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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温室气体释放通量与观测的研究进展

郭正府，张茂亮，孙玉涛，成智慧，张丽红，刘嘉麒

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新生代地质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火山活动是地球深部碳循环的重要环节，火山区不仅在火山喷发期能够释放温室气体，而且在休眠期也能向大气圈

中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在当前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背景下，定量化地研究火山区对大气圈温室气体含量增加的贡献，对于

识别自然因素和人类因素碳排放的相对规模、为国际碳排放谈判积累基础数据等均具有至关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对火山区温室气体的排放方式与特征、温室气体释放通量与成因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概括，并综述了中国新生代典型

火山区温室气体释放通量与成因的研究成果。结合国外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现状，指出深入研究活火山（包括休眠火山）区的

温室气体释放通量与成因对于估算火山来源温室气体的释放规模、建立火山未来喷发预测预警体系、深入理解岩浆脱气过程

与机制等问题均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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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变暖及其灾害性影响（例如，极端高

温天气、南北极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等）的不断加

剧，大气圈温室气体浓度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规模

等问题已越来越引起国际科学界和各国政府的关

注与重视（Ｖｉｎｎｉｋｏｖ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Ｋｅｍｐ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Ｈａｎ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近年来召开的历届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已将减少碳排放作为应对全球变暖的

重要措施。２０１４年 ９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确定
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主要目标，明确提出：

到 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ＣＯ２排放比 ２００５年
下降 ４０％～４５％（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ｄｐｃ．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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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ｎ／ｚｃｆｂ／ｚｃｆｂｔｚ／２０１４１１／ｔ２０１４１１０４６４２６１２．ｈｔｍｌ）。国
外的研究表明，当今地球大气圈温室气体的含量是

自然因素（火山／泥火山、热泉、喷气孔、土壤微渗
漏、深大断裂构造体系等）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

结果（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查明来自地球深部的
碳排放总量是当今国际科学界面对的重要问题，不

仅有助于理解自然因素碳排放对全球变暖的影响，

而且直接关系到各国政府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

因此，深入研究来自地球深部的碳排放总量对于识

别自然因素和人类因素碳排放的相对规模、为国际

碳排放谈判积累基础数据等均具有至关重要的科

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火山活动是地球深部碳向地表输送的重要途

径（Ｓｃｈｍｉｎｃｋｅ，２００４；ＬｅｅａｎｄＬａｃｋｅｙ，２０１５），在深部
碳循环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纵观整个地

质历史时期，火山活动的时代跨度很大，从地球演

化的早期至今都有火山活动的记录；并且火山活动

的空间分布很广，它几乎出现在包括俯冲带、洋中

脊以及板块内部在内的所有地区；另外，火山喷发

活动具有持续性（例如，大洋中脊火山活动）和突发

性（例如，大规模火成岩省）并存的特征（郭正府等，

２０１０）。大规模的火山喷发能够贯穿地球系统的不
同层 圈，促 进 层 圈 之 间 的 物 质 交 换 与 循 环

（Ｓｃｈｍｉｎｃｋｅ，２００４），并将大量富含 ＣＯ２的火山气体
输送到大气圈中，导致区域甚至全球尺度上的气候

与环境变化（Ｒｏｂｏｃｋ，２０００；ＭｒｎｅｒａｎｄＥｔｉｏｐｅ，２００２；
ＬｅｅａｎｄＬａｃｋｅｙ，２０１５）。因此，火山温室气体及其
释放规模的观测已经成为“固体地球深部碳循环”

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综述了近年来中国

在新生代火山区温室气体释放通量与观测方面的

初步研究成果，结合国外火山温室气体的研究现

状，对中国在活火山监测、间歇期温室气体释放通

量的连续测量等方面的研究作了进一步展望。

１　火山温室气体的排放方式与特征

　　以是否有岩浆喷出（或溢流）地表为标准，火山
活动被划分为喷发期与间歇期（Ｓｉｇｕｒｄｓｓｏｎ，２０００；
Ｓｃｈｍｉｎｃｋｅ，２００４）。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喷发期还是
在间歇期，岩浆成因的温室气体都能被释放至大气

圈中（Ｂｌｕ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Ｃｈｉｏｄｉｎ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Ｃａｒａｐｅｚｚａ
ａｎｄＧｒａｎｉｅｒｉ，２００４；Ａｉｕｐｐ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６），但温室气体的
排放形式、特征及其规模存在差异（表 １）。

处于喷发期的火山（特别是中酸性岩浆喷发）

能够以喷发柱的形式向大气圈释放大量温室气体

书书书

表 １　火山活动周期及其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形式

与特点（修改自郭正府等，２０１０）

Ｔａｂｌｅ１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ｙｃｌ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Ｇｕｏ

Ｚｈｅｎｇ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火山活动

周期

火山喷气的

主要形式
火山喷气的特点

火山喷发期 火山喷发柱

①火山喷出的气体高度大（１０～
２０ｋｍ）

②火山喷气速度快、通量大
③出现在火山喷发期间

火山间歇期

喷气孔

热泉

土壤微渗漏

①火山喷气的速度较慢但持续
时间较长，输送到大气圈中的

火山温室气体总量很大

②火山喷气孔的面积较大，通量
较稳定

（Ｂｌｕ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Ａｉｕｐｐ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６）。由于火山
喷发的速率很高，岩浆在上升过程中很少与围岩发

生反应，因此，喷发期火山温室气体的 ＣＨ４／ＣＯ２值
相对较高。火山喷发的能量通常很大，导致巨量的

岩浆喷出（或溢流）地表，其出溶形成的温室气体通

量也较大，但考虑到火山喷发的持续时间相对较

短，因此喷发期火山向当时大气圈输送的温室气体

总量往往较小（郭正府等，２０１０）。
尽管在火山间歇期没有岩浆喷出（或溢流）地

表，但由于地下深部高温岩浆房不断对围岩加热烘

烤，形成高温干热岩系统，通过土壤微渗漏、温泉、

喷气孔等形式向大气圈释放温室气体（Ｃｈｉｏｄｉｎｉ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ＣａｒａｐｅｚｚａａｎｄＧｒａｎｉｅｒｉ，２００４）。应当指出，
火山间歇期的温室气体排放形式在火山喷发期同

样是存在的，只不过由于火山喷发期的持续时间较

短、岩浆喷发释放的温室气体规模更大，它们所造

成的影响相对较小。与火山喷发期相比，间歇期火

山区温室气体的上升速率相对较慢且路径很复杂，

它们往往会与围岩、地下水相互作用而遭受氧化作

用，因此火山喷气孔、热泉和土壤微渗漏喷出的温

室气体的 ＣＨ４／ＣＯ２值相对较低，反映了深部岩浆、
地下水和围岩等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Ｅｔｉｏｐ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郭正府等，２０１０）。

相比于火山喷发期，间歇期火山温室气体的释

放速率较低，但由于间歇期持续时间更长、面积更

大，其释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不容忽视，甚至比火山

喷发期的温室气体释放规模还大（Ｓｉｇｕｒｄｓｓｏｎ，２０００；
Ｓｃｈｍｉｎｃｋｅ，２００４；Ｌ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例如，目前美国
黄石公园休眠火山活动区向大气圈中输送的 ＣＯ２
气体每天高达 ４００～５００ｔ（Ｗｅｒ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Ｂｅｒｇ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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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近期国外研究显示：甲烷（ＣＨ４）是
仅次于 ＣＯ２的温室气体和化学活性气体，以单位分
子和单位质量计算，每摩尔 ＣＨ４的温室增温潜力约
是 ＣＯ２的 ２２倍甚至更高（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对欧洲大陆面积约 ４０００ｋｍ２的新生代火山地热区
的研究表明，间歇期火山每年向大气圈释放的 ＣＨ４
总量约为 １０５ｔ，相当于全球森林大火或野生动物造
成的温室气体释放量（Ｅｔｉｏｐ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处于间歇期的火山，其温室气体排放的强烈程

度显著低于火山喷发期的气体排放，因此从安全

性、野外工作难易程度等角度来看，开展火山间歇

期温室气体研究的可行性更高。此外，考虑到中国

的火山都处于间歇期，本文将重点针对间歇期火山

区，探讨温室气体释放通量、成因及其在火山监测

方面的应用。

２　火山间歇期温室气体的研究方法
２１　气体样品采集方法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火山气体采样方法为预真
空采样法（图 １），采样步骤详见张茂亮等（２０１１ａ）。
需要注意的是在收集喷气孔气体时，由于喷气孔气

体的温度很高，加之气体与吉氏瓶中的碱液反应放

出大量的热，因此须及时用冷水对吉氏瓶进行降温

（图 １ａ）。采集温泉逸出气体时，将塑料漏斗倒置于
气泡逸出位置，并确保漏斗没入水面以下，漏斗上部

连接塑料管和收集气体的采样瓶（图 １ｂ）。用于采集
土壤微渗漏气体的仪器为长约 １２０ｃｍ的采样器，采
样时将其打入地下约１００ｃｍ处（成智慧等，２０１４），取
样器的上部连接取气装置和采样瓶（图１ｃ）。

图 １　火山间歇期温室气体采样方法

（引自李晓芬，２００４；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ｓ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ＬｉＸｉａｏｆｅｎ，２００４；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２２　气体成分的测试方法
　　随着实验测试技术的发展，科学家既可以在实
验室对野外采集的样品进行气体成分测试，也可以

在野外原位测试火山气体中的一种或多种成分（表

２）。实验室中可用于测试气体成分及同位素组成
的仪器主要包括气相色谱仪、四级杆质谱仪、稀有

气体同位素质谱仪、碳同位素分析仪、显微红外光

谱仪、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电子探针等，测试对象

包括火山气体样品、岩浆包裹体、流体包裹体等（表

２）。
书书书

表 ２　火山温室气体测试方法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ｓ

测试方法 仪器 测试项目

野外

原位测试
便携式气体分析仪 ＣＯ２、ＣＨ４、ＣＯ

实
验
室
测
试

气相色谱仪
ＣＨ４、Ｃ２Ｈ６、ＣＯ、ＣＯ２、Ａｒ、Ｎ２、

Ｈ２、Ｈｅ、Ｏ２

稀有气体同位素质谱仪 ３Ｈｅ／４Ｈｅ、４Ｈｅ／２０Ｎｅ等

四级杆质谱仪
Ｏ２、Ｎ２、ＣＯ２、ＳＯ２、Ｈ２Ｓ、ＣＨ４、

Ｃ２Ｈ６、Ｈ２、Ａｒ

碳同位素分析仪 １３Ｃ／１２Ｃ

显微红外光谱仪
岩浆包裹体和基质玻璃中的

Ｈ２Ｏ、ＣＯ２含量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
岩浆包裹体和基质玻璃中的

Ｈ２Ｏ、ＣＯ２含量

电子探针
岩浆包裹体和基质玻璃中的

Ｓ、Ｃｌ、Ｆ含量

野外原位测试所使用的仪器为便携式红外光谱

气体分析仪（图 ２），可对 ＣＯ２、ＣＨ４、ＣＯ等气体进行浓
度测量。目前国际上通用的 ＣＯ２土壤微渗漏测量仪
器为意大利 Ｗ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公司生产的带有密闭气室的
流量计，ＣＯ２浓度的量程为 ０～５０００μｍｏｌ／ｍｏｌ。中国
生产的便携式红外线 ＣＯ２分析仪的量程为 ０～
５０００μｍｏｌ／ｍｏｌ或 ０～１００００μｍｏｌ／ｍｏｌ，是国内火山
间歇期温室气体释放通量测量研究中常用的测量

仪器（图 ２ａ）。对于间歇期火山温室气体释放的
ＣＨ４，可利用 ＭＥＴＲＥＸ２ＣＨ４检测仪进行检测浓度
测量（图 ２ｂ），量程为 １％～１００％（ｖｏｌ．）。
２３　火山间歇期温室气体释放通量的估算方法
　　当前，在国际火山学研究中开展火山气体研究
目的之一是通过测定火山活动过程中喷出的各种

挥发分气体的成分与含量，估算火山喷入大气圈内

的火山气体总量，探讨火山喷发对气候和环境的影

响，评价火山气体造成的灾害，在此基础上开展火

山气体的监测研究。根据间歇期火山温室气体排

放的不同类型（土壤微渗漏、温泉逸出气、喷气孔脱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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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Ｏ２红外线分析仪；（ｂ）Ｍｅｔｒｅｘ２甲烷检测仪

图 ２　火山间歇期温室气体的野外原位测量仪器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ｉｎｓｉｔｕ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

气），对气体排放通量的估算采用不同的方法。

２３１　土壤微渗漏　土壤微渗漏温室气体释放通
量的野外测量方法包括静态法和动态法（张丽红

等，２０１４）。静态法的主要特点是野外取样和室内
测试、计算是分离进行的；动态法是近期发展的一

种测试方法，它将气体取样、测试与计算整合成一

个有机整体，避免了由于气体运输和储存带来的显

著误差（张丽红等，２０１４）。其中，密闭气室法是目
前国际公认的火山／地热区土壤微渗漏温室气体释
放通量的最佳方法（ＴｏｎａｎｉａｎｄＭｉｅｌｅ，１９９１），野外
测量与数据处理方法详见郭正府等（２０１４）。
２３２　温泉　岩浆脱气产生 ＣＯ２等挥发分在逸出
至地表的过程中部分溶解于地下水中，其余部分仍

呈气态，二者在地下水上升过程中可随物理化学条

件改变而相互转化。在地表状态下，气态 ＣＯ２通过
温泉直接释放到大气圈中。随着 ＣＯ２溶解度的降

低，温泉水中的 ＨＣＯ－３离子可出溶为气态 ＣＯ２。因
此，温泉释放的温室气体有气态和溶解态两种形

式。针对火山间歇期通过温泉释放的气态与溶解

态的温室气体通量分别采用气体化学与水化学法，

该方法的关键数据包括火山区温泉气体化学成分

和温泉水化学成分、温泉气体释放速率和温泉水流

速等。水化学方法由 Ｃｈｉｏｄｉｎｉ等（１９９８）提出，用于
计算温泉水中溶解的 ＣＯ２总量、岩浆脱气、变质脱
碳等深部过程产生的 ＣＯ２溶于水形成溶解的无机
成因碳。野外测量与数据处理方法详见郭正府等

（２０１４）。
２３３　喷气孔　应用较为广泛的喷气孔温室气体
测量方法是飞行器法（Ｇｅｒｌａｃ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７）。通过飞
行器上安装的非分散红外 ＣＯ２分析仪测量喷气孔
气柱内外的温室气体浓度及其在垂直方向上的变

化，并绘制气体浓度等高线图，最终得到单位面积

上的温室气体浓度，结合测量时的风速计算火山喷

气孔温室气体的通量。此外，对火山喷气孔温室气

体释放通量的估算还可以通过火山气体中不同气

体组分的浓度值进行估算（Ａｌｌａ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１）。
２４　温室气体源区示踪与成因的研究方法
　　利用火山气体的组分含量、同位素组成及相关
计算能够有效地示踪火山气体中温室气体的来源，

以探讨温室气体释放的成因机制。一些经典的火

山气体地球化学示踪图解包括，Ｇｉｇｇｅｎｂａｃｈ等
（１９９３）提出的 ＣＯ２

３Ｈｅ４Ｈｅ三角图解，Ｓａｎｏ和

Ｍａｒｔｙ（１９９５）提出的 ＣＯ２／
３Ｈｅδ１３Ｃ图解等，目前被国

内外研究者广泛应用，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例

如，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５）利用同位素示踪、多元混合等气
体地球化学理论深入研究了长白山天池火山的温

泉气体和土壤微渗漏气体的来源与成因，为示踪天

池火山地下深部岩浆囊的岩浆脱气过程提供了依

据。应当指出，
３Ｈｅ／４Ｈｅ值、δ１３ＣＣＯ２值、ＣＯ２／

３Ｈｅ
值等一些示踪活火山岩浆扰动过程的地球化学参

数，必须建立在长期连续取样测试的基础上，寻找

气体地球化学特征的变化趋势，以获得更加详实的

岩浆囊在长时间尺度上的连续变化规律，为揭示其

活动机制提供有价值的基础数据。

３　中国新生代火山区温室气体释放规
模与观测的研究进展

３１　中国新生代火山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方式
　　中国大陆分布着众多新生代火山区，主要分布
于中国的东部（特别是东北地区）和青藏高原及其

周边地区（图 ３），在构造背景上分别受太平洋构造
域与特提斯构造域控制（郭正府等，２０１４）。例如，
长白山火山、龙岗火山、镜泊湖火山、五大连池科洛
火山、阿尔山火山以及海南的雷琼火山属于太平洋

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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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活火山包括：１．长白山；２．龙岗；３．镜泊湖；４．五大连池科洛；５．阿尔山；６．阿什库勒；７．腾冲；８．雷琼

图 ３　中国新生代火山区与典型活火山分布图（修改自刘嘉麒，１９９９；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２）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ＬｉｕＪｉａｑｉ，１９９９；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２）

构造域；而特提斯构造域火山的代表为青藏高原西

北部的阿什库勒与云南的腾冲火山区（图 ３）。
目前国际火山学术界一致认为（Ｓｉｇｕｒｄｓｓｏｎ，

２０００；Ｈｉｌ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Ｓｃｈｍｉｎｃｋｅ，２００４；Ｌ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ＬｅｅａｎｄＬａｃｋｅｙ，２０１５），“具有巨量温室气体释
放规模”的火山通常具有以下特征：①人类历史时
期曾经有过大规模的火山喷发；②火山区的地下深
部存在着活动的岩浆囊；③目前火山区的水热活动
（例如，温泉、热泉和高温喷气孔等）和土壤微渗漏

均较强烈。表 ３展示了中国典型新生代火山的喷发
规模、最近喷发时间等，其中长白山、五大连池、腾

冲火山在历史时期的喷发状况由于有明确的史料

记载而备受国内外火山学界关注（刘嘉麒，１９９９）。
野外考察与实验室测试结果显示，中国大陆新

生代火山区间歇期的温室气体释放形式包括土壤

微渗漏和温泉（图 ４），主要温室气体种类为 ＣＯ２和
少量 ＣＨ４（郭正府等，２０１４）。典型的火山喷气孔在
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被识别出，但台湾大屯火山区

内出露大量喷气孔（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中国大陆活
火山总面积约为 １４×１０５ｋｍ２，相当于欧洲火山地

书书书

表 ３　中国大陆典型活火山区的特征与喷发历史

（修改自郭正府等，２０１０）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

ＧｕｏＺｈｅｎｇ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典型

活火山区

火山区面积

／ｋｍ２
火山数量

／座
最近喷发时间 构造背景

五大连池

—科洛
８８０ ５４ 公元 １７１９～１７２１年

太平洋

构造域

长白山 ２１００ １１０
公 元 １４１３年、１５９７
年、１６６８年、１７０２年、
１９０３年

龙岗 １７００ １６４ 距今 １５８０～１６９０年前

镜泊湖 ５００ １３
距今 ５１４０年前；距今
５２００～５５００年前

雷琼 ７２９５ １７７ 公元 １８８３年

腾冲— ７９２ ６８ 公元 １６０９年 特提斯

构造域阿什库勒 ７００ １４ 公元 １９５１年

热区总面积的 ３倍多（郭正府等，２０１０）。其中，长
白山、五大连池、腾冲等火山区具有明显的水热活

动特征，喷气孔、温泉数量众多，并且火山气体的

ＣＯ２含量大都超过 ８０％。此外，火山锥体表面出露

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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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羊八井地热区的土壤微渗漏；（ｂ）腾冲火山区的荷花温泉；（ｃ）长白山火山区的聚龙温泉；（ｄ）五大连池火山区的土壤微渗漏

图 ４　中国典型火山地热区温室气体的释放形式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ｓｉｎｔｙｐｉｃａｌ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的大面积土壤能够以微渗漏的形式向大气圈释放

ＣＯ２等温室气体。因此，中国新生代火山区的温室
气体释放规模不容忽视。

３２　温室气体释放通量的初步估算结果
　　本文所涉及的中国典型火山区温室气体通量
的测量结果，均采用统一的气体通量测量方法，即

通过对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释放通量的野外测量结果，
采用火山区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浓度随时间变化的拟
合函数对火山区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平均释放通量进
行估算。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平均释放通量与研究区
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释放面积的乘积即为火山区土壤
微渗漏 ＣＯ２气体的总通量。对于温泉区温室气体
的释放通量，在测量温泉气体的释放通量后，结合

温泉气体中 ＣＯ２等温室气体的含量、温泉数等资
料，计算以气泡形式释放到大气圈中的温室气体总

量。温室气体释放通量的详细测量与计算方法参

见郭正府等（２０１４）。
理论上，与离散取样和随机野外测量方法相对

应的是长时间尺度的（数年甚至数十年）且连续的

取样测量方法。无论是对于火山活动监测，还是对

于深部碳循环的观测与研究，通过后一方法所获得

的火山区温室气体释放通量与成因的研究成果都

较前一方法具有更加重要的科学意义。然而，由于

中国对火山区温室气体释放通量与观测的研究起

步较晚，研究程度较低，迄今为止中国仅有的火山

区温室气体释放通量与成因研究仍然只是建立在

离散取样和随机野外测量的基础上（张茂亮等，

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１ｂ；成智慧等，２０１２，２０１４；郭正府等，
２０１４；张丽红等，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缺乏对火
山区开展长时间尺度和连续的温室气体通量的野

外测量与成因研究，测量面积和测点的密度均较小

且没有形成连续的观测数据。现有的初步估算结

果为测量当年的火山区温室气体释放量，是中国间

歇期火山区温室气体释放总量的保守估算值。

初步估算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大陆新生代典型

火山区（长白山天池、五大连池、腾冲等）向大气圈

输送的温室气体总通量约为 ８１３×１０６ｔ·ａ－１，接近
１０７ｔ级别，相当于全球火山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
（主要为 ＣＯ２）释放总量的 ６％左右（郭正府等，
２０１４）。表 ４展示了近年来中国大陆典型火山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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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释放通量估算方面的研究成果。
书书书

表 ４　中国大陆典型火山地热区的温室气体释放通量

Ｔａｂｌｅ４　Ｆｌｕｘｅｓ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ｅｓ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ｔｙｐｉｃａｌ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火山区
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
／（ｔ·ａ－１）

温泉温室气体／（ｔ·ａ－１）

气态 ＣＨ４ 气态 ＣＯ２ 溶解态 ＣＯ２

长白山 ７．７９×１０５ ４．２８×１０２ ６．９×１０４ —

五大连池 ４．５×１０３ — — —

腾冲 ７×１０６ — ３．５８×１０３ —

谷露 ３．４５×１０４ — — —

羊八井 ８．５９×１０４ — — —

羊应 ４．４３×１０４ — — —

搭格架 — — — ２．６８×１０２

朗久 — — — １．７×１０２

合计 ８．０５×１０６ ４．２８×１０２ ７．２６×１０４ ４．３８×１０２

数据来源：张茂亮等，２０１１ｂ；成智慧等，２０１２，２０１４；郭正府等，２０１４；
张丽红等，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３３　火山区温室气体的来源与成因
　　以往的研究表明，上覆板块含有碳酸盐岩的大
陆弧火山活动是全球大气圈 ＣＯ２浓度增加的重要
来源之一，其温室气体释放规模明显大于岛弧火山

活动温室气体的释放规模（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对中
国典型火山区的研究（成智慧等，２０１４；郭正府等，
２０１４；张丽红等，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表明，太平
洋构造域与特提斯构造域火山区的温室气体释放

特征基本符合上述规律：位于太平洋构造域的长白

山与五大连池火山区的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平均释放
通量和总通量明显低于特提斯构造域的腾冲火山

区和羊八井地热区（表 ４）。这主要是由于：①长白
山与五大连池火山区远离现今太平洋俯冲带（超过

１０００ｋｍ），其地表水热活动强度不及处于现今印度
大陆俯冲带上的腾冲火山区和羊八井地热区；②印
度大陆俯冲板片与上覆亚洲大陆可能含有大量地

壳碳酸盐岩，导致其温室气体释放规模高于大洋俯

冲带（郭正府等，２０１４）。
气体地球化学研究表明，长白山火山区温泉气

体
３Ｈｅ／４Ｈｅ值（４～６３３Ｒａ）落在俯冲带火山气

体
３Ｈｅ／４Ｈｅ值范围内（５３７±１８７Ｒａ，Ｈｉｌｔ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图 ５），距 火 山 口 较 远 地 区 的 火 山 气
体
３Ｈｅ／４Ｈｅ值（０８５Ｒａ）和δ１３ＣＣＯ２值（－１２３‰）较

低（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这表明长白山火山释放的温
室气体来源于深俯冲的太平洋板片，表现出幔壳混

源的特点，但以幔源为主。较低的ＣＯ２／
３Ｈｅ值与水

气反应中方解石沉淀导致的 ＣＨｅ分馏有关，较高
的 ＣＯ２／

３Ｈｅ值与地幔组分和地壳组分混合有关

（Ｈａｈｍ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郭正府等，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图 ６）。聚龙温泉δ１３ＣＣＯ２值位于俯冲带来源

气体δ１３Ｃ值范围内，表明温泉气体来源为岩浆来源
（图 ７）。五大连池火山区气体３Ｈｅ／４Ｈｅ值比较长白
山低（图 ５），与岩浆来源气体在上升过程中受到地
壳混染有关（上官志冠和武成智，２００８）。五大连池
火山气体δ１３ＣＣＯ２值与地幔或岩浆来源δ

１３ＣＣＯ２值相一
致（图 ７）。这表明五大连池火山区的火山气体来源
于古老流体交代的岩石圈地幔（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Ｒａｉｒ表示大气
３Ｈｅ／４Ｈｅ值；Ａ、Ｃ、Ｍ分别表示空气端元、

地壳端元和地幔端元

图 ５　中国大陆典型火山地热区温室气体 Ｈｅ同位素组成

（引自郭正府等，２０１４）

Ｆｉｇ．５　Ｈｅｌｉｕｍ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ｇ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ｔｙｐｉｃａｌ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ＧｕｏＺｈｅｎｇ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腾冲火山区大部分温泉气体样品的
３Ｈｅ／４Ｈｅ值

具有地壳混染特征（图 ５）。较高 ＣＯ２／
３Ｈｅ值、较

低
３Ｈｅ／４Ｈｅ值的气体受地壳混染较多，而 ＣＯ２／

３Ｈｅ

值低、
３Ｈｅ／４Ｈｅ值较高的气体主要为地幔来源的气

体。部分气体 ＣＯ２／
３Ｈｅ值低于来自 ＭＯＲＢ的气体，

这可能与气体上升过程中温度降低导致 ＣＯ２与 Ｈｅ
分馏有关（Ｈｉｌ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Ｈａｈ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成智
慧等，２０１４）（图 ６）。δ１３ＣＣＯ２值具有地幔或岩浆来源
的特征（Ｄ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９；成智慧等，２０１４）（图 ７）。因
此，腾冲火山区温室气体具有壳幔混染的特征，但

以壳源为主，是现今印度大陆俯冲带的产物（成智

慧等，２０１４）。羊八井地热区气体样品３Ｈｅ／４Ｈｅ值略
高于地壳（图 ５），气体中地幔来源的 Ｈｅ组分较低
（赵平等，２００２）。气体 ＣＯ２

３Ｈｅ４Ｈｅ三角图上表现

出较多的地壳混染特征（图 ６），δ１３ＣＣＯ２值具有岩浆
来源火山气体的特点，但受到有机物混染的影响

（张丽红等，２０１４）（图 ７）。因此，处于大陆碰撞带
构造背景下的羊八井地热区的温室气体显示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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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中国大陆典型火山地热区温室气体 ＣＯ２
３Ｈｅ４Ｈｅ三角图

（引自郭正府等，２０１４）

Ｆｉｇ．６　ＣＯ２
３Ｈｅ４Ｈ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ｇ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ｔｙｐｉｃａｌ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ＧｕｏＺｈｅｎｇ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强烈的地壳混染特征（张丽红等，２０１４），反映了在
大陆碰撞带动力学背景下具有更强烈的地壳混染

过程。青藏高原南部新生代火山区的温室气体释

放可能包括了幔源碳排放与壳源碳排放两种类型，

但以后者为主（郭正府等，２０１４）。

４　火山温室气体的通量与成因研究在
火山监测中的应用

４１　利用火山气体成分演变特征监测火山活动性

　　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除水蒸气（Ｈ２Ｏ）以外，二

氧化碳（ＣＯ２）是火山气体中含量最高的气相组分
（Ｇｉｇｇｅｎｂａｃｈ，１９９６；Ｌ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易于仪器测量
与监测，因此它普遍适用于高温水热活动火山区的

地表 温 室 气 体 释 放 的 现 场 测 量 （Ｇｅｒｌａｃｈａｎｄ
Ｇｒａｅｂｅｒ，１９８５；Ｌ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在火山喷发过程
中，ＣＯ２快速地从上升的岩浆中出溶并到达地表，能
够近乎实时地指示火山地下深部的岩浆扰动过程，

使 ＣＯ２成为深部岩浆活动的“感应器”和“来自地下
深部的电波”（郭正府等，２００３）。

应当指出，利用气体地球化学方法开展火山监

测研究需要长时间（例如，数年甚至数十年）、连续

的测量火山气体成分和同位素，开展气体地球化学

模拟计算和源区示踪研究，提取能够反映和示踪深

部岩浆囊活动状态的有效信息，以获得地下岩浆囊

ＭＯＲＢ为亏损地幔；ＯＲＧ为有机沉积物；ＣＡＲ为海相灰岩

图 ７　中国大陆典型火山地热区温室气体 ＣＯ２／
３Ｈｅδ１３Ｃ图

（引自郭正府等，２０１４）

Ｆｉｇ．７　ＣＯ２／
３Ｈｅｖｓ．δ１３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ｇ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ｔｙｐｉｃａｌ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ＧｕｏＺｈｅｎｇ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的活动特点，为探讨地下岩浆囊的活动规律提供火

山气体方面的证据。因此，只有在火山区开展大范

围、高密度、长时间（例如，数年甚至数十年）尺度和

连续的温室气体释放通量的野外测量工作，才能获

得接近真实状态的休眠火山的温室气体释放通量

和释放规模，同时也才能够探讨火山区在长时间尺

度上的温室气体释放通量的变化特征，以及研究这

种变化特征与深部岩浆囊的活动性之间的内在关

系，从而使有效地开展火山气体监测与预测成为

可能。

４２　利用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释放通量监测火山活

动性

　　近年来，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许多权
威的火山学研究机构都纷纷开展了火山区温室气

体的释放通量与成因研究（Ｂａｕｂｒ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１；
Ａｌｌａ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Ｎｏｔｓ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Ｇｒａｎｉｅｒ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Ｌｅｗｉｃｋ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估算休眠火山区向当今
大气圈释放温室气体的规模，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

开展了火山未来喷发的监测与预测，使火山区 Ｃ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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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通量的连续测量成为国际火山学界公认的监

测火山区下部岩浆活动状态和预测火山未来喷发

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例如，Ｈｅｒｎｎｄｅｚ等（２００１）
通过 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００年期间对日本 Ｕｓｕ火山区内的
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释放通量的连续测量与研究指出，
该火山区的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释放通量在火山喷发
前、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相比较其他火山监测手段，由于火山气体成分

与通量研究具有高效、准确和低费用等特点，该方

法已被世界各国所青睐，并且在火山监测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台湾地区，已建成并开

展了火山区温室气体释放通量进行连续观测（图 ８、
９）。鉴于此，中国亟需在长白山天池火山区等“具
有潜在喷发危险”的活火山区开展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
释放通量的连续监测研究。

图 ８　台湾大屯火山小油坑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释放通量连续观测站（引自杨灿尧，２００８）

Ｆｉｇ．８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２ｍｉｃｒｏｓｅｅｐａｇｅｆｌｕｘｉｎＸｉａｏｙｏｕｋｅｎｇ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ｕｎｖｏｌｃａｎｏ，

Ｔａｉｗ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ＹａｎｇＣａｎｙａｏ，２００８）

利用短期单点取样和测量的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
释放通量，获得的结果容易受到的季节、气压、空气

湿度等气象学参数的干扰，因此往往无法获得准确

的数据。国外大量研究（Ａｌｌａｒ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Ｆｉｓｃｈｅｒ
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Ｇｒａｎｉｅｒ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Ｌｅｗｉｃｋ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Ｐａｄｒó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表明，长时间尺度的（数年甚至
数十年）和连续的火山区温室气体释放通量的测量

方法不受气象学和季节变化等参数制约，获得的数

据更为准确，可用于监测活火山区下部岩浆囊脱气

过程的动态变化特征研究，进一步获得准确的深部

岩浆房扰动信息。

此外，长时间尺度的、连续的温室气体释放通

量的测量方法能够有效地消除气象学和季节变化

等因素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因此可以准确地计算火

山区土壤微渗漏释放的温室气体通量，为进一步评

估火山区的温室气体释放规模提供可靠的依据，同

图 ９　土壤微渗漏 ＣＯ２释放通量连续监测站示意图

（引自杨灿尧，２００８）

Ｆｉｇ．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２

ｍｉｃｒｏｓｅｅｐａｇｅｆｌｕｘ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ＹａｎｇＣａｎｙａｏ，２００８）

时有助于探讨火山成因的 ＣＯ２对全球碳循环以及
大气圈 ＣＯ２含量的影响程度，为判别自然因素和人
类活动对当今大气圈 ＣＯ２浓度的影响提供基础
数据。

５　结论

　　（１）火山活动是地球深部碳循环的重要环节，
不仅在火山喷发期能够释放温室气体，而且在休眠

期也能向大气圈中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

（２）中国大陆新生代火山区的温室气体释放规
模不容忽视。初步估算结果显示，目前长白山天

池、五大连池、腾冲等火山区向大气圈输送的温室

气体总通量约为 ８１３×１０６ｔ·ａ－１。

８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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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国新生代火山区的温室气体释放的构造
背景主要为太平洋构造域与特提斯构造域，两者在

温室气体释放通量与总量、气体地球化学特征方面

存在明显差异。

（４）深入研究活火山（包括休眠火山）区的温室
气体释放通量与成因对于估算火山来源温室气体

的释放规模、建立火山未来喷发预测预警体系、深
入理解岩浆脱气过程与机制等问题均具有至关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

致谢：野外考察过程中得到台湾大学杨灿尧教

授及其课题组、吉林省地震局刘国明、云南省地震

局赵慈平博士，以及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郑国东研究员、郭文峰博士、孙春青博士、丁磊

磊博士、高金亮博士、陈双双博士、刘嘉丽博士的热

心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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