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陆地地表温度重建方法

一、引言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全球增温为主要特征的全球

气候变化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科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环境后果、温室气体减排压力等,均
有可能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面临的一系列核心科学问题中,理
解气候变化的机制是趋利避害、采取措施的科学基础(丁仲

礼,２００９).由于气候器测记录历史有限,可靠的连续器测资

料不超过１５０年,因此难以反映气候系统的各种变率.对气

候变化因素和机制的全面理解,必须研究更长时间尺度的气

候变化历史.所以,过去全球变化研究目的就是获得和解释

各类古气候、古环境信息,认识地球系统环境的变化过程与机

制,从而为预测未来气候环境的物理模型建立提供基础资料,
以有效减少预测中的不确定性.

在古全球变化研究中,一个关键和难点是古气候要素的

定量化重建.准确的预测需要古气候要素研究从定性走向定

量,这是过去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一个发展方向.当前,各国从

事古全球变化研究的学者努力通过不同的研究对象,如冰芯、
黄土、湖泊沉积物的稳定同位素、孢粉、植物硅酸体、硅藻、摇
蚊、有机生物标志物,以及林线、树轮和历史文献记录等,获取

定量的古气候信息.
陆地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人类的居住之所,

其气候变化历史及其机制是预测未来人类生存环境走向的关

键.本文重点对陆地古气候要素定量化重建方法和进展进行

综述,并简要分析过去气候变化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可能的变

化过程和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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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研究方法

过去气候定量化重建方法,根据所使用代用指标的属性主要可分为生物指标、化学指

标和历史文献记录指标等,以下分别对各种重建方法进行简介.

(一)生物指标

１孢粉

植物是自然界中对气候变化最灵敏的指标之一,其种属组成的状况能反映气候条件;
由于植物孢粉能很好指示植物种属的组成,因此根据植物孢粉组合特征与现代气候的对

应关系,建立它们之间统计学上数量关系,进而实现利用沉积物中孢粉定量化重建过去气

候要素.该方法是陆上古气候要素定量化重建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已成功运用于全球和

重要时段古气候重建,加深了我们对地球系统气候变化过程的认识.
根据孢粉定量化重建过程的性质不同,定量化方法可分为两种:统计学方法和植被反

演方法.统计学方法又可根据所使用数学方法的不同,分为转换函数、趋势面分析和最佳

类比等方法.
最早的孢粉 气候统计学方法是转换函数法,产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Imbrie和

Kipp(１９７１)利用大量的表土孢粉数据和气候资料,建立了现代孢粉种属组成和气候之间

的多项式函数关系,实现了重建古气候要素;随后一些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孢粉 气候转换

函数并实现了区域上的应用.近年来,我国孢粉学家在应用转换函数法建立孢粉 气候数

学模型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宋长青等(１９９７)以中国北方表土孢粉样品分析结

果中的１３种花粉类型与气候参数为基础,建立了我国北方花粉 气候因子转换函数:

MAP＝５８０．３＋９．３X２＋６．３X３＋１．８X５＋４．６X６－１．４X７－１．５X８

　　　 －９．３X９－１．９X１０－４．４X１１＋７．６X１２－１０．９X１３ (１)

MAT＝５．４４１－０．０７９X１＋０．０７３X２＋０．０４X５－０．０８X７

　　　 －０．０５６X８－０．０１３X９－０．０１４X１０＋０．０８X１２ (２)
式(１)和(２)中,MAP、MAT分别为年降水量和年平均温度,X１ 为桦属,X２ 为栋属,X３ 为

胡桃属,X５ 为松属,X６ 为鹅耳杨属,X７ 为云杉,X８ 为莎草科,X９ 为麻黄属,X１０为篙属,

X１１为黎科,X１２为菊科,X１３为禾本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Bartlein等(１９８６)提出了趋势面分析方法,这是生态响应面在

孢粉学中的应用.该方法选取有代表性的孢粉种属逐类的将现代孢粉丰度在地理空间的

分布转换为在气候空间的分布,然后运用二次或三次响应面函数的方法获得该类孢粉分

布的气候最佳条件(最高值)与极端条件(最低值),将化石孢粉组合数据与各种孢粉的气

候响应面对比,求得古气候参数.由于该方法建立在逐类花粉的生态分布资料基础上,考
虑了孢粉与气候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具有比转换函数更好的重建效果.我国孢粉学

家(孙湘君、宋长青,１９９９)在中国北方孢粉 气候响应面研究中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为了更加有效重建古气候要素,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Guiot等(１９８９)发展了现代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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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法.该方法基于大区域、高覆盖率的大量现代表土孢粉数据支持,利用欧氏距离,将多

变量的过去孢粉种属组成与现代孢粉数据进行相似性类比,由此获得最相似的多个(一般

５~８个)现代孢粉组合及其相应的气候数值,进而实现重建过去的气候要素.该方法的

优点在于利用现代实际孢粉组合与气候要素之间的关系,更好地考虑了孢粉与气候的非

线性关系,并避免了趋势面回归分析中可能导致的重建误差.
然而,利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古气候要素的定量化重建均是以下列假说为基础,即各类

孢粉种属组合的变化能够反映气候变化,并且从过去到现在植被组合与气候条件之间的

关系是不变的,因此能用于古气候的重建.这说明这些方法未能考虑地质历史时期以来

其他环境要素,如大气CO２ 浓度变化对植物生理过程可能造成的影响.而近年来的一些

研究已揭示,在长时间尺度地质历史上以及冰期 间冰期旋回中,大气CO２ 浓度存在很大

的波动(Jouzeletal,２００７),对植被生长的影响同样很大.另外,在冰期,大量孢粉证据揭

示当时有些植被类型与现代植被类型存在较大的差异,缺乏现代的可类比性(Jacksonand
Williams,２００４);因此,利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古气候重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新的

方法加以完善.
为克服上述缺陷,Guiot等(２０００)提出了基于植物生理过程模拟的植被反演新方法,

该方法能同时考虑大气 CO２ 浓度变化、现代气候以外的气候区间对不同植被生长的影

响.较基于孢粉的统计学方法相比,能够综合考虑各环境影响因素.

Wu等(２００７a)在第一代植被反演模型基础上(图１),通过增加植被类型模拟、改进孢

粉数据与模型植被类型间的数据接口,发展了第二代植被反演模型.基于欧洲和非洲孢

粉数据库的数据,利用新方法重建了欧亚和非洲大陆末次盛冰期和全新世中期两个特征

时段的年均温、年降水、最冷月温度、最热月温度、生物有效积温和土壤有效湿度等气候要

素空间变化.结果表明,不同大气 CO２ 浓度下,植物光合作用中对水分利用效率的差异

会导致不同植物对气候要素的不同响应,意味着大气CO２ 浓度变化对古气候要素定量重

建有显著的影响;过去采用的统计学方法在古降水和古温度量重建上比实际值普遍偏低,
新方法重建的温度和降水明显缩小了与气候模式结果的差别.

图１　植被反演方法重建气候要素结构图(据 Wuetal,２００７a)

２植物硅酸体

植物硅酸体是赋存于植物细胞内的微型蛋白石颗粒,是高等植物生长过程在组织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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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中形成的非晶质SiO２ 颗粒,大小与孢粉相近,一般是无色透明的片状或棱角状碎屑.
植物硅酸体在埋藏过程中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加之其比重大、分散程度低、具原地埋藏的

特点和在分类学上的形态差异,在古气候重建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基于不同种属植

物硅酸体分类学上的形态差异与气候要素之间的统计关系,可实现对过去气候要素的定

量化重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王永吉和吕厚远(１９９３)对我国现代植物、表土中的植物硅酸体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逐步应用于中国黄土地层的古气候和古环境研究.吴乃琴等

(１９９４)分析了全国１６２块表层土壤样品的植物硅酸体,通过聚类和判别分析,建立了植物

硅酸体 年均温和年降水量的转换函数.

Lu等(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对我国的植物硅酸体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在全国大量表层土壤

植物硅酸体样品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区域的植物硅酸体 气候转换函数:

T１＝－３．５＋１１３．９X１＋５８．１X２－３５．３X３－１８．６X４＋１１．４X５＋４９．８X６－２９．７X７

　　＋６４．２X９－５８．７X１０＋２７．９X１１＋３３．０X１３－９１．５X１５＋７９．７X１７＋６６．３X１８ (３)

T７＝２４．０＋３１．４X１＋１３．２X２－７．０X３－１８．６X４＋６．９X６－２９．５X７＋１５．６X９

　　＋１７．６X１１＋４５．５X１３＋１９．０X１４－３５．７X１５＋２４．７X１７＋５８．０X１８－３５．８X１９ (４)

T＝１１．０＋６９．２X１＋３９．９X２－２６．１X３－７．４X４＋３３．８X６－３２．７X７＋８．３X９

　　－４２．０X１０＋２２．６X１１＋３６．２X１３－７９．２X１５＋５１．４X１７＋５８．２X１８ (５)

式(３)、(４)和(５)中,Xi(i＝１,２,,１９)为２５个植物硅酸体类型中的主因子.
利用该转换函数,结合黄土高原黄土 古土壤剖面中保存的植物硅酸体信息,定量重

建了宝鸡地区１５万年以来１月份、７月份以及年均降水和温度的变化,探讨了渭南地区

１３．６万年以来的主要冷干事件.
然而,利用硅酸体进行古气候的重建,该方法也存在缺陷.如同一个植物体的不同器

官和部位所产生的硅酸体形态可能各不相同,而不同的植物种属也可能产生相似的硅酸

体形态.此外,就是同一个植物体上的同一器官和部位,在其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所产

生的硅酸体类型也不尽一致.这些问题只有在进一步深入工作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更好地

解决.

３摇蚊

利用湖泊沉积中的摇蚊化石重建过去气候变化,是近年来国际上新兴的一个研究热

点(Walker,２００７).摇蚊属双翅目摇蚊科昆虫,在全球已知约４００属,是水生生态系统中

最为丰富的无脊椎生物之一.摇蚊幼虫发育有抗分解的几丁质化头囊,可保存于湖积物

中,易于提取和鉴别.由于许多摇蚊属种具有相对较窄的生存范围,而不同属种的生存环

境最适值差异较大,因此可利用摇蚊属种组合反应环境的变化.
在影响摇蚊种群的环境因子中,温度对摇蚊生理机能具有显著作用;同时温度还通过

影响湖泊生产力对摇蚊幼虫食物的数量和种类发生作用.因此,利用摇蚊组合可提取反

映温度变化的信息(Rossaro,１９９１).

Walker等(１９９１)首先对加拿大东部２４个湖泊和２１种摇蚊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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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表层水温是解释摇蚊分布的最佳变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摇蚊推断温度的定量

函数.基于上述定量化方法,确认了新仙女木事件在加拿大东部的存在(Walkeretal,

１９９１),并证实了在劳伦泰德冰原南部区域存在陡峭的温度梯度(Levesqueetal,１９９７).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摇蚊的古温度重建推广至欧洲,主要在欧洲西北部建立现代摇

蚊数据库,并建立摇蚊与温度等气候指标的转换函数(Lotteretal,１９９８).利用这些方法

进行区域晚冰期气候重建研究(BrooksandBirks,２０００),显示出摇蚊敏感响应大幅度快

速温度变化的能力,对于末次冰期 全新世、冰段 间冰段转换,以及间冰阶段中的气候事

件具有很好的记录能力.近年来,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建立了青藏

高原摇蚊 盐度转换函数,为区域的摇蚊 古气候重建奠定了基础(陈建徽等,２００９).
尽管如前所述,摇蚊具有生态幅狭窄、对环境变化响应敏感等优势,但应该指出的是,

与其他代用指标一样,摇蚊指标同样存在着自身的不足(Walker,２００７):首先,对多环境因

子的可能响应.虽然通过现代数据库能够确定某区域较大范围的摇蚊种群主控因子,但
应用于钻孔环境重建时,仍然需要考虑不同时段其他环境因素的可能影响.因此,多指标

研究可能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手段.其次,鉴定分辨率不高,摇蚊大多只能鉴定至属或者

种组.因同属或种组的不同种摇蚊生态最适值仍有较大差异,因此摇蚊 环境因子关系的

定量化难以达到最优.今后,增进对摇蚊属种对各环境变量响应机制的研究,尤其需要加

强对控制摇蚊种群格局的生态学和环境生理学机制的理解,这将是提高重建温度准确性

的关键.

４高山林线

高山林线,即山体达到一定高度时出现的森林分布上限,是郁闭森林和高山植被之间

的生态过渡带.高山林线作为极端环境条件下树木生存的界限,其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

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
现代观测表明,林线的形成与生长季的土壤低温胁迫密切相关,因此温度成为林线形

成的主要因子(KörnerandPaulsen,２００４).利用上述原理,基于过去林线高度相对现在

的变化高度,结合温度垂直递减率(约０．６５℃/１００m),进而实现对过去不同时段温度变化

的重建.
利用林线对过去温度的重建,典型的例子就是定量化重建末次盛冰期热带降温的幅

度.根据孢粉记录指示,该时期热带林线约降低了１０００~１７００m,从而获得热带高海拔地

区降温幅度约为５~１２℃ (Flenley,１９７９).然而,这一降幅要明显高于海洋生物重建的海

洋表面温度(SST)降幅.上述问题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提出以来,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

解决.
植物的生长不仅与气候有关,并且还与大气CO２ 浓度有关.过去采用的林线定量重

建温度方法只基于现代条件(CO２ 约为３６０ppmv)下植被与气候的统计关系,不能考虑冰

期大气CO２ 浓度(约２００ppmv)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近年来的研究揭示,大气 CO２ 浓度

对林线生长可能有重要的影响(JollyandHaxeltine,１９９７).

Wu等(２００７b)运用能全面考虑气候变化和大气 CO２ 浓度变化的植被反演方法对热

带林线变化进行了重新研究.结果表明,冰期 间冰期尺度上热带林线高度在间冰期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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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要受温度控制,与现代实测结果一致,而在冰期则主要受控于降水量变化,大气 CO２

浓度和温度成为次一级因素;定量化重建的末次盛冰期热带陆地降温的幅度约为２℃,与
海洋生物指标重建的结果基本一致.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以往基于林线高度重建古温度的

方法高估了热带地区冰期的降温幅度,修正了以往的认识,为气候模式模拟末次盛冰期气

候提供了更为准确的重建信息.

５树轮

与其他气候代用资料相比,树木年轮具有定年准确、分辨率高、连续性强和分布范围

广等特点,是过去全球变化研究计划中十年和百年尺度气候变化的首选代用资料.
由于树木年轮的宽窄在一定条件下受控于温度,因此可用树木年轮资料与温度的相

关关系定量化重建过去的温度.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Douglass确立树木年代学的基本原

理和方法以来,树轮宽度一直是其主要研究对象,并用来重建过去几百年至千年尺度的温

度变化,以弥补器测气候资料的不足(CookandKairiukstis,１９９０).
树轮气候学研究的另一主要方向是利用树轮密度数据重建过去温度变化.基于树轮

密度与温度变化之间的良好关系,尤其是最大晚材密度与夏季温度变化的关系(Wimmer
andGrabner,２０００),树轮气候学家已成功应用树轮密度分析并结合树轮宽度等其他树轮

指标研究,重建了过去几百年、乃至千年的不同空间尺度上的温度变化.

Mann等(２００８)综合利用树木年轮等资料,重建了过去２０００年北半球温度变化.我

国这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可喜进展(Shaoetal,２００９),在青藏高原、东北的漠河、长白山,
新疆的阿尔泰山、伊犁,以及川西高原、秦岭、大别山、天目山等地区初步建立了覆盖我国

不同纬度与高海拔地区的树轮样本与年表数据库及其相应的响应函数模型库.通过长期

的研究实践,建立和发展了我国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树轮交叉定年方法体系,构建了以含

髓心样本为依据的树木全过程生长趋势曲线,改进了树轮生长趋势剔除方法,从而最大限

度地获取了气候变化的低频变化信息.
近年来,树轮气候学家们已经开始将气候要素的重建工作从点向面上发展,即进行大

尺度空间上的气候要素变化重建.随着树轮密度网络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大尺度上的气

候变化研究已成为可能.Briffa等(２００４)利用从北半球除热带以外选出的对温度变化敏

感的树轮宽度和最大晚材密度数据,组成一个空间大尺度的树轮网络,并结合区域树轮密

度年表,重建了北半球夏季温度序列,并揭示出因大的火山爆发而导致的温度降低现象.

Mann等(２００９)利用树轮等资料,较详细地重建了中世纪、小冰期全球温度的空间变化.
当然,利用树轮资料恢复历史温度序列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年表做平均或平滑

时引起的序列高频部分信号的遗失,去除树木生长趋势时引起低频气候信号的损失和误

差,以及一些自然因素,如采样点树木郁闭度改变而导致轮宽低频变化等.此外,其他不

确定性因子也给树轮气候学的研究增大了难度.其中,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北半球高纬

度地区的树木生长对地表气温敏感性的下降是对树木年轮气候学的极大挑战(Briffaet
al,１９９８),这将直接影响采用轮宽或密度建立定量转换气候要素的校准方程.对此,人们

尚未找到明确的解释,近百年来大气CO２ 浓度上升的“施肥效应”可能是产生这种现象的

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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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学指标

１稳定同位素指标:氢、氧同位素

冰芯研究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冰芯因其分辨率高、信息量大、保真性强、
时间序列长和洁净度高而成为研究过去全球变化的最好载体之一.

冰芯中重建过去气温的稳定同位素指标主要是氢、氧同位素比率.当水汽从海面上

蒸发时,重分子水不易蒸发,造成海洋上空水汽中的重分子含量相对于海洋水为少,其减

少量与温度有关.当大洋上空水汽随气流向内陆上空移动并产生降水时,重分子水汽先

凝结,越向内陆地区,大气降水中的氢、氧同位素比率逐渐降低,且大气降水中稳定同位素

与降水时的气温、降水量、海拔等因素相关(Dansgaard,１９６４).在极地,大气降水中氢、氧
稳定同位素含量与地面气温存在很好的线性关系(EpsteinandSharp,１９６５).这一发现

使得冰芯中氢、氧稳定同位素成为反演古气候变化的温度指标.
冰芯研究已为古全球变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如通过对南极(Jouzeletal,２００７)

和北极格陵兰冰芯(NorthGreenlandIceCoreProjectmembers,２００４)等记录的研究,精
确地获得了两极地区在冰期 间冰期旋回上温度的变化信息;尤其在短时间尺度气候变化

上,如DO旋回、新仙女木事件、小冰期等各种突发事件和温室气体浓度变化的研究,使我

们对过去地球气候系统变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地处中纬度高海拔的我国青藏高原的冰芯记录(Yaoetal,１９９６;Thompsonetal,

２０００),同样揭示出末次间冰期气候变化剧烈、降温迅速而升温缓慢的气候变化过程;末次

冰期温度变化与格陵兰冰芯记录具有较好一致性,同时也具有高原的独特性.新仙女木

事件发生时间与欧洲和格陵兰冰芯记录基本一致,全新世总体比较温暖,近２０００年来温

度变化在波动中逐渐上升,近代温度有加速变暖的趋势.总体上青藏高原各种尺度上的

气候变化要早于我国其他地区,变化的幅度也较大.
此外,近些年来,在树轮氢、氧同位素重建古气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McCarroll

andLoader,２００４).通过建立树轮纤维素δD、δ１８O值和气象站实测的气候参数间的线性

相关关系,根据该转换函数实现重建过去气候变化.例如,Epstein和 Yapp(１９７６)建立

了苏格兰松的年轮硝化纤维素４０年(从１８４１~１９７０年)δD的平均值与苏格兰的爱丁堡

地区冬季平均温度的线性关系(R＝０．９１).Yapp和 Epstein(１９８２)基于在北美２０个地

点的不同树种的年轮δD和年平均温度数据,发现δD值随温度的变化系数为５．８‰/℃,
这一变化非常接近从北美１１个IAEA 站点得到的降水δD值随年平均温度的变化系数

(５．６‰/℃),揭示出树轮同位素在古气候重建中具有很大的潜力.

２地下水惰性气体法

地下水是重要的古气候信息载体,因为地下水主要是由大气降水补给而来,所以入渗

补给时保存了大量当时的气候信息.由于惰性气体在地下水中的溶解量主要取决于水温

和气体分压,而且溶解度在通常水温范围内是温度的单调函数;因此,当深层地下水系统处

于封闭状态,系统中不存在蜕变或变质成因的惰性气体源时,可将溶解的惰性气体作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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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惰性气体在入渗水中的溶解度

与温度的关系(据Stuteetal,１９９２)

地下水形成温度的天然示踪剂(Heaton
etal,１９８６).

在常见温度范围内,五种天然惰性

气体是 He、Ne、Ar、Kr和 Xe;其中,较
重的后三种气体的溶解度对温度变化

最敏感(图２).因此,可以通过测定地

下水中这三种气体的浓度来计算地下

水形成时包气带的温度,进而重建过去

的地表温度.
利用上述方法,Heaton等(１９８６)

揭示出在非洲的低纬地区末次盛冰期

年均温约下降５．５℃.之后,Stute等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揭示出在美国南部和南美

热带巴西地区,末次盛冰期热带地区年

均温度同样下降约５~６℃,表明低纬在冰期时段有可能存在较大的温度波动.这些重建

结果对认识热带气候系统在冰期 间冰期旋回上的变化幅度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一些学者基于包裹体捕获的滴水和洞穴空气是一个平衡体系,利用惰性气体

测温法来恢复洞穴的古温度,进而获得气候变化的信息.Kluge等(２００８)通过定量获取

石笋包裹体水中溶解的惰性气体浓度以及水含量来重建古温度,基于石笋惰性气体测温

恢复了新仙女木冷事件前者比现代洞穴温度低６．６℃,在１．３±０．３kaBP时段比现代洞穴

温度低２．０℃,证实了惰性气体测温在石笋中的可行性.

３有机生物标志物

长链烯酮不饱和度是有机生物标志物中最重要指标之一,它是沉积物中两种相似的

长链烯酮的相对丰度比(UK
３７).UK

３７与藻类生长的水温相关,且不受盐度、碳酸盐溶解作用

及长链烯酮丰度等因素的影响(Sikesetal,１９９１),该方法已在海洋温度重建中得到较广

泛的应用.一些学者也相继开展了湖泊沉积物中长链烯酮的研究,表明湖泊中水体温度

对长链烯酮不饱和度的控制机制可能与海洋的相似,因此它已成为陆地古气候定量化研

究的重要指标之一(Cranwell,１９８５;Chuetal,２００５).

UK
３７与温度的关系对应于长链烯酮组成的微小改变,因此,精确测量长链烯酮的含量,

利用长链烯酮不饱和度与温度的经验函数,就可定量化重建过去的温度.近年来,湖泊长

链烯酮不饱和度温标取得了很好的进展.Chu等(２００５)研究了湖泊长链烯酮不饱和度与

温度的关系,发现湖泊长链烯酮不饱和度与年均气温和春秋季节温度相关性高,建立了中

国湖泊表层沉积物中长链烯酮不饱和度与年均温度(T)的经验函数关系:

UK′
３７ ＝００３１×T＋０．０９４ (６)

(N ＝７６,R２ ＝０．６７)

并首次发现并成功分离出湖泊中长链烯酮母源等鞭金藻Chrysotilalamellosa (Sun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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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通过单藻种控温培养,建立了长链烯酮不饱和度与水温关系方程,实验室培养公式

与经验公式斜率一致,进一步验证了长链烯酮不饱和度温标.
利用湖泊沉积物中长链烯酮温标,结果揭示Steisslingen湖的 UK

３７能够反映新仙女木

事件前后的温度变化(Zinketal,２００１),扎布耶盐湖的 UK
３７反映出了末次冰期以来的温度

变化(WangandZheng,１９９８).
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湖泊和海洋环境中长链烯酮的母源合成路径、对温度响应的机制

一致,长链烯酮有可能成为较可靠的陆地温度重建指标.但是,湖泊的水化学、生物物种、
季节性变化远大于海洋体系的变化,尤其水化学的巨大差异可能导致湖泊生物物种发生

重要改变.考虑到湖泊中长链烯酮分布模式的不同,在湖泊中可能存在生态迥异、对环境

尤其是温度变化响应具有很大差异的合成长链烯酮的物种,这是在未来研究中亟待解决

的问题.
此外,近年来另一有机生物标志物指标:四醚膜类脂物(TEX８６)在古温度定量化重建

上也取得很好的进展.它是由海洋或湖泊中的非嗜热泉古菌合成,TEX８６表征沉积物中

不同种类的类异戊二烯 GDGTs的相对丰度.由于非嗜热泉古菌合成的类异戊二烯

GDGTs与其生长水温之间有很好的相关性,因此通过测量 GDGTs可以用于古水温的重

建.Schouten等(２００２)首次提出这一重建海水表层温度的指标,证明 TEX８６指数不受表

层水体的营养状况、盐度等参数的影响.相对长链烯酮不饱和度指标,其能应用于更加广

泛的区域(缺乏碳酸盐岩和有孔虫的沉积物)和更加古老的地层中(早至白垩纪 Aptian
期).一些学者也开展了湖泊系统中 TEX８６温标应用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一些大的湖泊系

统中应用 TEX８６指数重建表层湖水温度同样有效.因此,TEX８６温标有可能成为湖泊领

域重建古水温的重要替代指标(Powersetal,２００４).

(三)文献记录

历史文献记载的气候信息量大、记录时间准确、空间分辨率高,且多存在于各种自然

证据不能覆盖的地区,因此在过去气候变化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文献中的冷暖记载按性质可分为两类:①自然证据,如植物物候,初终霜、雪日期

与持续日数,河、湖、海封、解冻日期与持续日数,土壤冻结、解冻日期与持续日数,柑橘等

亚热带作物及茶、竹等经济作物的分布与北界,农事活动和农作制度的时空分布等,这类

记录可直接用于反映温度,是全球环境变化的最直接证据之一.②感应证据,如人类所感

受的“苦寒”、“冬暖”等,这类记载虽不能直接用于反映温度,但通过对它们的时空对比分

析,可观察不同时段的冷暖变化趋势(葛全胜等,２００２).
目前,基于文献记录建立高分辨率温度序列的方法是:对史料记载的冷暖事件判定、

分等、定级或确定指数,然后通过与现代资料的对比,进一步将其转换为相应的温度距平

(王绍武、王日昇,１９９０);或直接统计给定时段内冷暖事件发生的频率,进而重建温度变化

曲线或生成冷暖指数序列(张德二,１９９３).
我国有悠久的人类文明史,丰富和长时段的历史文献记录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是开展

过去全球变化研究的宝贵资料.我国学者这方面的研究较多,积累了很多利用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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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温度序列的方法.竺可桢(１９７３)首先利用我国丰富的物候资料,重建了过去５０００年

冷暖变化的历史.葛全胜等(２００２)基于更加翔实的历史文献记载及各种自然代用证据,
利用综合方法初步重建了过去２０００年中国东部冬半年的温度变化序列.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学者利用“集成方法”,将不同地点区、不同类型、不同分辨率、独
立来源的气候变化代用证据集成在一起,通过对多种代用资料的相互对比、校核与综合,
重建了一些可用于反映区域与全球尺度的温度变化序列,揭示出利用单一或同一分辨率

代用资料不可能得出的气候变化现象,减少了重建过去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

(四)其他方法

除了上述重建方法外,有的学者还利用其他替代性指标进行古温度的定量化重建.
在化学指标上,利用土壤的地球化学和环境磁学参数(吕厚远等,１９９４;孙继敏等,１９９９;

Retallack,２００７),如盐分指数(S＝[K２O＋Na２O]/Al２O３)、游离铁和全铁、碳酸盐含量、磁
化率参数等,建立这些参数与现代气候要素之间的转换函数,实现对过去温度的重建;在
冰芯研究中,近年来利用氮同位素指标揭示出冰期时段千年时间尺度上温度的大幅度变

化特征(Huberetal,２００６);在生物指标上,利用不同生物生存的共存因子法(Uhletal,

２００７)、硅藻组合与气候要素的定量化关系(VyvermannandSabbe,１９９５),较好地获得了

古温度变化信息.
尽管不同的温度重建方法具有各自的优缺点,精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但这些方法丰

富了对地质历史时期古温度的重建,加深了对过去地球演化历史表面温度变化的理解.

三、研究实例———新生代以来陆地温度变化

(一)构造尺度温度变化

在地质历史上,全球环境经历了多次“温室状态”与“冰室状态”的交替.白垩纪时期,
地球气候处于温室状态,当时大气CO２ 浓度是现今的４~１０倍,全球气温平均比现今高

３~１０℃(Huberetal,２００２).直到新生代初期,全球气候处于总体变暖的趋势,始新世

早期大约５０Ma前后达到最高温,当时全球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约１２℃(图３),这就是整个

新生代最为温暖的“始新世大暖期”(BeerlingandRoyer,２０１１).在欧洲,始新世大暖期

温度要比现在高约１０~１３℃(Bechteletal,２００８).
新生代环境最突出的变化是:约５０Ma开始阶梯式全球变冷,使地球再次进入“冰室

状态”(Zachosetal,２００１).晚始新世时期,南极可能已出现真正意义的冰盖,大约３４Ma
的早渐新世,全球气温急剧降低,南极冰盖进一步扩大.在北美洲,渐新世温度降低约

４~８℃(Sheldonetal,２００２).到中新世暖期(２０~１５Ma),全球温度有所回升,在欧洲温

度比现在约高７~８℃(Bechteletal,２００８).约１５Ma前后,全球进一步变冷,南极东南极

冰盖再次扩张.北极永久性的冰盖出现相对较晚,直到７Ma左右才在格陵兰形成,且较

大规模的北极冰盖在３．６Ma才出现,并在２．６Ma前后进一步扩张.进入第四纪以后,全
球变冷加剧、冰量进一步增大,在约１．８Ma和０．９Ma的两次扩张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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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新生代地球表面温度与大气CO２ 浓度变化(据BeerlingandRoyer,２０１１)

到目前为止,新生代全球变冷的原因仍然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不同学者持有

不同的观点.主张“洋流说”的学者(FlowerandKennett,１９９３)认为,始新世晚期构造运

动使环南极的 Tasman水道和Drake水道开启,导致环南极流和南大洋深层水的形成而

使大洋环流格局重整,南极洲大陆被热隔离,全球变冷,冰盖开始出现.上新世晚期约３~
４Ma巴拿马地峡的关闭,导致北大西洋环流变化可能是此后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
但也有学者(GordonandFine,１９９６)认为,３~４Ma澳大利亚与班达弧之间的碰撞导致印

尼水道关闭,使印度洋注入较冷的北太平洋水团,导致海表温度降低、赤道太平洋与高纬

之间的热传输降低,进而促进了全球进一步变冷和冰盖的发育.而主张“高原说”和“CO２

说”的学者则把新生代全球变冷过程与地质构造环境的演化相联系.Ruddiman等(１９８９)
基于全球大气环流模式试验和一些地质证据认为,晚新生代全球变冷及亚洲、北美干旱化

与青藏高原、美洲山地的隆升有密切关系,并认为青藏高原隆升可能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同时,Raymo等(１９８８)认为,快速隆升的青藏高原使大陆化学风化增强,有机质大量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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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导致大气CO２ 减少,是新生代变冷的重要原因之一.
到目前为止,上述无论哪种关于新生代变冷的解释都带有“假说”的成分,是未来研究

中值得给予进一步重视的理论性问题.

(二)冰期 间冰期温度变化

对冰期 间冰期温度变化,南极大陆 DomeC冰芯详细记录了８０万年以来高分辨率

气候变化的历史(图４)(Jouzeletal,２００７).揭示出在南极地区,冰期 间冰期呈现约８~
１２℃大幅度的变化.在冰期,温度比全新世低约８~９℃.在间冰期,呈现阶段式变化,在

４５万年以前温度比全新世低约１~１．５℃,而之后温度要比全新世高约２~４．５℃.

图４　８０万年以来南极温度变化(据Jouzeletal,２００７)

近些年来,古气候研究的重大发现之一是揭示出地球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性.伴随冰

期 间冰期的气候变化,末次冰期还存在一系列千年尺度的气候波动,包括在格陵兰冰芯

中发现的冷暖波动事件(DＧO旋回)及北大西洋冰筏沉积的出现(Heinrich事件).在北极

地区,DＧO事件温度变化可能有８℃之多(Huberetal,２００６),而在南极区域,上述冷暖温

度波动约为２℃ (Jouzeletal,２００７).南、北极冰芯记录的对比显示,在千年尺度的气候

变化中,南极温度的变化总体上早于北极的格陵兰,且一些时期两地区温度变化的相位相

反,即南极温度增加(降低)同北极温度降低(增加)的时间基本一致,这一现象被称为“两
极跷跷板”现象.

在气候空间变化上,为了配合国际古气候模拟比较计划对末次盛冰期和全新世中期

两个重要特征时段的模拟,目前,已对上述两时段温度空间变化进行了详细的重建,获得

了洲际尺度上的气候要素定量化重建结果(Farreraetal,１９９９;Wuetal,２００７a;Bartlein
etal,２０１１).在末次盛冰期时段(２１±２kaBP),热带地区年均温降温幅度较小,约

＜３℃;而在高纬地区,降温幅度较大,约＞８℃;通常冬季降温幅度要比夏季降温幅度大.
全新世中期(６±０．５kaBP),在非洲、欧洲北部和中部、亚洲中部和北美东北部地区,年均

温比现在的要高;夏季增温幅度要比冬季的高.而在欧洲南部、西伯利亚、东亚和北美西

部和中部地区,温度有所降低,尤其以冬季温度降低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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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冰期 间冰期气候变化的原因,当前学术界主要用古气候天文理论:即米兰科

维奇理论来解释,北半球高纬夏季太阳辐射变化通过对北极冰盖的控制,导致全球性的

冰期 间冰期旋回.全球温度冰期 间冰期大幅度变化主要受控于地球轨道的偏心率

１０万年周期,尽管气候系统对地球轨道变化的响应是非线性的,但到现在为止学术界

一直不能解释对太阳辐射总量影响很小的偏心率１０万年周期在气候系统却有强烈信

号的原因(Zachosetal,２００１).
对于千年尺度气候不稳定突变事件发生的机理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多进展.就气

候系统内部过程来讲,强调北大西洋温盐环流的高纬驱动作用(Broecker,１９９４)和强调低

纬海洋影响的低纬驱动作用(Clarketal,２００２)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但目前所获取

的证据距问题的解决仍有相当的距离.

(三)２０００年以来温度变化

Mann等(２００８)综合利用树木年轮、冰芯、石笋、湖泊沉积、珊瑚、海洋记录和历史文

献资料,定量化重建了２０００年以来全球温度的变化.结果表明,从公元５００年到１５世纪

中叶,温度均较高,接近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的平均水平;在中世纪温暖期(公元９５０~１１００
年),北半球气温高于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平均值,尤其在欧亚大陆高纬地区、格陵兰南部、北美

中部和北大西洋等区域.小冰期的最冷温度约在公元１４００~１７００年,最低处距平达－
０５℃,最寒冷的区域位于北半球的亚热带地区.

在我国,葛全胜等(２００２)利用集成方法初步重建了我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序列.
在过去２０００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高于１９５１~１９８０年平均值且持续时间超过百年的

暖期有４个;其中,最暖的３０年出现在１２３０~１２５０年,较１９５１~１９８０年高０．９℃.低于

１９５１~１９８０年平均值且持续时间超过百年的冷期有３个;其中,最冷的３０ 年出现在

１６５０~１６７０年,较１９５１~１９８０年低１．１℃.对比过去２０００年中的冷暖交替变化还揭示

出,２０世纪回暖时的升温幅度与过去２０００年中的其他回暖过程所出现的幅度相似,特别

是与５世纪末至６世纪的回暖极为相似;而在当前温暖阶段中,１９８１~１９９９年较１９５１~
１９８０年升高了０．５℃,不但使其接近过去２０００年中的最暖３０年,而且其升温幅度也已接

近过去２０００年中温暖时期升温的最高水平.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历史气

候变化,为辨识２０世纪气候增暖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基础数据,而且对科学评估北半球与

全球过去千年温度变化也具有重要贡献.
对于短尺度气候变化的机理,学术界把可能的因素聚焦于太阳活动(Lean,２０００)、气

候系统内部过程对轨道变化的响应(汪品先,１９９１)、火山事件(RobockandFree,１９９６)
等.近年来,温度变化可能与气候系统对厄尔尼诺和北大西洋 极地涛动的响应有关也得

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Mannetal,２００９).

四、小结

恢复地质历史时期的气温变化,目前还只能借助于代用资料进行重建.由于各种代

用资料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利用多种独立来源的代用资料相互检验,将有助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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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准确定量化重建过去的气温变化.随着新重建方法的不断探索和发展,将来古温度的

重建也会越来越可靠和精确.
最后需要指出,过去气候变化研究的目标不仅只是要重建气候变化的历史,其根本目

的是揭示不同时间尺度上气候变化的时空规律及其动力学机理.展望未来,不但需要进

一步利用各种气候记录和定量化重建手段,加强不同时间分辨率(尤其是高分辨率)气候

变化的重建工作,加密气候变化代用资料的空间覆盖度,大力开展多种代用资料的相互比

对与综合评估研究,以降低对过去气候变化认识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应结合气候模拟等

手段,深入开展气候变化动力学机制研究,为未来的全球气候预测和人类适应未来气候变

化提供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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