) 

其中kc是月生长阶段系数，T是月平均气温，p是特定月份的日长百分比。  
    Hagreaves(1974)将潜在蒸散表示为温度(T)和相对湿度(RH)的函数： 

                                                (1.3) CHTMFETp **=

其中MF是与局地纬度相关的因子，CH是相对湿度对潜在蒸散的修正因子，当相

对湿度大于 64%时，CH =0.166(100－RH)1/2。 
(2) 基于温度和辐射的方法 
    Jensen等(1969)用辐射(Rs)和温度的阶乘函数来计算参考作物的蒸散(ET0)： 

                  )(** xtso TTCRET −=                            (1.4) 

其中Ct为经验系数，Tx为温度截距。 
    Samani和Hargreaves(1985)表示潜在蒸散为辐射(Ra)，日平均温度(T)和 高-

低温度差(TD)的函数： 

                                        (1.5) 2/1***00094.0 TDTRET ap =

    这些估算水热通量的统计模型的优点是形式简单，资料易得，用于有长时间

历史序列资料的地区的模拟效果较好，对大范围的水热通量模拟具有指导意义，

但统计模型的经验性强，难以推广到其他地区，而且由于理论基础差，物理意义

不明确，不具备对未来的预测能力。 
 
2.1.2  CO2通量估算模型 
 
(1) 一类统计模型是基于统计NPP (相当于土壤呼吸－CO2通量)与气候因子或蒸

散因子的相关关系来建立模型。Miami模型被认为是第一个估算NPP的经典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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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模型(Lieth，1975a)，其中NPP表示为温度(T)和降水(P)的函数： 

                    )](),(min[
1000

1),( 21 PfTfPTNPP =                (1.6) 

                        Tkke
kTf

321
45.0)( 1

1 −+
=                       (1.7) 

                                          (1.8) )1(45.0)( 54000
42

PkekPf −−=

其中k1，k2，k3，k4，k5是经验系数。Lieth用Miami模型估算了全球的NPP，取得

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由于Miami模型需要的资料容易获得，形式简单，且能够真

实反映NPP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因此这类模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

Pittock等(1986)应用Miami模型分析了气候变化对澳大利亚NPP的影响。Esser 
(1987)将Miami模型扩展到可以模拟整个碳循环，包括地上部分的干物质生长和

地下部分的土壤碳运动过程。 
   但由于Miami模型只考虑了温度和降水两个因子，不能考虑大气CO2浓度变

化，施肥水平变化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等对NPP的影响，因此一些学者将这些因子

引到了Miami阶乘模型，通称为β－因子方法(Adams等，2004)。如King等(1997)
和Post等(1997)将大气CO2浓度因子(Ca)引入到了Miami模型，NPP表示为温度，

降水和大气CO2浓度的函数： 

                 ),()](),(min[
1000

1),( 321 aCTfPfTfPTNPP =           (1.9) 

                    
2

2
13

901.9
),(1),(

k
kC

CTkCTf a
aa

−
+= β            (1.10) 

另外由于 GPP 能够直接估计出来(Wofsey 等., 1993)，有许多植物生产模型直接假

定 NPP 与 GPP 线性相关(Gifford, 1994；Roxburgh 等，2004)：              

    GPPkNPP 1=                              (1.11) 

k1的范围一般在 0－0.5。但是此类模型不涉及机理过程，常假设植被随着气候环

境的改变而马上改变，不能解释植被密度变化的原因，但尽管如此仍然是当前其

它模型的比较和参考标准。 
(2) 另一类统计模型是建立在植被冠层对太阳入射辐射的利用率的基础上来发

展NPP模型，即所谓的光能利用率模型。 早的光能利用率模型是由Monteith 
(1977)提出来的，NPP表示为可截获的光合有效辐射与光能利用率(LUE)的乘积： 

PARLUENPP *=                    (1.12) 
这种光能利用率模型被广泛用来监测区域和全球NPP(Gower等, 1999)，其中许多

模型假设光能利用率为常数(Ruimy等，1994；Prince，1991；Potter等，1993)。 但
是实际上，光能利用率依赖于许多因子，如叶片氮含量，植物种类，温度，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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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叶龄(Jarvis和Leverenz，1983；Linder，1985；Potter等，1993；Joel等，

1997)。因此，通过增加修正因子对Monteith的模型进行了改进，如广泛应用的3PG 
model(Landsberg和Waring，1997)。Chen等(2004)将辐射利用率表示为叶片含氮

量，温度和水分条件的函数。 
光能利用率模型的特点是形式简单，参数少，并且有一定的物理意义，适合

于大尺度NPP预测，然而由于模型假设NPP对光的响应为线性关系，在各种气候

环境条件下会带来多大的误差仍需进一步研究。 

2.2 过程模型 

    统计模型注重结果与输入因子的相关性，常常依赖于历史资料，区域性强，

而普适性差。过程模型是指通过模拟影响水热和CO2通量传输的物理和生理过

程，包括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用等过程来揭示环境因子与水热过程的相

互作用。 
 
2.2.1 估算水热通量 
 
2.2.1.1 单层模型 
 
    单层模型是将土壤和冠层视为一个整体，并假定冠层与大气的感热和潜热交

换发生在同一个水平层，冠层吸收的太阳辐射能转换成植被冠层的潜热和感热两

部分。冠层本身的生理生化过程消耗的能量很小，可忽略不计；而当植被足够浓

密，叶面积指数较大时，向下的土壤热通量和土壤与冠层之间的能量交换也可以

忽略。单层模型当叶面积足够大并且下垫面供水充分时，能较好地模拟农田的能

量平衡过程，而且它的参数少，应用方便。 
(1) Penman 公式 

Penman(1948)通过将感热和潜热通量(λE)的对流方程与能量平衡方程相结

合消去表面温度推导出了 Penman 公式，用于计算下垫面均一、水分供应充足、

生长旺盛的矮草作物的蒸散： 

γ
ρ

λ
+Δ

+−Δ
= apn rDCGR

E
/)(

                     (1.13) 

式中Δ为饱和水汽压对温度曲线的斜率，Rn为净辐射，G为土壤热通量，ρ为空气

密度，Cp为空气定压比热，D为空气水汽压差，ra为空气动力学阻力，γ为干湿表

常数。 
Penman 公式形式简单,物理意义明确，因此成为了计算各种作物潜在蒸散的

基础方法。但是 Penman 公式没有包括任何植被因子对蒸散的影响，不能用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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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各种作物的实际蒸散。 
(2) Penman-Monteith 公式 
    Monteith 通过引进具有生理意义的冠层阻力 (rc) 改进了 Penman 公式 
(Monteith，1965；Monteith，1973)，建立了当前广为应用的Penman-Monteith公
式： 

                       
)1(

/)(

a

c

apn

r
r

rDCGR
E

++Δ

+−Δ
=

γ

ρ
λ                  (1.14) 

Penman-Monteith公式由于引入了植被因子，可以考虑植被叶面积指数变化

、水分、氮素亏缺等对蒸散的影响，因此一经提出即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估

算各种植被感热和潜热通量的经典方法(Doorenbos和Pruit，1977；Brutsaert和
Stricker，1979；Brutsaert，1982；Katul和Parlange，1992；Parlange和Katul，1992
；Konzelmann等，1997；Domingo等，1999)。P-M公式将地表和土壤视为一个单

独的植被层，冠层吸收的太阳辐射能转换成植被冠层的潜热和感热两部分。当植

被足够浓密，叶面积指数较大时，向下的土壤热通量和土壤与冠层之间的能量交

换也可以忽略。 
Penman-Monteith公式应用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定冠层阻力，冠层阻

力是冠层导度的倒数，而冠层导度又为叶片导度在冠层尺度上的扩展， 经典的

叶片气孔导度模型为Jarvis (1976)提出的阶乘模型，叶片气孔导度(gs)表示为各个

气象，植被和土壤因子的阶乘函数(Jarvis，1976；Jarvis和Morison，1981；Running 
和Coughlan，1988)： 

              )),()()()(max( minmax gfDfTfPPFDfggs ψ=         (1.15)        

其中gmax和gmin是 大和 小气孔导度，f(PPFD)，f(T)，f(D)和f(ψ) 是光合有效辐

射，温度，水气压差，水势对气孔导度的限制因子。 
    Farquhar (1978)提出计算气孔导度的前馈阶乘模型为： 

)
/''1
/'1

(]][[
a

aa

ox

x

no

n

p

P
xns PDb

PDb
TT
TT

TT
TT

bQ
Qggg

+
−

⎭
⎬
⎫

−
−

⎩
⎨
⎧

−
−

+
+=   (1.16) 

其中，gx和gn是 大和 小气孔导度，Qp为太阳辐射，To，Tx，Tn为 适、 高

和 低温度，Pa为大气压，a，b，b’，b’’为经验常数。 
Lohammer 等(1980)提出的气孔导度阶乘模型形式为 

)
/''1

1(]][[
a

a

ox

x

no

n

p

P
xns PDbTT

TT
TT
TT

bQ
Qggg

+⎭
⎬
⎫

−
−

⎩
⎨
⎧

−
−

+
+=     (1.17) 

在不同尺度的模型中需要不同尺度的气孔导度模型，因此如何将气孔导度扩

展到不同尺度上始终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气孔导度从单叶到冠层的扩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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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同的方法， 
(1) 阴阳叶导度平均法 (Bailey 和 Davis，1981) 

Lggg esnss ×+= ]2/)[( ,,                         (1.18) 

式中 和 分别是阳叶和阴叶的气孔导度，L 是叶面积指数。 nsg , esg ,

    (2) 顶层阳叶取样法(Whitehead 等，1981) 

Lgg Tnss ×= ,,                                 (1.19) 

式中 是冠层顶层占 25％叶面积指数的阳叶的平均气孔导度。 Tnsg ,,

(3) 权重法(Duncan 等，1967) 

ecsnnss LgLgg ×+×= ,,                      (1.20) 

式中 和 分别是阳叶和阴叶的叶面积指数。 nL eL

(4) 有效叶面积指数法 (Szeicz 和 Long, 1969) 

fcsnss Lggg ×+= ]2/)[( ,,                 (1.21) 

式中有效叶面积指数(Lf)表示为  ， 是 大叶面积指

数。 

⎪⎩

⎪
⎨
⎧

=

=

2/xf

f

LL

LL

⎭
⎬
⎫

>
≤

2/
2/

x

x

LifL
LLif

xL

(5) 冠层分层法 

)( .,,,,

3

1
, iesieins

i
ins gLgLg ×+×= ∑

=

                        (1.22) 

(6) 多重叶角分级法(Sellers 等，1986) 

])([
3

1

5

1
,,,,,,,,∑ ∑

= =

×+×=
i j

ieiesjinjinss LgLgg                       (1.23) 

式中 i 表示冠层的分层数，j 表示叶倾角的等级。 
(7) 将冠层导度表示为光斑(sunlit)，遮荫(umbral)和部分遮荫(penumbral)叶片

的气孔导度在冠层上的积分。 

')'()()()()'()( '

0

dLLPDTQgLPDTQgLPDTQgg pplpppsuulupussslsps

L

ss ++= ∫  (1.24) 

其中Qps，Qps，Qps分别表示光斑，遮荫和部分遮荫叶片所接受的太阳辐射，Tps，

Tps，Tps分别表示光斑，遮荫和部分遮荫叶片的温度，Dps，Dps，Dps分别表示光

斑，遮荫和部分遮荫叶片的叶面水汽压差。通常，需要与一个辐射传输模式和能

量平衡模型结合来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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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iestley-Taylor 公式  
   Priestley和Taylor(1972)通过引进“平等蒸发力”这个概念简化了Penman公式： 

γ
α

λ
+Δ

−Δ
=

)(* GR
E n                      (1.25) 

α值一般取为 1.26。De Bruin 和 Holtslag(1982)在 Priestly-Taylor 方法的基础上发

展了估算下垫面水分充足的低矮作物的水热通量： 

                        β
γ

αλ +−
+Δ
Δ

= )(E ' GRn                  (1.26) 

β
γ

α
−−

+Δ
Δ−

= )()1( '

GRnH
                 (1.27) 

式中α’
和β为经验常数。这种方法适于湿润和半湿润地区估算大面积低矮作物的

蒸散，但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下垫面复杂的热力和动力作用，这种方法的应

用受到了限制。 
(4) 作物系数法 
    作物系数法是基于在作物的生长阶段，作物需水量的变化主要由作物覆盖和

气候因子的变化决定(Doorenbos和Pruitt，1977)。当作物不受土壤水分亏缺时，

实际蒸散(ET)为潜在蒸散与生长阶段作物系数(Kc)的乘积： 

                        Pc ETKET *=                            (1.28) 

潜在蒸散一般使用Penman公式或Priestley-Taylor公式。Doorenbos和Pruitt (1977) 
提供了不同气候条件下不同作物在不同生长阶段的作物系数，这为那些没有实测

资料的地区估计实际蒸散提供了便利。但是在有实测资料的地区使用时，必须对

作物系数进行订正以获得当地作物不同生长阶段的作物系数。 
 
2.2.1.2 双源模型 
 
(1) Shuttleworth-Wallace 公式 

单层模型当叶面积足够大并且下垫面供水充分时，能较好地模拟农田的能量

平衡过程，而且它的参数少，应用方便。但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或植被稀疏的情况

下，它的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冠层和土壤两个表面的通量有显著的不同。

因此，单层模型已经被扩展为双源或双层模型。Menenti (1984)将 Penman 公式扩

展到双层并应用遥感技术来计算沙漠地区的蒸散。经典的双源模型是由

Shuttleworth 和 Wallace(1985)提出，将冠层和土壤分开考虑，分别计算其能量平

衡，S-W 公式的具体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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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c PMCPMCE +=λ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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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ns和Rnc分别为土壤和冠层吸收的净辐射，ra
a为冠层源高度到参考高度的空

气动力学阻力，ra
c为冠层表面边界层阻力，ra

s为土壤表面到冠层源高度的空气动

力学阻力，rs
c为冠层阻力，rs

s为土壤阻力。每一项在形式上类似于Penman-Monteith
公式。 

S-W公式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和非农业作物(Stannard，1993；Farahani，
1994)。Farahani(1994)将S-W模型扩展到可以模拟当土壤表面有残茬时的土壤蒸

散；Mo和Liu(2001)基于双源模型建立了模拟光合和蒸散的过程模型，很好的模

拟了冬小麦生长季的光合和蒸散。双源模型明确地区分了冠层和土壤的能量交换

，较之单层模型更接近农田能量转换的实际情况，因而提高了模型的预测精度。

然而，双源模型的应用过程中的 大困难就是各项阻力的确定，模拟阻力产生的

误差有时会对模拟结果的精度造成很大的影响。 
(2) Choudhury-Monteith 公式 
    Choudhruy和Monteith(1988)在Menenti(1984)和Shuttleworth和Wallace (1985)
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均一下垫面的四层水热传输解析模式。植被冠层和土壤层各

分为两层，植被冠层能量平衡的计算仍按照 Shuttleworth-Wallace 公式，但是将

土壤分成了上层完全干的层和下层湿润层，四层模式模拟的亚利桑那州小麦蒸散

与用大型蒸渗仪的实测结果比较一致。 尽管四层模型仍然属于双源模型，但是

它对土壤阻力的处理更加精细，可以考虑更细致的土壤水分运移过程对蒸散的影

响。 
 
2.2.1.3 多源模型 
 
    当下垫面不再是单一植被时，如下垫面可能是农作物、矮草、灌木丛或各种

植被混合生长时，用单层或双源模型就不能真实地描述植被的水热通量，因为不

同作物的生长状况不同，冠层导度也就不同。Dolman (1993)发展了一个多源陆

地表面能量平衡模型，并应用于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农田作物能量平衡的计算，

无论是模拟短时间或长期的蒸发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Brenner 和 Incol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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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扩展了 Dolman 的多源模型，将下垫面区分为植被和非植被两种类型，并

且可以考虑当下垫面有残茬时的土壤蒸发过程。 
 
2.2.1.4 多层模型 
 
    无论单层模型或是双源模型都将植被冠层视为一层，但是田间植物具有垂直

结构，在不同高度层次上，植被所处的微环境不同，因此应该将冠层(植被和空

气)按高度划分成不同的层次，根据每一层的微气象条件(温度，水气压，风速，

辐射，CO2浓度) 来计算各层的感热和潜热通量，再累加成冠层尺度的量。 
    Waggoner 等(1968)以及 Goudriaan 和 Waggoner (1972)发展了多层模型，每一

层感热和潜热通量通过电学类比理论来计算，多层模型包括了冠层垂直结构变

化，微气象环境对水热能量交换的影响，但是由于每一层的微气象因子难以测定，

因此提供解析的方法来计算整层通量显得更加有意义，Chen (1984)通过引入焓和

超额热通量流两个变量建立了非耦合的感热和潜热通量的解析模式；Lhomme 
(1988a)将 Penman-Monteith 公式扩展到了多层模型，但模型中参数众多，结构复

杂，难以应用。  
    空气动力学阻力的确定是制约多层模型应用的一个重要因子，当前的多层模

型中，计算空气动力学阻力主要基于三种方法：梯度扩散理论(K-theory)，高阶

闭合方法和Lagrangian公式。其中应用 广泛的方法是K-theory。但由于在实验

中观测到了通量反梯度传输(Denmead和Bradley，1987；Thurtell，1989)，K-theory
的应用受到了挑战，因为在许多冠层中，涡度的尺寸几乎与冠层高度同阶，

K-theory假设的有效性不再成立。一些多层模型中使用高阶闭合模型(Meyers和
Baldocchi，1988；Wilson, 1989)或Lagrangian原理(Dolman和Wallace，1991； Hsieh
等，1997)来模拟冠层内的涡度传输。然而，这种高阶闭合模型与Lagrangian方法

要求详细的冠层结构信息，在计算过程中耗费大量的时间，不适宜于应用。而且

Wu等(2001)比较了分别用K-theory和Lagrangian方法计算的双层和单层模型，发

现两者的差别很小。       
    多层模型虽然将冠层或土壤分为好几层，考虑了热量和水在冠层和土壤中传

播的层次性，但多层模型需要的输入参数多，这些参数有时难以获得或无法测定，

而且参数的不确定性导致多层模型的计算结果未必比大叶模型和双源模型准确，

因此在水热传输模拟中应用较少。 
 
2.2.2 估算CO2通量 
 
2.2.2.1 叶片尺度的生理生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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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quhar等(1980)提出了C3 植物叶片光合作用的生化模型，叶片光合基于羧

化和电子传递两个基本过程。叶片净光合速率(An)表示为胞间CO2分压(Pi)，入射

光通量密度(Qp)和叶温的函数(T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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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 m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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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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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其中JE是受RuBP电子传递速率限制的光合作用速率，JC是受Rubisco酶活性限制

的光合作用速率，而Js是对光合产物的利用能力( 大可能为蔗糖合成物)，Rd为

叶片的暗呼吸速率与羧化速率(Vm)和叶温有关。Collatz等(1991)在Farquhar模型的

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C3作物叶片光合的计算模型和参数，并且Collatz(1992)进一

步发展了C4作物叶片光合作用的生化模型。基本方程为： 

                 (1.33) 0)(2
1 =++− CECEPP JJJJJJβ

0)(2
2 =++− SPSP JJJJAAβ               (1.34)  

式中Jp中间变量，A为总光合速率，β1，β2为凸度系数。           
JC 表示为(Collatz等，1991；Collatz，1992)： 
对于C3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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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i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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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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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对于C4植物        

mc VJ =                           (1.36)              

式中Г是CO2补偿点，Kc和Ko是米氏常数，O为O2分压。  
Je 表示为(Collatz等，1991；Collatz，1992)： 
对于C3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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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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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C4植物     

ae QJ 4α=                          (1.38)   

式中α3和α4是C3和C4作物对CO2吸收的初始量子效率，Qa是叶片吸收的光合有效

辐射。 
    Js 表示为(Collatz等，1991；Collatz，1992)： 

                        
2
m

s
V

J =   对于C3 植物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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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
s

Vp
J =  对于C4 植物                   (1.40) 

    叶片尺度的生理生态模型极大的推动了冠层尺度和区域尺度光合模型的发

展，开启了用生理生态过程模型估算 NPP 的方法。 
 
2.2.2.2 冠层尺度的生理生态模型 
 
    冠层尺度的光合模型是叶片尺度光合模型在冠层上的扩展，根据模型对冠层

的不同处理形式分为大叶模型，双叶模型和多层模型。 
(1) 大叶模型 

大叶模型是将冠层看作一个伸展的大叶片，将叶片尺度的模型直接应用到冠

层。叶片光合模型扩展到冠层光合模型的主要困难是由于叶片光合对氮含量和光

强的响应是非线性的，而且不同冠层深度叶片的微环境存在差别，因此大叶模型

会产生一定的误差。但由于大叶模型形式简单，物理意义明确，参数较少而且容

易获得，因此在估算站点尺度的作物光合，区域尺度以及全球尺度的NPP的模型

广为应用。Sellers等(1992)将Collatz提出的叶片生化模型应用到冠层来计算冠层

光合，模型中电子传递能力和Rubisoc含量线性依赖于叶片N含量的变化，并且假

定光在叶片中的传递是均匀的，因此在不同的叶片氮含量下光响应曲线的形状是

不变的，而冠层叶片N含量的分布假定与平均光合有效辐射的分布相一致；而Kull 
和Kruijt (1998)认为光合作用与光强和叶片N含量的这种关系不会一直成立，而且

冠层N含量的分布也不会与平均PAR成比例；Amthor(1994)发展了一个较完整的

冠层光合作用的大叶模型，包括了两个重要因子－冠层CO2浓度和冠层吸收的光

合有效辐射；Sands等(1995)将叶片的光合模型扩展到了冠层并提出了日尺度的光

合模型。Friend等(1997)将大叶模型应用到一个基于过程的陆地生态系统模型

(Hybrid)中。Zhan等(2003)推导出了估算冠层CO2通量和能量通量的解析模型，模

型中包括的主要参数过程是将Collatz的叶片光合-气孔导度模型扩展到冠层，并

将解析模型引入到SSiB模型以提高其预测精度。 
    大叶模型适于当叶面积指数比较小的时候来估计冠层光合，当叶面积指数较

大的时候应用大叶模型误差是显而易见的： 
1) 叶片光合对叶片氮含量和光强的响应是非线性的，而且不同冠层深度叶片的

微环境存在差别，观测到的阳叶氮含量比平均大叶的氮含量低40％以上，因此使

用大叶模型也许会过低估计冠层光合(Friend, 2001)。 
2) 冠层不同层次和同一层次的不同叶片由于倾角和方位角的不同，接受的光强

不同，平均估计会过高估计冠层光合(Wang和Leuning，1998)。 
3) 冠层氮含量的分布不是 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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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叶模型 
双叶模型是将冠层中的叶片分为受光和遮荫的叶片(即阳叶和阴叶)，分别计

算阳叶和阴叶吸收的光强，叶面积指数，以及阳叶和阴叶的光合。双叶模型是在

大叶模型和多层模型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一方面大叶模型不能反映叶片冠层的

真实情况，而多层模型的参数众多，不便于使用。Norman (1979) 早提出将光

合作用的叶片划分为阴阳叶，Reynolds等(1992)发现阴阳叶的划分可以准确的模

拟冠层光合作用，Wang和Leuning(1998)建立了冠层导度，光合作用和能量分配

的双叶模型，主要包括一个简单而精巧的辐射模式，一个改进的光合-气孔导度

耦合模式和一个新的叶片能量平衡参数化方案。Zhan等(2003)发现使用阴阳叶可

以改进SSiB模型的计算能力。 
双叶模型的优点是较大叶模型更真实，较多层模型更有效率。尽管如此，严

格说来，双叶模型仍然是大叶模型，或更准确的称为两个大叶模型。 
(3) 多层模型 
    从理论上，要准确描述冠层的光合作用，多层模型是必要而且准确的。因为

在整个冠层内，上下冠层所接受的光强有着很大的差别，叶片 N 含量的分布不

同，而且冠层内的微气象条件也有着一定差别。多层模型在计算冠层光合时一般

采用如下的处理： 
1) 冠层内叶片根据倾角和方位角的不同所接受的辐射有差别，如 Baldocchi 

(1992)提出的 CANWHT 模型，采用 Norman(1979)的随机空间和球面叶角分布模

型来处理辐射在冠层内的传输； 
2）叶片氮含量在冠层内的分布，如 Leuning(1995)在冠层光合作用的时空积

分模型中考虑了冠层氮含量以及光合能力的指数衰减廓线； 
   3) 冠层微气象的差别，如Gu等(1999)提出的完全多层模型中考虑了微气象和

CO2浓度在冠层内的分布对冠层CO2通量的影响。 
    多层模型在处理光吸收以及叶片氮含量的分布比大叶模型模拟冠层光合的

精度有所提高，但是考虑冠层微气象对冠层CO2通量的模拟的影响很小，如

Baldocchi等(1992，1993)发现考虑不考虑水汽压和CO2浓度剖面对模拟大豆冠层

CO2通量的影响很少，Wang等(2006)用完全多层模式模拟冬小麦和夏玉米的CO2

通量时，除了风速和辐射剖面，微气象剖面(温度，气压，CO2浓度)的差别对冬

小麦和夏玉米冠层CO2通量的模拟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 
 
2.2.3 水热和CO2通量耦合模型 
 
    水热传输和CO2传输是不可分隔的两个过程。一方面，由于光合和蒸腾发生

在同样的生理器官之中，蒸腾是植物为了光合而必须付出的水分损失(Co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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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另一方面水分传输调控着碳氮循环，植物由于水分亏缺而对气孔导度的

影响会影响光合作用。因此，气孔成为研究水汽和CO2耦合传输的必由之路。  
 Ball等(1987)提出了一个半经验模型，认为气孔导度(gsc)是叶面上空气的相对

湿度(hs)、叶面CO2浓度(Cs)和光合速率(Pn)的函数。在植物体水分不亏缺的情况

下，有 

ssnsc ChaPgg /0 +=                        (1.41)            

式中g0为Pn趋向于0时的气孔导度， 是系数。Ball-Berry模型第一次将气孔导度

和光合作用联系起来，为将来的光合和蒸腾耦合开辟了道路。 
a

由于叶面蒸腾直接响应于水汽压差和气孔对水汽的阻力，因此Collatz等
(1991)将叶片光合作用，气孔导度和蒸腾作用耦合起来。基于这种耦合思想，各

种作物和各类光合蒸腾耦合模型被建立起来。由于气孔响应失水而收缩，失水速

率与水汽压差而不是与叶面相对湿度成正比，因此Leuning(1995)用叶面水汽压差

(VPDs)取代空气的相对湿度而修正了Ball-Berry模型： 
                

)/1)(( 0
0 VPDVPDC

aPgg
ss

n
sc +Γ−

+=                 (1.42) 

式中VPDs为气孔下腔饱和水汽压与叶面水汽压差，VPD0为反映气孔导度对水汽

压差响应的特征参数。 
    Yu等(2003)基于叶片尺度建立了玉米的叶片光合和蒸腾耦合模型及其水分

利用效率，Kim和Lieth(2003)建立了玫瑰叶片的光合－气孔导度－蒸腾的耦合模

型。Tuzet等(2003)通过引进叶水势对气孔导度的影响，进一步扩展了光合－气孔

导度－蒸腾耦合模型，建立了一整套土壤－作物－大气水汽和CO2传输的耦合模

型。模型中叶水势(ψ)由蒸腾和根系吸水动力学控制。则气孔导度为 

)/1)((
)(

0
0 VPDVPDC

aP
fgg

ss
sc +Γ−

+= ψ             (1.43)         

    将光合和蒸腾耦合，进而将水热传输和CO2传输相耦合，这将成为当前和未

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和前沿科学问题(Sellers等，1997)。 

2.3 基于过程的模拟水热碳通量的综合模型 

2.3.1 陆面过程/生物物理模型 
 
    陆面过程模型是模拟植被－土壤－大气之间辐射，热量，水汽和动量交换的

模型，主要用于大气环流模式中。 
早用于大气环流模式的陆面过程模型是 Manabe(1969)提出的“水桶

(bucket)”模式，认为地面的蒸发跟桶里的水量成正比，水桶模式是孤立的物理过

程模式，植被界面未加入进去并且没有耦合生物过程，所以蒸腾和蒸发之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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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不能真实估计植被的反馈作用。但由于它的简单性和有效模拟性,被气象

学界沿用至今。Deardorff(1978)提出的大叶模型考虑了植被在陆面水热过程中的

作用，为后来陆面过程模式中考虑植被作用开辟了道路。 
    从 80 年代初期开始, 陆面过程模式开始蓬勃发展，相对比桶式模式更复杂

和真实的植被模式发展了起来。建立了复杂的关于植被覆盖表面上空的辐射、水

分、热量和动量交换等过程的参数化方案,较为真实地考虑了植被在陆面过程中

的作用,特别是细致地考虑了植被对陆面水分和能量收支所起的作用，称为第二

代陆面过程模型。如 Dickinson 等(1986)的 BATS 模型，将植被分为一层，是大

叶模型；Sellers 等(1986)的简单生物圈模式(SiB)，SiB 模型的植被分为两层，可

以看成是多层大叶模型，这两个模型详细地考虑了陆面过程中的水热过程以及生

物物理过程。其他比较著名的模型还有 Noilhan 与 Planton(1989)的 ISBA 模型；

Xue 等(1991)对 SiB 模式作了简化, 发展了单层模式(SSiB)。薛永康用 SSiB 研究

了非洲沙漠化与干旱的关系，内蒙古和蒙古草原的沙漠化对东亚夏季风的影响，

亚马孙森林砍伐对局地气候的影响和美国中部的植物特征对美国气候的影响。这

一时期的陆面过程模型强调了植被在计算地表能量平衡中的作用，主要可以模拟

植被和大气的水热和能量交换，而植被与大气的碳交换没有深入考虑，而且没有

考虑植被和大气的相互作用，忽略了气候变化对生物过程的影响和生物过程对气

候的反馈。 
第三阶段的陆面过程模式是从 90 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主要根据光合作用

和植物水分的关系，考虑了植物的水汽吸收并考虑将植物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

作用的生物化学模式引入陆面过程模式中。如Chen等(1994)提出了能量和物质传

输模型(GETEM), 包括叶片生理过程，冠层微气候，土壤生物过程，植物生长，

和干物质分配等子模型；Ji(1995)提出了耦合了大气－植被－土壤之间的物理交

换过程和植被生理生长过程的AVIM模型；Bonan(1996)提出了陆面过程模式

LSM；Sellers等(1996)提出的改进的简单生物圈模式(SiB2)等，其中LSM与SiB2
模型中的叶面积指数的年变化是给定的，而AVIM中植被的变化是由植被生长模

式计算。Foley.等(1998)将一个集合生物模拟模式IBIS与大气环流模式GENESIS
耦合初步地模拟了森林和草原的位置，认为气候和植被的耦合模式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研究有促进作用。Cox(2000)在海气耦合模式HadCM3 中加入了一个动态全

球植被模式TRIFFID, 模拟了土壤碳，认为有碳循环反馈的全球增温效应比没有

反馈的要强。Lu等(2001)将区域大气模式RAMS与生态系统模式CENTURY耦合，

对美国中部的生物过程进行了模拟。Tsvetsinskaya等(2001)把一个作物生长模式

CERES-Maize加到BATS中，模拟了玉米的生长发育对地面通量交换的影响。双

向耦合模型研究气候过程与生态系统过程(如气孔传导、蒸腾作用、光合作用、

土壤分解、植被组成和分布的变化等)的相互作用,可以模拟地气之间的能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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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和CO2通量，不过这些研究仍然处在探索过程。 
 

2.3.2 生物地球化学模型 
 
    生物地球化学模型是模拟陆地生态系统碳，氮和水分循环的动态模型，其显

著特征是使用气候和土壤数据以及植被类型作为驱动变量，使用参数化方法描述

植被分布，可以模拟生态系统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土壤微生物分解过程，能计

算植被－土壤－大气之间的养分循环以及温室气体交换通量。当前广泛用来计算

全球和区域初级生产力，碳氮循环，水热通量，温室气体，土壤碳氮动态循环过

程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有 CENTURY (Parton 等，1987)，TEM (Raich 等，1991； 
Melillo 等，1993)，CASA(Potter 等，1993)，BIOME3(Haxeltine 等，1996)，CEVSA 
(Cao 和 Woodward，1998)，TRIFFID(Cox，2001)等。 
    CENTURY模型用来模拟植被的初级生产力，土壤水碳氮循环，以及模拟环

境驱动变量和管理方式改变对生态系统的各种影响。CENTURY从提出到现今已

经模拟了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生态系统水碳氮和营养循环(Paustian等，1996)，
CENTURY模型以植物 大光合潜力为基础，应用经验公式计算辐射，温度，土

壤水分和大气CO2浓度对光合强度的影响，把植物和土壤的碳氮比作为控制生态

系统碳氮循环的主要变量。  
     TEM 模型是一个基于过程的生态系统模型，使用气候，土壤，植被等空间

信息来估算月碳氮通量以及碳库的大小。TEM 是第一个实现全球生产力预测的

生物地球化学模型，Melillo 等(1993)应用 TEM 模型评价了 NPP 对全球气候变化

的响应。当前 TEM 模型已被用来估算陆地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评估碳氮循

环及其生态过程对全球变化的响应(Tian 等，1998； Schimel 等，2000)。 
    BIOME3 模型是当前 为综合， 为复杂的生物化学模型之一，模型主要考

虑 7 种植被类型，木本植物的分布由其 低温度界限值决定，而草本植物假设为

可以出现在任一个地方。光合的计算由两个方程决定，一个是基于 Farquhar 的由

光强和 Rubisco 限制的生化模型，另一个是加入水分亏缺影响的气孔导度模型。

同时考虑叶，根和传输组织的呼吸作用，另外可以模拟主要植被种类的竞争以及

干旱，火灾的影响。 
CEVSA 模型是基于植物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生长发育以及土壤微生物活

动过程对植被，土壤和大气碳循环过程影响而建立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主要包

含计算植物－土壤－大气连续体水热交换的生物物理子模型，计算光合作用，呼

吸作用，叶面积和植物生长子模型以及计算土壤有机质分解与转化的土壤碳氮转

化子模型。 
TRIFFID 模型是比较综合的植被模型，包括了非常详细的生物化学，地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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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过程，光合作用完全基于 Farquhar 模型，而呼吸由 Rubisco 羧化过程决定。 
生物地球化学模型广泛用于评价和预测全球变化背景下区域性和全球性的

能量水分和碳氮循环及其时空格局，成为当前分析和预测大尺度生态系统过程的

有力的工具，并且在分析当中会对实验过程给予新的启示。但是生物地球化学模

型不能预测植被的分布以及变化。 
 

2.4 基于遥感的模型 
 
    近些年，遥感作为监测大范围区域下垫面能量平衡和水分状况得到了广泛的

关注和应用。传统的基于单点的方法难以推广到下垫面几何结构与物理性质非均

匀的区域尺度上去。以点代面的等值线内插法用在区域上其估算精度是可想而知

的。从单点观测资料推广到区域上，主要受到地形效应、下垫面植被类型和地面

特性差异这三个方面的制约。卫星遥感数据提供了覆盖全球的观测资料，而且具

有区域性和实时性的特点，因此其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基于遥感估算水热和CO2

通量的模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 第一种类型是遥感为水热和CO2通量估算模型提供一些简单的生物物理参数

和背景资料，如模型模拟区域植被的分布、植被的类型、土地覆盖类型或应用遥

感数据来检验模型的预测结果。 
(2) 第二种类型为遥感方法与 SVAT 模型相结合，主要是指应用遥感资料作为模          
型的输入驱动变量或应用遥感资料来调整和验证模型。 

SVAT模型的优点在于它详尽地描述了大气，土壤和植被冠层的各种生物物

理过程，而不仅仅给出水热和CO2通量等变量的 终结果，因此SVAT模型可以很

方便的与气候模型，水文模型相结合。但是SVAT模型的缺点在于它难以在大面

积区域上应用，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地表特征参数(叶面积指数、植被高度、土壤

与植被的光学特性、植被的生理学特性，如气孔传导率及水分从土壤到植被的传

输过程等、土壤的热力特性以及大气条件)，而这些参数由于空间的异质性，很

难获得，而且SVAT模型通常是在站点上设计，在单点上很容易确定冠层类型以

及相关的输入参数，但在大尺度和不均匀陆地表面上这些参数的确定非常困难。

因此，要将SVAT模型应用到区域上来计算大面积下垫面的水热和CO2通量，就必

须与遥感资料相结合。遥感资料与SVAT模型结合的方式有多种，这些方法大致

可归为二类(辛晓洲等，2003)，一是“强迫”法，即模型的某些输入值是由遥感

方法获得的。如SEBAL模型(Bastiaanssena，1998)，应用遥感的可见光波段、近

红外和热红外波段信息来计算大范围下垫面的蒸散，模型基于地表能量平衡方

程，以单个像元为研究对象, 只需要少量地面气象数据, 这种方法计算准确而且

结果可以以地图可视化形式表达，因此成为当前遥感计算蒸散的重要方法

 21



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及水热，CO2通量传输试验与模拟研究 

(Medina等，1998)。二是“标定”法，即用遥感获得的一些信息来调整模型的一

些参数。前者是指通过反演遥感数据获取模型所需要的地面物理参数，如地表反

照率(Albedo)，叶面积指数(NDVI)，冠层温度，土壤湿度等，将这些参数直接作

为陆地生态系统模型的驱动变量或参变量。后者是指模型将运行模拟结果与遥感

数据相对照来调整参数，如SiB2模型。 
(3) 完全基于遥感数据建立模型，这类模型常常利用统计模型所表述的关系，如

基于遥感数据估算 NPP 的模型，是将 NPP 作为光能利用率与吸收的光合有效辐

射(APAR)的乘积，而不考虑光合作用的生理生态过程。例如将绿色叶面积吸收

光合有效辐射的比率表示为 NDVI 的线性关系(Ruimy 等，1994)；而完全基于遥

感估算蒸散的模型主要是热惯量模型。 
    基于遥感方法的模型尽管在估算大区域水热碳通量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

仍然有很多因子制约了模型的应用，这些因子主要是图像信息源，地表物理参数

的反演精度，能量平衡模型中空气动力学阻抗和冠层阻抗的估算精度，以及模型

估算结果的验证，而且对于遥感方法，一个难点是尺度扩展问题，因为遥感对某

个区域的监测是瞬时性的，而要获得日尺度的水热碳通量等，必须对瞬时尺度的

计算结果扩展到日时间尺度，在扩展过程会对结果造成多大的误差，以及采用何

种扩展方法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 
 
2.5 模型的局限与发展方向 
 
    生态系统模型已经从经验回归模型发展到了详细描述生态系统生理生态过

程的综合模型，同时将生态系统模型与 新的遥感和 GIS 技术结合起来研究区域

和全球尺度的水碳循环。但是，模型是真实世界的抽象，而不是真实世界，模型

的建立经常依赖于建模者的目的以及建模者对系统的认识，因此模型对真实世界

的反映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偏差。而正是如此，模型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而且不

同模型的优缺点不同，因此在发展模型的同时，必须注重模型之间的比较。一方

面要让模型无限可能的接近真实世界，同时又必须将控制系统的因子抽象出来，

建立真实世界的简化模型。 
当前模型普遍存在的局限性： 

(1) 模型的普适性较差。 
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当前尚不能用数学物理方程来描述每一个过程，因

此在模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大量的经验参数，这些经验参数相当一部分是建模

者根据当地的实测资料统计得出，或是从其他模型或文献中得出，这些都极大的

限制了模型的普适性。模型在一个地区能够很好的使用，但是当其应用到其它不

同的地区，则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如果不考虑这些参数的地区性和统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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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模型直接移植使用，会导致模型产生错误的估计。 
(2)  模型参数的不恰当确定。 

当前验证一个模型的优劣常常使用 优化方法，即通过对比模型的实测值和

模拟值来确定模型中的参数，这样常常只注重模型的模拟结果，而忽略了参数的

物理意义和范围。 
(3) 模型的应用仍然薄弱。 
    当前世界文献中可获得的生态系统模型很多，但大部分没有得到广泛的应

用，只是研究了某一个地区的某些问题，而且许多模型侧重了模拟结果与实测值

的比较，却没有进一步对模型进行应用，特别是当前生态系统模型在农业资源利

用管理、农田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等方面的应用仍不够深

入。 
(4) 我国的生态系统模型与国外存在很大的差距，原创性差。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模型重引进、轻验证。相当多的模型都是直接使用，而没

有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充分的验证，一方面是受仪器设备和实验条件等客观因素

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对模型的可靠性缺乏足够的重视。此外，我国的生态系统模

型的自主创新性不强，缺乏高水平的原创生态系统模型。不同地区的生态系统千

差万别，因此有着不同的过程机理，必须立足于我们的自主研究，同时借鉴国外

模型的一些已经过大量验证的模块。 

尽管模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作为研究站点，区域和全球生态系统

能量和水碳循环，土壤，植被和大气的相互作用以及全球变化的影响等各种问题

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将会在未来得到更广阔的应用。 

以前由于缺乏大尺度、长期的生态试验和观测数据，传统的生态系统模型的

建立以站点尺度、少数的对比试验和观测数据为基础，然后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

将小尺度的结果和生态系统过程机理扩展到大尺度，尽管这种模型促进了对生态

系统格局和过程时空变化的认识，但是所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信度都很低(曹

明奎，2004)。随着遥感技术在生态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长期的定位生态试验的

实施，当前的生态系统模型将会趋向于跨尺度机理模拟，综合应用各种技术手段

进行多尺度网络观测，数据－模型融合和过程模拟。当前在涡度相关数据的支持

下，许多生态系统模型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和发展。如Anderson等(2000)基于冠

层光利用率建立了一个模拟冠层蒸腾和CO2通量的解析模型，并用涡度相关数据

进行了验证。Clark等(2001)用涡度相关数据验证了一个基于过程的模拟松林生态

系统碳通量的模型SPM2。Williams等(2001)基于土壤－植被－大气模型SPA和涡

度相关数据研究了松林生态系统的水碳相互作用。Schulz等(2004)基于涡度相关

数据建立了计算冠层顶潜热通量的模型，模型形式简单，便于应用。Morales等
(2005)用EUROFLUX的资料评价了各种基于过程的水热碳通量模拟模型，指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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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态系统模型必需进行进一步改进来准确揭示生态系统的关键过程。可以预

见，随着全球通量网的长期运行，各种生态系统模型将会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和发

展，而且基于涡度相关数据的生态系统尺度的模型也将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

向。 
另一方面如何把全球变化引起的不稳定性与干扰或破坏性事件，如火、风暴、

洪水等以及人类活动加入到生态系统模型中来；如何把生态系统的不同发育与演

替阶段及过程设定到生态系统模型中；任何一个单独的模型都无法包括所有的过

程，因此必须建立斑块、景观和区域尺度的模型。  

 

第三节 研究内容、目的与方法 

3.1 研究内容 

(1) 华北平原冬小麦和夏玉米水热通量和CO2通量的变化特征和控制机制。 

    测定农田水热通量和CO2通量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特征有助于理解农田水

碳循环过程，农田在陆地生态系统水碳循环中的作用以及农田与大气的相互作

用过程。在长期连续的定位试验基础上，进一步探测控制水碳循环的主要因子。 

(2) 农田生态系统水热通量和CO2通量日变化的模拟。 

    在试验观测的基础上建立模型来描述水热通量和CO2通量的日变化特征，分

析模型在不同地区的适用性，将有助于进一步解释水碳循环过程的机理和植被

大气相互作用的反馈机制，进而将模型移植到SVAT模型中可以模拟长期的水碳

循环特征。 

(3) 农田通量估算模型与作物生长发育模型相结合的问题 
    许多估算农田水热和CO2通量的SVAT模型把作物生长因子，如叶面积指数，

株高等作为输入参数，而作物生长模型的步长通常为一天，不具备估算瞬时作物

和土壤与大气水热和CO2交换过程的功能，因此将作物生长过程与SVAT模型相结

合来考虑不同水热条件下作物生长对农田水热和CO2通量的影响是一个很有意

义的问题。 
(4) 大叶、双源和多层模型的比较及控制因子 
    大叶、双源和多层模型在模拟水汽和CO2通量时有无差别，差别多大？控制

差别的因子？拟在建立多层光合和蒸腾耦合模型的基础上来比较不同模型的差

别，并找出控制这些差别的因子。 
(5) 不同时间尺度平均对模拟作物生长、NEE 和蒸散的影响 
    许多物理和生理过程对外界环境因子单独作用或交互作用的响应是不同的，

有的是线性过程，有的是非线性过程，那么使用不同时间平均的输入会对模拟结

果造成多大的影响，这是模型尺度扩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拟在过程模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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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模型的基础上来对比不同时间平均输入造成的模拟结果的差异。 

3.2 研究目的 

(1) 揭示华北平原农田生态系统水热和CO2通量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特征及其控

制机制。 

(2) 建立光合－蒸腾耦合模型来模拟冬小麦能量和CO2通量的日变化过程。 

(3) 建立土壤－作物－大气系统综合模型，模拟华北平原农田生态系统CO2，水

热通量，土壤水热传输，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过程。 
(4) 建立多层光合－蒸腾耦合模型。 
 
3.3 研究方法 
 

以华北平原农田生态系统为对象，采用田间实验和理论模型相结合的方法,
以站点尺度的机理模型为基础来研究华北平原作物生长和水热碳通量传输过

程。田间试验采用农田微气象、作物生理与土壤水热因子平行观测的方法。 
(1) 在华北平原农田代表性站点禹城综合试验站用涡度相关方法和通量梯度技  

术来测定冬小麦和夏玉米的CO2通量、水热通量等。 
(2) 测定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季的农田微气象数据。 
(3) 用大型蒸渗仪测定农田蒸散。 
(4) 在冬小麦和玉米生长季测定作物生物量、干物质积累和分配以及产量数据。 
(5) 用中子水分仪测定土壤水分，用气孔计测定植物气孔阻力，植物水势仪测定

叶片水势，光合测量系统测定叶片光合、蒸腾、气孔阻力、胞间CO2浓度、

叶片温度、叶室温湿度等项目。 

在田间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在深入研究界面传输过程与环境条件

关系的基础上，将大气和土壤的物理过程与作物的生理过程结合起来研制农田生

态系统中能量、水分传输与作物生长和发育的综合模型，包括：物候期、叶面积

动态、根系过程、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同化物分配、水分吸收/蒸腾和作物水

分胁迫、根系吸收和植物蒸腾、土壤蒸发等。在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时间

步长对模拟结果的影响。 

 本文的总体思路为(图 1.1)：  



                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及水热，CO2通量传输试验与模拟研究 

 
 
 
 
 
 
 
 
 
 
 
 
 
 

图 1.1 本文的研究思路 
Fig.1.1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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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试验方法、数据处理和模型设计 

第一节 试验方法 
1.1 试验站概况 

 
禹城综合试验站位于华北平原山东省禹城市，北纬 36°40′，东经 116°22′，

海拔 28 m，隶属于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同时也是中国通量网

(ChinaFLUX)的农田代表性站点。地貌类型为黄河冲积平原，土壤母质为黄河冲

积物，以潮土和盐化潮土为主，表土质地为轻、中壤土(表 2.1)。 
主要气候类型为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3.1 °C，其中 1 月平

均温度－3 °C，7 月平均温度 26.9 °C。年平均降雨 610 mm，其中近 70%集中在

夏季。年太阳辐射总量 5225 KJ m-2，年日照时数达 2640 h，大于 0 °C积温 4951 °C 
d，大于 10 °C积温为 4441 °C d，无霜期 200 d，水热资源丰富，作物光温生产潜

力高。耕作制度为冬小麦和夏玉米连作。 
 

表 2.1  禹城试验站的土壤特性 
 Table 2.1 Soil properties of the experimental site (Yucheng) 

 

土壤深

度 

 

土壤质地 粘粒 

<0.002 

mm 

粉粒 

0.05-0.002

mm 

砂粒 

2-0.05

mm 

容重 

 

总氮含量

 

有机质

含量 

 

pH 值

cm  ------- ------- ------ g cm-3 mg kg-1 mg kg-1  

0-20 壤土 22.1 65.1  12.8 1.28 643 9561 8.26 

20-65 壤土 21.7 67.0  11.3 1.39 360 5300 8.33 

65-97 壤土 13.7 58.0  28.3 1.40 211 2661 8.52 

97-104 壤土 25.1 71.5 3.4 1.42 175 2328 8.53 

104-160 壤土 12.5 63.0 24.5 1.39 177 1862 8.55 

 
1.2 测定项目和仪器 

 

1.2.1 农田水热和CO2通量测定 
 

农田水热和CO2通量及微气象因子由涡度相关系统测定(图 2.1)，由一套快速

响应红外气体分析仪 (LI7500, LI-COR Inc.)和一套三维超声风速仪 (CSAT3, 
Campbell Scientific Inc.)组成，数据由数据采集器(CR23X CSI)自动采集，采样频

 38



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及水热，CO2通量传输试验与模拟研究 

率为 10 Hz，每 30 min输出一个平均值。测定向上和向下的长短波辐射的辐射仪

(CNR1，Kipp&Zonen)安装在 1.68 m高度。气温和相对湿度由温度/湿度探测器

(HMP45C, VAISALA)测定，风速由风速仪测定(A100R, Vector)。土壤热通量由作

物行间 0.05 m深度埋放的两个土壤热通量板(HFP01SC, Hukseflux)测定，表 2.2
给出了详细的仪器说明。测定期间的下垫面各个方向的风浪区都在 200 m以上。 

  

(a) 冬小麦                              (b) 夏玉米 
图2.1 禹城站冬小麦(a)和夏玉米(b)生长季涡度相关系统 

Fig. 2.1 The eddy covariance system at Yucheng station 
 
Table 2.2 气象变量、CO2和水热通量测定 

Table 2.2 Half-hourly meteorological variables and CO2, sensible and latent heat 
fluxes 

 

气象因子和通量 仪器 公司 测量高度 (m) 

净辐射 
(W m–2) 

净辐射仪 
(CNR-1) 

Kipp & Zonen 1.86 

总辐射 
(W m–2) 

总辐射仪 
(CM11) 

Kipp & Zonen 
 

1.86 

气温 
(ºC) 

温度计 
(HMP45C) 

VAISALA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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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 
(%) 

湿度计 
(HMP45C) 

VAISALA 2.05 

风速 
(m s–1) 

风速计 
(A100R) 

Vector 2.05 

土壤热通量 
(W m–2) 

热通量板 
(HFP01SC) 

Hukseflux 0.05 
土壤深度 

大气压 
(hPa) 

气压计 
(CS105) 

VAISALA 2.05 

土壤温度 四个热电耦传感

器 
(TCAV) 

Campbell 
Scientific Ltd., 

Logan, UT, USA 

土壤深度 
0.02, 0.05, 0.10, 0.20

0.50  
土壤含水量 八个土壤含水量

测定器 
(CS616_L) 

Campbell 
Scientific 

土壤深度  
0,0.05,0.10,0.15,0.20, 

0.40,0.60,1.00 
 

CO2 通量 CO2/H2O 红外气

体分析仪 
(Li-7500) 

LI-COR 2.10 

感热通量 
 

三维超声风速仪 
(CSAT-3) 

Campbell 
Scientific 

2.10 

潜热通量 三维超声风速仪 
 (CSAT-3) 

Campbell 
Scientific 

2.10 

 
1.2.2 常规气象因子测定 
 

常规气象因子由禹城常规气象站测定，主要测定项目为： 
1) 风向和风速：由电动风速、风向仪测定，三次观测值平均得出一日的平

均值。 
2) 温度和湿度：由干湿球温度表一日于 8 时、14 时和 20 时测定三次，最高

温度和最低温度由最高气温表和最低气温表测定，湿度由湿度自记仪测定。  
3) 蒸发量：由地上 70 cm、口径 20 cm 蒸发皿测定。 
4) 地面温度和土壤温度：由地面 0 cm 温度计，地面最高温度计，地面最低

温度计，地下 5 cm 温度计，地下 10 cm 温度计，地下 15 cm 温度计，地下 20 cm
温度计测定。 

5) 日照时数：由日照计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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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降雨：由地上 70 cm 及地面 0 cm 降水量仪测定。 
7) 大气压：由大气压力表测定。 
 

1.2.3 作物生长和发育状况测定 
 
    在大田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期进行作物生长发育状况测定，主要的测定项目

和方法为： 
1) 作物生育期调查：在冬小麦生长季观测出苗、分蘖、返青、拔节、抽穗、

开花、灌浆、成熟等几个发育期；在夏玉米生长季观测出苗、三叶、拔

节、抽穗、开花和成熟等几个发育期；不同年份生育期略有差别。 

2) 株高：每个生育期分别在试验田随机选取 20 株小麦测量株高，然后取其

平均值。 

3) 叶面积指数和生物量：每隔 5 天测定一次，采用破坏性观测。每个生育

期分别从试验田随机选取 20 株小麦，搁下叶片后迅速用已经标定好的

LI3100 测量叶面积，测出它们的鲜重，然后把茎杆和叶片一起放入烘箱

在 105 °C 杀青 2 小时，再在 80 °C 烘干 20 小时，用百分之一电子天平

测量干物重。 

4) 根重：在试验田内分别选取 2 点，每点行上和行间各打一洞，取样深度

为 100 cm，每 10 cm 为一层。根样经过泡根、冲根、漂根和挑根等过程，

用 CID201 测量根长，然后在 80 °C 的烘箱中烘干 20 小时，取出后立即

在万分之一天平上称取根干重。 
5) 考种：在小麦收获后，从试验田中随机选取 20 株小麦，测量株高、穗长、

结实小穗数、不孕小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等。 
   
1.2.4 蒸散和土壤含水量测定 
 
    农田蒸散由大型称重式蒸渗仪器(Lysimeter)测定(图 2.2)，蒸渗仪表面积 3.14 
m2，深 5 m，测量精度 0.02 mm，系统具有完善的地下水补给、渗漏量收集测定

功能，可同时测定蒸散、渗漏、潜水蒸发。土柱体总重量约 34 t，采用非平衡式

称重系统，分别于 08:00 和 20:00 观测。 
土壤含水量由 TDR 测定，每 30 min 自动记录，测定深度为 15、30、45、60、

75 和 9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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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大型蒸渗仪原理图 
      Fig. 2.2 The schematic graph of Liysmeter 

 

第二节 数据处理 
 
2.1 涡度相关测定的原理 
 
    涡度相关是通过测定大气中湍流运动所产生的风速脉动和物理量脉动而直

接计算能量和物质通量。因此，热量(H)，动量(τ )，CO2(Fc)和水汽通量(E)的计

算公式为： 
''θρ wCH p=                         (2.1) 

''uwρτ =                            (2.2) 

''cwFc ρ=                           (2.3) 

''qwCE pρ=                         (2.4) 

式中ρ为空气密度，Cp为定压比热，θ’为位温脉动，w’为垂直方向风速脉动，u’为

水平方向风速脉动，c’为CO2浓度脉动，q’为比湿脉动。 
 
2.2 涡度相关数据的处理 
 
    涡度相关技术被认为是当前测定地表水热和CO2通量的最好方法，成为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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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和分析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植被与大气水热碳交换的新的工具(Balodchii， 
2001)。但涡度相关方法使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能量不闭合现象，Wilson等 
(2002)发现，能量不闭合现象在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Massman等(2002)分析了涡度相关的不确定性并指出了误差的主要来源： 
1) 仪器的相关参数(如仪器的响应时间常数)和仪器的野外安装问题。 
2) 仪器采样问题(频率和平均周期)。 
3) 风速和其它物理量功率谱，协谱特性，高频和低频衰减问题。 
4) 密度变化对CO2和水汽通量计算的影响。 
5) 平流的订正和坐标系统变换。 
6) 夜间通量和重力波等方面。 
由于涡度相关数据的不确定性很大，因此必须对原始的采样数据进行校正，

来减小误差，本文从以下 5 个方面对数据进行了处理和校正： 
(1) 通量平均周期 

  理论上，采样频率越高，平均周期越长，越接近真值，然而采样频率高要求

更快速响应的传感器、更大容量的存储设备，而平均周期太长会遗漏一些细节过

程，而且会受长时间倾向的影响。本试验对涡度相关所测定的 10 Hz 通量原始数

据的平均周期为 30 min。孙晓敏等(2004)分析指出，对于下垫面均一的禹城农田

站，适宜的平均周期为 10 min－60 min。 
(2) 坐标旋转 

观测站下垫面的非均匀性、超声风速仪的倾斜和其它因素都可能导致观测时

段内平均垂直风速不为 0，从而不满足涡度相关的假设，造成通量计算结果的误

差。本文采用三次坐标旋转法来对原始通量数据进行订正(Wilczak 等，2001)。 

第一次旋转使 v =0，则变换后的风速为： 

                  θθ sincos1 mm vuu +=                             (2.5) 

θθ cossin1 mm vuv +−=                             (2.6) 

mww =1                                          (2.7) 

)/arctan( mm uv=θ                                 (2.8) 

其中um,，vm，wm分别是纬向，经向和垂直方向的风速的平均值。 

第二次旋转使w =0，则变换后的风速为： 

                  φφ sincos 112 wuu +=                           (2.9) 

12 vv =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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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φ cossin 112 wuw +−=                         (2.11) 

)/arctan( 11 uw=φ                              (2.12) 

第三次旋转使 0=vw ，则变换后的风速为： 

23 uu =                                     (2.13) 

                     ψψ sincos 223 wvv +=                        (2.14) 

ψψ cossin 223 wvw +−=                      (2.15) 

]2[tan
2

2
2

2

221

wv

wv

−
= −ψ                          (2.16) 

图 2.3 为坐标旋转前后冬小麦水热和CO2通量的差别，由于禹城站地形平坦，

因此坐标旋转前后通量差别很小，这与朱治林等(2004)研究的结论相似。 

图 2.3 坐标旋转前后CO2、感热和潜热通量的比较 
Fig. 2.3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original and after-rotation CO2, sensible and 

latent heat flux density 
 

(3) 密度效应校正(WPL 校正) 
    在采集时对潜热通量和CO2通量进行了实时的WPL校正(Webb，1980)，图 2.4
和图 2.5 为经过WPL校正的冬小麦和夏玉米CO2通量和潜热通量与未校正前 
通量的比较，可以看出 WPL 校正前后通量存在明显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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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WPL校正后的冬小麦和夏玉米CO2通量与原始的CO2通量的比较 

Fig.2.4 The comparison between original CO2 flux and CO2 flux after WPL correction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maize 

 
图 2.5 WPL 校正后的冬小麦和夏玉米潜热通量与原始的潜热通量的比较 

Fig. 2.5 The comparison between original latent heat flux and latent heat flux after 
WPL correction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maize 

 
 (4)  野点子剔除 

测定中由于仪器故障、人为影响以及极端天气条件会造成错误的数据值，因

此对一部分异常值进行了剔除，如剔除有降水期间的通量值，以及|FNEE|>2.5 mg 
CO2 m-2 s-1的CO2通量数据，冬小麦生长期间日间剔除通量值大于 600 W m-2 的
水热通量数据，夜间剔除小于－200 W m-2的水热通量数据；夏玉米生长期间日

间剔除通量值大于 800 W m-2 的水热通量数据，夜间剔除小于－200 W m-2的水

热通量数据。 

(5) 夜间摩擦风速临界值的确定 
在大气稳定的夜间条件下，由于湍流混合弱，涡度相关测定会低估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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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呼吸作用，因此夜间的通量数据常常会出现很大误差。在研究中常剔除夜

间摩擦风速小于临界值时的通量值，本文根据夜间CO2 通量与摩擦风速的关系

来确定摩擦风速的临界值(Falge等，2001)。图 2.6 和图 2.7 分别为 2002－2003，
2003－2004 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季夜间CO2 通量与摩擦风速的关系，从图中可

以确定小麦生长季摩擦风速的临界值为 0.1 m s-1，而玉米生长季摩擦风速的临

界值为 0.2 m s-1，低于临界值时通量数据被剔除。  

 

图 2.6 冬小麦两个生长季(2002－2004)夜间半小时CO2通量与摩擦风速的关系 
Fig. 2.6 Half-hourly CO2 flux density vs. nighttime frication velocity (u*) during two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from 2002-2004 

 
图 2.7 夏玉米两个生长季(2002－2004)夜间半小时CO2通量与摩擦风速的关系 

Fig.2.7 Half-hourly CO2 flux density vs. nighttime frication velocity (u*) during two 
growing season of summer maize from 200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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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插补 
 

数据处理后，对丢弃和缺失的数据必须进行插补以获得长期和连续的水热和

CO2通量数据。对于小于 3 h的短时间缺测，用线性内插的方法。而对于较长时

段缺失的通量数据，常采用平均日变化法，线形及非线形回归法。日间的CO2通

量用Michaelis-Menten曲线插补。而夜间，CO2通量与空气温度或土壤温度高度相

关，图 2.8 和图 2.9 分别给出了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季夜间CO2通量与气温，地

表温度，5 cm平均土壤温度和 10 cm平均土壤温度的关系。生态系统呼吸用各种

温度的指数函数都可以较好的描述，不过用地表温度和 5 cm平均土壤温度的效

果更好。因此夜间的CO2通量用地表温度或 5 cm平均土壤温度的Q10函数插补。

而对于感热、潜热和土壤热通量，均采用平均日变化法插补。  

 

图2.8 冬小麦生长季生态系统呼吸与空气温度，地表温度，5 cm土壤温度和10 cm
土壤温度的关系 

Fig. 2.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il respiration and air temperature, soil surface 
temperature, soil temperature at 5 cm and soil temperature at 10 cm throughout the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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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夏玉米生长季生态系统呼吸与空气温度，地表温度，5 cm土壤温度和10 cm
土壤温度的关系 

Fig. 2.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il respiration and air temperature, soil surface 
temperature, soil temperature at 5 cm and soil temperature at 10 cm throughout the 

growing season of summer maize 
 

第三节 模型设计 
 

本文在田间试验的基础上，分析植被、土壤与环境因子的相互作用关系。同

时参考了大量的关于生态系统生物物理过程和生理过程的文献以及前人的试验

结果，以系统论的方法构建了农田生态系统模型(图 2.10)。  
(1) 系统的确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田生态系统，主要作物为冬小麦和夏玉米，因此冬小麦

田和夏玉米田与土壤和大气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模型建立

的目的就是模拟土壤－植被－大气这个系统发生的能量和物质传输，揭示控制系

统中物质和能量流动的主要机制，分析不同环境条件下，能量和物质输送机制的

变化。 
(2) 数据的分析 

    本文主要测定的数据为常规气象因子、冬小麦和夏玉米的生长和发育状况，

以及农田水热和CO2通量。在测定的数据基础上，分析农田水热和CO2通量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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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季节变化，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以及控制这些变化的主要因子。分析作物的生长

发育规律，以及与气象因子的关系，分析作物生长变化对水热和CO2通量的影响。 
(3) 模型的构建 

    基于试验分析得出的主要函数关系，综合和改进已有的描述作物生长和水热

传输及能量平衡的公式，将农田生态系统分为土壤、作物和大气三个主要模块，

每个模块分为不同的子过程，模块之间有机连接和相互调用。模型的主要开发语

言为 Visual FORTRAN，模型建立后，开始调试运行，针对模型运行过程中出现

的错误，进一步改进模型的输入参数和主要算法。 
(4) 模型的验证 

    将模型的主要模拟结果与观测值进行对比，找出模型误差的主要原因。一种

可能是输入参数的问题，由于很多参数是取自经验值，因此不同年份，不同生长

阶段或不同地区，参数值会发生变化，必须对参数进行不断调试以接近实测值。

另一种情况是模型本身的误差，模型所采用的公式没有很好的揭示主要过程，这

时需对模型的函数进行改进。 
(5) 模型的敏感性分析 

    模型的敏感性分析，是建模后必不可少的一环，模型的敏感性分析包括对参

数的敏感性分析以及模型对不同气候条件的响应。参数的敏感性分析有助于了解

参数的重要性，这样会简化对模型的检验过程，以及对重要的参数进行更加详细

的研究。输入变量的敏感性分析可以揭示出模型在不同条件下的适用性，以及模

型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 
(6) 模型的应用 
模型的应用是建立模型的最终目的。模型的应用是很广泛的，一方面可以用

模型进一步研究植被大气相互作用的过程机理和反馈机制，另一方面可以应用模

型来指导农田灌溉制度，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以及作物生长对全球

水碳氮循环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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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农田生态系统

模型

文献阅读 大田试验 参数获取

模型验证气象数据

作物数据

通量数据

模型调试

No

华北平原冬小麦和玉米

CO2和水热通量
水分利用效率变化特征

和控制因子分析

模拟CO2,水热通量

蒸散

土壤水热传输

作物生长和发育

 
                  

图 2.10 农田生态系统模型的构建 
Fig. 2.10 The construction of agro-ecosyste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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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田生态系统水热与CO2通量的变化特征及控制因子 

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全球环境变化正在威胁到人类生活和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制定合适的对策来应对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就必

须准确地确定全球能量和CO2循环过程。农田生态系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活

跃的部分，受人类活动强烈的影响，因此可能在全球水碳循环和气候变化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当前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进行了农田生态系统和大气的能量和

CO2交换测定(Denmead等，1971；Baldocchi等，1981；Desjardins等，1984；Desjardins, 
1985；Anderson等，1984，1986；Lasvsno等，1987；Baldocchi等，1993；Jara
等，1998)。但是由于观测数据的限制，这些研究没有详尽的描述能量和CO2通量

密度的日和季节变化特征及其控制机制。尽管Steduto等(1998，1998a，1998b，
1998c)详细地讨论了玉米冠层的能量平衡和CO2通量密度的日和季节变化，但是

其主要使用的测定方法是波文比法。另一方面，比较同一气候背景下不同作物类

型的能量和CO2通量交换对理解C3和C4作物能量和碳交换的物理和生理过程也

非常重要(McGinn等，1990；Baldocchi等，1994)。随着通量测定技术的发展，当

前通量测定网络已在世界范围内测定，这为研究长期和连续的不同生态系统与大

气的CO2、水汽和能量的交换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平台(Baldocchi等，2001)。 基
于这个平台，各种农田作物的水热和CO2通量的日季变化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

(Hurtalova等，1999；Lee等，2003；Lohila等，2003；Soegaard等，2003；Anthoni
等，2004)。  
    华北平原是中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区之一，而冬小麦和夏玉米是华北平原的主

要农作物，因此华北平原冬小麦和夏玉米农田在区域陆地生态系统和大气的CO2

和水热交换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中国通量网(ChinaFlux)已经将禹城综合试验站

作为一个代表性的农田站点来长期测定能量和CO2通量。由于气候条件和土壤状

况的不同，华北平原能量和CO2通量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与其它地区农田的研究

结果也许有着较大的不同。当前对华北平原农田CO2和水热通量的日季变化及其

控制机制还缺乏详尽研究，因此本章的目的是对华北平原典型农田站点CO2和水

热通量的日季变化进行定量研究并分析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一步找出控制这

种变化的主要因子。 
 

第一节  冬小麦与夏玉米CO2通量的日变化 
 
1.1 冬小麦和夏玉米CO2通量的月平均日变化 
 

图 3.1 为冬小麦生长季(2002 年 11 月到 2003 年 6 月)半小时月平均CO2通量

的日变化过程，采用月平均可以平滑掉测量中的随机误差以及极端天气条件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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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异常值。如图所示，在冬小麦的早期生长阶段(11－次年 1 月)，由于叶面

积指数和气温较低，作物基本没有生理活动，CO2通量主要为土壤呼吸，同时此

期根区的土壤温度很低且日变化小，因此土壤呼吸和CO2通量的日变化很小，特

别在夜间基本为接近于 0 的常数。在冬小麦的生长盛期(2－5 月)，光合作用的量

远超过土壤呼吸与作物呼吸的量且随着叶面积指数的增加，气温的升高，辐射的

增加，光合作用的量不断增加。此时，CO2通量表现出明显的日变化，由于生长

季中冬小麦基本不受土壤水分亏缺的影响，因此CO2通量在一天中呈“U”字型

变化。夜间CO2通量为正值，变化在 0.01－0.5 mg m-2 s-1，随着光合有效辐射的

增加，光合作用增加，一天中CO2通量的峰值一般出现在 11 时到 12 时之间，基

本与光合有效辐射的峰值一致。从 2 月到 5 月，CO2通量的日峰值分别为－0.168，
－0.249，－0.719 和－0.837 mg CO2 m-2 s-1。在冬小麦的后期生长阶段和收获以

后(6 月)，由于冬小麦的收获，光合作用停止，因此CO2通量基本为小的正值。 

 

图 3.1 冬小麦生长季(2002 年 11 月到 2003 年 6 月)月平均半小时CO2通量的 
日变化 

Fig.3.1 Diurnal variation of monthly averaged half-hourly CO2 flux (Fc)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from Nov., 2002 to Jun., 2003. Bars indicat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a particular half-hourly average values 
 

    图 3.2 为夏玉米生长季(2003 年 7 月到 2003 年 10 月)半小时月平均CO2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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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变化过程，其日变化规律与冬小麦基本相似，CO2通量在夏玉米生长的早期

阶段和收获以后(10 月)为正值，在生长盛期(7－9 月)，CO2通量的日峰值分别为

–0.492，–1.163 和–0.753 mg CO2 m-2 s-1，略高于Steduto等的研究结果(–1.32 和

–1.54 mg CO2 m-2 s-1，Steduto等，1998)。  

 

图 3.2 夏玉米生长季(2003 年 7 月到 2003 年 10 月)月平均半小时CO2通量的日变

化 
Fig.3.2 Diurnal variation of monthly averaged half-hourly CO2 flux (Fc)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summer maize from Jul., 2003 to Oct., 2003. Bars indicat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a particular half-hourly average values 
 
1.2 冬小麦冠层的“光合午休” 
 
    月平均日变化可以反映通量的一般日变化特征，但是也会忽略掉一些特殊的

日变化现象。图 3.3 显示了几个晴天条件下气象变量和冠层净光合速率的日变化。

冠层净光合速率为冠层总光合与冠层呼吸之差，由于涡度相关测定值中包括土壤

呼吸通量，因此在计算冠层净光合速率时从CO2通量中减去土壤呼吸通量。土壤

呼吸量由土壤温度的Q10函数来计算，在冬小麦的生长旺期，土壤呼吸的量远小

于冠层光合和冠层呼吸的量。2003 年 3 月 25 日，最低气温(6 °C) 出现在 6:00, 随
着太阳辐射的增加在 15:00 达到最高值(22 °C)，水汽压差(Da)的变化趋势类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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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最低值(8.6 hPa)出现在 6:00，最大值(25.9 hPa)出现在 15:00，而冠层净光

合速率在清晨很小，随着辐射的增加在 10:00 达到最大值 5.7 μmol m-2 s-1，然后

持续下降直至晚上为负值。5 月 22 日，Da在 5:00 是 16.6 hPa，然后在 14:30 达到

最大值 34.5 hPa，冠层净光合速率在 10:30 达到最大值 20.2 μmol m-2 s-1后迅速降

低，尽管中午的PPFD高达 1500 μmol m-2 s-1。从图 3.3 可以清楚的看到，冠层净

光合速率在午间和下午相对上午有明显的降低，即所谓的光合午休现象。这可能

是由于高的水汽压差和高的冠层温度导致强烈的蒸腾失水而引起的气孔关闭造

成的(Pettigrew等，1990；Hirasawa等, 1989, 1995)。Tuzet等(2003)以及Leuning等
(2004)对气孔关闭造成的光合午休给出了一个详细的解释。气孔导度不仅依赖于

光、温度和胞间CO2浓度，而且还与叶水势有关，而叶水势又依赖于土壤水势以

及水分在土壤和植物中传递的速率。当土壤水分亏缺时，叶水势低，土壤水分不

能满足强烈蒸腾的需要，造成光合午休；即使土壤水分充足，如果蒸腾强烈，土

壤不能及时供水到叶片，也会造成叶水势的降低，导致气孔的关闭，从而造成光

合的下降。 

 

Fig.3.3 晴天条件下气象变量－光量子通量密度(PPFD), 空气水汽压差(Da), 气温

(Ta)和冠层净光合速率的日变化 
Fig.3.3 Diurnal variation of weather variables (PPFD, Da, and Ta) and canopy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on several typical clear days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300

0

300

600

900

1200

Air temperature

Da

PPFD

 

Ai
r t

em
pe

ra
ut

e 
(

)
℃

D
a (h

P a)

PP
FD

( μ
m

ol
 m

-2
 s

-1
)

Time of day (hh)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6

-4

-2

0

2

4

6

8

10
March 25

 

 

 
N
et

 p
ho

to
sy

nt
he

tic
 ra

te

( μ
m

ol
 m

-2
 s

-1
)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300

0

300

600

900

1200

1500

Air temperature

Da
PPFD

 

Ai
r t

em
pe

ra
ut

e 
(

)
℃

D
a (h

P a)

PP
FD

( μ
m

ol
 m

-2
 s

-1
)

Time of day (hh)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6

-3

0

3

6

9

12

15

18

21
April 14

 

 

 
N
et

 p
ho

to
sy

nt
he

tic
 ra

te

( μ
m

ol
 m

-2
 s

-1
)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300

0

300

600

900

1200

1500

Air temperature

DaPPFD

 

Ai
r t

em
pe

ra
ut

e 
(

)
℃

D
a (h

P a)

PP
FD

( μ
m

ol
 m

-2
 s

-1
)

Time of day (hh)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39

 

-6

-3

0

3

6

9

12

15

18

21
April 16

 

 

 
N
et

 p
ho

to
sy

nt
he

tic
 ra

te

(μ
m

ol
 m

-2
 s

-1
)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300

0

300

600

900

1200

1500

Air temperature

Da

PPFD

 

Ai
r t

em
pe

ra
ut

e 
(℃

)
D

a (h
P a)

PP
FD

( μ
m

ol
 m

-2
 s

-1
)

Time of day (hh)

15

18

21

24

27

30

33

36

 

-9

-6

-3

0

3

6

9

12

15

18

21 May 22

 
 

 
N
et

 p
ho

to
sy

nt
he

tic
 ra

te

( μ
m

ol
 m

-2
 s

-1
)

 55



第三章 农田生态系统水热与 CO2通量的变化特征及控制因子 

第二节  冬小麦与夏玉米感热和潜热通量的日变化 
 
2.1 冬小麦与夏玉米感热通量的月平均日变化 
 
   图 3.4 和图 3.5 分别为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季月平均半小时净辐射(Rn)，气温

(Ta)，水汽压差(VPD)的日变化过程。净辐射的日最大值出现在正午，而气温和

水汽压差的日最大值一般出现在 14:00－16:00 之间。冬小麦生长季月平均半小时

感热通量的日变化过程见图 3.6。不同的生长阶段，感热通量的日变化幅度差别

很大，12 月份冬小麦处于越冬期，气温和净辐射都很低，因此感热通量的日变

化幅度很小。在冬小麦的生长旺盛时期，感热通量在夜间为一个很小的负值，在

日出后急剧增加。感热通量的峰值一般出现在 12 时和 13 时之间，11－6 月其峰

值分别为 83.5，31.6，51.3， 88.8，106.1，77.9，42 和 172.9 W m-2，可以看出

感热通量的日变化趋势与净辐射基本一致。图 3.7 为夏玉米生长季月平均半小时

感热通量的日变化过程，可以看出夏玉米感热通量的日变化趋势与冬小麦基本相

似，7－10 月月平均日最大感热通量为 105.4，89.2，87.9，102.7 W m-2。 

 
图 3.4 冬小麦生长季(2002 年 11 月－2003 年 6 月)月平均半小时净辐射(Rn)，气

温(Ta)，水汽压差(VPD)的日变化 
Fig.3.4 Diurnal variation of monthly averaged half-hourly net radiation (Rn), air 
temperature (Ta), vapor pressure deficit (VPD)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from Nov., 2002 to Jun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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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夏玉米生长季(2003 年 7 月－2003 年 10 月)月平均半小时净辐射(Rn)，气

温(Ta)，水汽压差(VPD)的日变化 
Fig.3.5 Diurnal variation of monthly averaged half-hourly net radiation (Rn), air 

temperature (Ta), vapor pressure deficit (VPD)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summer 
maize from July, 2003 to Oct., 2003 

 

图 3.6 冬小麦生长季(2002 年 11 月－2003 年 6 月)月平均半小时感热通量(H)的日

变化 
Fig.3.6 Diurnal variation of monthly averaged half-hourly sensible heat flux (H)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from Nov., 2002 to Jun., 2003. Bars indicat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a particular half-hourly averag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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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夏玉米生长季(2003 年 7 月－2003 年 10 月)月平均半小时感热通量(H)的日

变化 
Fig.3.7 Diurnal variation of monthly averaged half-hourly sensible heat flux (H)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summer maize from July, 2003 to Oct., 2003. Bars indicat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a particular half-hourly average values 
 
2.2 冬小麦和夏玉米潜热通量的月平均日变化 
 

图 3.8 为冬小麦生长季月平均半小时潜热通量的日变化过程，在冬小麦的早

期生长阶段(11 月－2 月)，叶面积指数很低，潜热通量主要由土壤蒸发组成，由

于此期温度和净辐射都很低，因此潜热通量的日变化很小。11－2 月潜热通量的

月平均日峰值分别为 41.9，24.9，33.5 和 33.8 W m-2。在拔节以后，随着叶面积

指数的增加，气温和净辐射的增加，潜热通量开始呈现出明显的日变化。夜间潜

热通量基本为 0，日出后开始增加，一天中潜热通量最大值一般出现在 13 时和

15 时之间，这要比感热通量的峰值晚 1 到 2 小时。这是因为潜热通量强烈依赖

于VPD的变化，而VPD的峰值一般出现在午后。3－6 月潜热通量的月平均日峰

值分别为 89.8，184.8，190.5 和 109.3 W m-2。图 3.9 为夏玉米生长季月平均半小

时潜热通量的日变化过程，其变化趋势与冬小麦基本一致，由于夏玉米生长季的

温度和净辐射更高，因此潜热通量的值较大，7－9 月潜热通量的月平均日峰值

分别为 189.8，221.6，171.7 和 102.2 W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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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冬小麦生长季(2002 年 11 月－2003 年 6 月)月平均半小时潜热通量(LE)的
日变化 

Fig.3.8 Diurnal variation of monthly averaged half-hourly latent heat flux (LE)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from Nov., 2002 to Jun., 2003. Bars indicat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a particular half-hourly average values 

 
图 3.9 夏玉米生长季(2003/7－2003/10)月平均半小时潜热通量(LE)的日变化 

Fig.3.9 Diurnal variation of monthly averaged half-hourly latent heat flux (LE)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summer maize from Jul., 2003 to Oct., 2003. Bars indicat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a particular half-hourly averag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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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冬小麦和夏玉米波文比的日变化 
 

图3.10和图3.11分别为冬小麦和夏玉米生育期四个不同生长阶段的波文比(β 
= H/λE)的日变化。由于晚上和日出日落时温度梯度很小或者出现突然的变化经

常造成波文比观测不准确，因此我们选择日间(8:00－17:00)的测量值。从图中可

以看出，波文比上午增加很快，到10:00后不再有明显的增加，而是保持在一个

较高的值直至15:00，之后下降到一个很小的值，有时当感热和潜热方向相反时，

甚至为负值。随着作物的生长，波文比降低到1以下。 

 
Fig. 3.10 在冬小麦四个不同生长阶段(每 5 日的平均值)波文比(β)的日变化 

Fig.3.10 The day-time patterns of Bowen ratio (β) during four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winter wheat (average value of every five days) 

 
Fig. 3.11 在夏玉米四个不同生长阶段(每 5 日的平均值)波文比(β)的日变化 

Fig.3.11 The day-time patterns of Bowen ratio (β) during four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summer maize (average value of every five days) 

 

 60



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及水热，CO2通量传输试验与模拟研究 

第三节  冬小麦与夏玉米CO2通量的季节变化 
图 3.12 为农田CO2通量的季节变化，将各月的半小时CO2通量平均得到月平

均CO2通量值。2002 年 10 月 15 日冬小麦播种后，作物进入了一个长时期的越冬

阶段(10 月下旬到 2 月中旬)，作物的叶面积指数很小，作物的生理活动微弱，此

时涡度相关测定的CO2通量主要来自于土壤呼吸，农田成为CO2释放的源。随着

土壤温度的降低，土壤呼吸逐渐变弱，因此 11 月份的CO2通量(0.048 mg m-2 s-1) 
要高于 12 月份和 1 月份，而 12 月份(0.025 mg m-2 s-1)略高于 1 月份的CO2通量

(0.023 mg m-2 s-1)。冬小麦在 2 月中旬返青后开始活动，但初期由于叶面积指数

很小，作物同化的CO2量很低，而期间由于土壤温度较低，土壤呼吸也很小，而

平均的CO2同化量略高于平均的作物和土壤呼吸量，因此月平均表现为很小的

CO2汇(－0.007 mg m-2s-1)。随着太阳辐射、气温和叶面积指数的增加，冬小麦同

化的CO2量不断增加，4，5 月份正值冬小麦的旺盛生长时期，加上此期强烈的太

阳辐射，因此 4－5 月成为CO2的强汇，CO2通量值分别达到－0.155 mg m-2 s-1和

－0.168 mg m-2 s-1， 远远高于 3 月份的－0.023 mg m-2 s-1。冬小麦于 2003 年 6
月 4 日收获后，地上的残茬和地下根部以及土壤呼吸强烈，因此 6 月份成为一年

中释放CO2到大气中最强烈的时段，月平均达到 0.136 mg m-2 s-1。7 月份处于玉

米活动初期，叶面积指数较低，而 7 月份和 8 月份是一年中空气温度和土壤温度

最高的时期，植物和土壤呼吸很大，因此 7 月份玉米田仍表现为一个CO2源(0.032 
mg m-2 s-1)，而 8 月是玉米的生长旺期，此时玉米的生理活动强，叶面积指数高，

同化CO2的能力强，月平均CO2通量为－0.157 mg m-2 s-1。到 9 月份，随着玉米的

衰老，叶面积指数和光合能力都下降，CO2通量较 8 月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月

平均为－0.065 mg m-2 s-1。9 月 27 日玉米收获后，由于地上残茬和地下部分以及

土壤呼吸，农田表现为CO2的源，但由于此时的土壤温度要低于 6 月份的土壤温

度，因此 10 月份的平均CO2通量(0.1 mg m-2 s-1)低于 6 月份的CO2通量。 
与图 3.12 不同的是，图 3.13 分别考虑了日间和夜间CO2通量密度的季节变

化。日间，小麦生长季中的月平均CO2通量峰值出现在 5 月份，达到－0.426 mg m-2 
s-1。而夏玉米生长季中的月平均CO2通量峰值出现在 8 月份，为－0.55 mg m-2 s-1, 
高于冬小麦生长季，这是由于夏玉米高的光合能力而决定的，这与C4作物比C3作

物有更强的同化能力的结论是一致的(Falge等，2002)。晚间，小麦生长季和夏玉

米生长季中的月平均CO2通量峰值也分别出现在 5 月份和 8 月份，值为 0.209 mg 
m-2 s-1和 0.339 mg m-2 s-1，玉米生长季的高呼吸通量是由于叶面积指数较高导致

的高作物呼吸消耗以及高温导致的高作物呼吸和土壤呼吸。因此，当作物不受土

壤水分亏缺影响时，农田CO2通量的季节变化主要由太阳辐射、叶面积指数和土

壤温度的变化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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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小麦－玉米连作系统(2002 年 11 月到 2003 年 10 月)月平均CO2通量的季

节变化 
Fig.3.12 Seasonal variation of monthly averaged CO2 flux (Fc) over a rotation crop 

field from Nov., 2002 to Oct., 2003 

 
图 3.13 农田生长季(2002 年 11 月到 2003 年 10 月)月平均日间和夜间CO2通量密

度的季节变化 
Fig.3.13 Seasonal variation of monthly averaged daytime CO2 flux density (Fc) and 
nighttime CO2 flux density over a rotation crop field from Nov., 2002 to Oc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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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冬小麦与夏玉米感热和潜热通量的季节变化 

 
4.1 冬小麦与夏玉米的月平均感热和潜热通量 
 

将半小时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的值进行月平均得到感热和潜热通量的季节

变化过程(图 3.14)。在冬小麦的早期生长阶段(11 月－2 月)，作物的叶面积指数

很低，蒸腾量很小，因此土壤蒸发是潜热通量的主要部分(Wang等，2001)。而由

于此期气温和辐射都很低，导致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的值都较低。11 月的平均

潜热通量为 13 W m-2，随着太阳辐射，气温和VPD的降低，潜热通量继续降低，  
12 月到 2 月的月平均潜热通量分别为 8，8.1 和 9.8 W m-2。感热通量的季节变化

类似于潜热通量，不同的是 2 月份的感热通量要比 11 月份的高，这是因为 2 月

份净辐射主要向感热通量分配的缘故。11 月到 2 月的月平均感热通量为 10.1，3，
4.5 和 14.9 W m-2。从 3 月起，冬小麦进入了旺盛生长阶段，随着太阳辐射、气

温，VPD和叶面积指数的增加，作物蒸腾开始增加，此时潜热通量成为净辐射分

配的主项。3－5 月的平均潜热通量为 27.1，63.1 和 61.2 W m-2。相应的感热通量

在净辐射分配的比重下降，月平均感热通量为 15.1，5.6 和－1.5 W m-2。 在冬小

麦收获(6 月上旬)和夏玉米播种(6 月下旬)这段期间，由于高的太阳辐射和气温导

致此期的感热通量为一年中的最大值，达到 42.5 W m-2。在夏玉米的旺盛生长阶

段(7 月－9 月)，强烈的太阳辐射，高的气温和VPD造成了强烈的蒸腾和蒸发作

用，其中 8 月份的平均潜热通量达到了一年中的最高值，为 73 W m-2。与潜热通

量相对照的是，从 7 月到 9 月，感热通量不断降低，分别为 23.9，18.9 和 15.6 W 
m-2。而当夏玉米收获后，土壤蒸发又开始成为潜热通量的主要部分。尽管 10 月

份的净辐射和 3 月份相当接近，不过由于 10 月份的气温和VPD都要高于 3 月份，

因此 10 月份的潜热通量也略高于 3 月份。如图 3.14 所示，月平均波文比(H/LE)
也呈现明显的季节变化，在全生育期波文比的值变化在 0 和 2 之间。在冬小麦和

夏玉米的生长高峰期(4－5 月，7－9 月)，波文比的值小于 0.5，而 2 月和 6 月的

波文比都超过了 1，分别达到 1.5 和 1.1，在其它的生育阶段，变化在 0.5 和 1 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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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2002－2003 年冬小麦和夏玉米月平均感热通量，潜热通量和波文比的变

化 
Fig.3.14 Seasonal variation of monthly averaged H, LE and Bowen ratio (H/LE) over 

a rotation crop field from Nov., 2002 to Oct., 2003 
 

4.2 冬小麦与夏玉米能量分配的季节变化 
 
    图 3.15 描述了 2002－2003 全年日平均能量分配比(H/Rn，LE/Rn和G/Rn)的季

节变化过程。可以看出，除了 12 月份，能量分配比基本变动在 0 到 1 之间。 而
12 月份的能量分配比有着剧烈的波动，这种现象可能与冻土层有关，由于土壤

温度小于 0 度造成的冻土层而使测量结果发生剧烈的变化，同样的现象可以在草

地生态系统中观测到(Gu等，2005)。整个测量期间，土壤热通量在净辐射中所占

的比重为 0－0.5，其中当土壤为裸地或叶面积指数较小时(11－2 月，6 月和 10
月下旬)，土壤热通量在净辐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G/Rn在 0.2 和 0.5 之间变化。

在冬小麦和夏玉米的生长峰期，G/Rn一般稳定在 0.1 左右。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

在净辐射中的分配关系与作物的生育阶段密切相关，在冬小麦的早期生长阶段

(11－2 月)，叶面积指数较小，因此感热通量在净辐射中占的比重较高，H/Rn 变
动在 0.3 和 0.5 之间。冬小麦返青后，H/Rn降低到 0.2 以下，随着叶面积指数的

进一步增加，感热通量的比重继续下降，H/Rn在 5 月份达到全年的最低值 0.1。
而H/Rn的最大值出现在 6 月份，此时冬小麦收获后农田处于一段时间的裸地期

直到夏玉米的播种。随着玉米冠层的进一步发展，感热通量在净辐射中所占的比

重开始急剧降低。与感热通量不同的是，在冬小麦的早期生长阶段(11－2 月)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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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通量在净辐射中占较小的比重，一般小于 0.3，随着叶面积指数的增加，LE/Rn

在 4－5 月达到 0.5。冬小麦收获后，作物蒸腾停止，然而LE/Rn仍能达到 0.3 左

右，主要原因是尽管作物蒸腾为 0，但是 6 月份高的气温和太阳辐射导致了较高

的土壤蒸发，因此潜热通量的比重仍较高。从 7 月开始，夏玉米进入其旺盛生长

阶段，叶面积指数和气温都较高，因此作物蒸腾强烈，LE/Rn超过 0.5 并在 8 月

份达到其全年的最大值 0.7。进入到夏玉米生长后期后，LE/Rn降低到 0.3 以下。 

 
Fig.3.15 2002－2003 年冬小麦和夏玉米能量分配比(H/Rn，LE/Rn和G/Rn)的季节变

化 
Fig.3.15 Seasonal variation of the ratio of energy partition (sensible heat flux (H), 

latent heat flux (LE), and soil heat flux (G)) to net radiation (Rn) from Nov., 2002 to 
Oct., 2003 

 
4.3 冬小麦与夏玉米波文比的季节变化 
 

图 3.16 为 2002－2003 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季日平均波文比(H/LE)的季节变

化，从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在整个测量期间，波文比的变化可以划分为 3 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是 12 月份，此期由于冻土层的原因，波文比的变化剧烈；第二

个阶段为冬小麦的旺盛生长阶段(4－5 月)和夏玉米的旺盛生长阶段(7－9 月)，4、
5 月的平均波文比分别为 0.37 和 0.18，7－9 月的平均波文比为 0.55，0.34 和 0.43；
第三个阶段为冬小麦的早期生长阶段(11，1－3 月)，冬小麦收获和夏玉米播种时

期(6 月)以及夏玉米收获后(10 月)，感热通量都要高于潜热通量，11 月平均波文

比为 1.05，1－3 月平均波文比为 1.79，1.36 和 1.16，而 6 月份的月平均波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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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64。 

 
Fig.3.16 2002－2003 年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季日平均波文比(H/LE)的季节变化 
Fig.3.16 Seasonal variation of daily average Bowen ratio (H/LE) from Nov., 2002 to 

Oct., 2003 
 

第五节  农田生态系统水热、CO2通量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5.1 CO2通量对光强(PPFD)的响应   
 

图 3.17给出了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季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对光合量子通

量密度(PPFD)的响应曲线。生长季中PPFD一般变化在 0 和 1600 μmol m-2 s-1之间，

在低光阶段，NEP随光强的增加而基本呈线性增加。当光强进一步增加时，NEP
的增加开始变缓并在一定的高光强下达到饱和。不过，在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期

间，冠层光合均未观测到光饱和现象。一般NEP对光强的响应可以用直角双曲线，

即Michaelis-Menten函数来描述：  

                    eR
PPPFDa
PPPFDa

NEP −
+

=
max

max

*
**

                     (3.1) 

其中a为光合量子效率(mg CO2 m-2 s-1/μmol m-2 s-1)，Pmax为最大光合率(μmol m-2 
s-1)，Re为生态系统呼吸(μmol m-2 s-1)。数据点比较离散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涡

度相关本身的观测误差，另一方面说明其它环境因子，如气温、土壤温度、水汽

压差、风速以及土壤湿度等也强烈地影响着生态系统的CO2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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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旺季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与光合有效辐射的关

系 

Fig. 3.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t ecosystem productivity (NEP) and 
photosynthetic active radiation (PPFD) over the peak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ma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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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土壤呼吸与土壤温度的关系 
 
   已有的许多研究发现土壤呼吸与表层土壤温度强烈相关(Lloyd等，1994；
Tjoelker等，2001；刘允芬等，2004)。图3.18描述了土壤呼吸(Rs)与5-cm平均土

壤温度(Ts,5)的关系。图中，虚线是由实测点根据最小二乘方法拟合，而实线是根

据那些无离散的数据点拟合，可以看出，两条曲线都基本符合指数函数关系。因

此，土壤呼吸可以表示为土壤温度的指数关系，即常用的Q10函数：  

                                               (3.2) 
10/)25(

1025,
5, −= sT

ss QRR

式中Rs,25为参考土壤温度(25 °C)下的土壤呼吸率(mg m-2 s-1)，图中两条响应曲线

的Q10值分别为 1.88 和 2.22，这和已有的许多关于作物和森林的研究报道的Q10值

相似(Ryan等，1991； Baldocchi，1994；陈述悦等，2004；Desai等，2005)。其

它环境因子的影响造成了数据点的离散，如许多研究报道，土壤呼吸不仅与土壤

温度有关，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与土壤湿度强烈相关(Davidson等，1998；
Reichstein等，2002；于贵瑞等，2004)。另外晚上弱的湍流混和也导致了数据的

离散。 

 

图 3.18 测量期间土壤呼吸与 5 cm 土壤温度的关系 
Fig.3.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il respiration and soil temperature at 5-cm 

throughout the measuring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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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空气温度对CO2通量的影响 
 

图 3.19 描述了半小时净生态系统生产力与空气温度的关系，观测时段为

2003 年 4 月 15 日到 5 月 5 日，由于夜间CO2通量的主要部分为土壤呼吸，因此

我们选择日间 8 时到 16 时的数据，来尽可能反映温度对光合的作用。可以看出，

NEP对温度的响应曲线有一个最优值，大约在 20 °C左右，这与其它的研究报道

相一致(Baldocchi等，1981a，1981b)。然而，我们也可以明显地发现数据的离散

性很强，这说明CO2通量受其它环境因子的影响更大。 

 

图 3.19 2003 年 4 月 15 日到 5 月 5 日 8 时到 14 时半小时净生态系统生产力与气

温的关系 

Fig.3.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lf-hourly net ecosystem productivity (NEP) 
between 8:00h and 14:00h and air temperature (Ta) from Apr. 15, 2003 to May 5, 2003 

 
5.4 水分利用效率 (WUE) 
 
    水分利用效率有多种定义，分为叶片水平上，冠层水平上以及产量水平上的

水分利用效率。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冠层尺度，因此水分利用效率(mg CO2 g 
H2O-1)定义为CO2和水汽通量之比(－Fc/E)。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冠层水分利用效

率的变化过程，我们给出了冬小麦和夏玉米全生育期CO2和水汽通量的变化过程

(图 3.20)。在冬小麦的早期生长阶段，CO2通量基本为一个小的负值而日平均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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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通量在 20 W m-2以下。随着冬小麦的生长和叶面积指数的增加，光合和蒸腾都

急剧增加，相应的CO2通量和潜热通量都增加。在冬小麦的后期生长阶段至夏玉

米的早期生长阶段，土壤呼吸很强，因此CO2通量为一个大的负值，日平均潜热

通量下降到 40 W m-2左右。随着夏玉米的生长，CO2通量和潜热通量又开始增加

到一个比较高的值。可以看出，CO2通量和潜热通量的变化规律有一定的相似程

度，基本都随叶面积指数的增加而增加，但上升的幅度有所不同。图 3.21 给出

了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季日平均冠层水分利用效率的季节变化过程，冬小麦的水

分利用效率变化很大，从 1.0 到约 12 mg CO2 g H2O-1，且无明显的季节变化规律。

因此长期和连续的CO2通量和水汽通量的测量就显得更加重要，这有助于我们进

一步理解水分利用效率的变化规律。与冬小麦不同的是，夏玉米的最大水分利用

效率一般出现在八月中旬，大约 10 mg CO2 g H2O-1。尽管许多研究发现夏玉米的

水分利用效率要高于冬小麦，然而我们没有得出这样的结果，两者的水分利用效

率基本相似，变化在 0 到 15 mg CO2 g H2O-1。这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夏玉米期的土

壤呼吸更高。为了进一步比较两者的水分利用效率的差异，就必须将土壤呼吸从

CO2通量中分离出来，因此将箱式法与涡度相关方法相结合来研究水分利用效率

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图 3.20 冬小麦和夏玉米全生育期日平均净生态系统生产力(－Fc)和水汽通量

(LE)的季节变化 
Fig.3.20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daily averaged the net ecosystem productivity (-Fc) 
and latent heat flux (LE)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ma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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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盛期日平均水分利用效率(WUE)的季节变化 
Fig.3.21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daily averaged water use efficiency over the 

vigorous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maize 
 
    图 3.22 给出了水分利用效率和水汽压差的关系，观测时段分别为 2003 年 4
月 4 日－6 月 4 日和 2003 年 7 月 20 日－9 月 20 日。由于水分利用效率对较低的

太阳辐射相当敏感(Baldocchi等，1987；Nieveen等，1998)。 因此我们选择了日

间当太阳辐射大于 300 W m－2时的通量数据，可以看出水分利用效率和水汽压差

的关系可以表示为负指数函数关系，对于冬小麦： 
                      WUE=593.6*VPD-0.36                                    (3.4) 

对于夏玉米： 
                        WUE=180.6*VPD-0.74                                 (3.5) 
这个结果与已有的结果一致(Baldocchi 等，1985；Baldocchi 等，1994； Nieveen
等，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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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水汽压差对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观测时段为 2003 年 4 月 4 日－6 月 4
日和 2003 年 7 月 20 日－9 月 20 日且辐射大于 300 W m-2

Fig.3.22 The effect of vapor pressure deficit (VPD) on water use efficiency (－Fc/E) 
from Apr. 4, 2003 to Jun. 4, 2003 and from Jul., 20 to Sep. 20, 2003 (Rs > 300 W m-2) 

 
第六节   结果与讨论 

 
准确的测定农田能量和CO2通量对评价农田生态系统在全球和区域水碳循

环以及植被和大气相互作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章用涡度相关方法测定了华

北平原典型农田生态系统的能量和CO2通量，并分析了其日季变化及其控制因

子，得出以下结论： 
(1)  感热通量的日峰值出现在 12 时和 13 时之间，与净辐射的日变化基本一致。

而潜热通量的日峰值要落后 1 到 2 个小时，主要原因是潜热通量强烈依赖于水汽

压差，而VPD的最高值一般出现在午后。在冬小麦的生长旺盛时期，光合作用远

高于土壤和作物呼吸。夜间CO2通量的值为正，随着太阳辐射的增加而变为负，

其最大值出现在 11 和 12 时之间。2－5 月的CO2通量的峰值分别为－0.168，－

0.249，－0.719 和－0.837 mg CO2 m-2 s-1。而 7－9 月夏玉米的CO2通量的峰值分

别为－0.492，－1.163 和－0.753 mg CO2 m-2 s-1。 
(2) 在冬小麦生长季可以观测到光合午休现象，一般来说，光合午休的可能原因

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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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壤水分亏缺(Tazaki 等，1980；Tuzet 等，2003)。 
2) 由于午间和午后高的气温和叶温以及土壤温度，造成高的土壤呼吸和作物

呼吸，从而使冠层CO2通量的最大值一般出现在上午。 
3) 即使土壤水分充足，而且土壤温度没有显著提高，光合午休现象仍然存在

(Larson 等，1981；Ishihara and Saito, 1987; Pettigrew 等，1990； Hirasawa 等，

1999)。在我们的观测中最可能是由于高的水汽压差和高的冠层温度导致强烈的

蒸腾失水而引起的气孔关闭造成的，但是对于这个现象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3)  在冬小麦的早期生长阶段，低温和低太阳辐射导致感热和潜热通量都较低。

一年中月平均感热通量的最大值出现在 6 月份，达到 42.5 W m-2，而潜热通量的

月平均最大值出现在 8 月份，为 73 W m-2。在冬小麦和夏玉米的生长旺期，月平

均波文比一般都小于 0.5，而在 2 月份和 6 月份分别达到 1.5 和 1.1。   
(4)  在冻土期，能量通量的变化非常剧烈，在非冻土期，能量分配比在 0－1 之

间变化。在冬小麦和夏玉米的旺盛生长阶段，土壤热通量约占净辐射的 10%左右，

而在其它时期所占比重为 0.2－0.5。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在净辐射中的比重与作

物的生育期密切相关，在生长旺期波文比都在 1.0 以下。 
(5)  在冬小麦的越冬期，土壤呼吸是CO2通量的主要部分，此时农田为CO2的源。

当叶面积指数达到其峰值时期，月平均CO2通量为－0.168 mg m-2 s-1。6 月份由于

地上残留物以及根和土壤呼吸都十分强烈，因此此期农田为一年中CO2的最大

源，达到 0.136 mg m-2 s-1。而 5 月份由于冬小麦的叶面积指数较高，作物的生理

活动强烈，农田成为一年中CO2的最大汇，其值达到－0.168 mg m-2 s-1。 
(6)  净生态系统生产力对光强的响应可以很好的用直角双曲线来描述。土壤呼

吸和 5 cm土壤温度的关系可以用指数函数来描述，冬小麦和夏玉米的Q10值在 2.0
左右。而光合曲线的最优温度约为 20℃左右。 
(7)  冬小麦的水分利用效率在 0－12 mg CO2 g H2O-1之间变化，并且在生育期变

化强烈。然而，夏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最大值出现在八月

中旬，约为 10 mg CO2 g H2O-1。水分利用效率随着VPD的增加而呈负指数降低。 
 

参考文献 
 
陈述悦, 李俊, 陆佩玲, 王迎红, 于强. 2004. 华北平原麦田土壤呼吸. 特征. 应
用生态学报, 15: 1552-1560. 

刘允芬，宋霞，孙晓敏，温学发，陈永瑞．2004. 千烟洲人工针叶林CO2通量季

节变化及其环境因子的影响．中国科学D辑．34(增刊II)：109-117. 
于贵瑞，温学发，李庆康，张雷明，任传友，刘允芬，关德新．2004. 中国亚热

带和温带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呼吸的季节模式及环境响应特征．中国科学D

 73



第三章 农田生态系统水热与 CO2通量的变化特征及控制因子 

辑．34(增刊II)：84-94.  
Anderson, D.E., Verma, S.B., Rosenberg, N.J., 1984. Eddy correlation measurement 

of CO2, latent heat and sensible heat fluxes over a crop surface. Bound.-Lay. 
Meteorol., 29: 263-272.  

Anderson, D.E., Verma, S.B., 1986. Carbon dioxide, water vapor and sensible heat 
exchanges of a grain sorghum canopy. Boundary-Layer Meterorol. 34: 317-331.  

Anthoni, P.M., Freibauer, A., Kolle, O., Schulze, E.D. 2004. Winter wheat carbon 
exchange in Thuringia, Germany. Agric. Forest Meteorol. 121: 55-67.  

Baldocchi, D.D., S.B. Verma, and N.J.Rosenberg, 1981a.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the 
CO2 flux and CO2-water flux ratio of alfalfa, Agric. Meteorol, 24: 175-184.  

Baldocchi, D.D., Verma, S.B., Ronsenberg, N.J., 1981b. Seasonal and diurnal varation 
in the CO2 and CO2-water flux ratio of alfalfa. Agric.Meteorol., 23: 231-244.  

Baldocchi, D.D., S.B. Verma, and D.E. Anderson, 1987. Canopy photosynthesis and 
water-use efficiency in a deciduous forest, J. Applied Ecology, 24: 251-260. 

Baldocchi, D., 1993. Scaling water vapor and carbon dioxide exchange from leaves to 
canopy: rules and tools. In: Ehleringer, J.R., Field, C.B. (Eds.), Scaling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Leaf to Globe. Academic Press. San Diego, pp. 77-116.   

Baldocchi, D. D. 199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ss and energy exchange over a 
closed C3 (wheat) and an open C4 (corn) canopy: I. The partitioning of available 
energy into latent and sensible heat exchange. Agric.Forest Meteorol. 67: 191-220 

Baldocchi, D., 199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ss and energy exchange rates over a 
closed C3 (wheat) and an open C4 (corn) crop: II CO2 exchange and water use 
efficiency. Agric.For.Meteorol., 67: 291-321. 

Baldocchi, D., Falge, E., Gu., L.H.,Olson, R., Hollinger, D., Running, S., Anthoni, P., 
Bernhofer,C., Davis, K., Evans, R., Fuentes, J., Goldstein, A., Katul, G., Law, B., 
Lee, X.H., Malhi, Y., Meyers, T., Munger, W., Oechel, W.U.K.T.P., Pilegaard, K., 
Schmid, H.P., Valentini, R., Verma, S., Vesala, T., Wilson, K., Wofsy, S., 2001. 
FLUXNET: a new tool to study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bility of 
ecosystem-scale carbon dioxide, water vapor, and energy flux densities. Bull. Am. 
Meteorol. Soc. 82: 2415-2434. 

Davidson, E.A., Belk, E., Boone, R.D. 1998. Soil water content and temperature as 
independent or confounded factors controlling soil respiration in temperature mixed 
hardwood forest. Global Change Biology. 4: 217-227. 

Denmead, O.T., McIlroy, I.C., 1971. Measurement of carbon dioxide exchange in the 
field. In: Sestak, Z., Catsky, J., Jarvis, P.G., (Eds.), Plant Photosynthetic Production. 

 74



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及水热，CO2通量传输试验与模拟研究 

Manual of Methods, Junk, The Hague, pp. 467-516.  
Desai, A.R., Bolstad, P.V., Cook, B.D., Davis, K.J., and Carey, E.V. 2005. Comparing 

net ecosystem exchange of carbon dioxide between an old-growth and mature 
forest in the upper Midwest, USA. Agric.Forest Meteorol. 128: 33-55. 

Desjardins, R.L., 1984. Eddy flux measurements of CO2 above corn using a 
microcomputer system. Agric.For.Meterorol., 32: 257-265.  

Desjardins, R.L., 1985. Carbon dioxide budget of maize. Agric.For.Meteorol. 36: 
29-41.  

Falge, E., J. Tenhunen, D. Baldocchi, M. Aubinet, P. Bakwin, P. Berbigier, C. 
Bernhofer, J. M. Bonnefond, G. Burba, R. Clement, K. J. Davis, J. A. Elbers, M. 
Falk, A. H. Goldstein, A. Grelle, A. Granier, T. Grunwald, J. Gudmundsson, D. 
Hollinger, I. A. Janssens, P. Keronen, A. S. Kowalski, G. Katul, B. E. Law, Y. Malhi, 
T. Meyers, R. K. Monson, E. Moors, J. W. Munger, W. Oechel, K. T. P. U, K. 
Pilegaard, U. Rannik, C. Rebmann, A. Suyker, H. Thorgeirsson, G. Tirone, A. 
Turnipseed, K. Wilson, and S. Wofsy. 2002. Phase and amplitude of ecosystem 
carbon release and uptake potentials as derived from FLUXNET measurements.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 113: 75-95. 

Gu, S., Tang, Y.H., Cui, X.Y., Kato, T., Du, M.Y., Li, Y.N., Zhao, X.Q. 2005. Energy 
exchange between the atmosphere and a meadow ecosystem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gric.Forest meteorol., 129: 175-185. 

Hirasawa, T., Iida, Y., Ishihara, K., 1989. Dominant factors in reduction of 
photosynthetic rate affected by air humidity and leaf water potential in rice plants. 
Jpn.J.Crop Sci. 58: 383-389. 

Hirasawa T, Wakabayashi K, Touya S, Ishihara K. Stomatal responses to water deficit 
and abscisic acid in leaves of sunflower (Helianthus annuus L.) grown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1995. Plant Cell Physiol. 36: 955–964. 

Hirasawal, T., Hsiao, T.C., 1999.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reduced leaf photosynthesis 
at midday in maize growing in the field. Field Crops Res. 62: 53-62. 

Hurtalova, T., and Matejka, F., 1999.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and energy fluxes above 
different plant canopies. Agricultural & Forest Meteorology, 99: 491-500. 

Ishihara, K., Saito, K., 1987. Diurnal course of photosynthesis, transpiration, and 
diffusive conductance in the single leaf of the rice plants grown in the paddy field 
under submerged condition. Jpn. J. Crop Sci. 56: 8-17. 

Jara, J., Stockle, C.O., Kjelgaard, J., 1998. Measurement of evaportranspiration and 
its components in a corn (Zea Mays L.) field. Agric.Forest meteorol. 92: 131-145. 

 75



第三章 农田生态系统水热与 CO2通量的变化特征及控制因子 

Larson, E.M., Hesketh, J.D., Woolley, J.T., Peters, D.B., 1981. Seasonal variations in 
apparent photosynthesis among plant stands of different soybean cultivars. 
Photosynt. Res. 2: 3-20. 

Lascano, R.J., Van Bavel., C.H.M., Hatfield, J.L., Upchurch, D.R., 1987. Energy and 
water balance of a sparse crop: simulated and measured soil and crop evaporation. 
Soil Sci.Soc.Am. J. 51: 1113-1121. 

Lee, H.C., Hong, J.K., Cho, C.H., Choi, B.C., Oh, S.N., and Kim, J. 2003. Surface 
exchange of energy and carbon dioxide between the atmosphere and a farmland in 
Haenam. Korean J.Agric.For.Meteorol., 5: 61-69.  

Leuning, R., Tuzet, A. and Perrier, A. 2004. Stomata as part of the 
soil-plant-atmosphere continuum. Forests at the land-atmosphere interface. In eds: 
Mencuccini, M., Grace, J., Moncrieff, J. and McNaughton, K.G. pp, 9-28.  

Lohila, A., Aurela, M., Regina, K., Laurila, T., 2003. Soil and total ecosystem 
respiration in agricultural fields: effect of soil and crop type. Plant and Soil, 251: 
303-317. 

Lloyd, J., Talor, J.A. 1994. On the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soil respiration. Funct 
Eco, 9:  315-323.  

McGinn, S.M., and K.M. King, 1990. Simultaneous measurements of heat, water 
vapour and CO2 fluxes above alfalfa and maize, Agric.For.Meteorol., 49: 331-349.  

Nieveen, J. P., C. M. J. Jacobs, and A. F. G. Jacobs. 1998. Diurn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 of carbon dioxide exchange from former true raised bog. Global Change 
Biology 4: 823–833. 

Pettigrew, W.T., Hesketh, J.D., Peters, D.B., Woolley, J.T., 1990. A vapor pressure 
deficit on crop canopy photosynthesis. Photosynt. Res. 24: 27-34. 

Reichstein, M., Tenhunen, J.D., Roupsard, O. et al., 2002. Ecosystem respiration in 
two Mediterranean veergreen Holm Oak forests: drought effects and decomposition 
dynamics. Functional Ecology. 16: 27-39. 

Ryan, M.G., Binkley, D., Fownes, J.H., Giardina, C.P., Senock, R.S. 2004. An 
experiment test of the causes of forest growth decline with stand age. Ecol.Moogr. 
74: 393-414.  

Soegaard, H., Jensen, N.O., Boegh, E., Hasager, C.B., Schelde, K., Thomsen, A. 2003. 
Carbon dioxide exchange over agricultural landscape using eddy correlation and 
footprint modeling. Agric.Forest Meteorol. 114: 153-173.  

Steduto, P., Hsiao, T.C., 1998. Maize canopies under two soil water regimes, I. 
Diurnal patterns of energy balance, carbon dioxide flux, and canopy conductance. 

 76



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及水热，CO2通量传输试验与模拟研究 

Agric.For. Meteorol., 89: 169-184. 
Steduto, P., Hsiao, T.C., 1998a. Maize canopies under two soil water regimes: II. 

Seasonal trends of evapotranspiration, carbon dioxide assimilation and canopy 
conductances, and as related to leaf area index. Agric.For.Meteorl. 89: 189-203. 

Steduto, P., Hsiao, T.C., 1998b. Maize canopies under two soil water regimes: III. 
Variation in coupling with the atmosphere and the role of leaf area index. 
Agric.For.Meteorl. 89: 205-217. 

Steduto, P., Hsiao, T.C., 1998c. Maize canopies under two soil water regimes: IV. 
Validity of the Bowen-ratio energy balance technique for measuring water vapor 
and carbon dioxide fluxes at 5-minute intervals. Agric.For.Meteorl. 89: 219-232.  

Tazaki, T., Ishihara, K., Ushijima, T., 1980. Influence of water stress on the 
photosynthesis and productivity of plants in humid area. In: Turner, N.C., Kramer, 
P.J. (Eds.), Adaptation of Plants to Water and High Temperature Stress, Wiley, New 
York, pp.309-321. 

Tjoelker, M.G., Oleksyn, J., Reich, P.B. 2001. Modelling respiration of vegetation: 
evidence for a general temperature-dependent Q10. Global Change Biology, 7: 
223-230. 

Tuzet, A., Perrier, A. and Leuning R., 2003. A coupled model of stomatal conductance, 
photosynthesis and transpiration. Plant Cell Environ. 26: 1097-1116. 

Wang, H.X., Zhang, L., Dawes, W.R., Liu, C.M. 2001. Improving water use efficiency 
of irrigated crops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measurements and modeling. 
Agric.Water.Manage. 48: 151-167. 

 

 77



第四章  农田生态系统水热与 CO2通量的日变化模拟模型 

第四章 农田生态系统水热与CO2通量的日变化模拟模型 

光合和蒸腾是作物生产力形成的两个基本过程。光合和水分消耗的准确计算

不仅有助于指导农田灌溉和提高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而且在研究植物和大气的

相互作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各个尺度上，从单叶、区

域到全球尺度的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模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Farquhar等
(1980)以及von Caemmerer和Farquhar (1981)提出了C3植物光合的生化模型，由于

其机理性强且只需要较少的参数，因而成为各种大尺度模型的基础。同时，叶片

尺度的生物化学过程和生物物理过程相互反馈作用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许多研究

详细的描述了C3植物和C4植物叶片气孔导度与光合速率以及环境因子的关系

(Jarvis，1976；Ball，1987；Ball等，1987；Collatz等，1991；Collatz， 1992；
Leuning，1995；Nikolov等，1995；Wang等，1998；Yu等，2002)。冠层尺度的

光合模型普遍分为大叶模型和多层模型(Baldocchi，1992；Amthor，1994)，大叶

模型把冠层作为一个扩展的叶片(Farquhar，1989；Sellers等，1992；Baldocchi 和
Harley，1995；Norman，1993；Kull和Jarvis，1995)，而一些多层模型将冠层分

为阴叶和阳叶来分别考虑其气孔导度和光合作用(Norman，1980；Leuning等，

1995；Wang和Leuning，1998；Chen等，1999)。 
计算感热和潜热通量的数学模型一般分为单层、双层和多层模型。单层模型

如Penman-Monteith方程(Penman，1948；Monteith，1965)现已广泛用来估计各种

作物的蒸散(Brutsaert和Stricker，1979；Katul和Parlange，1992；Parlange和Katul， 
1992；Konzelmann等，1997)；双层模型将作物蒸腾和土壤蒸发分开考虑 
(Shuttleworth和Wallace，1985；Choudhury和Monteith，1988；Noilhan和Planton， 
1989；Kustas，1990)；多层模型考虑冠层中水热传输、冠层结构的垂直变化以及

冠层中源和库的分布等(Chen，1984；Tanaka等，1998； Wu等，2000；Anadranistakis 
等，2000)。尽管单层模型由于其简单实用得以广泛应用，但其在计算稀疏植被

或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作物蒸散时，受到很大限制，因为通量的源库出现在不同的

两个表面－冠层和土壤(Domingo等，1999)，而多层模型由于其所需的冠层内微

气象变量难以获得而限制了其适用性。同时，既然光合和蒸腾都是发生在同一个

器官－叶片当中，因此这两个过程有着紧密联系。当前一些模型通过气孔导度将

光合和蒸腾耦合起来(Collatz等，1991；Collatz，1992；Leuning等，1995；Yu等，

2001)。 
可以看到，尽管当前计算光合和蒸腾的参数化方法多种多样，但各种方法有

其共同点却又不尽相同，因此在不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选择适当的参数化方法

并将其集成用以模拟光合和蒸腾就显得更加重要。当前对华北平原农田CO2和水

热通量的测量和模拟仅限于短期的测量和简单的描述，详细和系统的研究还不多

见，因此本章我们基于ChinaFlux的长期连续的涡度相关测量，建立光合蒸腾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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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模型来描述农田的CO2和水热通量的日变化以及评价模型在不同气候条件下

的适用性。                                                                          
第一节 光合蒸腾耦合模型 

 
    图4.1为光合蒸腾耦合的基本原理。本章在光合蒸腾耦合的思想下将作物水

热传输和CO2传输过程相结合，模型包括冠层蒸散子模型、冠层光合子模型和土

壤水热传输子模型。三个子模型相互耦合，冠层阻力由蒸散子模型和光合子模型

共同决定，而光合子模型所需的冠层和土壤温度需要调用蒸散子模型来计算，同

时蒸散子模型必须和土壤水热传输子模型结合起来求解能量平衡方程。 
 
 
 
 
 
 
 
 
 
 
 
 
 
 

光合作用 

气孔阻力 

Ci

叶片边界层阻力 

Cs

Ca VPD

VPDs

气孔阻力 

蒸腾作用 

叶片边界层阻力 

气孔

图4.1光合蒸腾耦合的基本过程 
Fig.4.1 The coupling of photosynthesis and transpiration 

 
1.1  冠层蒸散模型 

 

冠层蒸散模型包括辐射传输子模型、热辐射子模型、双层水热传输子模型和

阻力子模型。 
 

1.1.1 辐射传输子模型 

 

到达作物冠层顶的太阳短波辐射分为直接可见光辐射(Sdv)、直接近红外辐射

(Sdi)、散射可见光辐射(Ssv)和散射近红外辐射(Ssi)。本文假设冠层叶片在水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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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均匀分布，由Beer定律可知，冠层内任一水平面的光强(I)随着距冠层顶的深度

增加而呈指数递减，即 
LeII η−= 0                        (4.1) 

式中I0为冠层顶的光强(W m-2)，η为消光系数，L为在这一水平面上的累积叶面

积指数(m2 m-2)。 

  由于冠层和土壤对直接辐射和散射辐射的消光系数和反射率是不相同的,因

而需要分别计算，本文根据Goudriaan(1977)的处理方法。冠层对不同太阳倾角的

直接可见光和直接近红外辐射的消光系数分别为： 

)(94623.00353.0)( ikkik bhvv ××+=                (4.2) 

)(94623.00353.0)( ikkik bhii ××+=                (4.3)  

i从1到9，表示太阳倾角为0°～10°，…，81°～90°，kb 是当冠层为黑体时的消光

系数，khv和khi是当冠层为水平叶片时对可见光和近红外辐射的消光系数。 

对于散射辐射有： 

                              (4.4) ∑
=

=−
9

1
))(exp()()exp(

i
fud LikiBLk

其中kd为冠层为黑体时对散射辐射的消光系数，BBu是散射辐射的正态分布函数，

kf为冠层对散射辐射的消光系数，则冠层对可见光散射辐射和近红外散射辐射的

消光系数为： 

∑
=

−=
9

1

)( /))(ln(
i

Lik
udv LeiBk v                   (4.5)  

以及： 

                                       (4.6)    ∑
=

−=
9

1

)( /))(ln(
i

Lik
udi LeiBk i

对于长波辐射的衰减有： 

                                      (4.7) ∑
=

=−
9

1
))(exp()()exp(

i
bul LikiBLk

因此冠层对长波辐射的消光系数为： 

∑
=

−=
9

1

)( /))(ln(
i

Lik
ul LeiBk b             (4.8) 

由简化公式，冠层对直接可见光和近红外辐射的反射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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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hv和ρhi分别为冠层为水平叶片时对可见光和近红外辐射的反射率。而冠层

对直接可见光和直接近红外辐射的反射率分别为： 

             )(117.10111544.0)( ii fvv ρρ ×+−=               (4.11) 

            )(117.10111544.0)( ii fii ρρ ×+−=               (4.12) 

对于散射可见光和散射近红外辐射，反射率分别为： 
                          (4.13) ∑=

=

9

1
)()(

i
vudv iiB ρρ

                                        (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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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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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热辐射子模型 

  

农田的辐射平衡方程为： 

           nan FQR −−= )1( ρ                     (4.15)               

式中Rn为冠层上方的净辐射通量密度(W m-2)，ρa为冠层和土壤对太阳辐射的反

射率，Q为入射太阳辐射(W m-2)，Fn为地表有效辐射(W m-2)。则地表和冠层的

辐射平衡方程分别为：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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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ns和Rnc分别为土壤和冠层吸收的净辐射(W m-2)，Rls为土壤的长波辐射(W 
m-2)，Rlc为冠层的长波辐射(W m-2)。 
 
1.1.3 双层水热传输子模型 
 

农田的能量平衡方程为： 

          MJDGEHRn +++++= λ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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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为感热通量(W m-2)，λE为潜热通量(W m-2)，G为土壤热通量(W m-2)，D
为由平流作用从水平方向移走的能量(W m-2)，J为农田内部物理作用而消耗的能

量(W m-2)，M为植物光合作用消耗的能量(W m-2)。在农田能量平衡研究中，后

三项经常忽略不计。则冠层和土壤的能量平衡方程分别为： 

                           ccnc EHR λ+=                        (4.19) 

     GEHR ssns ++= λ                      (4.20)    

式中Hc和Hs分别为冠层和土壤的感热通量(W m-2)，而λEc和λEs分别为冠层和土

壤的潜热通量(W m-2)。对于冠层潜热和土壤潜热可采用S-W双层模式来计算

(Shuttleworth和Wallace，1985)。平均冠层流高度和参考高度的水汽压差和温度

差分别为： 

p
a

ax cEree ργλ /0 −=−                     (4.21)    

p
a

ax cHrTT ρ/0 −=−                    (4.22) 

而冠层源高度的水汽压差( )：  0D

000 )]()([)( eTeTeTeD wxwxw −−−=               (4.23) 

则 与参考高度的水汽压差(D0D a)的关系为: 

p
a

ana crEGRDD ρλγ /])()[0 +Δ−−Δ+= （        (4.24) 

冠层上方的蒸散量可分解为两部分: 

sscc PMCPMCE +=λ                     (4.25) 

其中PMc和PMs在形式上与Penman-Monteith公式相似，分别用于冠层蒸腾和土壤

蒸发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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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pn

s

rr
r

rrRRrDCGR
PM

+
++Δ

+−Δ−+−Δ
=

γ

ρ          (4.27) 

系数Cc和Cs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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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acs

ac
c

RRR
RR

C

+
+

=                             (4.28) 

和 
 

)(
1

1

asc

as
s

RRR
RRC

+
+

=                             (4.29)              

其中Ra，Rc和Rs定义为： 

                        (4.30) a
aa rR ）（ γ+Δ=

                               (4.31) c
s

c
ac rrR γγ ++Δ= ）（

s
s

s
as rrR γγ ++Δ= ）（                      (4.32) 

在潜热通量获得后，则D0可由方程4.24计算，那么相应的土壤蒸发和作物蒸腾可

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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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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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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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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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Δ

ρΔ
λ               (4.34) 

而冠层和土壤感热通量采用下面的公式计算： 

c
a

a
a

ac
Pc rr

TTCH
+
−

= ρ                      (4.35) 

 
s

a
a

a

as
Ps rr

TTCH
+
−

= ρ                    (4.36) 

式中ρ为空气密度(1.293 kg m-3），Cp为空气定压比热(1012 J kg-1 K-1)，λ为水的汽

化潜热(2.49×106 J kg-1 K-1)，Δ为饱和水汽压随温度变化的斜率(hPa K-1)，γ为干湿

表常数(0.67 hPa K-1)，Ta为参考高度的气温(°C)，Tc为冠层温度(°C)，ra
a为冠层源

高度到参考高度的空气动力学阻力(s m-1)，ra
c为冠层表面边界层阻力(s m-1)，ra

s为

土壤表面到冠层源高度的空气动力学阻力(s m-1)，rs
c为冠层阻力(s m-1)，rs

s为土壤

阻力(s m-1)。 
模型采用迭代的方法来计算地表温度和冠层温度。首先给定冠层温度和地

表温度的初始值，代入方程4.35和4.36中求出冠层感热和土壤感热。然后用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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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平衡方程求出冠层和土壤吸收的净辐射，再用S-W公式计算得到潜热通量。

将感热和潜热的值再代入能量平衡方程中，对于冠层来讲如果感热和潜热的值与

净辐射相差小于0.1 W m-2时，则认为迭代完成，此时的冠层温度即为正确值。同

样，对于土壤，如果其感热、潜热与土壤热通量之和与土壤净辐射相差小于0.1 W 
m-2时，认为迭代成功，此时的地表温度为正确值。再把冠层温度和地表温度代

入方程4.35和4.36，即可求得冠层和土壤的感热通量，再由方程4.33和4.34可得潜

热通量。 

 
1.1.4 阻力子模型 

 

在计算感热和潜热通量时，各项阻力的准确计算是关键因素。在模型中需要

确定五个阻力：冠层源高度到参考高度的空气动力学阻力、冠层表面边界层阻力、

土壤表面到冠层源高度的空气动力学阻力、冠层阻力以及土壤阻力。模型中，土

壤阻力由经验性的表层土壤水分函数来确定(Lin和Sun，1983)： 

               31
2)( bbr bss

s +=
θ
θ

                     (4.37) 

其中θ为0－10 cm土层的平均土壤含水量(m3 m-3)，θs是表层土壤的饱和含水量

(m3 m-3)，b1，b2和b3为经验参数。模型将作物和土壤视为一致的空气动力学系统，

则其特征值－零平面位移(d)和粗糙度(z0)由下式给定(Mehrez等，1992)： 

                           hd ασ63.0=                         (4.38)   

3
)()1(0

dhzz b

−
+−= α

α

σσ                   (4.39)   

式中h是作物高度(m)，zb是裸地的粗糙度，常取0.01 m(Van Bavel和Hillel，1976)，
σα是动量分配系数，与叶面积指数有关(Shaw和Pereira，1981)： 

                        )
8

exp()
5.0

5.0(1
2L

L
−

+
−=ασ                 (4.40) 

ra
c，ra

a和ra
s表示为整个土壤－植被系统动量传输的空气动力学阻力(ra)的分数 

(Anadranistakis等，1999)：  

a
ra

h

a

hc
a r

u
u

u
ur

σσ
== 2

*

                    (4.41)            

a
r

hrhra
a r

u
uu

u
uur −

=
−

= 2
*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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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a

h

a

hs
a r

u
u

u
ur

)1()1( 2
* σσ −
=

−
=                    (4.43) 

其中 是摩擦速度(m s*u -1), ur为参考高度的风速(m s-1)。ra为大气稳定度的函数(s 

m-1)，由下式表示： 

⎥⎦
⎤

⎢⎣
⎡ −

−
⎥
⎦

⎤
⎢
⎣

⎡
−

−
= HMa z

dz
z

dz
zuk

r ψψ '
0

2 lnln
)(

1
0

        (4.44) 

式中k是von Karman常数，而z0
’=z0/7 (Garratt，1978)。模型假定大气处于中性层

结，则有ψM=ψH=0,则平均冠层流的风速 

raah uzuu )1()(83.0 σσ −+=               (4.45) 

冠层对水汽的阻力为冠层导度的倒数，模型中冠层导度为阳叶导度(gsw,n)和阴

叶导度(gsw,e)之和，则冠层阻力为：                                          

)/(1 ,, eswnsw
c

s ggr +=                    (4.46)              

气孔导度的计算见下面的冠层光合子模型。  
 
1.2 冠层光合模型 

 

    冠层光合模型包括叶片光合子模型和气孔导度子模型。冠层净光合速率

(Anc)为阳叶净光合速(Anc,n)与阴叶净光合速(Anc,e)之和， 

encnncnc AAA ,, +=                      (4.47) 

1.2.1 叶片光合子模型  

 

光合作用是绿色植物利用光能将吸收的CO2和水同化为有机物并释放出O2

的过程。生理学对光合作用已经有了详尽的研究，但难以应用到生态系统模型上。

为此本模型采用修改后的Farquhar(1980)的光合作用生化模型。 

叶片净光合速率是叶片总光合速率(A)与叶片暗呼吸(Rd)之差：      

dn RAA −=                         (4.48) 

Farquhar等(1980)以及von Caemmerer和Farquhar(1981)提出了C3植物光合作用的

生化模型，将总光合速率表达为胞间CO2分压(Pi)，光合量子通量密度(Qp)和叶温

(Tl)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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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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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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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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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

mlS

limC

lipE

VTfJ
TPVfJ

TPaQfJ

A                  (4.49) 

式中JE是受RuBP再生速率限制的光合速率(μmol m-2 s-1)，JC为受Rubisco酶活性限

制的光合速率(μmol m-2 s-1)，Js是光合产品利用率限制的光合速率(μmol m-2 s-1)。 
由于不同限制之间的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为考虑几个过程之间的相互限

制，Collatz等(1991)将以下两个方程的最小的根作为光合率： 

0)(2
1 =++− CECEPP JJJJJJβ                (4.50) 

0)(2
2 =++− SPSP JJJJAAβ                (4.51) 

其中Jp为中间变量(μmol m-2 s-1)，β1和β2为凸度系数，而Rubisco限制的光合速率

表示为 (Collatz等，1991)： 

)/1(
)(

oci

im
C KOKP

PV
J

++
Γ−

=
                    (4.52) 

式中Vm是最大羧化速率(μmol m-2 s-1)，Pi和O为叶片胞间CO2和O2分压(Pa)，Г是CO2

补偿点(Pa)， Kc和Ko是CO2和O2的Michaelis-Menten动力参数(Nikolov等，1995)： 

                )]/(80470462.32exp[25 lcc RTPKK −=                 (4.53) 

)]/(14510854.5exp[25 loo RTPKK −=                  (4.54) 

式中P为大气压(Pa)，Kc25和Ko25为 25 °C时的Kc和Ko值，Tl为叶温(°C)。当考虑光

抑制时，最大光合率(Jc)随着光强的增加而降低(Yu等，2002)： 

       { })]1/(exp[10 −−= mcc IIfJJ                (4.55) 

式中f为表征光合速率随光强相对降低率的特征参数，Im为光合速率达到0时的最

大光强(μmol m-2 s-1)。 
RuBP再生速率受电子传递速率的控制(Collatz等，1991)： 

                         )2(
)(

0 Γ+
Γ−

=
i

i
aE P

P
QJ α

                     (4.56) 

式中α0为初始量子效率(mol mol-1)，Qa为叶片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μmol m-2 s-1)。  
     而光合产品利用率限制的光合速率表示为(Collatz 等，1991)： 

                            2
m

s
V

J =
                             (4.57) 

     而最大羧化速率Vm为叶温的函数(Collatz等，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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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1

1

21
0

ll
mm RTTaa

VV
+−+

=             (4.58)              

而                                             (4.59)              

式中a

10/)25(
10250

−= aT
mm QVV

1和a2是参数，Vm0是中间变量(μmol m-2 s-1)。Vm25是 25 °C时的Vm0，R为理

想气体常数(J kg-1 K-1)。 
     叶片暗呼吸(Rd)与Vm成正比(Collatz等，1991)： 

Rd=rVm                              (4.60)              
式中r为暗呼吸比例常数。 

土壤呼吸通量(Rs)由一个土壤温度的Q10函数来描述： 
10/)25(

100
−= sT

s QRR                        (4.61)              

式中R0为土壤温度在25 °C时的土壤呼吸(取为0.11 mg m-2 s-1)，Ts为5-cm平均土壤

温度(°C)，Q10为常数。 
则冠层上方的CO2通量(Fc)为： 

       sncc RAF −=                            (4.62) 

1.2.2 气孔导度子模型  

 

    Ball等(1987)提出了一个半经验模型(Ball-Berry模型)，认为当植物体不受水

分亏缺影响时，叶片气孔导度(gs)是叶面上空气相对湿度(hs)、叶面CO2浓度(Cs)

和叶片净光合速率(An)的函数。由于气孔响应失水而收缩，失水速率与水汽压差

而不是与叶面相对湿度成正比，因此Leuning(1995)用叶面水汽压差(Ds)取代空

气的相对湿度而修正了Ball-Berry模型：  

         n
s

s 0( )(1 / )s

Ag m g
C Γ D D

=
− + 0+                   (4.63) 

式中m为系数，对于C3作物常取值8，对于C4作物取值6。D0为表征气孔对水汽压

差响应的特征值(hPa)，g0为最小气孔导度(mol m-2 s-1)。当作物受水分亏缺影响时，

我们引进一个土壤水分对气孔导度的限制因子(f(θ))(Gollan等，1986；Wang和
Leuning，1998)： 

                     0
0

)(
)/1)((

gf
DDC

A
mg

ss

n
s +

+Γ−
= θ            (4.64) 

式中
wf

wmf
θθ
θθ

θ
−
−

= 1)( ，θ为 0－20cm平均土壤含水量(m3 m-3)，θw和θf分别是土

壤凋萎含水量和田间持水量(m3 m-3)，m1为经验常数。 

 87



第四章  农田生态系统水热与 CO2通量的日变化模拟模型 

而Ds与Da的关系可以表示为(Aphalo和Jarvis，1993)： 

(1 / )s a tw bD D wg g= −                         (4.65) 

式中gtw和gbw为叶片对水汽的总导度和边界层导度(mol m-2 s-1)，而叶片对水汽的

总导度 是叶片对水汽的气孔导度 和边界层导度 的并联： twg swg bwg

              )/1/1/(1 bwswtw ggg +=                      (4.66) 

而叶片对CO2的气孔导度与水汽导度的关系为： 

   scsw gg 6.1=                         (4.67) 

同样地，叶片对CO2的总导度 是叶片对COtcg 2气孔导度 和边界层导度 的并

联： 

scg bcg

)/37.1/6.1/(1 bcsctc ggg +=                           (4.68) 

    在叶片气孔导度求得后，根据通量梯度方程，即可得出叶面CO2浓度(Cs)和

胞间CO2浓度(Ci)： 

bcnas gACC /−=                         (4.69) 

tcnai gACC /−=                          (4.70) 

 
1.3 土壤水热传输模型 

 

    土壤水热传输模型包括土壤水分运动子模型、根吸水子模型以及热传导子模

型。 

 

1.3.1 土壤水分运动子模型 

 

将土壤剖面分成不同厚度的土层，考虑各土层中储水量的动态变化、上下边

界处的水流通量以及根系从土层中的吸水量，则土壤剖面水分动态可由如下一组

微分方程来描述： 

12,1s111 d
d SQEIP

t
D −−−+=

θ                        (4.71)               

i1ii,i1,i
i

i d
d SQQ

t
D −−= +−

θ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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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n1,n
n

n d
d SQQ

t
D −−= −

θ
                          (4.73)                

式中i为土层（i = 2，…，n）序号，Di为第 i层土层厚度(cm), θi为第 土层土壤体

积含水量(cm

i
3 cm-3), 为两个相邻土壤层的水通量(cm1, +iiQ 3 cm-2 h-1)，并规定向

下通量为正，Si为第 土层根吸水量(cm hi -1)，P1和I1分别是降水量和灌溉量(cm 
h-1), Es是土壤蒸发率(cm h-1), t是时间(h)。 

 

1.3.2 根吸水子模型 

 

Feddes 和 Zaradny(1978)通过考虑土壤水势的权重因子提出了一个根吸水模

型，根吸水速率(S)表示为蒸腾速率、根长和土壤水势的函数： 

rLr

i

i
i T

dz
S

∫
=

0
)(

)(

ψα

ψα                        (4.74)              

式中ψi为第i层的土壤水势(cm)，Lr为根长(cm)，Tr为蒸腾率(cm h-1)，α(ψi )为土壤

水势的权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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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α               (4.75) 

式中ψ1, ψ2和ψ3为 3 个不同标准的土壤水势界限值(cm)，当土壤水势在ψ1和ψ2之

间变化时，根系不受水分限制(α(ψ)=1)，当土壤水势低于ψ2或者ψ1时，即土壤太

干或者太湿以及透气性差时，α(ψ)小于 1，当土壤水势继续下降而低于ψ3时，根

部无法吸水而供应蒸腾的需要。  
 
1.3.3 热传导子模型 

 

对于非均质土壤，当土壤含水量随深度的变化对热特性参数的影响可以忽略

时，热传导方程可以表示为 

))(()(
z
TzK

zt
zzc

∂
∂

∂
∂

=
∂
∂                    (4.76) 

式中c(z)是深度为z处的土壤比热(J cm-3 K-1)，K(z)为深度z处的土壤热传导率

(W cm-1 K-1)。热传导方程可以通过三对角方程隐含格式来求解，根据现时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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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温度剖面和土壤热通量来求得下一时刻的土壤温度剖面。 

而土壤深度z处的土壤热通量可表示为： 

dzzc
t
T

z
TzKG

z
)()(

0∫ ∂
∂

+
∂
∂

−=                       (4.77)               

由于在许多情况下可忽略 dzzC
t
Tz

)(
0∫ ∂
∂ 对热通量的影响(Leyton，1975)，则通过差分

可求得通过地表的热通量 

]/))[(( zTTzKG sg Δ−−=                        (4.78)               

式中Tg为地表温度(°C)，Ts为从地表到z深度的平均土壤温度(°C)。 

第二节 模型的验证 

    光合蒸腾耦合模型的主要输入气象数据是气温、水汽压、风速、总辐射、日

照时数以及降雨与灌溉量；主要输入的作物数据是株高和叶面积指数，模型在输

入前将每5天观测的株高和叶面积指数内插到日时间尺度；主要输入的土壤参数

是土壤容重、土壤饱和含水量、田间持水量和凋萎含水量。模型的主要输出是净

辐射、CO2 通量、感热和潜热通量。本节通过比较模拟值和实测值来对模型进

行验证，由于模型的主要目的是模拟CO2和水热通量的日变化过程，因此只选取

了生育期中几个不同生长阶段，且测量精度比较高的数据来对模型进行验证。模

型中主要的参数见附录4.1，表4.1给出了模型使用的一些关键参数值。  
图4.2为四个不同生长阶段(2003年3月7日到10日，3月27日到30日，4月12到

15日，5月19到22日)半小时平均净辐射通量密度的观测值与模拟值的比较。模型

中净辐射由辐射平衡方程与能量平衡方程结合得出，日间净辐射主要由太阳辐

射、作物和土壤的长波辐射决定，而太阳辐射又为净辐射的主要决定项，模型中

总辐射为输入值，因此反射率和消光系数这些参数的确定以及冠层和土壤温度的

模拟直接决定了净辐射模拟的精度。夜间净辐射主要由长波辐射决定，因此夜间

净辐射的模拟精度由冠层温度和土壤温度的准确性决定。从图4.2可以看出，模

拟值和实测值相当吻合。进一步对观测值和模拟值作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四个

模拟阶段的回归线斜率均接近于1，最低斜率为0.94，而最大截距为14.22 W m-2，

相关系数都在0.9以上(图4.3)，说明模型能够很好的模拟辐射在冠层中的传输以

及冠层温度和土壤温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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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不同生长阶段净辐射的模拟值和实测值的比较 
Fig.4.2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ed and measured net radiation above winter 

wheat canopy at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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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不同生长阶段净辐射的模拟和观测值的相关分析 

Fig.4.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imulated and measured net radiation (Rn) at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图4.4和图4.5是四个不同生长阶段即不同叶面积指数下半小时平均感热和潜

热通量观测值与模拟值的比较。模型中感热和潜热通量由双层蒸散模型计算，空

气动力学阻力、冠层阻力和土壤阻力的准确计算直接决定了感热和潜热通量的模

拟精度。从图中可以看出，模型对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的模拟都与观测值比较一

致，感热通量在夜间的误差主要可能是由于夜间弱的湍流混合以及大气的稳定

性，由于模型没有考虑层结稳定性对空气动力学阻力的影响，必然会带来一定的

误差。这种误差的大小对模拟结果的影响还必须将模型应用到整个或几个生育期

来进行检验。模拟值与实测值相关分析表明(图4.6和图4.7)，潜热通量观测值与

模拟值的相关分析的最小斜率为0.9，最大截距7.58 W m-2，相关系数均在0.95以
上。而感热通量观测值与模拟值的相关分析的最小斜率为0.88，最大截距12.68 W 
m-2，相关系数均超过0.88。这显示模型能够较好的模拟作物和土壤的水热通量传

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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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不同生长阶段潜热通量的模拟值和实测值的比较 

Fig.4.4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ed and measured values of latent heat flux above 
winter wheat canopy at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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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不同生长阶段感热通量的模拟值和实测值的比较 
Fig.4.5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ed and measured values of sensible heat flux 

above winter wheat canopy at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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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不同生长阶段潜热通量的模拟和实测值的相关分析 

Fig.4.6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imulated and measured latent heat flux (λE) above 
winter wheat canopy at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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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7 不同生长阶段感热通量的模拟和实测值的相关分析 

Fig.4.7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imulated and measured sensible heat flux (H) above 
winter wheat canopy at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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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是不同生长阶段(2003 年 3 月 26 到 29 日，4 月 13 到 16 日，5 月 1 到

4 日，5 月 19 到 22 日)半小时平均CO2通量模拟值和观测值的比较。CO2通量由

冠层光合模型计算，夜间的CO2通量主要包括土壤呼吸和作物呼吸，而在冬小麦

的生长旺盛期，作物呼吸是夜间CO2通量的主要部分。从图中可以看出，夜间模

拟的CO2通量仍存在一定的误差，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计算的作物暗呼

吸依赖于羧化速率，而作物不同生育时期参考温度下的羧化速率可能不同；另一

方面更主要是由于晚间弱的湍流交换，造成土壤表面CO2的堆积，使观测值存在

误差。日间CO2通量的主要部分为作物的光合作用，已有的大量研究证明了

Farquhar生化模型对叶片光合的模拟能力，对模拟值和观测值的相关分析显示(图
4.9)，相关分析的最低斜率为 0.78，最大截距为－2.06 μmol m-2 s-1，相关系数均

大于 0.94，这显示了光合蒸腾耦合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CO2通量的传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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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不同生长阶段CO2通量的模拟值和实测值的比较 

Fig.4.8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ed and measured values of CO2 flux above winter 
wheat canopy at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96



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及水热、CO2传输试验与模拟研究 

-4 -2 0 2 4 6 8 10 12

-4

-2

0

2

4

6

8

10

12 March 26-March 29
y=0.78x+0.34
R=0.92
N=192

 

 

Si
m

ul
at

ed
 C

O
2 fl

ux
 (μ

m
ol

 m
-2
 s

-1
)

-8 -4 0 4 8 12 16 20

-8

-4

0

4

8

12

16

20
April 12-April 16
y=1.07x-1.52
R=0.94
N=192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May 1-May 4
y=0.96x-2.06
R=0.97
N=192

Measured CO2 flux (μmol m-2 s-1)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May 19-May 22
y=0.94x-1.25
R=0.94
N=192

 

 

 

 

 
图 4.9 不同生长阶段CO2通量的模拟和实测值的相关分析 

Fig.4.9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imulated and measured CO2 flux above winter wheat 
canopy at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表4.1 模型中的参数值 

Table 4.1 Key parameters in the model 
 

符号  名称 取值 Q10 参数来源 

a1 常数(方程4.58) 220 KJ mol-1  Colltaz等(1991) 
a2 常数(方程4.58) 703 J mol-1K-1  Colltaz等(1991) 
b1 常数(方程4.37) 3.5  Lin和Sun(1983) 
b2 常数(方程4.37) 2.3  Lin和Sun(1983) 
b3 常数(方程4.37) 33.5 s m-1  Lin和Sun(1983) 
Ca  大气CO2浓度 350 μmol mol-1  本研究 
Cp 定压比热 1013 J kg-1K-1  Jensen等(1990) 
Im 最大光强 4000  

μmol m-2 s-1

 Yu等(2002) 

k von Karman 常数 0.4   Brutsaert (1988) 
 

Ko25 Michaelis-Menten 常 40×10-2 mol  Nikolov等(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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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mol-1

Kc25 Michaelis-Menten 常

数 
27×10-5 mol 
mol-1

 Nikolov等(1995) 

m 斜率常数(方程4.63) 8  Colltaz等(1991) 
m1 常数(方程4.64) 2.36  本研究 
O O2分压 20.9 kPa  Colltaz等(1991) 
Rs0 25 °C时的土壤呼吸 0.11 mg m-2 s-1 1.88 Yu等(2002) 
r 暗呼吸常数 0.015  Colltaz等(1991) 
Vm25 25 °C时的羧化速率 55 μmol m-2 s-1 2.4 Yu等(2002) 
D0 特征值 1.5 kPa  Leuning(1995) 
z 参考高度 2.05 m  本研究 
zb 裸地粗糙度 0.01 m  van Bavel 和 Hillel 

(1976) 
α 初始量子效率 0.06  Yu等(2002) 
β1 凸度系数 0.95  Colltaz等(1991) 
β2 凸度系数 0.98  Colltaz等(1991) 
γ 干湿表常数 0.67 hPa K-1  Goudriaan(1977) 
ψ1 临界值(方程4.75)  -0.3m  Luo等(2001) 
ψ2 临界值(方程4.75) -6 m  Luo等(2001) 
ψ3 临界值(方程4.75) -15 m  Luo等(2001) 

σ Stefan-Boltzmann 常

数 
5.668×10-8 W 
m-2 K-4

 Goudriaan(1977) 

σl 叶片散射系数 
 

可见光0.2； 
红外0.8  

 Norman (1985) 

λ 水的汽化潜热 2.46×106 J kg-1  Brutsaert (1988) 

θs 饱和含水量 0.40 m3 m-3  田间测量 
θf 田间持水量 0.35 m3 m-3  田间测量 
θw 凋萎含水量 0.13 m3 m-3  田间测量 
ρ 容重 1.28 g m-3  田间测量 

     
第三节 模型的敏感性分析 

 
模型建立的最终目的是应用其来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建立模型之后，不仅

需要检验模型的模拟能力，而且需要了解模型的适应能力。本节通过对模型进行

敏感性分析来了解模型对不同气候环境条件的响应。通常，当驱动变量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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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模型都能有很好的响应。但当驱动变量有很大的变化或者出现一些极端的气

候条件时，模型的模拟结果会与实测值产生很大偏差，有时甚至与实测值相反。

中国不同的小麦生长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是千差万别的，例如青藏高原有着比平

原更强的辐射和更低的气温和CO2分压。但是在黄土高原，水分亏缺是限制生产

的主要因子(Li等，2001)。因此了解模型在不同环境变量(气温、光强、土壤湿度

和大气CO2 浓度) 驱动下的行为是很重要的。 
图 4.10 给出了潜热通量(λE)、冠层导度(gsc)和冠层净光合速率(Anc)在不同的

辐射水平下对气温变化(0-45 °C)的响应。气温影响冠层光合和冠层导度一般以两

种方式：一种是影响光合作用生化过程的反应速度；另一种是通过对水汽压差的

影响而影响气孔导度和冠层光合。从图 4.10 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潜热通量(λE)、
冠层导度(gsc)、冠层净光合速率(Anc)的温度响应曲线存在一个最适温度。当气温

比较低的情况下，即使辐射很强，但由于低温对最大羧化速率(Vm)的限制，冠层

光合也很小。在最适温度之前，随着气温的增加，gsc、Anc和λE都增加。但当气

温超过冠层导度的最适温度时，冠层导度开始降低。这是由于温度增加导致Da线

性增加，而Da增加的对冠层导度负的作用超过了叶温增加对冠层导度的正的作

用，从而使冠层导度降低，相应的Anc降低。当温度再增加时，Da的增加和叶温

的增加都使冠层导度和冠层光合降低。蒸腾作用由水汽压差和冠层导度决定，而

蒸腾对Da变化的响应有着两种不同的方向，一方面Da的增加导致冠层阻力的下

降，从而使蒸腾降低；而另一方面Da的增加使大气蒸发力升高，从而促进蒸腾。

这两种作用的交互最终决定了蒸腾的大小。当冠层阻力增加对蒸腾的降低作用超

过了Da增加对蒸腾的促进作用时，蒸腾降低，从而λE降低。因此冠层导度的最优

温度要略低于光合的最优温度，而更低于蒸腾的最优温度。另外，随着太阳辐射

的增加，Anc和gsc的最优温度也在增加。例如当辐射Rg = 200 W m-2时，最优温度

为 22 °C，当辐射增加到Rg = 400 W m-2时，最优温度增加到 28 °C，当辐射很强

或者再进一步增加时，最优温度就只有很小的变化。本模型对温度变化的响应结

果与其它许多实验的实测结果和模型的模拟结果是一致的(Jarvis，1980；Nickolov
等，1995；Cannell和Thornley，1998)。 

图 4.11a为冠层净光合速率在不同的温度水平下对太阳辐射变化的响应。太

阳辐射为光合作用提供能量并且决定着冠层的能量平衡。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光

饱和点以前，冠层光合对太阳辐射的响应符合Michaelis-Menten曲线。当光合不

受电子传递速率限制时，最大光合由Rubisco的最大羧化速率(Vm)决定，而Vm又

依赖于叶温(图 4.11b)，在最适温度(38 °C)之前，随叶温的增加，最大羧化速率不

断增加，而当叶温超过最适温度后，最大羧化速率急剧降低。当光强超过光饱和

点之后，由于过高的光强会抑制光合作用，因此冠层光合开始下降，这种现象一

般在辐射很强的地区如青藏高原可以观测得到(Yu等，2002)。模型中，通过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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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光合随着光强增加而降低来模拟这种现象(图 4.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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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潜热通量(λE)、冠层导度(gsc)、冠层净光合速率(Anc)在 5 个不同的辐射水

平下对气温变化(0-45°C)的响应(相对湿度为 60%，风速为 2 m s-1) 
Fig.4.10 The response of latent heat flux (λE), canopy conductance (gsc) and canopy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Anc) of winter wheat to the change in air temperature (0-45 °C) 
at five radiation levels at relative humidity = 60% and wind speed = 2 m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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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冠层净光合速率在 3 个不同的温度水平下对辐射变化的响应(相对湿度为

60%，风速为 2 m s-1) 
Fig.4.11 The response of canopy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to the change in solar 

radiation at three temperature levels at relative humidity = 60% and wind speed = 2 m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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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描述了冠层导度(gsc)、CO2通量(Fc)、潜热通量(λE)对土壤含水量变化

的响应。当土壤水分亏缺时，冠层导度和冠层光合的午休现象加重，而冠层阻力

和土壤阻力的增加导致潜热通量的降低。随着土壤含水量的增加冠层导度增加，

但当土壤水分充足时，土壤含水量不再是冠层导度的限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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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冠层导度(gsc)、CO2通量(Fc)、潜热通量(λE)对土壤含水量变化的响应

Fig.4.12 The response of canopy conductance (gsc), CO2 flux (Fc) and latent heat flux 
(λE) to the change in soil water content 

 
图 4.13 是冠层导度(gsc)、CO2通量(Fc)、潜热通量(λE)在 3 个温度水平下对大

气CO2浓度变化的响应。大气CO2浓度的增加，使叶表面CO2浓度(Cs)和胞间CO2浓

度(Ci)几乎呈线性增加，从而导致冠层导度降低。由光合模式可知，Ci的增加又

会直接导致光合作用的增加，而冠层阻力的增加导致作物蒸腾的降低，从而使潜

热通量降低。这样随着大气CO2浓度的增加，作物冠层水分利用效率(WUE)增加。

这个结论被许多实验结果支持 (Eamus，1991；Reynold等，1992)。此外，从图

中可以看出，CO2浓度增加对光合增加的作用在高温时更大，而这个现象也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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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许多CO2加倍实验和作物生长模型的模拟所证实(Idso和Idso，1994；Nonhebe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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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冠层导度(gsc)、CO2通量(Fc)、潜热通量(λE)在 3 个温度水平下对大气CO2

浓度变化的响应(风速为 2 m s-1，VPD为 1 kPa，总辐射为  600 W m-2) 
Fig.4.13 The response of canopy conductance (gsc), CO2 flux (Fc), latent heat flux (λE) 

to the change in ambient CO2 concentration (Ca) at three temperature levels at wind 
speed =2 m s-1, vapor water deficit =1 kPa and the global radiation = 600 W m-2

 

第四节 结果与讨论 
 

水热、CO2通量日变化过程的模拟是将模型运用到模拟长期和区域尺度水热

碳循环的基础。只有对日变化过程的机理揭示清楚，才能进一步探讨区域水碳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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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过程以及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本章通过考虑CO2和水热通量传输的生理和物理过程而建立了光合和蒸腾

耦合模型。光合作用采用Farquhar提出的生化模型，由于这种模型基于光合作用

的生理过程，同时又可用于生态模型，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模拟光合作用的

关键过程是确定冠层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以及气孔下腔的CO2浓度。我们对冠层

采用了阴阳叶处理的方式以避免大叶模型的误差，同时使冠层内的辐射传输尽可

能简单化。气孔导度模型采用Ball-Berry模型，将光合作用和气孔导度耦合起来。

同时考虑土壤水分亏缺对气孔导度的影响，但这种土壤水分对气孔导度的订正因

子经验性很强。光合模型中很重要的两个参数是最大羧化速率和初始量子效率，

这两个参数在作物的不同生长阶段可能存在较大的变化，需要进一步研究。蒸散

采用双源模型来确定，模型的准确性依赖于几个阻力的计算，特别是冠层阻力的

准确确定。 
在华北平原禹城综合试验站进行田间实验来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用涡度相关

系统测量了CO2和水热通量及气象因子的日变化过程。模型的验证发现，模拟的

净辐射、CO2通量、感热和潜热通量与测量值相当吻合，证明了光合蒸腾耦合模

型的应用能力。进一步讨论了CO2通量、冠层导度和潜热通量对太阳辐射、气温、

土壤湿度和大气 CO2浓度变化的响应。结论表明模型能够很好的反映CO2和水热

通量的传输过程。本章提出的模型为研究植被和大气的水热交换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机理框架，并且模型可以外推到其它的气候类型地区，诸如青藏高原和黄土高

原。同时模型不仅可以研究当前气候条件下的CO2和水热通量传输，而且可以描

述未来气候变化条件下的CO2和水热通量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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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1 

图4.14为选取的冬小麦不同生育阶段(4－5月)的光响应曲线，用来检验光合

模型中参数的取值。由于不同阶段，受各种气象、作物和土壤因素的影响，即使

同样的光强下冠层光合速率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别，由于这里不去研究参数的季节

变化，因此没有作几日的平均曲线，而在不同叶面积指数阶段各选取一日作为代

表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冠层光合速率与光合有效辐射的关系能很好的符合直角

或非直角双曲线，光合量子效率在0.02－0.07之间变化，直角双曲线拟合的光合

量子效率略高于非直角双曲线，最大光合效率变化在20－80μmol m-2 s-1, 直角双

曲线拟合的最大光合速率显著高于非直角双曲线，非直角双曲线的光合凸度系数

在0.1－0.95之间变化，因此本文模型中所用参数符合实际大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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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冠层净光合速率对光合量子通量密度的响应曲线(左为直角双曲线，右为

非直角双曲线) 

Fig. 4.14 The response curve of canopy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to photosynthetic 

photo flux density (PPFD) (Left is a rectangular hyperbola and right is a 

non-rectangular hyperbola) 

 
表4.2 变量和参数表 

Table 4.2 The variables and parameters in the model 
 

符号 变量和参数 单位 

A 叶片总光合速率 μmol m-2 s-1

An 叶片净光合速率 μmol m-2 s-1

Anc 冠层净光合速率 μmol m-2 s-1

Ca 大气CO2浓度 μmol mol-1

Ci 胞间CO2浓度 μmol mol-1

Cs 叶面CO2浓度 μmol mol-1

Cp 定压比热 J kg-1K-1

d 零平面位移 m 
D 土壤层厚度 m 
Da 大气水汽压差 hPa 
D0 冠层高度水汽压差 hPa 
Ds 叶面水汽压差 hPa 
Ec 作物蒸腾 mm s-1

Fc CO2通量 μmol m-2 s-1

Fn 地表有效辐射 W m-2

gbc 叶片对CO2的边界层导度 m s-1

gbw 叶片对水汽的边界层导度 m s-1

gs 叶片对CO2的气孔导度 m s-1

gsc 冠层对CO2的导度 m s-1

gsw 冠层对水汽的导度 m s-1

gtc 冠层对CO2的总导度 m s-1

gtw 冠层对CO2的总导度 m s-1

G 土壤热通量 W m-2

h 株高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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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感热通量 W m-2

Hc 冠层的感热通量 W m-2

Hs 土壤的感热通量 W m-2

I 光强 W m-2

I0 冠层顶光强 W m-2

I1 灌溉量 mm s-1

Im 最大光强 μmol m-2 s-1

JC 受RuBP再生速率限制的光合率 μmol m-2 s-1

JE 受Rubisco酶活性限制的光合率 μmol m-2 s-1

JS 光合产品利用率限制的光合率 μmol m-2 s-1

k von Karman常数 - 
kb 冠层为黑体时对直接辐射的消光系数 - 
kd 冠层为黑体时对散射辐射的消光系数 - 
kdi 冠层为黑体时对散射红外辐射的消光系数 - 
kdv 冠层为黑体时对散射可见辐射的消光系数 - 
kf 冠层对辐射的消光系数 - 
kl 冠层对长波辐射的消光系数 - 
kbv 冠层为水平叶时对可见辐射的消光系数 - 
khi 冠层为水平叶时对红外辐射的消光系数 - 
Kc CO2的Michaelis-Menten常数  Pa 
Ko O2的Michaelis-Menten常数 Pa 
K(z) 土壤热导度 °C m-1

L 叶面积指数 - 
Lr 根长 m 
n 土壤层数 - 
O O2分压 Pa

P 大气压 Pa

Pi CO2分压 Pa

P1 降雨 mm s-1

Q 相邻土壤界面的水流通量 s m-1

ra
a 冠层源高度到参考高度的空气动力学阻力 s m-1

ra
c 冠层边界层阻力 s m-1

ra
s 地表到冠层源高度的空气动力学阻力 s m-1

rs
c 冠层阻力 s m-1

rs
s 土壤阻力 s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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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气体常数 J mol-1 K-1

Rd 暗呼吸 μmol m-2 s-1

Rg 总辐射 W m-2

Rlc 冠层的长波辐射 W m-2

Rls 土壤的长波辐射 W m-2

Rn 净辐射 W m-2

Rnc 冠层吸收的净辐射 W m-2

Rns 土壤吸收的净辐射 W m-2

Rs 土壤呼吸 μmol m-2 s-1

S 根吸水率 mm s-1

Sdi 直接红外辐射 W m-2

Sdv 直接可见辐射 W m-2

Ssi 散射红外辐射 W m-2

Ssv 散射可见辐射 W m-2

t 时间 s 
Ta 气温 °C 
Tc 冠层温度 °C 

Tg 地表温度 °C 
Tl 叶温 °C 
Tr 蒸腾率 m s-1

Ts 土壤温度 °C 
u* 摩擦风速 m s-1

uh 冠层高度的风速 m s-1

ur 参考高度的风速 m s-1

Vm 最大羧化速率 μmol m-2 s-1

zb 裸地的粗糙度 m 
z0 冠层粗糙度 m 
α0  初始量子效率 - 
β1 凸度系数 - 
β2 凸度系数 - 

γ 干湿表常数 Pa °C -1

θ  土壤含水量 m3 m-3

θs 饱和含水量 m3 m-3

θf 田间含水量 m3 m-3

θw 凋萎持水量 m3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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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E 潜热通量 W m-2

λEc 冠层的潜热通量 W m-2

λEs 土壤的潜热通量 W m-2

ψ 土壤水势 m 
ρ 空气温度 kg m-3

ρa 冠层和土壤对辐射的反射率 -

ρdv 冠层对散射可见辐射的反射率 - 
ρdi 冠层对散射红外辐射的反射率 - 
ρfv 水平叶对直接辐射的反射率 - 
ρfi 水平叶对红外辐射的反射率 - 
ρv 冠层对直接可见辐射的反射率  - 
ρi 冠层对直接红外辐射的反射率  - 
Δ  饱和水汽压对温度曲线的斜率 Pa °C -1

Г CO2补偿点 Pa

σ Stefan-Boltzmann常数 W m-2 K-4

σa 动量分配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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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单层、双源和多层光合蒸腾耦合模型的比较 

模拟CO2和水热通量对研究植被和大气的相互作用及气候变化非常重要。因

为环境因子驱动着碳和水循环，而这种循环又反过来会对天气和气候的变化产生

影响(Nieveen，1999)。如前文所述，植被、土壤和大气的水汽交换常用基于欧姆

定律的单层、双源和多层模型来模拟。单层模型由于公式简单、参数较少、物理

基础较强，因而被广泛用于模拟蒸散(Doorenbos和Pruit，1977；Brutsaert和Stricker，
1979；de Burin和Holtslag，1982；Brutsaert，1982；Simth等，1991；Katul和Parlange，
1992； Parlange和Katul，1992；Konzelmann等，1997；Domingo等，1999)。然

而，单层模型的物理假设是将植被和土壤视为一层，因此这种模型适用于土壤供

水充足或下垫面作物郁闭度很强的情况。当单层模型用于计算稀疏植被或干旱和

半干旱地区的蒸散时，模型会产生很大的误差，因为此时两种下垫面－植被和土

壤的性质显著不同。双源模型就是针对单层模型的这种缺陷而提出，其能够明确

区分冠层和土壤(Shuttleworth和Wallace，1985；Choudhury和Monteith，1988； 
Noihan和Planton，1989；Kustas，1990)，可以准确地模拟农作物、森林和草地等

的感热和潜热通量(Smith等，1988；LaFleur和Rouse，1990；Nichols，1992； 
Stannard，1993；Farahani，1994，1995；Tourula和Heikinheimo，1998)。但是从

理论上讲冠层仍然作为一层模型，而没有考虑温度、湿度、水汽压等在冠层内的

分布及其对水热和CO2通量传输的影响。多层模型考虑了冠层内微气象变量的分

布、冠层结构的垂直变化以及冠层源和库的分布等，因此多层模型对冠层内水热

传输提供了一个更准确的描述 (Waggoner和Reifsnyder，1968；Goudriaan和
Waggoner，1972； Chen，1984；Meyers和Paw U，1987； Lhomme，1988；Tanaka
等，1998；Wu等，2001)。但是，由于冠层的微气象剖面难以获得，同时，复杂

和众多的参数和公式使得多层模型在陆面过程模式中很少使用(Amthor，1994)；
另外，如果模型中一些参数的估计存在较大的误差，将会导致模拟结果存在更大

的不确定性。一些已有的研究讨论了单层、双源和多层模型的优缺点。Raupach
和Finnigan(1988)认为单层模型理论上是错误的但是便于应用，而多层模型是正

确的但不适宜于应用，单层模型的准确性仅仅依赖于空气动力学阻力和冠层阻力

的准确确定。而Alves等(1998) 认为郁闭作物的冠层阻力不能由气孔阻力直接扩

展而来，因为蒸散的驱动因子，即冠层内饱和水汽压差是变化的。因此，一方面，

当前对于那种模型更适于模拟水热通量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另一方面，这些

模型更多的是讨论其对水热通量的影响，而没有讨论对CO2通量模拟的影响，因

此本章的目的是建立多层光合蒸腾耦合模型，并基于涡度相关测量来评价单层、

双源和多层光合蒸腾耦合模型对C3和C4植物CO2和水热通量模拟的差别。  
 

  第一节 单层、双源和多层光合蒸腾耦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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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层模型 
 
    单层模型主要基于 Penman-Monteith 方程(Monteith，1965)： 

                       
)1(

/)(

a

c

apn

r
r

rDCGR
E

++Δ

+−Δ
=

γ

ρ
λ                   (5.1) 

式中λE为潜热通量，Rn为净辐射，G为土壤热通量，D为空气饱和水汽压差，λ
为水的汽化潜热，Δ为饱和水汽压曲线的斜率，ρ为空气密度，Cp为定压比热，γ
为干湿表常数，rc为冠层阻力，ra为空气动力学阻力。 
 
1.2 双源模型 
 
   双源模型主要基于S-W模型，见公式4.18-4.36。 
 
1.3 多层模型 
 

多层模型中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的计算基于电学类比理论(Waggoner 等， 
1969；Goudriaan 和 Waggoner，1972)： 

        inii REC ,=+ λ                              (5.2) 

ibiailpi rTTCC ,,, /)( −= ρ                            (5.3) 

)/())()(/( ,,,, isibiailspi rreTeCE +−= γρλ                      (5.4) 

)()()( ,,,, iailiasils TTTeTe −Δ+=                         (5.5) 

式中i为层数( i =1，…，n)，C为感热通量，Tl 为叶温，Ta为气温，es(Tl)为叶温下

的饱和水汽压，es(Ta) 为空气饱和水汽压，ea为实际水汽压，rb为叶片边界层阻

力，rs为叶片气孔阻力。 
在垂直方向上采用欧姆定律：: 

                                         (5.6) iaiaiap

i

nj
j rTTCC ,,1, /)( −= −

=
∑ ρ

                                    (5.7) iaiaiap

i

nj
j reeCE ,,1, /))(/( −= −

=
∑ γρλ

式中n为总层数，ra为空气动力学阻力。  
为了简化多层模型的使用，Chen(1984)提出了一个非耦合的多层模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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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新的变量－焓和饱和热通量流推导出冠层上方通量的解析解。 
其中焓通量密度(W m-2)定义为： 

               ECH λ+=                               (5.8) 
第 i 层的焓通量密度定义为：  

                          ini RH ,=                                (5.9) 

饱和热通量流密度(W m-2)定义为： 

                      ECJ λγ )/( Δ−=                           (5.10) 

第 i 层的饱和热通量流密度定义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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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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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式中Di为第i层空气的水汽压，而α 定义为：  

                           )/( Δ+= γγα                          (5.12)  

冠层上方的焓通量密度为： 

                                                     (5.13) ∑
=

∗ =
n

j
inRH

1
,1

总的饱和热通量流密度为： 

                      (5.14) ])/(/)/()[/(
1

001 jjjsj

n

j
pj SrrrDCAAJ ，αρ +Δ−= ∑

=

∗

式中 A 为矩阵系数。  
    当 H 和 J 获得以后，C 和 Eλ 就分别由下式计算： 

                  JHC )1( αα −+=                            (5.15) 

                  ))(1( JHE −−= αλ                           (5.16) 

这个等式对Ci和λEi同样成立。当H，J，C和λE获得后，气温、水汽压和叶温剖面

即可得到。冠层内气温剖面为： 

)/(* ,1,, pia

i

nj
jiaia CrCTT ρ∑

=
− +=                  (5.17) 

水汽压剖面为： 

)//(* ,1 Δ+= ∑
=

− pia

i

nj
jii CrEee ρλ                (5.18) 

叶温剖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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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pibiiiil CrCCTT ρ+−+=              (5.19) 

1.4 C3和C4 植物的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型 
 

Collatz等(1991)基于C3植物叶片光合的生化模型(Farquhar等，1980)和叶片气

孔导度模型(Ball等，1987)建立了叶片的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型。进一步，

Collatz等(1992)又提出了C4植物叶片的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型。  
C3植物叶片光合模型见前文公式 4.47-4.62，C4植物叶片的光合模型的主要 3

个限制过程为： 

mc VJ =                              (5.20) 

ae QJ 4α=                            (5.21) 

                           
P
cV

J im
s

4102×=                        (5.22)    

式中α4为C4植物叶片的初始量子效率(mol mol-1)，Qa为叶片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

((μmol m-2 s-1)，其它参数的含义同前文。  
     气孔导度模型及其与光合模型的耦合见前文公式 4.63-4.70。 
 
1.5 阻力模型 
 
1.5.1 空气动力学阻力 
 
    冠层到参考高度的空气动力学阻力(ra

a)为(Thom，1975；Monteith，1981；
Monteith和Unsworth，19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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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2
0/)ln[( −

=                        (5.23) 

冠层内部的空气动力学阻力(ra,i)为(Shuttleworth和Wallace，1985；Shuttleworth
和Gurne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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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式中h为作物高度 (m)，n为涡度衰减系数，Kh为冠层顶涡度扩散系数 (m2 
s-1)(Choudhury和Monteith，1988)： 

                           )(* dhkuK h −=                        (5.25) 

而摩擦风速(u*)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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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0

* zdz
kuu
−

=                      (5.26) 

零平面位移(d)以及粗糙度(z0)由公式4.38和4.39定义。 
 
1.5.2 冠层和土壤边界层阻力  

 

冠层边界层阻力(rb,i，i=1, 2,…,n)由下式计算(Shuttleworth和Wallace，1985； 
Farahani，1994)： 

                              )2/(, Lrr blib =                        (5.27) 

式中rbl/2为平均叶片边界层阻力(s m-1)(Shuttleworth和Gurney，1990)：  

                               (5.28) 12/1 )]2/exp(1[)/)(/100( −−−= nuLnr wbl

式中Lw为叶宽(m)。 
土壤边界层阻力(rbs)为(Inclan和Forkel，1995)： 

                           2/1)(180
s

s
bs u

d
r =                         (5.29) 

式中ds为土壤的特征维(m)，us为地表风速(m s-1)。 
 
1.5.3 冠层阻力和土壤阻力 
 
    冠层阻力和土壤阻力的计算分别见公式4.46和4.37。 
 
1.6  净辐射、光合有效辐射、风速和叶面积指数剖面  
 
    多层模型的计算需要确定冠层内微气象变量的剖面。日间，冠层内净辐射(Rn)
随深度呈指数递减，而在晚间只有轻微下降(Baldocchi等，1983)。因此日间净辐

射剖面可以根据Beer-Bouguer定律描述(McCaughey和Davies，1974；Denmead，
1976)： 

)1exp(1,, ininin LRR γ−= −                        (5.30) 

式中Rn,i为第i层吸收的净辐射(W m-2)，Rn,0为冠层顶的净辐射(W m-2)，γn为净辐射

的衰减系数，Li为到第i层的累积叶面积指数(m2 m-2)。  
冠层内光合有效辐射(PAR)随叶面积指数呈指数递减：  

                                         (5.31)               )1(1
ipL

ii ePARPAR 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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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ARi为第i层的光合有效辐射(μmol m-2 s-1)，PAR0为冠层顶的光合有效辐射

(μmol m-2 s-1)，ηp为光合有效辐射的衰减系数。 
    风速的衰减剖面为： 

                                                 (5.32) )exp(1 iii nLuu −= −

式中ui为第i层的风速(m s-1)，u0为参考高度的风速(m s-1)。 
    模型中叶面积指数的垂直分布由三角状分布函数表述(Shaw 等，1974； 
Monteith，1976；Shaw 和 Pereira，1982)。  
 

第二节 模拟CO2和水热通量的比较 

 

2.1 完全多层模型和“温室”模型的比较 
 

图 5.1 和图 5.2 分别比较了完全多层模型和“温室”模型模拟的冬小麦和夏

玉米的潜热通量和CO2通量。“温室”模型(Goudriaan，1989)是指模型只考虑辐射

和风速剖面的影响，而不考虑气温、湿度和CO2浓度剖面的影响。模型比较显示，

无论冬小麦和夏玉米，回归线的斜率都基本接近 1，截距为很小的值。同样，对

于CO2通量的模拟，两者的差异仍旧很小。这些结果说明考虑气温、湿度和CO2 浓
度剖面并没有显著改进模型的模拟结果。 

 
图 5.1 完全多层模型和“温室”模型模拟的冬小麦和夏玉米的潜热通量的比较 

Fig.5.1 The comparison of latent heat fluxes of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maize 
simulated by full multilayer model and “greenhoused canop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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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完全多层模型和“温室”模型模拟的冬小麦和夏玉米的CO2通量的比较 

Fig.5.2 The comparison of CO2 fluxes of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maize simulated by 
full multilayer model and “greenhoused canopy” model 

 
2.2 CO2通量的比较 

 
图 5.3 比较了单层、双源和多层模型模拟的冬小麦和夏玉米冠层上方CO2通

量。对于单层模型和双源模型，由于都直接将叶片看作大叶模型，因此模拟的结

果没有差别。对于多层模型，冠层划分为几层，冠层上方CO2 通量是每层通量

之和。尽管多层模型考虑了冠层内环境变量的变化，但是在模拟CO2通量时与单

层和双源模型没有显著的差别。单层模型估计的冠层CO2通量要高于多层模型，

不过两者的差别不大(斜率超过 0.9)，特别是叶面积指数较低时(LAI<1)，冬小麦

斜率为 1.005，夏玉米的斜率为 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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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不同叶面积指数下单层、双源和多层模型模拟的冬小麦和夏玉米冠层上方

CO2通量的比较 
Fig.5.3 The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CO2 fluxes of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maize 

by single-layer and multilayer models under different leaf area index 
 

2.3 潜热通量的比较 
 
图 5.4 和图 5.5 比较了单层、双源和多层模型模拟的冬小麦和夏玉米冠层上

方潜热通量。图 5.4a, b, c和图 5.5a, b, c比较了单层和双源模型模拟的冬小麦和夏

玉米生长季的潜热通量。当叶面积指数比较低时(LAI<1)，单层模型的模拟值要

低于双源模型，冬小麦相关分析曲线斜率为 1.887，截距为 12.094 W m-2，夏玉

米相关分析曲线斜率为 1.535，截距为 31.77 W m-2。一个主要原因是单层模型没

有区别冠层和土壤，在叶面积指数较低的时候，如果土壤水分供应充足，冠层阻

力(rc)要高于土壤阻力(rs)(图 5.6 和图 5.7)。但是随着叶面积指数的增加，冠层阻

力接近甚至低于土壤阻力时，单层模型模拟的值仍然略低于双源模型，这与阻力

的相对比例有关。根据Penman-Monteith公式，如果冠层阻力远小于空气动力学

阻力时，Penman-Monteith公式就近似于Penman公式，即相当于潜在蒸散。双源

模型在单层模型的基础上又引进了土壤阻力和土壤到冠层源高度的空气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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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而在生育期间，rs
c/(ra

a+ra
c)一般要大于rs

s/(ra
a+ra

s)，因此单层模型模拟的值

仍然低于双源模型，不过这种差异的原因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相似地，当叶面积

指数较低时，单层模型的模拟值要低于多层模型，当叶面积指数达到峰值时，两

者的差别开始变小(图 5.4d,e,f和图 5.5d,e,f)。多层模型模拟的潜热通量低于双源

模型，且随着叶面积指数的增加，差别变得更大(图 5.4g,h,i和图 5.5g,h,i)，这主

要是由于多层模型考虑了冠层内微气象的变化。  

 

图 5.4 不同叶面积指数下单层、双源和多层模型模拟的冬小麦冠层上方潜热通量

的比较 
Fig.5.4 The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latent heat flux of winter wheat by single-layer, 

dual-source and multi-layer model under different leaf area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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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不同叶面积指数下单层，双源和多层模型模拟的夏玉米冠层上方潜热通量

的比较 
Fig.5.5 The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latent heat flux of summer maize by single-layer, 

dual-source and multi-layer model under different leaf area index 

 
图 5.6 模拟的冬小麦生长季日间(8:00－16:00)冠层阻力和土壤阻力的比较 

Fig.5.6 The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diurnal canopy resistance and soil resistance 
from 8:00 to 16:00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125



第五章  单层、双源和多层光合蒸腾耦合模型的比较 

 

 
图 5.7 模拟的夏玉米生长季日间(8:00－16:00)冠层阻力和土壤阻力的比较 

Fig.5.7 The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canopy resistance and soil resistance from 8:00 
to 16:00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summer maize 

 
第三节 模拟日蒸散的比较 

 
图 5.8 比较了单层、双源和多层模型模拟的 2003 年 3 月 19 日到 4 月 30 日

的冬小麦的日蒸散值。当叶面积指数比较低时，单层模型低估了潜热通量，主要

原因是叶面积指数较小造成冠层阻力大的原因。同期，双源模型与多层模型模拟

的潜热通量相当接近，随着叶面积指数的增加，单层模型、双源模型和多层模型

的差别变小，不过双源模型的模拟值要略高于测量值。在整个模拟期间，单层、

双源和多层模型与实测值之间的相对误差为 37%、28%和 20%。结果表明当玉米

冠层比较稀疏的时候，单层模型比双源和多层模型的误差更大，当叶面积指数达

到峰值后，多层模型的模拟结果略好于单层和双源模型的模拟结果。 
图 5.9 比较了单层、双源和多层模型模拟的 2003 年 7 月 8 日到 9 月 18 日的

夏玉米的日蒸散值。当叶面积指数比较低时，单层模型过低估计了潜热通量，随

着叶面积指数的增加，不同模型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小。在整个模拟期间，单

层、双源和多层模型与实测值之间的相对误差为 48%、20%和 22%，结果表明当

玉米冠层比较稀疏的时候，单层模型比双源和多层模型的误差更大，随着叶面积

指数的增加，这种差别开始减小，当叶面积指数达到峰值后，三种模型的模拟值

都与实测值相当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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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单层，双源和多层模型模拟的 2003 年 3 月 19 日到 4 月 30 日的冬小麦的

日蒸散比较 
Fig.5.8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d values and simulated values of daily 

evapotranspiration by single-layer, dual-source and multi-layer model from Mar. 19 to 
Apr. 30, 2003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图 5.9 单层、双源和多层模型模拟的 2003 年 7 月 8 日到 9 月 18 日的夏玉米的日

蒸散比较 
Fig.5.9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d values and simulated values of daily 

evapotranspiration by single-layer, dual-source and multi-layer model from Jul. 8 to 
Sep. 18, 2003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of summer ma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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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模拟冠层阻力和水分利用效率的比较 

 
    双源模型仍将冠层视为一个大叶，冠层阻力由下式计算： 

Lgr sc /)/1(=                        (5.32) 

式中gs为叶片气孔导度。在多层模型中，每一层的冠层阻力表示为： 

                        (5.33) i
i

s
i

c Lgr /)/1(=

则总的冠层阻力为 。  )/1/(1
1
∑
=

n

i

i
cr

图 5.10 比较了冬小麦和夏玉米不同高度的冠层阻力。由于光合有效辐射从

冠层顶随叶面积指数呈指数递减，因此冠层上部的阻力要小于底部的冠层阻力。

双源模型和多层模型计算的冠层阻力比较显示两种方法计算的冠层阻力相当接

近(图 5.11)。图 5.12 和图 5.13 分别比较了冬小麦和夏玉米不同高度冠层的水分利

用效率的日变化和日平均水分利用效率的季节变化。这里的水分利用效率(mg 
CO2 g H2O-1)定义为光合与蒸腾之比。每一冠层的水分利用效率的日最大值出现

在 8:00－10:00，之后很快地下降。顶部冠层的水分利用效率高于底部冠层的水

分利用效率。在模拟期间，冬小麦的水分利用效率波动很大，变化在5－20 mg CO2 
g H2O-1之间。而夏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相对稳定，维持在 10 mg CO2 g H2O-1左

右。双源模型与多层模型模拟的水分利用效率也基本一致(图 5.14)。 
 
 
 
 
 
 
 
 
 
 

 
 
 
 

图 5.10 多层模型模拟的冬小麦和夏玉米不同高度冠层阻力和总的冠层阻力的比

较 
Fig.5.10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anopy resistance of each layer and the total 

bulk canopy resistance in the multi-lay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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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双源模型与多层模型模拟的总冠层阻力的比较 
Fig.5.1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anopy resistance calculated by dual-source 

model and multi-layer model 
 

 

 
 
 
 
 
 
 
 
 
 
 
 

图 5.12 多层模型模拟的冬小麦和夏玉米不同高度冠层水分利用效率的日变化比

较 
Fig.5.12 The comparison of diurnal variation of water use efficiency each layer and 

the total bulk water use efficiency in the multi-lay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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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多层模型模拟的冬小麦和夏玉米不同高度冠层水分利用效率和总水分利

用效率的比较 
Fig.5.13 The comparison of daily average water use efficiency each layer and the total 

bulk water use efficiency in the multi-layer model 
 

 

 
 
 
 
 
 
 
 
 
 
 
 
 

Fig.5.14 双源模型和多层模型计算的冬小麦和夏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的比较 
Fig.5.14 The comparison between water use efficiency calculated by dual-source 

model and multilayer model 
  

第五节  结果与讨论 
 

本章基于计算感热和潜热通量的多层模型(Chen，1984)和光合－气孔导度耦

合模型发展了一个多层光合蒸腾耦合模型。同时基于涡度相关试验对单层、双源

和多层模型的比较发现，在模拟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季的冠层CO2通量时，如果

从叶片光合向冠层光合的扩展中都采用大叶扩展方法时，几个模型没有太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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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这说明考虑冠层微气象剖面与否对模型模拟CO2通量的精度没有显著的改

进。Amthor等(1994)认为对气象变量，冠层特征和土壤表面特性变化的准确描述

要远比对冠层内作物生理和微气象剖面的准确描述更加重要。尽管许多研究者认

为大叶模型对模拟全球和区域的NPP已经足够准确(Sellers等，1992； Lloyd等，

1995； Friend等，1997)，不过当前对大叶模型的缺陷仍存在许多争论(Kull和
Kruijt，1998)。因为既然叶片光合作用对光的响应是非线形的，因此大叶模型采

用平均光合有效辐射将会显著地过高估计冠层光合作用(Wang和Leuning，1998)。
而Friend等(2001)发现使用从阴叶扩展的大叶模型会过低估计冠层光合约20%。 

Penman-Monteith 方程和 Shuttleworth-Wallace 方程已经成功的用于解决农

业、水文和气象问题。而多层模型尽管理论上更加准确，但是由于其相对过于复

杂而应用很少。本章基于大量的涡度相关数据，比较各个模型的差异发现单层模

型模拟的潜热通量要低于双源和多层模型，而多层模型模拟的潜热通量要低于双

源模型。在整个生长期间，单层模型过低估计潜热通量，而多层模型的模拟效果

最好，不过其对冠层蒸散、冠层阻力以及冠层水分利用效率的模拟与双源模型的

差别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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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与水热、CO2通量传输综合模型 
 
天气是控制植被生长和发育的主要因子之一(Wolf，1993；Goudriaan，1996； 

Nonhebel，1996；Hoogenboom，2000；Mall等，2004)。而植被干物质和叶面积

指数的变化又会对不同时空尺度的水碳循环和气候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

(Charney， 1975；Dickinson和Henderson-Sellers，1988；Lean和Rowntree，1993；
Dirmeyer和Shukla，1994；Bonan，1995；Dickinson，1995； Dolman，1997； Lean
和Rowntree， 1997；Xue，1997)，因此大气、植被和土壤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

用。CO2、水汽和能量通量的观测和模拟是了解控制植被和大气相互作用的生物

物理和生理过程的基本方法，Fluxnet为此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研究平台

(Baldocchi等，2003)。基于长期和连续的水、碳和能量通量的测量，进一步发展

土壤－植被－大气传输模型(SVAT)，用以研究植被和大气相互作用及反馈机理

并将其移植到中尺度模型和大气环流模式(GCMs)中是当前和未来预测气候变化

和评价气候变化对植被影响的一个重要任务。过去的几十年，大量描述土壤－植

被－大气水汽交换的SVAT模型已经被建立(例如Deardorff，1978；Sellers等， 
1986；Noilhan和Planton，1989；Flerchinger等，1989，1991；Dawes和Hatton，
1993；Famiglietti和Wood，1994；Braden，1995；Braud等，1995；Noilhan和Mahfouf， 
1996；Sellers等，1996；Dickinson等，1998)。 

早期的SVAT模型考虑了水汽传输的物理过程，但一般都采取对现实简化的

描述(Verhoef和Allen，1998)，特别是植被部分(Deardorff，1978；Flerchinger等，

1989, 1991)。BATS模型(Dickinson，1984)和SiB模型(Sellers等，1986)能够准确地

描述植被、土壤与大气的感热和潜热通量交换过程，但是这些模型没有考虑土壤

－植被－大气连续体中的生物化学过程，如叶片气孔阻力常表示为光强、气温、

湿度、大气CO2浓度和土壤湿度等的经验阶乘函数(Jarvis，1976；Avissar等，1985)， 
或者是对每种植被给出一个固定的冠层导度。由于阶乘模型能够有效地模拟气孔

导度，因此被许多SVAT模型广泛采用。但这些模型没有考虑光合作用和气孔导

度的反馈机理，因此不能描述气孔导度对未来CO2浓度变化的响应。Ball等(1987)
和Colltaz等(1991)将气孔导度和净光合速率以及CO2浓度联系起来，根据这种关

系，许多光合和气孔导度耦合模型被建立(Leuning，1995；Harley和Baldocchi，
1995；Jacobs等，1996)。随后，这种改进的叶片气孔导度模式开始被SVAT模型

采用(Bonan，1996；Sellers，1996；Dickinson等，1998)。不过Ball-Berry模型的

应用前提是作物水分供应充足，当土壤或作物受到水分亏缺影响时，必须对

Ball-Berry模型进行改进。因此我们当前建立的模型考虑了作物和土壤水分对叶

片气孔导度的影响。此外，早期的SVAT模型将植被和土壤层视为一层(Deardorff，
1978；Dickinson，1986)－即Penman–Monteith描述的大叶模型(Monteith，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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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叶模型不适用于模拟稀疏植被或非均匀下垫面的植被蒸散，因此多层或多

源模型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Shuttleworth和Wallace，1985；Sellers，1986；Dolman，
1993；Kustas，1999)。 

尽管当前GCM中的 SVAT模型通过采用更加复杂和详细的方式处理冠层和

土壤水热平衡来模拟植被和大气的相互作用，但是它们一般不能模拟植被的动态

变化，如在陆面模式中叶面积指数常常是输入变量(Bonan，1996；Sellers 等， 
1996)，因此，这些模型不能描述植被和大气的双向反馈作用。 近一些工作开

始将 SVAT 模型和植被生长模型相结合(Cox，2000；Lu 等，2001；Tsvetsinskaya
等，2001；Mo 等，2005)。这些模型大部分都是基于较大的空间尺度和较长的时

间尺度。而我们当前建立的模型主要从更短时间尺度来研究植被和大气的生物物

理和生物化学过程。 
另一方面，从作物生长模型来看，尽管当前作物生长模型趋向于更强的机理

性和综合性，但模型对一些实际情况的简化仍存在较大偏差。例如，在不同的植

被和气候条件下，对冠层和土壤的处理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作物生长模型应该

随着基于过程模型的改进而改进，对于均匀、郁闭冠层以及湿润地区，单层模型，

如Penman公式 (Penman，1948)，Penman–Monteith公式 (Monteith，1965)以及

Priestley–Taylor方程(Priestley和Taylor，1972) 用来模拟蒸散是足够准确的；而双

源模型和多源模型更适用于非均匀和稀疏或干旱的地区(Waggoner和Reifsnyder，
1968；Shuttleworth 和Wallace，1985；Choudhury和Monteith，1988；Noihan和
Planton，1989；Kustas， 1990；Shuttleworth和Gurney，1990；Mihailovic和Ruml，
1996；Brenner和Incoll， 1997)。此外，当前大部分作物生长模型对光合和蒸腾

分别计算，而实际上二者是通过气孔调控耦合在一起的(Colltaz等，1991；Harley
等，1992；Leuning等，1995； Nikolov等，1995)。  

因此，本章的目的是基于长期的涡度相关测量和前文提出的光合蒸腾耦合模

型，建立一个土壤－植物－大气综合模型来模拟作物生长过程以及能量和CO2 
通量的瞬时变化。  

 
第一节 作物生长与水热、CO2通量传输综合模型(ChinaAgrosys) 

 
   本章提出的土壤－植被－大气综合模型由三个模块组成(图 6.1)：土壤、作

物和微气象模块。土壤模块包括土壤热传输、水分运动以及根吸水子模型；作物

生长模块包括光合和呼吸、气孔导度、干物质积累与分配、叶面积生长与发育期

子模型；微气象模块包括冠层内辐射传输、能量平衡、空气动力学阻力与冠层阻

力子模型。叶片气孔导度由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型描述并考虑叶片水势对气孔

导度的影响。冠层导度为阴叶与阳叶导度之和。土壤蒸发与蒸腾由多层水热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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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计算。以下对模型的主要模块进行阐述，前文已述模块在此不再赘述。 

 

图6.1 ChinaAgrosys的示意图 
Fig.6.1 The schematic graph of ChinaAgrosys 

 
1.1 作物生长模块 
 

作物生长模块描述了冠层的光合、呼吸、同化物累积、干物质分配、叶面积

指数变化以及生育期发展，其中冠层光合、呼吸和叶面积指数变化基于瞬时尺度，

而作物生长、干物质分配和生育期发展基于日尺度。 
 

1.1.1 光合子模型 
 

如前文所述，冠层光合模型由叶片尺度的光合作用生化模型通过考虑阴阳叶

扩展到冠层。 

 

1.1.2 生长和呼吸子模型   
  

叶片、茎、根和籽粒的生长率是光合产物减去呼吸消耗的结果。作物暗呼吸

包括生长呼吸和维持呼吸两部分。生长呼吸与作物有机体合成、植株增长及新陈

 138



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及水热、CO2 通量传输试验与模拟研究 

代谢活动有关，依赖于作物的光合速率，大约 10%的同化物用于生长代谢活动

(Penning de Vries等，1989；Arora等，2000)。叶片、茎、根和籽粒的维持呼吸(Rm)
由下式计算(Arora等，2000)： 

              

                        (6.1) 
10/)(

100
oa TT

mm WQRR −=

式中Rm0是参考温度为 25 ºC时叶、茎、根和籽粒的维持呼吸率，分别为 0.00125, 
0.000625, 0.000417和 0.000417 kg CH2O kg–1 h-1，W是叶、茎、根和籽粒的干重(kg)，
Q10为温度每增加 10 ºC时的呼吸增长率。 
 
1.1.3 干物质分配子模型 
 
    总的干物质在根、茎、叶和储藏器官之间分配，其中经验分配系数来自于华

北平原多年的试验观测以及科学文献(Boons-Prins 等，1993)。 
 

  1.1.4 发育期子模型 
 

    冬小麦的发育期模型包括温度和光周期的作用，同时考虑春化作用过程。发

育阶段由几个特征值描述，其中0为出苗，1为开花，2为成熟。中间值根据发育

速率计算，发育速率在营养生长阶段由日平均气温和日长决定，而在生殖生长阶

段只由温度决定。模型中发育速率(Rdev)根据一个阶乘函数来确定(Wang和Engel，
1998)，在营养生长阶段： 

)()()(max, phpdevdev hfVfTfRR =                   (6.2) 

式中Rdev,max为 大发育速率(d-1)，f(T)为发育速率对温度的响应函数，f(V)和f(hphp) 
分别表示春化作用和光周期对发育速率的影响。在生殖生长阶段： 

   )(max, TfRR devdev =                          (6.3) 

其中温度响应函数 f(T)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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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为气温(°C)，Tmin，Topt和Tmax分别为作物生长的 低气温(°C)， 适气温(°C)
和 高气温(°C)。而系数α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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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春化作用的影响函数 f(V)为： 

                      
⎭
⎬
⎫

⎩
⎨
⎧

−
−

= ](,0max[,1min)(
nbnd

nbn

VV
VV

Vf                (6.6) 

式中Vnd为生理春化日数(d)，Vnb为基本春化日数(d)，与作物的遗传特性有关。

而Vn为实际春化日数(d)，由春化率fvn(T)决定，其表达形式为： 

                                                    (6.7) ∑=
n

germ
vnn TfV )(

其中春化率由公式 6.4 计算。 
    光周期的影响函数f(hphp)为： 

                       )](exp[1)( pcphpphp hhhf −−−= χω              (6.8) 

式中hpcp为日长(h)，χ对于长日照植物取为 1，短日照植物取－1。ω为光周期敏

感因子。hpc为临界光周期(h)。 
 
1.1.5 叶面积指数子模型 
 

叶面积指数的变化由叶片净生长率、叶片死亡率、比叶面积和叶片水分状况

决定，与 SUCROS 模型相似(van Keulen 等，1982)： 

wf

wc
lLL RGSL

ψψ
ψψ
−
−

−= )( .                     (6.9)               

式中SL为比叶面积(m2  kg–1)，GL为叶片的净生长率(kg m–2 h–1)，RL为在开花期后

由于叶片衰老以及遮荫影响造成的叶片死亡率(kg m–2 h–1)，ψc为冠层水势

(hPa),ψw为冠层凋萎水势(hPa)，ψf为 大冠层水势(hPa)。 
 
1.2 微气象模块 
 

微气象模块描述了太阳辐射在冠层上方和冠层内部的传输和分布状况、冠

层、土壤和大气的水热交换，这些过程都基于瞬时尺度。 
 

1.2.1 太阳辐射在冠层中的分布子模型 
 

太阳短波辐射包括直接可见辐射、直接近红外辐射、散射可见辐射和散射近

红外辐射。模型假设冠层在水平方向上均匀分布，由Beer定律，冠层内任一水平

面的光强随着距冠层顶的深度增加而呈指数递减，冠层对辐射的消光系数和反射

率的计算如前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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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将整个冠层分为阴叶和阳叶。阳叶的叶面积指数由下式计算(Wang等，

1998)： 

)(
1 )*(

ik
eL

v

Lik

sunlit

v−−
=                        (6.10) 

式中kv(i)为冠层对直接可见光的消光系数，阴叶的叶面积指数为： 

sunlitsunshade LLL −=                        (6.11) 

1.2.2 能量平衡子模型 
 

如前文所述，冠层和土壤的能量平衡方程分别为：  

ccnc EHR λ+=                       (6.12) 

     GEHR ssns ++= λ                    (6.13) 

将冠层分为上下两层，冠层和大气以及土壤都存在着水热交换；同样，土壤和冠

层以及大气之间也存在水热交换，冠层和土壤的感热和潜热通量可分别由以下方

程计算(Chen，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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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为空气密度，Cp为空气定压比热，λ为汽化潜热，γ为干湿表常数，T 为空

气温度，T 为冠层温度，T 为地表温度，r 为冠层中部到冠层顶部的空气动力学

阻力(s m )，r 为冠层底部到冠层中部的空气动力学阻力(s m )，

a 

c s a,1
-1

a,2
-1 rb

c为冠层边界

层阻力(s m )-1 ，rb
s为土壤边界层阻力(s m )-1 ，rs

c为冠层阻力(s m )-1 ，rs
s为土壤阻力

(s m )-1 。 
 
1.2.3 阻力子模型 
 

与前文所述阻力模型不同的是，本章我们进一步考虑了大气稳定度对空气动

力学阻力的影响。摩擦风速(u*)定义为(Goudriaan，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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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r为参考高度(m)，u为参考高度的风速(m s-1)，z0为冠层粗糙度(m)，ξ为

Monin-Obukhov长度。当大气层结稳定时(ξ>0)，从冠层中部到参考高度的空气动

力学阻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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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冠层底部到冠层中部的空气动力学阻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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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c为株高(m)。当大气层结不稳定时(ξ<0)，从冠层底部到冠层中部的空气动

力学阻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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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式中kw为冠层对风速的衰减系数，lm为平均混合长(m)，表示为:  

     .//**4*2.1 Lzl cw πξ=                   (6.22) 

而从冠层中部到参考高度的空气动力学阻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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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平面位移(d)定义为(Monteith，1973)： 

   czd 63.0=                           (6.24) 

而冠层粗糙度(z0)为(Goudriaan，1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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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冠层边界层阻力(rb
c)和土壤边界层阻力(rb

s)由公式5.27和5.28计算。 
冠层阻力为冠层导度的倒数，冠层导度为阴叶和阳叶导度之和。叶片导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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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同公式4.63，不同的是我们将土壤水分对气孔导度的限制因子改为叶片水势

对气孔导度的限制因子f(ψl)，则公式4.64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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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阻力的计算同公式 4.37。 
 
1.3 土壤模块 
 

土壤模块描述了水分在土壤和植物中的传输过程以及土壤热传导过程，并计

算土壤温度和土壤含水量，这些过程都基于瞬时时间尺度。 
 
1.3.1 土壤水热传输子模型 
 

非饱和土壤的热传输的模拟基于以下的热传导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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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s为土壤温度，c(z)为土壤比热，λ(z)为土壤热导度。 
而垂直方向的土壤水分运动由 Richards 方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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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ψm)为土壤在深度z的水容(cm-1)，ψm为土壤基质势(cm)，K(ψm,z)为深度z的
非饱和土壤导水率(cm h-1)，S(z,t)为根吸水率(cm3 cm-3 h-1)。.  
 
1.3.2 扩散方程数值解子模型 
 
    模型中，当给定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后，可以通过有限差分方法来求解垂直

方向的水热运动方程。 
对于土壤水分运动，初始条件为： 

                         )()0,( 0 ztzm ψψ ==                       (6.29) 

如果不考虑土壤水分传输的滞后作用则有： 

                           )()0,( 0 ztz θθ ==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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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 zψ 和 )(0 zθ 为初始水势和含水量剖面。  

对于土壤热量传输，初始条件为： 

        )()0,( 0 zTtzT ss ==                      (6.31) 

式中 为初始土壤温度剖面。  0sT

而边界条件一般可以分为 3 种类型：   
(1) Dirchlet 条件 

顶部和底部边界的土壤水势或土壤含水量为： 
t

m tz ψψ == ),0(  or                (6.32) ttz θθ == ),0(

b
m tLz ψψ == ),(  or                (6.33) btLz θθ == ),(

    顶部和底部边界的土壤温度为： 
t

s TtzT == ),0(                         (6.34) 

b
s TtLzT == ),(                        (6.35) 

(2) Neumann 条件 
通过顶部和底部边界的水流通量为：       

)1/)(()( −∂∂−= zKtq mm ψψ                (6.36) 

或                   

 )()()( θθθ K
z

Dtq +
∂
∂

−=                   (6.37) 

通过顶部和底部边界的热量通量为   

                             )()(
z
TKtG h ∂
∂

−=                      (6.38) 

(3) Dirchlet 和 Neumann 混合条件 
本模型采用混合边界条件来确定土壤顶部和底部的边界条件。对于土壤水分

运动，上边界的水流通量由气象条件决定，即通过上边界进入土壤的水流通量为

降雨量与灌溉量之和减去土壤的蒸发量；而下边界的土壤水势值为实测的土壤水

势剖面值，并由土壤水分特征曲线而求得土壤含水量。对于土壤温度剖面，上边

界为地表温度，而通过土壤下边界的热量通量为 0，此时土壤温度随深度不再变

化。 
1.3.3 根吸水子模型 
       

模型采用 Hillel(1976)的根吸水模型。Hillel 基于水通量方程(Van den Hon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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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发展了一个根系吸水的机理模型：  

             
xrs

cs

RzRzR
z

tzS
++

−
=

)()(
)(

),(
ψψ

                (6.39) 

式中ψc为冠层水势(cm)，ψs(z)为第z层的土壤总水势(cm)，Rs(z)为第z层的水流阻

力(h cm-1)，Rr(z)为第z层的根阻力(h cm-1)，Rz为木质部阻力(h cm-1)。 
冠层水势采用经验内插方法，不同时刻的冠层水势由冠层相对含水量(Rwc)

决定，冠层相对含水量由下式计算： 

                            %100
)(
×

−
=

fc

dcfc
wc W

WW
R               (6.40) 

式中Wfc为冠层鲜重，Wdc为冠层干重。 
水流阻力表示为(Gardner, 1960)： 

                           
)()(4

)
)(

1ln(
)(

2

zKzD
rzR

zR rLd
s π

π
=                 (6.41) 

式中RLd为根长密度(cm-2)，rr为平均根半径(cm)。 
    木质部阻力表示为(康绍忠等，1994)： 

   4)(
r

r
r r

a
zR

π
=                     (6.42) 

式中ar为经验参数。 
     根阻力表示为： 

  
)()(

1)(
zRzDK

zR
Ldr

s =                     (6.43) 

式中Kr为根系的导水率(cm h-1)。 
 

第二节 净辐射、感热、潜热和土壤热通量的模拟 
 

模型建立后，我们用禹城综合试验站涡度相关测定的冬小麦生长季水热、

CO2通量等对模型的模拟效果进行了验证。图6.2－6.7为冬小麦生长季半小时平

均净辐射密度、感热通量密度、潜热通量密度和土壤热通量密度的模拟值和测量

值的比较。前文已述，由于12月份，土壤为冻土层，涡度相关测定的能量通量的

波动剧烈，因此我们没有比较12月份的模拟值和实测值。从图6.2－6.7和表6.1中
可以看出，除1月外(ME = 0.73)，模型模拟的净辐射与测量的净辐射相当一致，

显示出模型对短波辐射和长波辐射在冠层内传输的描述非常合理，模拟的净辐射

在11月、1月和2月高于测量值，而在3月、4月和5月低于测量值，这可能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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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冬小麦的生长，冠层对太阳辐射的反射率降低，而在模型中没有考虑反射率

随生长季的变化。模拟的土壤热通量除1月外(ME = 0.46)，与测定的土壤热通量

也比较吻合。模型中土壤热通量是由不同深度的土壤温度和土壤参数决定的，因

此土壤温度模拟的准确与否决定着土壤热通量模拟的准确性。Fig.6.8为2003年4
月1日到15日不同深度土壤温度的模拟值与实测值的比较，可以看出土壤温度的

模拟值与实测值相当接近。 
模拟的潜热通量与实测的潜热通量不是特别一致，特别是在11月、1月和2

月，即当叶面积指数很小的时候。主要原因是这个阶段农田生态系统测量的感热

和潜热通量之和与净辐射和土壤热通量之差不平衡。图6.9为整个冬小麦生长季

能量平衡闭合性的检验，为了检验数据的质量，我们没有对丢失和错误数据的进

行插补。整个生长季回归线的斜率都小于1，从0.48到0.76，平均值为0.66。截距

从7.81到13.68 W m–2, 平均11.17 W m–2。复相关系数(R2)从0.67到0.95，平均值为

0.85。而且随着叶面积指数的增加，不平衡性降低。表面能量通量(H+λE)相对于

可获得能量(Rn－G)一般低估了大约20－50%。另一方面，大气稳定度对能量交

换的影响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当大气处于稳定层结时，特别是夜间，

湍流交换能力显著下降，这时观测值和模拟值的差异更大，因此本模型采用的稳

定度校正方法也许仍需要进一步改进。总体来说，当能量平衡闭合状况较好时，

模型能很好地模拟能量通量组分的日和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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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禹城站11月份表面能量平衡组分的测量值和模拟值的比较(所有通量的单

位为W m-2，假定向上为正)。 
Fig. 6.2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d and simulated components of the surface 

energy balance over the winter wheat canopy in Yucheng Station during Nov.1 to Nov. 
30, 2002 (all fluxes are in W/m2 and assumed positive towards the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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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禹城站1月份表面能量平衡组分的测量值和模拟值的比较 

Fig. 6.3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d and simulated components of the surface 
energy balance over the winter wheat canopy in Yucheng Station from Jan.1 to Jan.3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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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禹城站2月份表面能量平衡组分的测量值和模拟值的比较 
Fig. 6.4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d and simulated components of the surface 

energy balance over the winter wheat canopy in Yucheng Station from Feb.1 to Feb.28,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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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禹城站3月份表面能量平衡组分的测量值和模拟值的比较 
Fig. 6.5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d and simulated components of the surface 

energy balance over the winter wheat canopy in Yucheng Station from Mar.1 to 
Mar.3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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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禹城站4月份表面能量平衡组分的测量值和模拟值的比较 
Fig. 6.6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d and simulated components of the surface 

energy balance over the winter wheat canopy in Yucheng Station from Apr.1 to Apr.28,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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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禹城站5月份表面能量平衡组分的测量值和模拟值的比较 
Fig. 6.7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d and simulated components of the surface 
energy balance over the winter wheat canopy in Yucheng Station from May 1 to May 

3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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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冬小麦生长季净辐射、潜热通量、感热通量和土壤热通量模拟值和测量值

的比较 
Table 6.1 The comparison of measured and simulated components of the surface 

energy balance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净辐射 (W m–2) 潜热通量 (W m–2) 感热通量 (W m–2) 土壤热通量(W m–2) 月 

ME RMSD MBE ME RMSD MBE ME RMSD MBE ME RMSD MBE 

11 0.93 29.97 6.88 0.02 20.26 4.77 0.68 20.37 –2.77 0.81 15.53 1.35 

1 0.73 49.53 14.97 0.27 20.22 –1.55 0.55 12.69 –1.79 0.46 27.83 8.41 

2 0.93 30.51 0.20 0.14 17.36 2.24 0.81 17.87 –8.81 0.91 13.36 –1.90 

3 0.95 32.38 –6.48 0.66 26.88 6.90 0.75 28.09 –9.65 0.89 13.78 –1.64 

4 0.95 43.32 –26.68 0.77 39.34 1.27 0.57 30.43 –12.24 0.92 9.73 –1.52 

5 0.93 58.09 –19.39 0.93 24.96 –0.65 0.44 28.65 0.33 0.66 19.34 –0.02 

 
注： ME 定义为(Flerchinger 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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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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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o 是观测值，Ys为模拟值，Y 是平均观测值， n 是观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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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2003年4月测量和模拟的0，5，10，20和50 cm的土壤温度对比 

Fig.6.8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d and simulated soil temperatures at 0, 5, 10, 
20 and 50 cm depths for 15 consecutive days in Ap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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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冬小麦生长季能量平衡闭合验证：半小时平均可获得能量(Rn－G)与表面

通量(H+λE)的比较 
Fig. 6.9 The validation of energy-balance closur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d 

half-hourly average available energy (Rn－G) and the sum of the partitioning 
components (H+λE) during the growth period of winter wheat during 2002–2003 

 
第三节 冠层上方CO2通量的模拟 

 
3.1 CO2通量 
 

图 6.10 和 6.11 为冬小麦半小时平均CO2通量的模拟值和测量值的比较及相

关分析，可以看出模拟值与测量值比较一致，回归线截距为－0.017 mg m–2 s–1，

斜率为 0.87，复相关系数R2 = 0.87。误差可能来自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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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间，CO2通量模拟的准确性与模拟的作物冠层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的精度

有很大关系，而模拟的冠层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又与模拟的叶面积指数、模

拟的冠层顶光合有效辐射，以及对冠层的处理方法有关。模型将冠层划分为

阴叶和阳叶，前者截获直接和散射辐射，而后者只截获散射辐射，因此对直

接辐射和散射辐射的处理与模拟的冠层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有着密切的关

系。而模型中对直接辐射和散射辐射的划分是根据太阳辐射和太阳倾角的经

验函数，这种经验函数 适合在晴空条件下使用。然而，在模拟期间不一定

总符合这种条件。 
(2) 夜间误差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大气层结稳定，湍流混合弱，涡度相关系统测

定的CO2通量存在误差。另一方面土壤呼吸包括自养呼吸(根呼吸)和异养呼吸

(微生物呼吸)，因此影响土壤呼吸的因子很多，而模型中土壤呼吸仅仅视为

依赖土壤温度的函数。 

(3) 模型中参考温度下的羧化速率在整个生长季都设为固定值，然而其在不同生

育时期可能有一定的变化。  

 
图6.10 2003年3月9日到5月20日冬小麦CO2 通量测量值和模拟值的比较(不连续，

一些数据缺失) 
Fig. 6.10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d and simulated CO2 flux (mg m–2 s–1) 

over the winter wheat canopy in Yucheng Station from Mar.9 to May 20, 2003 
(discontinuous, some measured data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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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 2003年3月9日到5月20日冬小麦CO2 通量测量值和模拟值的相关分析 

Fig. 6.1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easured and simulated CO2 flux (mg m–2 s–1) over 
the winter wheat canopy in Yucheng Station from Mar.9 to May 20, 2003 

 
3.2 光合午休的模拟 
 

在自然条件下光合作用在中午的降低(“午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原因

有气孔因素和非气孔因素，在前文分析中认为气孔因素是主导作用。对于气孔因

素，常常认为由于中午期间蒸腾过于强烈，导致叶片水势下降而引起气孔的关闭。

叶片水分状态由蒸腾失水和根系吸水的平衡决定，由于蒸腾主要决定于太阳辐射

和气温，因此叶片水势也主要响应于太阳辐射和气温。太阳辐射的增加会导致叶

片水势的下降，随着叶片水分的不断损失，叶水势在午间和下午达到 低值，然

后在日落前不断恢复。因此这可能是光合午休的原因之一。考虑叶水势的动力机

制可以提高模型对CO2通量和水汽通量的模拟精度，特别当午间和下午水分亏缺

时(图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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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 考虑冠层水势的变化对模拟的CO2 通量的影响 
Fig. 6.12 Influence of the variation of canopy water potential on simulated CO2 flux 

 
第四节 蒸散和叶面积指数的模拟 

 
4.1 蒸散的模拟 
 

图6.13为三个冬小麦生长季(1998–2001)气象因子－气温(T)、相对湿度(RH)、
风速(U)、太阳辐射(Q)和降水(P)的季节变化。三年的气温变化基本相似，1998
－1999冬小麦季略微干燥；三年的风速变化基本相似；1998－1999的日辐射较高；

1998－1999作物生长峰期的降雨较多，越冬期间偏少，与之相反的是，2000－2001
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越冬期间，而在作物生长旺期的降水偏少，而1999－2000整个

生长季的降雨较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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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禹城三个冬小麦生长季(1998–2001)气象因子－气温(T)、相对湿度(RH)、

风速(U)、太阳辐射(Q)与降水(P)的季节变化 
Fig.6.13 Seasonal variation of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cluding daily average air 
temperature (T), relative humidity (RH), wind speed (U), global radiation (Q) and 

precipitation (P) in three growing seasons of winter wheat in Yucheng (1998–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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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给出了三个冬小麦生长季(1998–2001)的田间蒸散的模拟值和测量值

的对比。三个生长季累积蒸散与实测值的相对误差分别为 0.4%、0.7%和 2.7%(表
6.2)，模拟的总蒸散与实测值相当一致。然而，日蒸散的模拟值和测量值的误差

较大，一方面原因是大型蒸渗仪内与大田的作物生长状况不一致；另一方面当一

次降雨或灌溉后，蒸散强烈，而模型对土壤水分和土壤表面水分再分布的处理仍

然不够精细。尽管模型可以模拟土壤水分的垂直运动，但是模型没有考虑土壤表

面水分的蒸发过程，当灌溉或一次强降雨后，土壤表面水蒸发往往相当强烈的。

冬小麦季蒸散的主要变化过程是：在返青以前，由于气温较低、叶面积指数较小，

日蒸散普遍低于 2.0 mm，随着叶面积指数的增加和辐射、气温的增加，蒸散开

始增加，并在拔节到乳熟期达到峰值，平均为 4.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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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1998–1999，1999–2000 和 2000–2001 三个生长季实测和模拟的蒸散比较 
Fig. 6.14 Simulated and measured evapotranspiration during 1998–1999, 1999–2000 

and 2000–2001 for a winter-wheat growing season. 
 

表 6.2 1998－1999，1999－2000 和 2000－2001 三个生长季实测和模拟累积蒸散

比较 
Table 6.2 Simulated and measured accumulated evapotranspiration during 1998–1999, 

1999–2000 and 2000–2001 for a winter-wheat growing season 

 1998–1999 1999–2000 2000–2001 

测量的总蒸散 464.8 424.0 468.6 
模拟的总蒸散 462.8 421.1 455.9 

 
4.2 叶面积指数的模拟 
 

冠层光合和蒸散的准确模拟相当依赖于叶面积指数的准确模拟。通过比较

2000－2001 和 2002－2003 冬小麦生长季叶面积指数的测量值和模拟值，可以看

出模拟值相当符合实测的叶面积指数的变化规律(Fig. 6.15)，在返青前，叶面积

指数基本为一个很小的常数，随后开始增加，直至抽穗期达到 大值，之后迅速

下降。在两个生长季，叶面积指数的 大值分别为 6.40 和 4.22，基本上与华北

平原冬小麦叶面积指数的多年平均相一致。尽管如此，必须指出的是本模型模拟

叶面积指数函数的经验性仍然很强，叶面积指数与许多经验参数，如特定叶面积

比、叶片的 大死亡率、干物质向叶片分配的经验系数等有关，因此这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模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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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 2000–2001 和 2002–2003 冬小麦生长季测量和模拟的 LAI 对比 
Fig. 6.15 Simulated and measured LAI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of 2000–2001 and 

2002–2003 for a winter-wheat growing season 
 

第五节 本模型与其它 SVAT 模型的比较 
 

本章在耦合的光合－气孔导度－蒸腾模型的基础上，将能量和CO2通量传输

与作物生长和发育结合起来建立了农田生态系统综合模型，可以模拟能量和CO2

通量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以及作物的株高、叶面积指数等生长因子。下面将本模

型与当前广泛应用的SVAT模型进行比较，来判别模型的优点以及需要进一步改

进之处。从表6.2可以看出，与当前广为应用的几个SVAT模型相比较，本模型在

土壤、作物和大气模块的处理都较为均衡，土壤模块各模型的差别不大，均采用

了多层土壤水热运移模型；与SIB2和LSM相似，光合模块都采用了较为机理性的

生化模型，作物模块与THESEUS相似，均采用较为机理的作物生长和发育过程

模型。本模型时间步长为瞬时－1d，可与大气环流模式很好的耦合。但应当看到，

本模型与这些成熟的模型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作物类型单一，本模型目前只针

对小麦和玉米作物，需要进一步扩展到其它植被类型，同时模型需要更多资料的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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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本模型与其它SVAT模型的比较 

Table 6.2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Agrosys and some famous SVAT models 
 
SVAT

模型 

SIB2 

(Sellers

等 ， 

1996) 

SHAW 

(Flerchinger 

and Saxton, 

1989b) 

LSM 

(Bonan, 

1996) 

WAVES  

(Dawes 

and Short, 

1993) 

FORUG 

(Samson, 

2001) 

THESEUS 

(Wegehenkel, 

2000) 

ChinaAgrosys

输入

气象

变量 

气温 

水汽压 

风速 

气压 

降雨 

总辐射 

气温 

相对湿度风

速 

总辐射 

降水 

初始土壤温

度和土壤湿

度剖面 

温度 

风速 

相 对 湿

度气压 

降雨 

总辐射 

高和

低气温 

相对湿度

风速 

日照时数

降雨 

气温 

相 对 湿

度风速 

总辐射 

降雨 

平均气温 

相对湿度 

总辐射 

风速 

土壤温度 

气温 

相对湿度 

风速 

总辐射 /日照

时数 

降水 

时间

步长 

1h-1d 1h-1d 1h-1d 1d 1h-1d 1d 1h-1d 

植物

类型 
9 种下垫

面 植 被

类型 

10 种作物 12 种植

被类型 
各种下垫

面 
森林 各种作物 小麦和玉米 

叶面

积指

数变

化 

遥 感 监

测 
实测值输入 月 平 均

值输入 
潜在生长

速率×生

长 指 数

(0-1) 

采 用 叶

面 积 指

数 生 长

曲 线 的

三 个 阶

段 来 划

分 

四个作物模

块(生长系数，

半经验生长

模式，简化的

基于生理过

程的模式，作

物生长模式

类 似 于

WOFOST) 

采用半经验

方程模拟，由

叶片净生长

率、叶片死亡

率、比叶面积

和叶片水分

状况决定 

光合

模块 

Colltaz

光合 -气

孔 导 度

耦 合 模

型 

无 Colltaz

生 化 模

型 

Michaelis-

Menten 方

程 

CO2响应

曲 线 和

光 响 应

曲线 

光响应曲线

(直角双曲线) 
采用 Farquhar

的生化模型

结合 Leuning

的气孔导度

模型，并考虑

光抑制 
蒸散

模块 
双 源 模

型 (冠层

和土壤) 

多层能量平

衡模型 

多 层 能

量 平 衡

模型 

采 用

Penman-M

onteith 公

式计算上

下冠层蒸

散和土壤

蒸发 

多 层 模

型 计 算

蒸散 

(上、中、

下 冠 层

和 林 下

叶层) 

5 个蒸散模块

计算潜在蒸

散，实际蒸散

由

Penman-Mont

eith 方程计算 

 

多层水热传

输 

(冠层分 2 层，

土壤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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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水热

传输

模块 

根 区 多

层 水 热

传输 

多层土壤水

热传输 (2-50

层) 

多 层 水

热 传 输

(达西定

律) 

多层水热

传输(基于

Richards

方程和达

西定律) 

无 3 个土壤模块

(一层水热传

输；多层水热

传输；达西定

律) 

基于 Richards

多层土壤水

热传输 

 
 

第六节 结论和讨论 
 

理解土壤－植被－大气系统能量和CO2交换过程对评价全球陆地生态系统

在水碳循环和气候变化中角色非常重要。本章提出了一个土壤－植被－大气系统

综合模型(ChinaAgrosys)来模拟能量、水分和CO2通量以及作物生长和发育。模型

假设农田生态系统养分供应充足以及作物生长季不受病、虫、杂草害的影响。由

于土壤－植被－大气系统的复杂性，考虑环境和作物所以的相互作用过程并不现

实。经验模型不能真实的反映客观世界，但机理模型需要太多的输入参数限制了

其应用，如何在经验与机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是一个难点，同时在模型中保持各

个过程的平衡也非常重要的(Monteith，1996)。因此，本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

是保持土壤、植物和大气各个模块的平衡。模型对SPAC系统中的各个物理和生

理过程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描述，通过冠层阻力的参数化将光合和蒸腾耦合起

来，模型采用了模块化结构，每一个模块都可以独立使用并可以被更先进的模块

代替。  
本文的模型将能量和CO2通量传输与作物生长和发育结合起来，可以模拟能

量和CO2通量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以及作物的株高、叶面积指数等生长因子。通

量的模拟主要基于耦合的光合－气孔导度－蒸腾模型，模型可以很好的模拟作物

对光、温度、水汽压差、CO2浓度和土壤水分变化的响应。光合模型由生化模型

简化而来，可以模拟C3和C4植物的光合作用，同时可以容易地与冠层能量平衡模

型结合。由于大田条件下，作物存在普遍的光合午休现象，而光合午休一般由气

孔因素和非气孔因素造成，对于气孔因素，可能是由于蒸腾失水强烈，导致叶片

水势下降而引起气孔关闭造成的，模型通过考虑叶水势的动力变化对气孔导度的

影响来模拟光合午休，提高了CO2和水汽通量的模拟精度。 
本模型能很好的模拟水热、CO2 通量以及作物生长和发育。因此模型可以用

于水资源管理。同时，本模型也是研究水热和CO2 通量的控制因子以及作物生长

发育过程的有效工具。由于模型对农田生态系统主要反馈过程的描述相当合理，

因此也可以用来评价气候变化对作物生长的影响。将本模型进一步耦合到区域气

候模型中，可以研究植被和大气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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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时间步长在水热通量模拟模型中的意义 

模型的时间步长与驱动因子的平均时间对模拟结果的准确性及模型的效率

都非常重要(Goudriaan和Laar，1994；Hoogenboom，2000)。短时间步长的模型

能够考虑日变化过程，与实际情况更为接近。但其要求更多观测数据且需考虑更

多过程，然而也许其最终的模拟结果相对于更长步长模型的结果并无显著改善。

因此，这种模拟有时不仅繁琐且效率低下(Goudriaan和van Laar，1994； Stockle
和Jara，1998)。相反，时间步长较长的模型对一些问题的描述足够精确，但也可

能略掉许多重要的过程，如月平均时间尺度的作物模型会高估或低估产量

(Nonhebel，1994a)。大部分作物生长模型采用一天作为时间步长，因为日尺度的

数据更易获得，而且一些过程对日平均的驱动变量响应很好，如发育速率对日平

均气温的响应。然而，SVAT中许多物理和生理过程基于更小的时间尺度，如作

物在蒸腾失水强烈的条件下经常会发生光合和蒸腾的午休作用(Tazaki等，1980；
Puech-Suanzes等，1989；Hirasawa等，1999；Trivedi等，2000)，如果模型采用日

平均或日总量也许会平滑掉这些过程。同时，许多过程对环境变量的响应非线性，

因此当模型驱动变量的平均时间不相同时，模型的模拟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

别。另一方面，许多经验、半经验模型是基于较长或较短时间尺度的资料而建立

的，当应用于较短或较长的时间平均驱动变量时，也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那

么，这种差别究竟会有多大，以及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因子，理解这种差别不仅

有助于进一步简化模型，而且对模型采用多长时间尺度的观测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 
第一节 不同时间步长下模型模拟的日蒸散和 NEP 的比较 

 
    图 7.1 和图 7.2 分别比较了模型采用不同时间步长时模拟的冬小麦和夏玉米

的日蒸散。以半小时步长模型模拟的结果为基准值，将 1 小时，2 小时，4 小时，

8 小时，12 小时以及日步长模型的模拟结果与之相比较。图 7.1a和图 7.2a比较了

不同时间步长的单层模型的模拟结果。对于冬小麦，从 1 小时步长到日步长模型

的模拟结果与基准值的RMSE分别为 0.06，0.04，0.14，0.17，0.53 和 0.58 mm day-1，

相对误差为 2%，1.5%，5%，6%，19.2%和 21.2%。对于夏玉米，从 1 小时步长

到日步长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基准值的RMSE为 0.01，0.02，0.04，0.08，0.26 和

0.32 mm day-1，相对误差分别为 0.5%，1%，2.1%，4.3%，14.9%和 18.3%。图

7.1b和图 7.2b比较了不同时间步长的双源模型的模拟结果。对于冬小麦，从 1 小

时步长到日步长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基准值的RMSE分别为 0.02，0.02，0.06，0.13， 
0.42 和 0.48 mm day-1，相对误差分别为 0.9%，0.9%，2.4%，5.0%，16%和 18.3%。

对于夏玉米，从 1 小时步长到日步长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基准值的RMSE分别为

0.01， 0.02，0.04，0.1，0.33 和 0.4 mm day-1，相对误差分别为 0.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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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3%和 15.9%。图 7.1c和图 7.2c比较了不同时间步长的多层模型的模拟

结果。对于冬小麦，从 1 小时步长到日步长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基准值的RMSE分
别为 0.01，0.01，0.03，0.07，0.25 和 0.3 mm day-1，相对误差分别为 0.4%，0.4%，

1.6%，4.5%，15.4%和 17.9%。对于夏玉米，从 1 小时步长到日步长模型的模拟

结果与基准值的RMSE分别为 0.004，0.01，0.03，0.08，0.26 和 0.31 mm day-1，

相对误差分别为 0.2%，0.5%，1.4%，3.4%，11.7%和 14%。由这些比较可以看

出，无论采用那一种模型，半小时、1 小时和 2 小时步长模型的模拟结果非常相

似，相对误差基本小于 1%。而随着时间步长的增加，模拟结果与基准值的相对

误差逐渐增大。尽管如此，4 小时和 8 小时步长的模拟结果与基准值的相对误差

仍低于 10%。然而，12 小时和日步长模型与半小时步长模型的相对误差均大于

10%，有的甚至超过了 20%。另外，随着时间步长的增加，模拟的日蒸散量有降

低的趋势。与图 7.1 和图 7.2 类似，图 7.3 和图 7.4 分别为不同时间步长模型模拟

的冬小麦和夏玉米日NEP的比较。结果显示，不同步长模型模拟的日NEP的差别

没有日蒸散的差别大。与模拟的日蒸散类似的是，随着步长的增加，模拟的日

NEP与基准值的相对误差也在增大，但与日蒸散不同的是，随着步长的增大，模

拟的日NEP有增加的趋势。因此相对于时步长模型而言，日步长模型将会高估农

田的水分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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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不同时间步长模型模拟的冬小麦日蒸散量的比较 

Fig.7.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ed daily total evapotranspiration of winter 
wheat by models which run under half-hour time step and under other time steps, 
include one-hour, two-hour, four-hour, eight-hour, 12-hour and daily time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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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不同时间步长模型模拟的夏玉米日蒸散量的比较 

Fig.7.2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ed daily total evapotranspiration of summer 
maize by models which run under half-hour time step and under other time steps, 
include one-hour, two-hour, four-hour, eight-hour, 12-hour and daily time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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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不同时间步长模型模拟的冬小麦日 NEP 的比较 
Fig.7.3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ed daily NEP of winter wheat by models 
which run under half-hour time step and under other time steps, include one-hour, 

two-hour, four-hour, eight-hour, 12-hour and daily time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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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不同时间步长模型模拟的夏玉米日 NEP 的比较 
Fig.7.4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ed daily NEP of summer maize by models 
which run under half-hour time step and under other time steps, include one-hour, 

two-hour, four-hour, eight-hour, 12-hour and daily time steps 

 176



第七章  时间步长在水热通量模拟模型中的意义 

第二节 不同时间步长下农田生态系统模型模拟的 NEE 和日蒸散的比较 
 

前文建立的农田生态系统模型(ChinaAgrosys)的时间步长为半小时或1小时，

模型需要输入的气象驱动变量为半小时或 1 小时实测数据，当研究地区只有日平

均或日总量或者一天中某几个特定时刻的观测值时，通过内插获得瞬时气象数据

(见附录 7.A)。采用较短时间步长的主要目的是使模型能够更加接近实际生物物

理和生物化学过程，并使模型的最终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更加一致。由于土壤-
植物-大气中各个过程对环境变量的响应常常非线形，且环境变量对各个过程又

存在交互作用，因此当时间步长改变后，由不同时间平均的气象因子驱动的模型

的最终模拟结果可能会有较大差别。图 7.5 为不同时间步长下农田生态系统模型

模拟的日蒸散和NEE比较。在比较中，时间步长分别选取半小时、1 小时、2 小

时、3 小时、4 小时、6 小时和 8 小时，由于模型中光合产物的分配主要设定在

夜间进行，因此为了不改动模型的结构，没有使用 12 小时和日步长。以一小时

步长模型的模拟结果作为基准，将其它时间步长模型模拟的结果与之比较。相关

分析显示随着时间步长的改变，模型模拟的日蒸散和CO2通量都存在一定的差别

(图 7.6)，但是差异程度不同。从半小时到 8 小时步长模型模拟的日蒸散与基准

值的回归线斜率分别为 1.004，0.986，0.953，0.98，0.89 和 0.954，截距分别为 0，
0.015，0.063，0.016，0.125 和 0.074 mm。半小时、1 小时和 2 小时步长模型的

模拟结果几乎没有差别，当步长增加为 3 小时或更长时，误差逐渐增大，最大误

差达到 10％左右。对于日NEE，半小时步长、2 小时步长以及 3 小时步长模型的

模拟结果与 1 小时步长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斜率分别为 0.999，1.006 和 1.005，
截距分别为 0, 0.015 和 0.063 g CO2 m-2。但是当时间步长增加到 4 小时，6 小时

和 8 小时时，模拟的NEE与基准值有更大的差异，斜率分别为 0.936, 0.885 和

0.776，截距分别为 0.073, －2.42 和 0.778 g CO2 m-2，最大相对误差超过了 20%。

除了由于潜热通量和CO2通量对环境变量响应的非线性导致的误差以外，不同时

间步长下模型计算的冠层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不同是造成这种较大差异的主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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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不同时间步长下模型模拟的 1999－2000 冬小麦生长季日蒸散和 NEE 比较 

Fig. 7.5 The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daily-integrated evapotranspiration and NEE 
under different time steps over the growing season of winter wheat from 1999 to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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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不同时间步长模型的模拟结果与 1 小时步长模型的模拟结果的相关分析 
Fig. 7.6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imulated values under other time steps and 

1-hour-step simulate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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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驱动因子时间平均变化对模拟结果的影响分析 
 

3.1 单因子变化 
 

本节主要分析当其它环境驱动因子保持不变，只考虑一个环境因子的日变化

时，来比较不同时间步长模型模拟的日蒸散和NEP。尽管这种情况在自然情况下

几乎不存在，但这种分析可以将某种造成模型差异的因子更加凸现出来。模型输

入的驱动因子包括气温、净辐射、土壤热通量、水汽压、风速、光合有效辐射、

土壤温度、0－10 cm平均土壤含水量、叶面积指数和株高。环境驱动因子的平均

时间为半小时、1小时、2小时、4小时、8小时、12小时和1日。本节采用的模型

为前文描述的单层光合蒸腾耦合模型，潜热通量由Penman-Monteith公式计算，

光合由气孔导度耦合的生化模型计算，光合与蒸腾通过冠层导度相耦合，冠层阻

力采用Ball-Berry气孔模型由大叶扩展到冠层水平。 
 图7.7a为其它环境驱动因子保持不变，只考虑可获得能量(Rn－G)的日变化

时，不同步长模型模拟的日蒸散量和NEP的比较。根据Penman-Monteith公式，当

其它驱动变量保持不变时，潜热通量对可获得能量的变化呈线形关系，因此采用

不同时间平均的模拟结果应该是没有差别的。但由于可获得能量的变化引起叶温

的变化，从而使冠层阻力发生变化，由于潜热通量对冠层阻力的响应非线形，因

此采用不同时间平均对模拟的潜热通量会有一定的差别。可获得能量对NEP的影

响也主要通过叶温，叶温的变化导致光合、呼吸和气孔导度的变化，且NEP对叶

温的响应也是非线形，因此采用不同的时间平均对模拟的NEP也有一定的差别。

不过从图7.7a来看，这种差别几乎可以忽略，这是因为当气温一直保持不变时，

叶温的日变化也很小，因此当其它驱动因子保持不变而只有可获得能量有日变化

时，采用不同的时间平均对日蒸散和NEP的差别可以忽略。 
图7.7b为其它环境驱动因子保持不变，只考虑气温的日变化时，不同步长模

型模拟的日蒸散量和NEP的比较。由Penman-Monteith公式，气温对潜热通量的影

响主要是通过VPD，而VPD又影响冠层阻力，因此潜热通量对气温的响应呈非线

形。气温对NEP的影响一是通过VPD影响气孔导度和光合作用，另一是通过叶温

影响光合和呼吸，因此NEP对气温的响应也呈非线形。从图中7.7b可以看出，不

同时间步长下模型模拟的日蒸散和NEP的差别很小，最大相对误差为0.2%。 
图7.7c为其它环境驱动因子保持不变，而只考虑水汽压的日变化时，不同步

长模型模拟的日蒸散量和NEP的比较。水汽压的改变导致VPD变化，而VPD的变

化引起气孔导度的变化，从而影响潜热通量和NEP。不过由于水汽压的日变化一

般很小，而且对潜热通量和CO2通量不起主导作用，因此不同时间平均模型的模

拟结果几乎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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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d为其它环境驱动因子保持不变，只考虑风速的日变化时，不同步长模

型模拟的日蒸散量和NEP的比较。风速的变化引起阻力的改变，包括空气动力学

阻力和边界层阻力，边界层阻力的变化对叶温的变化有影响，从而影响冠层阻力。

因此潜热通量和NEP对风速的响应均非线形，且风速的改变对潜热通量的影响更

大。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时间平均对模拟的日NEP基本没有影响，模拟的日蒸

散的最大相对误差小于2%。 
    图7.7e为其它环境驱动因子保持不变，只考虑土壤温度的日变化时，不同步

长模型模拟的日蒸散量和NEP的比较。根据Penman-Monteith公式，假设当土壤热

通量保持不变时，土壤温度的改变不会影响潜热通量。而土壤呼吸与土壤温度呈

指数关系，当叶面积指数较大时，土壤呼吸在CO2通量中占较小比重，因此不同

时间平均对模拟的日蒸散没有影响，而对模拟的NEP影响很小。 
图7.7f为其它环境驱动因子保持不变，只考虑光合有效辐射的日变化时，不

同步长模型模拟的日蒸散量和NEP的比较。与其它驱动因子不同的是，光合有效

辐射的平均时间不同，模拟的日蒸散和NEP的差别较大。由Penman-Monteith公式，

光合有效辐射通过影响冠层阻力而影响潜热通量；光合作用对光强的响应为非直

角双曲线，在光饱和点以前，近似呈线形关系，日步长和半小时步长模型模拟的

NEP的相对误差达到6%。由于潜热通量对冠层阻力的响应非线形，而夜间和日

间，冠层阻力的差异很大，即使日间，冠层阻力的变化也较大，因此模拟的日蒸

散的最大相对误差近43%。 
以上为我们采用只考虑一个驱动因子的日变化来比较不同时间步长下模型

模拟的日蒸散和NEP的差别。结果显示，尽管蒸散和NEP对许多环境因子的响应

是非线形的，但如果保持其它因子不变时，可获得能量、气温、水汽压、土壤温

度甚至风速的不同时间平均驱动的模型的模拟结果差别很小。而由不同时间平均

光合有效辐射驱动的模型的模拟结果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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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只考虑单驱动因子日变化的不同时间步长模型模拟的日蒸散和NEP

比较 
Fig.7.7 The comparison of the simulated daily evapotranspiration and NEP by the 
models with different time step only considering the diurnal variation of a single 

environmental driv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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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多因子变化 
 

前面对单驱动因子时间平均对模拟结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但是这种只有单

个驱动因子发生改变的现象在自然界几乎不存在。当几个驱动因子共同作用时，

它们的交互影响作用也许更大，也许互相抵消。如净辐射、温度、水汽压、风速

和光合有效辐射等都会影响冠层阻力，而这些因子的不同组合对冠层阻力的影响

差别可能很大。 
图7.8a为保持风速和光合有效辐射不变，而考虑其它环境驱动因子的日变化

情况下，不同时间平均模型模拟的日蒸散量和NEP的比较。同样，半小时、1小
时、2小时和3小时步长模型模拟的日蒸散和NEP都很接近，12小时和日步长模型

的模拟结果基本一致，6小时步长模型的模拟结果间于两者之间。日步长模型模

拟的日NEP与半小时步长模型模拟的日NEP的相对误差仍小于1%。然而，半小时

步长模型和日步长模型模拟的日蒸散的相对误差上升到了近6%。说明几个环境

因子对水热和CO2传输的交互作用对模拟结果产生了一定影响。 
图7.8b为保持风速不变，而其它环境驱动因子有日变化情况下，不同时间平

均模型模拟的日蒸散量和NEP的比较。可以看出日步长模型模拟的日NEP与半小

时步长模型模拟的日NEP的相对误差为2.7%。而半小时步长模型和日步长模型模

拟的日蒸散的相对误差达到了近34%。考虑光合有效辐射的日变化使不同步长模

型差别进一步增大。 
图7.8c为考虑所有环境驱动因子的日变化情况下，不同时间平均模型模拟的

日蒸散量和NEP的比较。半小时、1小时、2小时和3小时步长模型模拟的日蒸散

和NEP都很接近，12小时和日步长模型的模拟结果基本一致，而6小时步长模型

的模拟结果间于两者之间。日步长模型模拟的日NEP与半小时步长模型模拟的日

NEP的相对误差仅为3%。然而，半小时步长模型和日步长模型模拟的日蒸散的

相对误差进一步增大到了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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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考虑多驱动因子的日变化的不同时间步长模型模拟的日蒸散和NEP
比较 

Fig.7.8 The comparison of the simulated daily evapotranspiration and NEP by the 
models with different time step considering the diurnal variation of multiple 

environmental driving factors 
 

因此可以初步推断应用当前的光合－蒸腾耦合模型摸拟CO2通量时，日步长

模型与时步长模型的差别主要是由于光合有效辐射的日变化较大造成的。但是这

种差别在10%之内，这种假设的前提是光合有效辐射是模型的输入值，当光合有

效辐射为模型中的模拟值时，这种差别也许更大。造成日蒸散差别的原因则更加

复杂，各种因子的日变化对过程的交互作用造成了模型模拟的日蒸散差异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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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交互作用有时也可能互相抵消，从而使不同步长模型的差别变得更小。

总的来看，由于光合有效辐射一天中变化很大，模拟的冠层阻力相应的也具有较

大的日变化，由于潜热通量对冠层阻力的敏感性和非线形性，因此时步长和日步

长模型的差别很大。 
 

第四节 结果与讨论 
 

Penman公式和Penman-Monteith公式尽管在建立之初基于日平均气象资料，

但由于公式的物理基础很强，而且作为一个比率方程，更适用于使用更短时间尺

度，如1小时或更短的气象资料，然后累加到1日来计算日蒸散，当一天中风速和

VPD变化很大时，由日平均资料计算出的日蒸散会有很大的误差(Van Bavel, 
1966；Howell等，2000)。但由于公式中所需的净辐射和土壤热通量的实时资料

在常规气象观测站很少观测，因此常常由天文辐射或总辐射来推算。而一天中由

于云、太阳高度角和反射率等的变化造成计算的实时净辐射和土壤热通量与实际

情况有很大误差，这样由实时气象资料计算得出的日蒸散可能误差更大。因此在

没有实时观测的净辐射和热通量资料时，用日平均资料驱动是对各种误差的一种

折中考虑，但并不符合Penman-Monteith公式的理论条件。Walter等(2000)建立了

可以计算不同时间尺度参考蒸散的Penman-Monteith公式，尽可能使日步长和时

步长模型计算的参考蒸散一致。由于计算参考蒸散时，冠层阻力在夜间和日间分

别都被设为定值，因此这一定程度上更方便于将公式扩展到日尺度。但是对于实

际蒸散，冠层阻力的日变化很大，增加了将Penman-Monteith公式扩展到日尺度

的难度，当前对计算实际蒸散的Penman-Monteith公式在不同时间步长下的比较

还缺乏深入的研究。 
本章基于光合蒸腾耦合的单层模型，比较了不同时间步长模型的模拟日蒸散

和NEP。尽管采用同样的计算方法，不同时间平均变量驱动的模型的差别很大，

尤其日蒸散的差异更大。对于NEP，光合有效辐射的日变化造成了模型的差异。

而日蒸散差异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其中冠层阻力的日变化是最主要的原因。小

时尺度模拟的蒸散在一天中积分获得的日蒸散要高于由日平均资料计算的日蒸

散。因此，基于日平均资料计算日蒸散时，需要对Penman-Monteith公式进行修

正以获得更准确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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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A 
 

日平均和(或)日总量气象数据向瞬时气象数据的插值 
 

日平均或日总量气象数据很好的描述了平均气候状况，在许多情况下日平均

或日总量数据是足够用来描述作物生长的一些基本过程(Ephrath 等，1996)，如模

拟作物的发育速率、叶面积指数等。然而许多生理过程，如光合和蒸腾过程都响

应于瞬时气象变量，因此应用日平均会导致较大的误差。但瞬时气象数据常常难

以获得，因此将常规观测的日平均或日总量数据插值为瞬时数据非常重要。 
 

A.1 逐时辐射   
 

太阳辐射是作物生长的能量源泉。作物的光合作用、热效应和形态效应都直

接与太阳辐射有关。因此辐射资料是任何与作物生长有关的模型都必需的。模型

中逐时辐射由实测太阳辐射日总量、日长和太阳高度角计算。 
在农业气象数值模拟中，太阳赤纬和日出日落时间是基本的计算参量。对于

太阳赤纬(δ)，采用经验公式计算(Goudriaan, 1977)： 

)621.182/)173.10(cos(4.23 +−= dJπδ                   (A.1) 

其中Jd 为年的日序。  
太阳时角(ω)通过下式计算： 

)180/cos()180/cos(
)180/sin()180/s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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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sin()180/sin((1

tan(

2

δπψπ
δπψπ
δπψπ
δπψπ

ω
−

= A )       (A.2) 

式中 ψ为纬度，如果计算出的 ω小于 0，则加上 π。 

日出时间和日落时间为： 

πω /12∗=rt                         (A.3) 

                               rs tt −= 24                         (A.4) 

日长为： 

                                rsL ttd −=                        (A.5) 

一天中太阳高度角(β)随时间而变化： 

)
12

*cos(*)cos(*)cos()sin(*)sin(sin mstt
ll

−
+= πδδβ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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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为纬度，t为时间，tms为一天中太阳辐射的最高值出现的时刻。 
一天中某时刻的总辐射(w m-2)由下式计算(Ephrath等，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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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1,a2为常数。 
 

A.2 逐时气温 
 

气温是农业环境的一个重要因子，与作物生长、光合、呼吸、酶活动、蒸腾

等过程都密切相关，其在一天中变化很大。对于精度要求较高的模型，逐时温度

资料显得尤为重要。本模型中逐时温度由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和时间决定。 
逐时平均温度可以表示为： 

2/)cos()(2/)( minmaxmaxmin AUXTTTTTa ∗∗−++= π          (A.9) 

式中 AUX 为中间变量，由下式计算： 

)10/()2424(1 +−++ rtt   rtt <  

             AUX= )14/()(1 rr ttt −−+      14≤≤ ttr                (A.10) 

                )10/()14( +− rtt          14>t

 

A.3 逐时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为空气实际水汽压与饱和水汽压的比值，在模型中根据最大和最小

相对湿度以及时间来决定瞬时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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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逐时风速 

                     )8.1/)(exp(*5.0 rm ttu +−+ rtt <≤0    

u= ))3*2/()(*sin(*)5.0(*25.0 +−−+ Lrm dttu π   sr ttt ≤≤          (A.11)       

                 )8.1/)(exp(*5.0 sm ttu −−+ 24<< tts   

其中um为平均风速。 
图 A1 为总辐射、气温、相对湿度和风速的 1 小时模拟值与实测值的比较，

可以看出除风速的模拟值与实测值的差别稍大外，其它都非常吻合，因此用日平

均和日总量的气象资料内插到瞬时资料有足够精度用在研究土壤－植物－大气

相互作用的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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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禹城站总辐射、气温、相对湿度、风速的模拟值和实测值的比较 

Fig.A.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imulated and measured values of global radiation, 
air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and wind speed in Yucheng Experimental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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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x, AZ, pp. 20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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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展望 

农田生态系统水热交换和CO2传输过程是国际研究的前沿问题。理解农田生

态系统水热和CO2传输机制，一方面有助于认识人类活动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

以及农田生态系统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另一方面，对光合和蒸散过程的研究

可以揭示农田水分利用效率的变化规律以及农田生产力的形成机制，进而制定农

田水肥资源高效利用模式，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田水热和CO2传输涉及到

土壤、作物和大气连续体相互作用的许多过程，这种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决定了必

须将试验测定和模型模拟两种手段结合起来。水热与碳传输的机理模型必须建立

在大量田间试验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定量模型并能对过程进行准确描述才能将短

期和单点试验外推到长期和区域尺度。同时，随着测定技术的发展，大量试验数

据会进一步推动模型的发展。当前，全球范围内建立的通量网络开始长期和连续

的测定水热和CO2通量。本文基于这些长期和连续的资料分析水热和CO2通量的

日、季变化，并揭示其与环境因子的定量关系，进一步探究土壤－植被－大气连

续体中发生的生物物理过程和生理过程的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农田生态系统综

合模型分析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1) 农田生态系统水热和CO2通量的日季变化规律及其控制因子 
 

  感热通量与净辐射的日变化基本一致，日峰值出现在 12－13 时，而潜热通

量由于其强烈依赖于 VPD 的变化，因此日峰值要落后 1－2 个小时。在冬小麦的

生长旺盛时期，光合作用远高于土壤和作物呼吸。同时，在冬小麦生长季中可以

观测到光合午休现象，这主要是由于高的水汽压差和高的冠层温度导致强烈的蒸

腾失水而引起气孔关闭造成。 
 在冬小麦的生长初期，低温和低太阳辐射导致感热和潜热通量都较低。一年

中月平均感热通量的 大值出现在 6 月份，达到 42.5 W m-2；潜热通量的月平均

大值出现在 8 月份，为 73 W m-2。在冻土期(12 月)，能量通量的变化非常剧烈，

而在非冻土期，能量分配比变化在 0－1 之间。在冬小麦和夏玉米的旺盛生长阶

段，土壤热通量约占净辐射的 0.1 左右，而在其它时期所占比重变化在 0.2－0.5
之间。感热通量和潜热通量在净辐射中的比重与作物的生育期密切相关，在冬小

麦和夏玉米的生长旺期，月平均波文比一般都小于 0.5，而在 2 月份和 6 月份分

别达到 1.5 和 1.1。6 月份由于地上残茬以及根和土壤呼吸都十分强烈，因此此期

农田为一年中CO2的 大源，达到 0.136 mg m-2 s-1。5 月份由于冬小麦的叶面积

指数较高，生理活动强烈，农田成为一年中CO2的 大汇，达到－0.168 mg m-2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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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生态系统生产力对光强的响应符合直角双曲线。土壤呼吸通量可以由

5-cm土壤温度的Q10响应函数来描述，冬小麦和夏玉米的Q10值在 2.0 左右。冠层

光合对温度响应的 优值约为 20 °C左右。在整个生育期，冬小麦的水分利用效

率变化强烈，波动在 0－12 mg CO2 g H2O-1之间，而夏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存在

明显的季节变化， 大值出现在八月中旬，约为 10 mg CO2 g H2O-1。一天中，水

分利用效率随着VPD的增加而呈负指数降低。 
 
(2) 水热和CO2通量日变化模拟模型及其对环境因子变化的响应 
 

基于CO2和水热通量传输的生理和物理过程，将双层蒸散模型和双叶光合－

蒸腾模型耦合建立了冠层尺度的光合和蒸腾耦合模型。光合作用采用生化模型，

对冠层采用阴阳叶处理的方式以避免大叶模型的误差，气孔导度模型采用

Ball-Berry模型，并考虑土壤水分亏缺对气孔导度的影响，蒸散采用双源模型来

确定。 
模型的验证显示，模拟的净辐射、CO2通量、感热和潜热通量与测量值相当

吻合，证明了光合蒸腾耦合模型的应用能力。对CO2通量、冠层导度和潜热通量

对太阳辐射、气温、土壤湿度和大气 CO2浓度变化的响应分析表明：冠层导度

的 优温度要略低于光合的 优温度，而更低于蒸腾的 优温度。另外，随着太

阳辐射的增加，冠层光合和冠层导度的 优温度也在增加；当土壤水分亏缺时，

冠层导度和冠层光合的午休现象加重，而冠层阻力和土壤阻力的增加导致潜热通

量的降低。随着土壤含水量的增加冠层导度增加，当土壤水分充足时，土壤含水

量不再是冠层导度的限制因子；随着大气CO2浓度的增加，作物冠层水分利用效

率增加，而且CO2浓度增加对光合增加的作用在高温时更大。结论表明模型能够

很好的反映不同气候地区冬小麦CO2和水热通量的传输过程。 
 
(3) 多层光合－蒸腾耦合模型及与单层，双源模型的比较 
 

基于计算感热和潜热通量的多层模型和叶片光合－气孔导度耦合模型发展

了一个C3和C4作物的多层光合蒸腾耦合模型。同时基于涡度相关试验对单层、双

源和多层模型的比较发现，在模拟冬小麦和夏玉米生长季的冠层CO2通量时，如

果从叶片光合向冠层光合的扩展中都采用大叶扩展方法时，几个模型没有太大的

差别，且考虑冠层微气象剖面与否对模拟CO2通量的精度没有显著的改进。单层

模型模拟的潜热通量低于双源和多层模型，而多层模型模拟的潜热通量要低于双

源模型。在整个生长期间，单层模型过低估计潜热通量，而多层模型的模拟效果

好，不过其对冠层蒸散、冠层阻力以及冠层水分利用效率的模拟与双源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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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很小。 
对多层模型的分析显示，每一冠层的水分利用效率的日 大值出现在8:00－

10:00，之后很快地下降。顶部冠层的水分利用效率高于底部冠层的水分利用效

率。在模拟期间，冬小麦的水分利用效率波动很大，变化在5－20 mg CO2 g H2O
－1之间，而夏玉米的水分利用效率相对稳定，维持在10 mg CO2 g H2O－1左右。 
 
(4) 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与水热和CO2传输的综合模型 
 

提出了一个模拟能量、水分和CO2通量以及作物生长和发育的土壤－植被－

大气系统综合模型(ChinaAgrosys)。模型对SPAC系统中的各个物理和生理过程都

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描述，通过冠层阻力的参数化将光合和蒸腾耦合起来，模型采

用模块化结构，每一个模块都可以独立使用并可以被更先进的模块代替。  
ChinaAgrosys将能量和CO2通量传输与作物生长和发育结合起来，可以模拟

能量和CO2通量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以及作物的株高、叶面积指数等生长因子。

通量的模拟主要基于耦合的光合－气孔导度－蒸腾模型，光合模型由生化模型简

化而来，可以模拟C3和C4植物的光合作用，同时可以容易地与冠层能量平衡模型

结合。由于大田条件下，作物存在普遍的光合午休现象，模型通过考虑叶水势的

动力变化对气孔导度的影响来模拟光合午休，提高了CO2和水汽通量的模拟精

度。 
 

(5) 时间步长在水热碳通量模拟模型中的意义 
 

应用光合－蒸腾耦合模型摸拟CO2通量时，尽管采用同样的计算方法，不同

时间平均变量驱动的模型，其差别较大，尤其日蒸散的差异更大。对于NEP，光

合有效辐射的日变化造成了模型的差异，当光合有效辐射为输入值时，这种差别

在10%之内。造成日蒸散差别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各因子的日变化对过程的交互

作用造成了模型模拟的日蒸散差异更大，由于光合有效辐射一天中变化很大，而

模拟的冠层阻力相应的也具有较大的日变化，由于潜热通量对冠层阻力的敏感性

和非线形性，因此时步长和日步长模型的差别很大。小时尺度模拟的蒸散在一天

中积分获得的日蒸散要高于由日平均资料计算的日蒸散。因此，基于日平均资料

计算日蒸散时，需要对Penman-Monteith公式进行修正以获得更准确的值。  
 
 

第二节 本文创新点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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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分析了华北平原典型农田生态系统水热和CO2通量的日、季节变化及其

控制因子。 
 
    以往由于观测技术的限制，不能对水热和CO2通量进行长期和连续的测定，

因此对农田生态系统水热和CO2通量的描述限于短期和简单的定量描述。 
 
2. 建立了冠层尺度的光合－蒸腾耦合模型，可用于模拟中国不同农业生产区作

物的水热和CO2通量的日变化。 
 

本章提出的模型为研究植被和大气的水热交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理框架，

且模型可以外推到其它气候类型地区，如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3. 建立了多层光合－蒸腾耦合模型。 
 
    建立了可以模拟C3和C4作物水热和CO2通量及冠层内微气象剖面的多层光

合－蒸腾耦合模型。 
 
4.  将作物生长与水热、CO2传输过程相结合，建立了能够模拟作物生长和瞬时

水热碳通量传输的综合模型。 
 

5.  分析了时间步长在水热通量传输模型中的意义。 
 

第三节 研究展望 
 

   本文详尽分析了农田生态系统水热和CO2通量的动态变化及其与环境因子的

关系，建立了冠层尺度的光合－蒸腾耦合模型、多层光合－蒸腾耦合模型，并将

水热、CO2传输过程模型与作物生长发育模型相结合建立了农田生态系统综合模

型。在已开发模型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土壤－植被－大气连续体中的各个相互

作用，并分析了不同平均时间环境因子驱动的模型的差别。但由于SPAC系统的

复杂性，本文的工作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还有很多工作需进一步深化。 
 

1. 农田生态系统水热和CO2通量的长期定位测定和分析 
     
    本文系统分析了农田生态系统水热和CO2通量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但测量

期间仅为 1 年，所得到的结论仍需更多的数据支持。对一些动态特征需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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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如冻土期能量分配的变化，农田水分利用效率的变化。进一步探究冬小麦

生长季光合午休的原因，并与箱式法结合起来研究生态系统呼吸和土壤呼吸与环

境因子和生物因子的关系。在长期实测资料的支持下，分析农田生态系统水热和

CO2通量的年际变化及控制因子，评价农田生态系统在区域和全球水碳循环中的

作用。 
 
2. 涡度相关系统测定数据的全面和深入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水热和CO2通量的动态特征及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实际上，

涡度相关系统同时测定了大量的环境变量，如冠层温度、摩擦风速、长短波辐射

等。对这些数据的深入分析会进一步揭示SPAC的过程和特征。如可以用冠层温

度来反映作物的水分状况，用摩擦风速分析大气稳定度对测定通量的影响，通过

对长短波辐射分析冠层对各种辐射的反射率和消光系数的变化。 
 
3. 土壤－植被－大气系统相互作用过程机制的进一步研究 
    

 尽管本文以及许多研究对土壤－植被－大气系统相互作用过程进行了相当

广泛的研究，但仍有许多过程没有揭示清楚。如土壤阻力的参数化，当前主要采

用土壤含水量的经验函数来表达，但不同地区土壤状况的差异造成土壤阻力的差

别很大，在区域上采用同样的公式来模拟土壤蒸发会产生很大的误差。水分状况

对叶片气孔导度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Ball-Berry 模式适用在水

分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当土壤和作物水分亏缺时，气孔导度是如何变化。本文和

一些研究提出用叶水势的订正函数，模型中假设叶片水势和冠层水势一致，实际

上冠层不同叶片的蒸腾不同，叶片缺水状况不相一致，这必然会引起一定误差。

其次，光合模型中一些参数，如参考温度下羧化速率，初始量子效率等在整个生

育期的变化规律需要进一步研究。 
 

4. 冠层阻力和冠层水分利用效率的参数化 
 

冠层阻力是大尺度陆面过程参数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参数，冠层阻力的确定

直接决定着水热碳通量的准确模拟，当前对冠层阻力的参数化一般有三种方法： 
Jarvis 提出的阶乘方法；Penman-Monteith 公式反推；Ball-Berry 模型从叶片扩展

到冠层尺度。经验公式不能揭示相互作用过程的反馈机制，而蒸散和光合都属于

模型需要计算的量，这样限制了后两种公式的应用。基于涡度相关资料，对冠层

阻力进行参数化将是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 

 195



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农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及水热、CO2 通量传输试验与模拟研究 

 
5. 农田生态系统模型的简化 
 
     本文建立了农田生态系统综合模型，模型具有较好的模拟效果。但如果进

一步应用到区域尺度，就必需对模型进行简化，因为众多的参数在区域上难以获

得，因此必须对生态系统中主要反馈过程进行提炼，建立更简单的生态系统模型。 
 
6. 农田生态系统模型从站点到区域的扩展 
      

模型建立的 终目标是应用其解决区域上的生态、环境、农业和气象问题。

因此必须将模型和遥感及 GIS 手段结合起来，以模拟区域农田生态系统蒸散和

NPP，监测区域作物生长状况和产量，并根据不同区域的气候和土壤及作物生长

状况，提出农业水肥资源优化管理模式。进一步分析区域农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 
     

 196



在学期间完成的论文 

在学期间完成的论文 

1． Wang, J., Yu, Q., Li, J., Li, L.H., Li, X.G., Yu, G.R., Sun, X.M., 2006. Simulation 
of diurnal variations of CO2, water and heat fluxes over winter wheat with a model 
coupled photosynthesis and transpiratio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 (in 
press)  

2． Wang, J., Yu, Q., Lee, X.H. 2006. Simulation of energy and CO2 fluxes and crop 
growth at different time steps from hourly to daily. Hydrological Process, (Accepted)  

3． Wang, J., Yu, Q., Yin, H., Zhang, Y.Q. Diurnal and seasonal patterns of energy 
and CO2 fluxes over a rotation crop field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Field Crops 
Research, in review) 

4． CO2 and water fluxes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a comparison of coupled 
single-layer, dual-source and multi-layer photosynthesis and transpiration models. (已
完成) (第一作者). 
5． 用光合-蒸散耦合模型模拟冬小麦CO 通量的日变化，生态学报，2004， 
24(12)：2782-2788. (第一作者). 

2

6． 用光合-蒸散耦合模型模拟冬小麦水热通量的日变化，应用生态学报，2004，
5(11)：2077-2082. (第一作者).  

 197



致  谢 
论文定稿，欲有千言，但首先涌上心头唯感激二字！论文的完成，不只是我

个人的努力，更有许多关心和帮助我的老师，同学，朋友和亲人的心血和汗水。 
本文是在于强研究员的指导下完成的，于强研究员于我来说，亦师亦友，他

是我初入科学探索之路的启蒙人，从硕士论文起，我就有幸获得他的指导。而博

士论文从选题，试验设计，结果分析直到论文修改和定稿无一不是在他的认真指

导下完成。于强研究员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态度、创新的精神令我深深佩服，也

使我不敢有丝毫松懈，时刻鞭策着自己要不断学习，不断进取。 
感谢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王天铎先生对论文的修改和建议，先生渊博

的学识和认真的态度令我倍受感动；感谢耶鲁大学李旭辉教授对文章的宝贵意

见；感谢澳大利亚 CSIRO 的 Leuning 教授对文章提出的有价值的评论和修改意

见；感谢美国农业部 Dr. Flerchinger 对论文的修改和指点；感谢荷兰 ITC 苏中波

研究员的帮助。 
感谢课题组李俊副研究员，鲁全国高工，许守华工程师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李俊副研究员作为老师和朋友，在生活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的工作态度尤其

令我佩服。作为师兄和老乡，张永强给了我许多学习和生活中的建议，从他身上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感谢生态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于贵瑞研究员，孙晓敏研究员，樊江文

研究员，刘允芬研究员的关心和帮助；感谢禹城试验站谢贤群研究员，程维新研

究员，欧阳竹研究员，罗毅研究员的关心和帮助；感谢莫兴国研究员，吕昌河研

究员在开题过程中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研究生部舒晓明老师，谭寨露老师，王淑强老师，陈力老师和储小红老

师在学习生活中给予的帮助和关怀。 
感谢我的好朋友房全孝和孙善彬，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真的十分精彩，愿我

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感谢钟赛香同学和孙艳丽同学对论文仔细的校对和修改。 
感谢姜朝阳，邬定荣，姜杰，同小娟，王秋凤，温学发，陆其峰，孙林，宋

霞，许晓峰，任巍，李龙辉，陈超，肖巍，米娜，杜洋，姚玉刚，周艳莲，田静，

黄辉，王琳等师兄、师弟、师妹在论文完成过程中的支持和协助。 
感谢女友尹红三年来的鼓励、陪伴和支持。感谢父母、哥哥、姐姐对我求学

生涯一如既往的支持，你们是我的精神支柱，你们的健康和快乐就是我的最大幸

福。 
最后，向参加本文评阅、答辩并对本文提出宝贵意见的各位专家、师长表示

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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