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质历史时期大气CO２ 浓度恢复方法

一、引言

CO２ 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具有较强的温室效应[辐
射效应为１．４×１０－５W/(m２ppbv①)],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导

致近百年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之一(IPCC,２００７).这一观点

已为不少研究所支持,其中包括观测显示的大气温室气体浓

度持续增加和模型研究的结果.地质历史上一些时期大气

CO２ 浓度与温度变化也确有耦合关系.也有学者认为近百

年全球变暖并非主要由人类释放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

致,它可能是气候自然变化趋势的一部分(Soon,２００７).
在全球碳循环中,大气CO２ 浓度受控于不同时间尺度上

地球系统各种碳库碳储量的变化.在百万年以上的时间尺度

上,大气CO２ 与地球深部的碳释放、表层硅酸盐的化学风化、
碳酸盐的沉淀、有机质埋藏量等有关;在万年—十万年时间尺

度上,CO２ 与生物圈(包括陆地、海洋)碳循环关系更密切些;
在更短的时间尺度上,碳循环主要通过生物圈和大气圈之间

的交换进行(Ruddiman,２００７).CO２ 浓度不仅是上述过程的

结果,而且对一些过程有反馈作用,构成一个有一定自调节能

力的系统.如大气CO２ 通过光合作用影响植物,是光合作用

的重要原材料.
因此,重建地质历史时期大气 CO２ 浓度的变化历史,不

仅是地球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能为理解气候

变化的机制提供关键性的证据.但是,人类对大气CO２ 浓度

的连续观测仅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因而需要通过地质记录

重建更早时期的大气 CO２ 浓度变化.本文对地质历史时期

大气CO２ 浓度重建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以期学生和

研究人员阅读后对该方面的研究有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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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研究方法

地质历史时期大气CO２ 浓度变化历史重建有多种方法.可用的材料包括土壤、植物

体、海洋沉积物、湖泊沉积物及冰芯等.研究的时间尺度可覆盖前寒武纪以来的所有地质

年代.重建手段大致可分为直接测定、替代指标和模型重建三类.根据冰芯气泡可直接

测定古大气CO２ 的浓度,替代指标重建方法则主要是根据受大气CO２ 浓度控制的不同替

代指标进行CO２ 浓度的反演.

(一)陆相地质 生物指标

１冰芯气泡法

在冰雪长年存在的地区,雪花降落到冰川上,在自由能稳定原理的支配下,向表面自

由能趋于最小的球形颗粒转化,形成粒雪.这一过程中,雪的粒径趋于一致且密度增加.
起初,粒雪之间存在空隙,仍可与外界大气进行交换.随着长时间机械压密、固结、塑性变

形以及再结晶作用等,粒雪密度进一步增加而形成冰,其间相互贯通的空隙会变成独立的

气泡,包裹的气体则会随之保存在气泡中.
一般认为,气泡中的气体较为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大气的组成.通过钻取冰芯,将冰

芯气泡中包含的气体抽取出来,可以测定其中的 CO２ 含量,从而获得地质历史时期大

气CO２ 浓度的变化序列.这一方法与替代指标重建相比具有影响因素少、测量误差

小、结果较为精确的特点.同时,冰芯具有连续、分辨率高的特点,且从不同冰芯中获得

的大气CO２ 浓度序列也具有相同的变化特征(可对比性).根据冰芯气泡测定出的大

气痕量气体(如CO２、N２O和CH４)浓度数据为学术界广泛接受,成为研究温室效应的

重要依据.
粒雪压实成冰大约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此过程中气泡未能封闭,依然可与外界大气交

换.因此,气泡中的CO２ 浓度实际上代表了一段时期大气CO２ 的平均浓度.由于同样的

原因,冰芯中的气体年龄与所在冰层的年龄相比要年轻数千年(Barnolaetal,１９９１),需
要通过模型计算来校正,但仍然可能存在误差.该方法受冰芯年代长度限制,目前最长只

恢复了８０万年以来的大气CO２ 浓度,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中仅为极短的一个时段.

Delmas等(１９８０)最早根据冰芯气泡,成功测定了过去两万年的CO２ 浓度,发现冰期

时大气CO２ 浓度仅为现今的一半左右.后来,南极东方站(Vostok)的研究(Petitetal,

１９９９)将冰芯CO２ 浓度序列延伸至约４０万年前,堪称温室气体浓度变化历史研究的一个

里程碑.目前冰芯CO２ 的最长记录为８０万年,来自南极的EPICADomeC冰芯(图１).
该序列清楚地显示出,大气 CO２ 浓度变化与冰期 间冰期旋回具有一致性,在过去的４５
万年中,冰期时大气的CO２ 浓度约为１８０ppmv,间冰期浓度约为２８０ppmv;在距今８０万

至６５万年期间,间冰期CO２ 浓度较低,最高值在２５０ppmv左右.８０万年以来大气 CO２

浓度变化以１０万年周期为主,体现了地球轨道变化对全球碳循环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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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EPICADomeC(EDC)冰芯记录的过去８０万年来的

大气CO２ 浓度(据Lüthietal,２００８)

２铁矿物方法

对年代久远的地质时代来讲,大气CO２ 的重建也相对更困难.一些学者(Ryeetal,

１９９５;Sheldon,２００６)通过分析前寒武纪的土壤或其他沉积物中铁矿物的类型,对当时大

气CO２ 浓度的上限值进行过估计,进而探讨CO２ 浓度与当时地表温度的关系.
含Fe２＋ 硅酸盐在风化成壤过程中受雨水的淋滤,土壤剖面上部的Fe２＋ 会逐渐向下部

迁移淀积,导致富含 Fe元素的矿物(如绿泥石)在土壤下部大量出现.在不同条件下,

Fe２＋ 在土壤中淋滤淀积形成的铁矿物类型不同,根据铁矿物的类型即可推断其淀积形成

时的大气CO２ 浓度.
例如,一些学者(Ryeetal,１９９５)认为,变质作用前土壤中绿泥石的前身为铁蛇纹石,

铁蛇纹石与菱铁矿之间的平衡关系如下式所示:

Fe３Si２O５(OH)４(铁蛇纹石)＋３CO２ ＋２H２O＝３FeCO３(菱铁矿)＋２H４SiO４ (１)

式(１)中,平衡系数 Keq＝(αH４SiO４)２/(pCO２)３,即温度和压力稳定时,铁矿物的类型主

要取决于土壤CO２ 浓度和水溶性硅(溶解硅酸)的浓度.当土壤CO２ 浓度特别高时,土壤

底部应出现菱铁矿.但是,前寒武纪的土壤中普遍没有菱铁矿,而含有较多的铁蛇纹石,
因此可结合对当时温度的研究,推断铁蛇纹石稳定所需的土壤CO２ 浓度.

在现代土壤中,由于植物根系呼吸及有机质分解导致土壤CO２ 浓度远高于在大气中

的浓度.但由于前寒武纪没有陆地植物,CO２ 在风化剖面中的浓度反而因水的渗入低于

大气CO２ 浓度.因此,该方法估算的结果是大气CO２ 浓度的上限.
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估计年代较为久远地质时期的大气 CO２ 浓度,缺点是精度偏

低,且难以获得CO２ 浓度的连续序列.因为早期土壤层的保存相对较少(Ohmotoetal,
２００４;Sheldon,２００６),但是,它为地质历史早期大气 CO２ 浓度的研究提供了途径.后来

的研究(Sheldon,２００６;Rosingetal,２０１０)对该方法进行了一些改进,如采用磁绿泥石或

磁铁矿代替铁蛇纹石和使用新的热动力参数等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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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该方法估算的CO２ 浓度,一些学者研究了前寒武纪地表温度与温室气体浓度的

可能关系,但得到的结果有很大差别.一些学者的结果(Ryeetal,１９９５;Sheldon,２００６)
显示该时期大气CO２ 浓度较低,在较弱的日照量条件下不足以维持地球较高的温度,需
要考虑CH４ 等其他温室气体的作用.而另外一些学者(Ohmotoetal,２００４;Rosingetal,

２０１０)则估算出较高的CO２ 浓度,认为足以维持地球较高的温度.由此可见,这一方法仍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需进一步研究改进.

３植物气孔方法

陆生植物对气候和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植物茎和叶等表皮细胞之间的气孔是与外

界环境进行气体交换的通道,在光合、蒸腾和呼吸等生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植物在

光合作用时需要从空气中吸收CO２.对大多数植物来讲,大气CO２ 浓度上升会导致植物

叶片上单位面积的气孔数量下降(Woodward,１９８７).
古植物学家的研究证实,化石植物叶片的气孔同样也符合上述规律.经过漫长的地

质作用,地质历史时期的植物有些转化成煤、石油和天然气等,有些则成为化石保存起来.
一些植物的叶片化石上,表皮细胞以及气孔等形态结构特征保存非常完好,从而可利用化

石叶片所提供的气孔参数来研究古大气的CO２ 浓度(Retallack,２００１;Hans,２００２).
植物叶片的气孔参数主要包括气孔密度和气孔指数.气孔密度(stomataldensity)是

指叶片单位面积内所含气孔的数量;气孔指数(stomatalindex)则是指单位面积的叶片上

气孔数目占气孔数目与表皮细胞数目之和的百分比.研究发现,气孔密度除对CO２ 浓度

变化较敏感外,也受到温度、湿度和光照等因素的影响;而气孔指数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

小,对CO２ 浓度更为敏感(Beerling,１９９９).
利用气孔指数研究CO２ 浓度的常用方法是气孔指数法和气孔比率法.气孔指数法

是选定某一植物的现生种,对其进行模拟“温室实验”,归纳出该种植物的气孔指数与CO２

浓度关系的经验数值,然后将其应用于对应的化石种,来计算当时的大气 CO２ 浓度.这

种方法要求选定的现生种与化石种必须有确定的亲缘关系.
气孔比率是指化石的最近现生亲缘种或最近现生对应种的气孔指数与化石植物气孔

指数的比值.化石的最近现生对应种是指现生植物的生态和解剖特征与化石类群接近,
但在系统分类上亲缘关系不一定相近的植物.这种方法对化石种类没有特殊要求,因此

应用较为广泛,可以回溯到泥盆纪.在实际应用中,气孔系数还要经过标准化,才能正确

反映当时的大气CO２ 浓度.
用气孔指数法研究大气CO２ 浓度,在时间范围上可从新生代延伸到中生代、甚至古

生代(vanderBurghetal,１９９３;McElwainetal,１９９９;Royeretal,２００１a).新生代

CO２ 浓度的研究主要采用被子植物,如橡树、白桦和柳等;中生代CO２ 浓度重建中采用的

植物化石类型包括银杏类、种子蕨类和松柏类等(Sunetal,２００３).
目前采用此方法重建的CO２ 浓度序列分辨率达到１００年,对古近纪和新近纪甚至白

垩纪的重建精度可达±１０~４０ppmv,因而可较好地揭示较快速的变化(Royeretal,

２００１b).但是,该指标在CO２ 浓度高于３５０ppmv时变的不敏感而实用性降低.叶片化

石的相关数据获取也存在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如化石叶片的角质层碎片有时太小而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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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足够的气孔参数,或统计出的气孔参数值不够准确.即使对同一片角质层,统计气孔

参数区域的大小不同,气孔参数的值也可能不同.另外,可供有效研究的植物化石种类也

比较少.

４成壤碳酸盐法

该方法主要依托古土壤气压计模型.其基本原理是认为土壤剖面中某一深度的CO２

浓度是大气CO２ 和土壤呼吸CO２ 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假设土壤呼吸 CO２ 与土壤有机质

具有相同的碳同位素组成,由此得到大气CO２ 浓度的表达式为(Cerling,１９９１)

C∗
a ＝S(z)(δs－１．００４４δФ －４．４)/(δa－δs) (２)

式(２)中,C∗
a为大气CO２ 浓度,S(z)为生物呼吸作用导致的z深度的特征CO２ 浓度,δa、δs、

δФ 依次为大气CO２、土壤CO２、土壤呼吸CO２ 的δ１３C值.也就是说,要得到大气CO２ 浓度,
需先获得S(z)、δa、δs、δФ 这四个参数的值(Cerling,１９９１;Moraetal,１９９６;Ekartetal,１９９９;

Montañezetal,２００７;SheldonandTabor,２００９;Breeckeretal,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具体方法如下:

S(z)———在成壤碳酸盐形成深度大于５０cm 的低生长率和高生长率土壤中,特征

CO２ 浓度分别为３０００~５０００ppmv和５０００~９０００ppmv.对不同的土壤类型,此值还需进

一步精确化.

δa———假设海洋 大气系统之间达到碳同位素平衡,通过海洋碳酸盐的碳同位素值

(δocc)估算δa,此参数的变率一般较小.

δs———一般情况下土壤CO２ 与成壤碳酸盐之间达到碳同位素平衡,并且无其他因素

显著影响成壤碳酸盐同位素值(δcc),可通过δcc估算δs(δs＝δcc－１１．８＋０．１２T)(T 为碳酸

盐淀积深度的地温).由于成壤碳酸盐多形成于中—低纬地区,一般估计其形成温度为

２５℃,则根据２５℃以下CO２ＧCaCO３ 系统的平衡分馏系数计算可得δs.

δФ———近似等于土壤有机质碳同位素值(δom).
此方法适用于年降水量小于８００mm,具有中到高呼吸速率的土壤.不适用于干旱区

的土壤,因为当成壤碳酸盐深度小于２０cm 时,会受到大气 CO２ 较强的影响,发育较弱的

土壤也可能受碎屑碳酸盐的干扰,生物活动较弱的土壤呼吸作用可能很低.当研究区有

C４ 植物存在时,也不宜用此方法恢复大气CO２ 浓度.
在研究的样品上,该方法要求成壤碳酸盐形成时与土壤 CO２ 达到同位素平衡,没有

受到地下水、母质、动力分馏的影响,位于古土壤表层５０cm 深度以下.较理想的样品为

微晶碳酸盐组成的钙结核和根茎石,最好对应土壤层中有共存的有机质,这样不但可直接

得到δФ 参数值,还可用于判断是否有C４ 植物或其他碳同位素偏重的有机质干扰而导致

碳酸盐同位素值(δcc)偏高.受后期重结晶作用影响的、出现于潜育化土滞水层深度的碳

酸盐、生物成因碳酸盐等不能用于此项研究.
该方法较适用的地质时代为泥盆纪与古近纪之间.因为泥盆纪以前的陆生高等植物

进化程度较低,土壤呼吸率低,而新近纪可能有C４ 植物出现,且大气 CO２ 浓度平均水平

较低.在碳酸盐同位素值(δcc)发生突变时各碳储库之间可能还未达到碳同位素平衡,此
方法就不适用.该方法的时间分辨率可达到１０３~１０４ 年,精度为５００~１０００ppmv,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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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CO２ 浓度小于１０００ppmv时方法可能无效,最好用于大气CO２ 浓度大于１５００ppmv时

期(Royeretal,２００１b).

Retallack(２００９)对Cerling(１９９１)提出的古土壤气压计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
并研究了美国爱达荷州Railroad峡谷的古土壤剖面,定量估算了中中新世的大气CO２ 浓

度.具体参数选择如下:

S(z)———根据钙结核上部钙积层 (Bk层)厚度,计算钙结核形成时的土壤深度,再推

算当时此深度S(z),得到中中新世S(z)为１７２８~８９８１ppmv;

δa———通过海洋碳酸盐的碳同位素值(δocc)估算δa(δocc－δa＝８‰),得到中中新世δa

为－６．５‰;

δs———认为土壤CO２ 与成壤碳酸盐(δsc)之间达到碳同位素平衡,通过δsc估算δs(δs＝
δsc－１１．８＋０．１２T)(T 为碳酸盐淀积深度的地温),根据土壤地球化学数据估算T (T＝
－１８．５A＋１７．３,其中A＝(Na２O＋K２O)/Al２O３),得到中中新世δs 为８．０~１１．６℃;

δФ———根据Passey等(２００２)的计算模型得到δom(δФ ＝δom),得到中中新世δФ 为

－２２．４‰~－２１．７‰.

(二)海相地质 生物指标

１浮游植物碳同位素法

１９８９年一些学者提出水体环境光合作用形成的卟啉碳同位素可能与当时的 CO２ 浓

度有关以后(Poppetal,１９８９),运用有机质碳同位素反演地质时期大气CO２ 浓度的工作

越来越多.有些学者运用总有机碳(TOC)的同位素,但由于 TOC中亦包含非水生和

(或)非光合作用生成的有机碳,计算出的大气 CO２ 浓度有不确定性(JasperandHayes,

１９９０).
源于长链烯酮化合物的碳同位素则符合要求.长链烯酮是一类由定鞭金藻纲,特别

是该纲中的颗石藻合成的带有３７~４０个碳原子的特征性生物标志化合物,在全球大洋水

体和沉积物中广泛存在(Brasselletal,１９８６).CO２ 重建主要利用长链不饱和酮 C３７单

体.理论上说,C３７长链不饱和酮单体的δ１３C值与海水中的溶解 CO２ 浓度之间具有较好

的关系,而大气中的CO２ 分压又与海水中溶解CO２ 浓度紧密相关,据此可推算当时大气

CO２ 的分压(JasperandHayes,１９９０).该方法的基本计算方法如下.
在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中,反应物和生成物的同位素组成δ 会发生变化,产生差异,即

同位素效应,标记为ε.
设 A和B分别代表一对反应物和生成物,则

εA/B＝(αA/B－１)×１０３ (３)

αA/B＝RA/RB＝(１０００＋δA)/(１０００＋δB) (４)

式(３)和(４)中,R＝１３C/１２C,当ε较小时,或者δ 趋近于零时,可以认为εA/B≈△A/B＝δA

－δB.
浮游植物的初级生产过程实质上是光合固碳过程,即把溶解无机碳通过光合作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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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有机碳.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碳同位素发生了动力分馏(Haysetal,１９８９;Hays,

１９９３).设动力同位素效应为εp,则根据式(３)和式(４)得

εp＝１０００[(１０００＋δp)/(１０００＋δd)－１] (５)

式(５)中,δp 为碳同位素组成,δd 为溶解CO２ 的碳同位素组成.
式(５)表明动力同位素效应εp 与溶解 CO２ 浓度密切相关.Popp等(１９８９)建立了光

合固碳作用的碳同位素效应εp 与溶解CO２ 浓度之间的关系:

εp＝a×lgC＋b (６)

式(６)中,C 为溶解CO２ 浓度,a 和b为常数.

Jasper和 Hayes(１９９０)在已经确定εp 的前提下,利用南极 Vostok冰芯记录的大气

CO２ 浓度值推算出C 值,进而利用回归方法得出常数a＝－３２．９,b＝１４．３,则可进一步将

式(６)写为

εp＝－３２．９lgC＋１４．３ (７)

结合式(５)和式(７)可以看出,只要确定了碳同位素组成δp 和溶解 CO２ 的碳同位素

组成δd,就可以求出εP,继而得到海水中溶解CO２ 浓度C.对于第四纪海底沉积物来说,

δp 和δd 需要根据沉积物中保存的浮游生物化石来恢复,常用的指标是浮游有孔虫壳体的

碳同位素值和长链不饱和酮C３７:２的分子碳同位素.
一般在表层海水T＝２４℃,pH＝８．２的环境中,溶解CO２ 的δ１３C值比溶解无机碳的

δ１３C值低８．８‰ (JasperandHayes,１９９０),而浮游有孔虫壳体的δ１３C值又比溶解无机碳

的δ１３C值平均低０．５‰ (Fairbanksetal,１９８２),由此得到δd:

δd(‰)＝δ浮 －８３ (８)

式(８)中,δ浮 为浮游有孔虫壳体的δ１３C值.
沉积物中所有的有机碳均来自于光合作用,但是在食物网中的传递或者在沉积过程

中几乎都发生了改造,并伴随着碳同位素的分馏.任何浮游藻类的碳同位素组成不能代

表δp.因此,必须从沉积物中分离出一种能反映其生源母体碳同位素组成的生物标志物.
实验室培养观察表明(JasperandHayes,１９９０),长链不饱和酮C３７:２能够用于恢复其母体

(颗石藻)的碳同位素组成,C３７∶２分子的碳同位素值比其生源母体低３．８‰.由此得到δp:

δp(‰)＝δ３７∶２＋３．８ (９)

式(９)中,δ３７∶２为长链不饱和酮C３７∶２的碳同位素值.
求出了海水溶解CO２ 浓度后,根据亨利定律可求出大气CO２ 浓度PCO２,即

PCO２ ＝CO２(aq)/a (１０)

式(１０)中,CO２(aq)代表海水表层溶解CO２ 浓度,a为常数.
此方法的时间分辨率已达１０３~１０４ 年,精度约为±２５~１００ppmv(古近纪和新近纪)

到１５０~２００ppmv(白垩纪)(Royeretal,２００１b),在古近纪和新近纪大部分时段是可以

得到较连续的结果,且精度较高,使得其可以用来分辨一些短尺度事件.然而,方法采用

的C３７长链不饱和酮单体δ１３C值受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还不明确,如生长速率和细

胞大小等(Burkhardtetal,１９９９).在CO２ 浓度高于７５０~１２５０ppmv范围的情况下,该

５４地质历史时期大气CO２ 浓度恢复方法



指标会变得不敏感而难以使用.

２生物碳酸盐硼同位素法

在海水中,B元素的主要赋存形态有B(OH)－
４ (硼酸根)和B(OH)３(硼酸)两种.硼

酸的离解方程如下:

B(OH)３ ＋H２O↔H＋＋B(OH)－
４ (１１)

该公式说明两者的平衡受海水pH控制.由于B(OH)３ 中更易富集１１B,而一般认为,海

图２　海水中硼的存在形式及其同位素组成

与海水pH 的关系(据张伟等,２００７)
细线为两者的相对丰度,粗线为各自的δ１１B

水中B由溶液进入碳酸盐以 B(OH)－
４ 为

主,且其过程是一个平衡过程.因此,碳酸

盐的B同位素组成能够反映海水中硼酸盐

的硼同位素组成,进而反映海水的pH (图

２).由此可见,海相碳酸盐的δ１１B可用于

反演海水pH,进而估算与海水平衡的古大

气CO２ 浓度.目前用于研究的样品主要

为珊瑚及有孔虫壳体两类.
根据晚第四纪海洋有孔虫δ１１B重建

的大气CO２ 浓度(Sanyaletal,１９９５)与冰

芯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这一方法较

为准确.因为海洋生物碳酸盐能够在长时

间内连续沉积,这一方法能够恢复长时间

跨度、连续的大气CO２ 浓度序列.
但这一方法在计算过程中也存在较多的假设前提,如B仅以B(OH)－

４ 的形式进入生

物碳酸盐,且没有发生B同位素分馏.这些假设目前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另外,在计算过

程中对同位素的平衡分馏系数取值时需谨慎,选取不同参数值得到的结果也有差别.

Pearson和Palmer(２０００)使用浮游有孔虫壳体的δ１１B重建了过去６０Ma以来的大

气CO２ 浓度(图３),结果显示晚古新世至早始新世期间(约５５Ma)大气CO２ 浓度较高,曾
达到３０００ppmv以上,早中新世(约２４Ma)以来则基本保持在５００ppmv之下,指示了这一

时段大气CO２ 浓度保持稳定的趋势.按照这个结果,新生代全球温度的降低需引入其他

因素进行解释.

３生物碳酸盐硼钙比法

在原理上,该方法与上述海洋生物碳酸盐δ１１B方法类似.当B(OH)－
４ 进入海洋生

物碳酸盐晶格中时,遵循下述方程:

[B/Ca]碳酸盐 ＝KD[B(OH)－
４/HCO－

３]海水 (１２)

式(１２)中,KD 为碳酸盐和海水之间的分馏系数,主要取决于碳酸盐结晶温度,可以

Mg/Ca值获得的温度校正.B(OH)－
４/HCO－

３ 则受控于海水pH,当海水pH 高时,该值

增加.因此,海洋生物碳酸盐的B/Ca值也可用于恢复海水的pH,进而重建大气CO２ 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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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深海氧同位素记录(Zachosetal,２００１)与海洋生物碳酸盐δ１１B重建的

大气CO２ 浓度(PearsonandPalmer,２０００)的对比

度变化.
海洋有孔虫B/Ca重建的晚第四纪大气CO２ 浓度(HönischandHemming,２００５)与

冰芯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这一方法能够较为准确地重建几十万年乃至百万年的大气

CO２ 浓度.
虽然有孔虫壳体δ１１B以及B/Ca值重建的晚更新世大气CO２ 浓度变化类似,但采用

B/Ca值重建的２４Ma以来的大气CO２ 浓度与深海δ１８O反映的全球冰量变化有较好的一

致性(Tripatietal,２００９).如果按照这一重建结果,２４Ma以来的全球变冷过程可以用

CO２ 浓度的变化揭示.这与δ１１B重建的结果有较大区别.这种现象说明,目前仍需进一

步明确海洋生物碳酸盐δ１１B和B/Ca值重建大气CO２ 浓度在机制上的差别.

(三)模型重建方法

理论上讲,地质历史时期的大气CO２ 浓度可以通过所有向大气输入和输出CO２ 的平

衡过程进行模拟计算,但这种模拟无论在何种时间尺度上都难以做到.由于碳在不同储

库之间的交换时间有很大差别,对不同时间尺度大气CO２ 浓度的模拟就需要考虑不同的

储库.根据时间尺度区分,目前的模型主要有长时间(百万年以上)尺度和短时间(千—万

年)尺度两种.

１长时间尺度模型

长时间尺度的模型以 GEOCARB(BernerandKothavala,２００１)为代表,它将碳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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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表碳库(包括大气、生物圈、海洋和土壤)和岩石碳库两类.岩石碳库通过碳酸盐风化

和有机质分解向地表碳库输送碳,硅酸盐矿物风化和碳酸盐沉积吸收碳.由于地表碳库

的碳储量远小于岩石碳库,因此这一模型假设在一个时段(百万年尺度)内地表碳库收支

平衡,即岩石碳库释放和吸收的碳量相等,以公式表示如下:

Fwc＋Fmc＋Fwg＋Fmg＝Fbc＋Fbg (１３)

δc(Fwc＋Fmc)＋δg(Fwg＋Fmg)＝δbcFbc＋(δbc－αc)Fbg (１４)

式(１３和(１４)中,Fwc和Fwg分别为碳酸盐和有机质风化向地表碳库释放的碳,Fmc和Fmg

分别为变质作用/火山活动分解碳酸盐和有机质向地表碳库释放的碳,Fbc和Fbg分别为埋

藏的碳酸盐和有机质中的碳;δc 和δg 分别为被风化的碳酸盐和有机质的稳定碳同位素

值,δbc为埋藏过程中的碳酸盐稳定碳同位素,αc 为埋藏过程中碳酸盐和有机质的稳定碳

同位素分馏系数.
根据上述两个公式,结合其他条件(如陆地面积及大陆平均高程、硅酸盐和碳酸盐暴

露的面积以及陆地温度等)可以计算出Fbc和Fwc.假设大气CO２ 浓度与陆地硅酸盐矿物

风化量(Fbc－Fwc)相关,即可根据下式计算出大气CO２ 浓度:

Fwsi(t)＝Fbc－Fwc＝fB(t)fH(t)fR(t)fE(t)fD(t)０６５Fwsi(０) (１５)

式(１５)中,Fwsi(t)为转换成埋藏碳酸盐的风化硅酸盐,Fwsi(０)为现代值;fH(t)为某一地

质历史时期全球平均温度在风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函数,fR(t)为某一时期平均陆地面积

在风化中所起作用的函数,fE(t)为某一时期植物所引起的土壤生物活动对风化作用的函

数,fD(t)为某一时期河流径流量的函数,fB(t)为大气 CO２ 及温度反馈作用对风化作用

的函数.求得fB(t)后即能够计算得到地质历史某一时期的大气CO２ 浓度.
模型方法能够在百万年以上尺度上对大气 CO２ 浓度的长期变化进行较为连续的重

建.然而这一方法的假设前提太多,因此会产生较大的误差.另外,这一方法得到的结果

主要为１０Ma的分辨率,在某些时段能够达到５Ma,目前仍较为粗略.

２短时间尺度模型

由于晚第四纪以来冰芯气泡能够较为准确地给出较高分辨率的大气 CO２ 浓度变化

序列,短 时 间 尺 度 的 模 型 主 要 用 于 研 究 大 气 CO２ 浓 度 变 化 的 机 制.这 类 模 型 以

BICYCLE(BoxmodeloftheIsotopicCarboncYCLE)箱式模型(Köhleretal,２００５)为
代表,它考虑了大气与其他圈层的碳交换量,从而能够重建大气 CO２ 浓度变化.在此我

们以BICYCLE箱式模型为例进行介绍.
由于短时间尺度碳的循环主要在大气、海洋和生物圈之间进行,BICYCLE模型主要

考虑了大气与海洋和生物圈的碳交换.在生物圈部分,碳通过植被(包括 C３、C４ 植物,并
将木本植物分为木质部分和非木质部分)进入凋落物,进入土壤中快速分解和缓慢分解,
分解的CO２ 则重新进入大气.在海洋部分,模型包括了大西洋、印度 太平洋和南大洋三

个区域,在深度上分三层考虑了十个碳库之间的交换及其与大气的交换.以指标重建的

海温、海冰、海平面、洋流、海洋生物量、地表植被及碳酸盐地球化学等驱动即可重建过去

大气CO２ 浓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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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方法能够较为准确地重建大气CO２ 浓度的低频变化,且可用于研究全球碳循环

的机制(KöhlerandFischer,２００６).然而,由于驱动模型需要的参数较多,且许多参数来

自冰芯重建的指标,该模型重建大气 CO２ 浓度的时限受到较大限制.另外,该模型目前

仍难以重建大气CO２ 浓度的快速变化.

图４　钠盐重建大气CO２ 浓度的原理

(据LowensteinandDemicco,２００６)

(四)其他方法

重建地质时期大气CO２ 浓度的新方法

不断出现,其中包括根据盐湖中钠盐类型、
黄土次生碳酸盐δ１３C以及石笋δ１３C等重

建CO２ 浓度的尝试.
与沉积物中铁矿物类型重建CO２ 浓度

原理类似,在不同温度和大气 CO２ 分压条

件下盐湖中沉积的钠盐类型不同,三种钠

盐与温度和CO２ 浓度之间的关系如图４所

示.由此可见,根据钠盐类型以及当时温

度可以重建地质时期大气CO２ 浓度或其变

化范围,且这一方法已被用于重建古新世

大气CO２ 浓度(LowensteinandDemicco,

２００６).
由于不同的重建方法具有各自的优缺

点,目前新的大气 CO２ 浓度重建方法仍在

不断探索之中,将来必然会有更多的方法出现,对各时期大气 CO２ 浓度的重建也会越来

越准确.我国学者也有用地质记录重建大气CO２ 浓度的探讨(李春园等,１９９５;张美良等,

２００１).　　

三、新生代大气CO２ 浓度重建结果比较

根据前人的研究资料和结果,我们对新生代以来不同方法重建的大气CO２ 浓度进行

对比,并对其与温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分析,以进一步考查各重建方法的可比性及差

异,并探讨地质历史时期CO２ 与温度之间的关系.
在构造时间尺度上,新生代期间大气 CO２ 浓度整体呈降低趋势,但其中有显著的波

动,且不同方法得到的结果有较大的区别(图５a).在新生代早期(约５３Ma前),叶孔指

数、地钱植物化石δ１３C以及古土壤成壤碳酸盐δ１３C的重建结果较为类似,而海洋δ１１B的

重建结果显著偏高.由于海洋δ１１B方法受海洋碱度影响,而这一时段其他方法重建的大

气CO２ 浓度可以相互印证,似乎更能够代表当时的真实情况.始新世期间,叶孔指数、古
土壤δ１３C、海洋δ１１B和浮游植物δ１３C的重建结果能够大致对比,但叶孔指数在该时期大

气CO２ 浓度较高条件下重建的误差较大.中新世以来,叶孔指数与浮游植物δ１３C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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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类似,都显示了较低的 CO２ 浓度值和较小的变化幅度,但古土壤δ１３C重建的大气

CO２ 浓度较高且变化较大,主要是由于这一方法在大气CO２ 浓度较低时的重建误差较大

导致.

  

图５　新生代大气CO２ 浓度与深海氧同位素的对比(据周鑫、郭正堂,２００９改绘)

a不同方法估算的大气CO２ 浓度;b深海氧同位素曲线(Zachosetal,２００１);

cB/Ca值估算的大气CO２ 浓度(Tripatietal,２００９);箭头分别指示大气CO２ 浓度和温度的变化方向

新生代大气CO２ 浓度重建的结果显示,一些构造事件,如早中新世青藏高原的隆升

加剧等,与大气CO２ 浓度的降低在时间上似乎能够对应.从机制上看,构造运动引起山

体抬升等,会使得新鲜硅酸盐暴露并加剧风化,进而吸收大气中的 CO２,因此会导致大气

CO２ 浓度的降低(Ruddiman,２００７).然而由于不同方法重建的大气 CO２ 浓度仍存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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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别,且构造事件发生的时间也需进一步明确,因此构造运动与大气 CO２ 浓度变化的

关系尚需验证.
在构造尺度上,深海底栖有孔虫δ１８O (图５b)常被用于反映全球温度变化的趋势,以

大气CO２ 浓度与其对比可见,整体趋势上两者的变化有一定一致性,但CO２ 浓度与全球

温度状况不能严格对应.尤其是中中新世适宜期之后,全球总体变冷与多数重建结果显

示的CO２ 浓度较为稳定的总体趋势呈明显不一致.虽然近来以B/Ca值重建的大气CO２

浓度在不同时段上与深海δ１８O 能够很好对比(Tripatietal,２００９),但从整体上看(图

５c),１０Ma之后大气CO２ 浓度变化并不显著,而深海δ１８O反映了全球冰量的显著增加.
一些学者认为,在气候和CO２ 浓度耦合的过程中,构造活动和冰盖发展等因素的介入,使
两者关系的临界条件发生了改变,可能是导致中中新世之后两者变化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Paganietal,２００９).
轨道时间尺度上,大气CO２ 浓度与温度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依据冰芯重建的结果.基

于南极温度和大气CO２ 浓度之间相位及变化幅度的对比分析(图６)显示,两者在轨道时

间尺度上有较好的相关性,间冰期CO２ 浓度高,冰期CO２ 浓度低.但两者也存在一些明

显的不协调关系,如一些CO２ 浓度类似的时期,温度却有较大差别.CO２ 浓度在深海氧

同位素阶段９(MISＧ９)高于 MISＧ５,但 MISＧ５的温度相对更高.在相位上,CO２ 浓度则滞

后温度变化几百到上千年.这说明在轨道时间尺度上,大气CO２ 浓度变化可能由气候变

化引发,但这与CO２ 浓度对温度变化的正反馈作用没有冲突.

图６　８０万年以来大气CO２ 浓度和温度变化的对比(据周鑫、郭正堂,２００９)
虚线为南极冰芯记录的大气CO２ 浓度(Lüthietal,２００８);实线为δD重建的温度(Jouzeletal,２００７);

阴影a１ 和a２ 标出CO２ 浓度和温度相对高低不一致的时期;b１、b２、b３ 和c１、c２ 标出CO２ 浓度类似、温度差别大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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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本文对地质时期大气CO２ 浓度重建的方法、各自的原理、优缺点和典型重建结果进

行了综合介绍,并对新生代大气CO２ 浓度的重建结果及其与气候的关系等进行了粗略的

讨论,以期读者对该方面的研究有初步的了解.
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直接测量方法(即冰芯气泡法)获得的结果误差较小,能够较为

真实地反映地质历史时期的大气 CO２ 浓度,但相对整个地质时期来说,其恢复的年代有

限;替代指标重建方法都受到较多因素的影响,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年代越久远,重建的

结果越不准确.目前新的重建方法还在不断涌现,将为古大气CO２ 浓度的研究提供更多

证据.
在了解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建议读者进一步阅读以下方面的资料:①地质时期不同时

间尺度大气CO２ 浓度变化的驱动因素;②地质历史时期大气CO２ 浓度与气候变化关系的

研究;③其他温室气体浓度的变化历史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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