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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CO2 是对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起主要作用的温室气体，CO2 通过影响、
改变地球的辐射收支平衡来影响地球气候系统。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依据大气中各温室气体的占比，整理出每一种人类活动诱发的气
候驱动因子所带来的辐射影响，其中大气中的 CO2 具有显著的、更大的辐射影响。
大气中 CO2 浓度的增加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的燃烧以及毁林等人类活动造成的。基
于 1750 年到 2011 年间的观测资料，IPCC 报告总结大气中累积了约 40％的人为
排放的 CO2，剩余人为排放的 CO2 被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吸收了。海洋吸收了人
为 CO2 排放量的 30％，因此，它在平衡 CO2 辐射强迫影响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只要大气中的 CO2 浓度持续上升，由于海洋的高溶解性，海洋就会持续吸
收大气中的 CO2。然而，海洋的吸收率是受限制的，比如受限于有限的垂直混合
速度，生物活性和海气界面间的复杂过程。随着水中 CO2 浓度的增加，CO2 的过
饱和性使得海洋对大气中 CO2 的吸收率在不断地降低。由于上升的温度会导致海
洋分层增加，因而人类强迫可能会减缓海洋环流，海表变得更趋于饱和，反过来
会降低海洋中的 CO2 吸收效率。

2 海、气 CO2 交换过程机制
为了更好地理解气候系统对 CO2 的响应，研究决定海、气 CO2 交换的过程机
制是非常重要的，以便在大尺度观测量中量化和参数化海气交换过程，并改进气
候模式。
一般来讲，海气 CO2 通量的表达式如下：
F＝κα（𝑃𝐶𝑂2,𝑤𝑎ter − 𝑃𝐶𝑂2,𝑎𝑖𝑟 ）

（1）

其中，是气体传输速度（cm h-1），是气体在海水中的溶解度（mol m-3 atm-1），
𝑃𝐶𝑂2 ,𝑤𝑎ter − 𝑃𝐶𝑂2 ,𝑎𝑖𝑟 = ∆𝑃𝐶𝑂2（atm）代表海水和上层空气间的分压差。该等式显示

出海气界面的 CO2 交换与大气和海洋间的 CO2 分压成比例，以及与气体传输速度
成比例。
海气分压差是 CO2 通量的热动力驱动强迫项。该分压差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海
水中 CO2 分压的变化。大气的𝑃𝐶𝑂2 变化几乎只取决于陆地植被的季节变化。然而，

这一变化与水中𝑃𝐶𝑂2 的季节性变化相比是相对较小的。基本上，海、气分压差主
要受海水和大气间总的 CO2 浓度、pH、总碱性（AT）、温度和盐度控制，同时也
会随区域和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传输速度是 CO2 交换通量的动力驱动因子，代表海、气界面间气体分子的传
输速度，主要取决于海、气界面间一阶扰动项的大小。即主要是受海表风速的影
响，但同时也会受表面膜、破碎波、雨、边界层稳定性以及气体进入水中的扩散
速度（主要取决于表面温度，温度越高扩散越快）。在现有的海、气 CO2 交换通
量估计中，仍有显著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影响了时间平均的估计值，特别
是时变成分的估计。而不确定性的上升，主要取决于两项因子的变化 ∆𝑃𝐶𝑂2 和传
输速度。我们对驱动、影响海气气体传输速度的物理过程理解还不充分，本研
究主要关注气体传输速度的不确定性，并尝试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气体传输速
度对风速敏感，同时也对其它因素像表面粗糙度和近表面湍流敏感。另外，表
面波、小尺度波破碎、气泡、海表喷气、雨和表面膜也会通过影响传输速度来影
响海气界面间的气体交换，而且这些参数也会影响海表粗糙度和近表面湍流。因
此，包括表面/界面间参数的系数的参数化方案，也许可以降低海、气气体交换
估计中的不确定性。
在过去十年间，通过实验室试验、模式模拟以及场地观测研究等多方的不懈
努力，已经提高了气体传输的测量技术和参数化方案。目前，已有多种系数的
参数化方案被提了出来，表征系数的多变性以及系数与影响海、气界面的大尺
度过程间的相互作用。
传统的海、气气体传输速度参数化方案使用的是仅依赖于风速的简单经验函
数。这类基于风速的参数化方案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κ＝a𝑢𝑏 (𝑆𝑐)𝑛

（2）

其中，u 是风速，a 和 b 是由实验数据所决定的系数，Sc 是施密特数，n 是
一个经验系数，在 1/2（平静海面）和 2/3（粗糙表面）间变化，取决于速度分
数和均方根波陡。施密特数 Sc 定义如下：
Sc=海水中的粘性系数/扩散系数

（3）

不同的经验公式估计的气体传输速度的变化差异达到一半甚至更多，并导致
对海洋 CO2 碳汇量化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在高风速情况下达到最大。超过
一半的海洋 CO2 吸收变化是由气体传输速度参数化方案中不同的风速相关项所
造成的，比如从风速的三次方函数变为风速的二次方函数。这些不确定性源自于
气体传输速度的依赖项，仅用风速依赖的参数化方案可能不能代表海、气边界层

过程。风速是海、气界面间的主要参数，但并不足以表征所有调节气体传输速度
的影响因素。

3 海、气 CO2 交换通量测量技术
3.1 直接通量测量技术——涡度协方差系统
估计通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涡度协方差法（EC），这一方法主要用于地基固
定平台上的通量测量。对于移动平台的观测，在使用 EC 方法前，对平台移动所
带来影响进行较正是必要的。涡度协方差法假定海洋和大气间的净传输是一维的。
在这种假设下，垂直通量密度可以通过垂直风速和参量的扰动波动间的协方差来
进行计算。具体参量包括热、质量和动量。为了实现这一方法，利用超声风速计
来测量垂直风速，利用红外气体分析仪来测量水汽和 CO2。涡动协方差法在陆地
生态系统等方面的应用已广泛开展，在海洋方面的应用也正日益受到重视，相关
的技术难点逐渐被解决，在船载自动观测方面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3.2 模块法
模块法利用溶解度的测量值（基于海表温度和海洋盐度进行估计），空气和
海水的 CO2 分压以及传输速度来简化地定义海、气 CO2 通量。CO2 分压通过一个
系数可转换成 CO2 浓度，𝐶𝑂2 ＝𝛼𝑃𝐶𝑂2 ，CO2 分压差与大气中的 CO2 浓度有关：
∆𝐶𝑂2 = 𝐶𝑂2,𝑤𝑎𝑡𝑒𝑟 −

𝑐𝑜2,𝑎𝑖𝑟
𝐻

= 𝛼∆𝑃𝐶𝑂2,𝑤𝑎𝑡𝑒𝑟

（4）

其中，H 是亨利定律参数。
基于空气、气体和水的物理以及分子的属性，海表温度和盐度的影响在溶解
度公式中被加以考虑。理论上，气体分子穿过海、气界面间的运动是由于扩散传
输过程所导致的，会受到环境变量的影响。从技术层面看，模块法是相对容易的
方法，并且被广泛地应用于气体交换估计中。然而，该方法直接与气体传输速度
估计相关，需要被进一步地研究。
3.3 红外成像技术
红外成像技术是用来量化控制海、气气体交换过程的工具，通过利用热能来
替代气体示踪，以探索气体穿过海表微层的传输过程。在此方法中，红外辐射计
被用来测量海表温度波动，以及热传递过程的特征时间尺度。海表温度的波动显
示出传输机制的扰动属性。热传输系数由分子耗散系数𝐷ℎ𝑒𝑎𝑡 ，和传输过程的时间
尺度推导而得：
𝐷

ℎ𝑒𝑎𝑡
𝜅ℎ𝑒𝑎𝑡 = √ 𝑡𝑖𝑚𝑒

（5）

该方法计算的热传输速度，可以外推用于其它气体，如 CO2；其它气体与热
能具有简单的成比例关系，就像是用于溶解的气体示踪一样，因此二者的对流传

输速度（粘性系数）是相等的，只是分子传输（扩散系数）不同。因此：
𝜅𝑔as
𝜅ℎ𝑒𝑎𝑡

𝐷

𝑛

−𝑛

𝑆𝑐

＝ (𝐷 𝑔𝑎𝑠 ) = (𝑆𝑐 𝑔𝑎𝑠 )
ℎ𝑒𝑎𝑡

（6）

ℎ𝑒𝑎𝑡

其中 D 表示气体和热能在水中的分子扩散系数；Sc 是施密特数，取决于粘性系
数和分子扩散系数，而参数 n 依赖于表面粗糙度，在 1/2 到 2/3 间变化。
该方法的优势在于热通量可以利用海、气界面上方的遥感方法进行探测，因
此在时间尺度上小于 1 分钟的非常快的气体传输速度也可以被探测。
3.4 卫星遥感技术
最近，卫星遥感技术被用来参数化方程（1）中的多种成分。用于海、气气
体交换通量估计的雷达数据，包括海表温度、海表盐度、海表粗糙度、风速和风
向。这些数据被用来决定气体传输速度、溶解度和𝑃𝐶𝑂2 。小尺度风浪和近表面
湍流对海、气气体交换起主要作用。毛细重力波和气体传输速度是小尺度现象，
它们通过粘滞性和表面强度而相互影响。从主动传感器如高度计或散射计发射的
信号与海表相互作用，并反射回信号被仪器接收机接收。后向散射信号中包含海
表粗糙度信息。
高度计是一个主动雷达，利用其星下点朝向的天线向海表发射脉冲，基于镜
面反射点理论来推导海表粗糙度。因为短脉冲与海浪表面相互作用，使得反射回
的信号波形不同于发射的信号，因而分析返回信号的波谱可以用来推测海表粗糙
度。其中一种算法基于长期的全球平均的𝜅660，结果误差在 16 cm h-1，如下：
0.38

0.48

𝑆𝑐

−0.5

𝜅660 ＝7000 ( 𝜎0 − 𝜎0 +0.5) (660)
𝐾𝑢

（7）

𝐶

其中𝜎 0 是标准化的雷达交叉截面（RCS），而其下标 C 和 Ku 分别代表 C-和 Ku-微
波频带。
散射计这类雷达主要被设计用来向地表发射微波短波脉冲以探测基于海表
反射能量的雷达交叉截面。微波很难穿透水体，如 10 GHz 信号穿透厚度约 2 mm，
微波设备可以提供我们基于海表特征属性的海气界面信息。一种初步的气体传输
速度估计，以 QuickSCAT 散射计测量的逆风的雷达交叉截面为函数，如下：
(𝜎0𝑣 :47.4079)
21.4248

（8）

(𝜎0ℎ :51.7545)
22.5334

（9）

𝜅660 ＝10
𝜅660 ＝10

其中σ0𝑣 是垂直极化标准化的雷达截面，σ0ℎ 是水平极化标准化的雷达截面。

4 未来研究方向
精确估计海、气界面间的气体传输速度将增强我们对大气和海洋间 CO2 交换

过程机制的理解，以及增强我们对作为碳汇的海洋的固碳效率的理解。气体交换
速度受海表风应力影响，风应力会通过影响海浪和近海表的湍流场来影响气体
传输速度。系数的典型参数化方案只是单纯地依赖于风速，然而我们对这一单
一强迫的认识仍然不够充分和全面。为了降低系数参数化方案中的不确定性，
我们必需要考虑环境强迫以及表面/界面参数对气体传输速度估计的影响，如建
立海表粗糙度与气体传输速度间的直接关连等。因为传输速度对小尺度湍流和波
破碎的强烈依赖，表面粗糙度和表面风应力或许可以比风速更好地表征气体传输
速度。那么就可以利用表面粗糙度与传输速度建立一个比仅依赖风速更佳的表
面 CO2 传输估计算法。
海表粗糙度是海表雷达后向散射的一个主要贡献项。微波后向散射对表面粗
糙度属性的响应主要依赖于雷达观测参数（频率、极化和入射角）和表面参数（风、
表面粗糙度和海水的介电属性）。前人曾经尝试过将海、气 CO2 通量与雷达后向
散射截面数据相关连。在这类研究中，主要是基于早期的高度计数据，气体传输
速度表现出与均方根波陡相关，但不考虑表面膜浓度和波的破碎。这一结论使得
我们可以更容易地使用雷达技术来推测小尺度的海洋表面粗糙度，并在气体传输
参数化方案中用风速取代它。现存的经验化的雷达后向散射截面与由空基、机载
或船载的散射计的观测推导而得的海表粗糙度间的关系，受到这些采样观测数据
的时、空限制。这一问题制约了有效的风的范围、大气和海洋的状态条件，以及
限制了这些经验关系的适用性。未来，我们会基于海表的卫星微波高度计、散射
计观测来改进海、气 CO2 气体传输速度的估计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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