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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球表层温度主要由接收的太阳辐射能量及大气温室气体的保温能力共同控制。ＣＯ２ 等温室气体通过对大气温
度的调节影响着全球环境气候变化，工业革命以来全球ＣＯ２排放量的增加被认为是全球变暖的重要原因，地质历史时期大气
ＣＯ２浓度的波动与温室和冰室气候的交替出现相对应。地球超过９０％的碳赋存于深部，因此地球深部过程的些许波动便会
影响到地表碳含量，进而深刻影响着地球的环境气候变化。以往的研究注重地表碳循环对环境气候的影响，对深部碳的贡献
考虑不足。最近十余年全球开展了详细的深部碳循环研究，基于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本文从大火成岩省、裂谷和俯冲带的
视角对深部碳循环驱动的环境气候效应进行了系统回顾。认为未来的研究需要对地球深部碳循环通量和碳同位素组成进行
更精确的定量，这是我们认识深部碳循环对地表环境气候影响的基础；除了碳元素本身我们还需要关注其他挥发性元素和有
害金属元素的综合效应；俯冲带作为全球壳幔相互作用和物质交换循环最重要的场所，应该是进行深部碳循环观察和环境气
候效应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　 　 深部碳循环；环境气候；大火成岩省；裂谷；俯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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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Ｃ）被视为“元素之首，生命之根”，其化合物，尤其是
大气中的含碳化合物（如ＣＯ２、ＣＨ４等）调节着全球环境气候
变化，为地球的宜居性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大气温度是表
征气候的关键指标之一，它与大气中温室气体ＣＯ２的浓度密
切相关（Ｃｒｏｗｌｅｙ ａｎｄ Ｂｅｒｎｅｒ，２００１）。ＣＯ２能够有效吸收地球
的红外辐射，ＣＯ２浓度增加会促使大气温度升高，进而导致
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相反，大气中ＣＯ２ 浓度显著下降则
会引起气温降低，致使地球表面广泛发育冰盖和山岳冰川。
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活动的ＣＯ２排放量显著升高，全球大
气ＣＯ２平均浓度连续上升，尤其是近５０年来增速更快（图
１ａ）。这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革命前升高了０ ８ ～
１ ２℃。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以现有人
类活动的ＣＯ２ 排放趋势（不减排）模拟计算表明（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ｉｐｃｃ ｃｈ ／ ｓｒ１５ ／），２０３０ ～ ２０５２年全球平均气温将比工业
革命前升高１ ５℃，将会导致全球综合性大尺度极端气候灾
害事件发生的频率持续增强，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系统造成显著破坏。地质历史时间尺度上（１ ～ １０Ｍｙｒ）的大
气ＣＯ２浓度变化主要由火山喷发和地表风化共同控制，进而
调节全球气候（Ｌｅｅ ａｎｄ Ｌａｃｋｅｙ，２０１５；Ｆｏｌｅ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ｈｅｒ，
２０１７；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古元古代（２ ５ ～ １ ８Ｇａ）大气中
的ＣＯ２ 浓度可能是现今的２３ 倍，同时含有大量ＣＨ４
（Ｓｈｅｌｄｏｎ，２００６），那时地球表面温度可能高达５５ ～ ８５℃
（Ｋｎａｕｔｈ，２００５）。１ ８Ｇａ以后大气中的ＣＯ２ 浓度显著降低，
在７１７ ～ ６４３Ｍａ出现Ｓｔｕｒｔｉａｎ冰期。显生宙大气中的ＣＯ２ 浓
度在６２００ × １０ －６ ～ ２００ × １０ －６之间波动（Ｂｅｒｎｅｒ，２００６），与大
气温度的变化高度耦合：大气ＣＯ２浓度高的时期对应地球的
温室气候，而大气ＣＯ２ 含量低的时期与冰室气候对应（图
１ｂ）。

太阳系中碳的丰度为３％ ～ ４％ （Ｐａｌｍ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由于碳的凝结温度很低，在地球早期的高温高压增生过程
中，大量碳逃逸到太空中导致地球的碳含量小于０ １％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２０１３）。地球中超过９０％的碳赋存在地球深部
（地核、地幔和地壳中）（Ｈａｚｅ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ｅｓ，２０１３；Ｏｒｃｕ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而大气中的ＣＯ２ 又只占地表碳含量的１ ４％
（Ｓｕｎｄｑｕｉｓｔ ａｎｄ Ｖｉｓｓｅｒ，２００３）。因此与地球深部过程（构造
活动和岩浆作用等地质事件）有关的深部碳循环作用更容易
影响到地表碳含量（图２），进而深刻影响着地球的环境气候
变化和生物演化。过去与环境气候相关的碳循环研究重点
围绕地球表层圈层展开工作，而对来自深部碳如何循环进入
表层系统，如何迁移转化，如何影响环境气候的研究只是在
近十余年得到了快速发展。地球深部碳循环是本世纪地球
科学兴起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它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大科学
项目的资助。２００８年起，在艾尔弗·斯隆基金会（Ｔｈｅ Ａｌｆｒｅｄ
Ｐ Ｓｌｏａ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深部碳观察（Ｄｅｅｐ Ｃａｒｂ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项目的资助下，全球科学家开展了十多年的研究。该计划主

要聚焦以下基础科学问题（Ｈａｚｅ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ｅｓ，２０１３）：地球
深部储存了多少碳？地球深部碳的储库有哪些？碳在各储
库之间如何交换？深部微生物的本质和发展程度如何？甲
烷等碳氢化合物是否存在深部非有机质碳的来源？深部有
机碳在生命起源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其中，最关键的
科学问题是“含碳相在地球深部各种极端条件下的物理和化
学行为”以及“深部碳和地表碳的大规模交换作用”，而后者
直接关系到地球宜居环境的形成与保持。该项目２０１９年在
《Ｄｅｅｐ Ｃａｒｂｏｎ：Ｐａｓｔ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这一专著中对极端条件下（深
部地幔、地核）碳的赋存形式及来源、地球深层含碳流体来源
和性质以及深部碳的非生物合成和能源、碳在不同储库里的
含量以及在不同储库间的通量变化、地球深部生命活动的多
样性和分布范围等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进行了系统总结
（Ｏｒｃｕ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本文聚焦深部碳循环驱动的环境气
候效应，重点介绍与大火成岩省、裂谷和俯冲带有关的深部
碳循环对环境气候的影响（图２）。

１　 大火成岩省的深部碳循环和环境气候
效应

　 　 大火成岩省是指在相对短暂的地质时间内由于持续或
脉动式岩浆作用在板内构造环境中形成的大规模岩浆岩建
造。在１９９４年，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ｏｕｒｔｉｌｌｏｔ由大火成岩省与生物灭绝
之间存在密切的时间对应性提出了其与环境气候之间的关
联，并随后撰写了《进化灾难》（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ｓ）
（１９９９）一书。大火成岩省通过岩浆作用直接释放气体（ＣＯ２
和ＳＯ２等）和气溶胶这两种方式影响全球环境气候（Ｗｉｇｎａｌｌ，
２００１）：瞬时释放的ＳＯ２ 注入平流层可能引发全球“火山冬
天”，类似于核冬天的模型，光合作用因遮光和冷却而减弱
（Ｓｅｌ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而ＣＯ２的长期累积释放可能导致随后的
气候变暖，即“火山夏天”。另外，大火成岩省形成的近地表
侵入岩与富碳（甲烷、煤、碳酸盐岩等）沉积地层发生接触变
质作用，导致ＣＯ２ 和ＣＨ４ 等温室气体的大量释放也会进一
步造成全球变暖和海洋酸化（Ｓｖ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Ｂｕｒｇｅｓ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在这些过程中，ＣＯ２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火成
岩省驱动的深部碳循环可以对环境气候造成巨大的影响。

１ １　 大火成岩省岩浆来源ＣＯ２释放效应
大火成岩省岩浆喷发量巨大，其中溶解的大量碳随着压

力降低会析出并释放到地表，从而影响地表环境气候（Ｐａｌｆｙ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０；Ｗｉｇｎａｌｌ，２００１）。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大
火成岩省在其整个活动过程中释放的ＣＯ２平均含量并不高，
远低于目前的年均人为ＣＯ２ 排放量（Ｓｅｌ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Ｗｉｇｎａｌｌ，２００５）。但是最新的研究估算表明，三叠纪末中大
西洋大火成岩省每个岩浆活动期释放到大气中的ＣＯ２ 量与

０９３１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２０２２，３８（５）



图１　 大气ＣＯ２浓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ａ）１８５０ ～ ２０２０年全球大气ＣＯ２平均浓度和温度异常变化（相对于工业革命前（１８５０１９００年）大气温度平均值）；大气中ＣＯ２ 浓度数据来
自于全球监测实验室地球系统研究实验室（ＮＯＡＡ：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ｅｓｒｌ ｎｏａａ ｇｏｖ ／ ｇｍｄ ／ ｃｃｇｇ ／ ｔｒｅｎｄｓ ／ ｄａｔａ ｈｔｍｌ）；全球大气平均气温异常、陆地
大气平均气温异常和海洋大气平均气温异常数据来自于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Ｅａｒｔｈ（加州非营利研究机构伯克利地球：ｈｔｔｐ：／ ／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ｅａｒｔｈ ｏｒｇ ／）．（ｂ）
显生宙以来大气ＣＯ２浓度变化与温室和冰室气候的对应关系（据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修改）
Ｆｉｇ． 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ａ）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ｍｅａｎ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ｆｒｏｍ １８５０ ｔｏ ２０２０；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８５０ ～ １９００）；Ｔｈｅ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ＮＯＡＡ：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ｅｓｒｌ ｎｏａａ ｇｏｖ ／ ｇｍｄ ／ ｃｃｇｇ ／ ｔｒｅｎｄｓ ／ ｄａｔａ ｈｔｍｌ）；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ｄ，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ｅａｒｔｈ （ｈｔｔｐ：／ ／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ｅａｒｔｈ ｏｒｇ ／）． （ｂ）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ｃｅｈｏｕｓ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ｈａｎｅｒｏｚｏｉｃ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图２　 全球深部碳循环示意图（据Ｗ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修改）
箭头和数字代表碳迁移的方向和通量（Ｍｔ Ｃ ｙｒ － １：百万吨碳每年）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ｅｐ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Ｗ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Ａ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ｕｘ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ｔ Ｃ ｙｒ － １：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ｒ ｙｅａｒ）

２１世纪预计的人为排放量相当（Ｃａｐｒｉｏ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如此
巨量的火山ＣＯ２释放显然对三叠纪末的全球变暖和海洋酸
化存在一定贡献。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Ｎａｖ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通过橄榄石
熔体包裹体中ＣＯ２含量和微量元素研究发现Ｄｅｃｃａｎ大火成
岩省早期岩浆更富ＣＯ２，并且岩浆的碳饱和与脱气起始于莫
霍面附近或下地壳深度，因此早期岩浆脱气可以解释晚白垩

世升温事件。另外，Ｗｉｇｎａｌｌ （２００５）和Ｋｅｒｒ （２００５）的研究表
明大火成岩省释放ＣＯ２ 的温室效应缓慢地提高了大气和海
洋温度，这触发了先前被封存在海底永久冻土和甲烷水合物
中甲烷的释放，进一步加剧了温室气候效应。最终，全球变
暖会促进海洋缺氧事件和生物栖息地丧失，从而导致生物灭
绝（Ｋｉｅｈｌ ａｎｄ Ｓｈｉｅｌｄｓ，２００５；Ｗｉｇｎａｌｌ，２００５）。而地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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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浓度的增加会导致水体ｐＨ值下降，从而给分泌碳酸盐
的生物带来灾难（钙化危机）（Ｇａｔｔｕｓｏ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ｅｍｅｉｅｒ，
２０００）。

１ ２　 大火成岩省岩浆沉积物相互作用与温室气体释放
大火成岩省喷发除了释放岩浆中赋存的碳以外，其携带

的巨量热也可活化周围围岩中固存的碳。Ｇａｎｉｎｏ ａｎｄ Ａｒｎｄｔ
（２００９）认为大火成岩省岩浆侵位会造成破坏性后果的关键
控制因素之一是玄武岩下方盆地中沉积岩的类型。岩浆侵
入体与周围白云石、蒸发岩、煤或富含有机质页岩的接触变
质作用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和有毒气体（ＣＯ２、ＣＨ４ 和ＳＯ２
等），随后排放到大气中会导致全球变暖和生物大灭绝。沉
积岩衍生气体的释放对环境的影响可能远大于岩浆气体的
排放。Ｂｕｒｇｅｓ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认为以岩床复合体为特征的大
火成岩省比溢流玄武岩和／或岩脉为主的部分更可能引发灾
难性的全球环境气候变化。比如，西伯利亚岩床侵入时和富
挥发份的沉积物发生接触变质，可能会引起大量温室气体释
放，从而导致二叠纪末的气候变化和生物大灭绝（Ｂｕｒｇｅｓ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Ｃａｐｒｉｏｌ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最新的研究发现中大西洋
大火成岩省释放的甲烷是岩浆侵位过程中沉积岩直接生成
或再活化产生，部分甲烷被包裹在岩浆结晶晚期的石英中，
而这些石英晶体中微米尺度的缺陷证明了岩浆沉积物相互
作用过程中巨量（约７ ２ × １０３Ｇｔ）甲烷的释放，这可能是导致
三叠纪末生物大灭绝和全球环境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１ ３　 影响大火成岩省环境气候效应的因素
大火成岩省可能导致全球变暖和生物灭绝（如西伯利亚

大火成岩省，Ｂｌａ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也可导致全球变冷（如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大火成岩省相关的雪球事件，即Ｓｔｕｒｔｉａｎ冰川事件，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１７）。不同的结果可能与以下
几个因素有关，包括气候背景条件、不同古地理背景下行星
反照率的变化、喷发的纬度、大火成岩省侵位的围岩性质（例
如，富硫酸盐的盆地、煤层、古老造山带）和ＣＯ２ 等气体累积
释放的时间等（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Ｍａｎｇａ，２０１７；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１７）。Ｅｒｎｓｔ ａｎｄ Ｙｏｕｂｉ （２０１７）指出大火成岩省
的体积大小并不是其环境气候效应的唯一重要因素，所产生
的火山碎屑物质和挥发份的扩散速率以及到达平流层的通
量也很重要，他们还指出应该综合考虑溢流玄武岩脱气
（ＣＯ２、ＳＯ２和卤素）和岩浆侵位加热特殊沉积岩（如蒸发岩
和煤层）所释放的挥发份。Ｂｌａ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考虑了岩浆释
放碳和硫的独立性和综合效应，发现气候与海洋都对长期溢
流玄武岩脱气有着强烈响应，并且西伯利亚大火成岩省的碳
和硫排放结合在一起导致大气温度、海洋环流和水汽循环在
早三叠世向一个趋向于温室气候的系统转变。此外，不同性
质大火成岩省岩浆所产生的环境气候效应有所不同。长英
质大火成岩省（８０％岩石为长英质岩石）被认为与镁铁质岩
浆底侵导致的地壳大规模部分熔融有关，薄弘泽和张招崇

（２０２０）认为长英质大火成岩省岩浆活动相对镁铁质大火成
岩省的环境气候效应不同，前者能够更好地将ＳＯ２ 气溶胶和
火山灰喷射送入平流层吸收太阳辐射，同时大量火山灰能够
使海洋富铁，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ＣＯ２，从而导致全
球降温。Ｃａｔ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指出显生宙大部分冰室气候与
几个典型的长英质大火成岩省具有同时性，表明两者之间可
能存在直接的联系。

２　 裂谷的深部碳循环与环境气候效应

裂谷是岩石圈中发生强烈拉张变形的区域，其形成演化
与地幔对流侵蚀及岩石圈伸展作用相关。裂谷作用会使岩
石圈破裂减薄，同时伴随着大规模岩浆活动，导致大量碳从
地幔释放，是地球深部碳释放到地表的重要通道，会对环境
气候造成显著影响（Ｂｒｕｎ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Ｆｏｌｅ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ｈｅｒ，
２０１７）。

２ １　 洋中脊ＣＯ２释放对环境气候的影响
现今规模最大的裂谷发育在各大洋的洋中脊上。洋中

脊可以通过火山作用释放来自地球深部的碳，大部分以ＣＯ２
形式进入到海水中（Ｌｅ Ｖｏｙ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而同时新生大洋
底部的热液活动会导致海水中的ＣＯ２ 封存在碳酸盐中（Ａｌｔ
ａｎｄ Ｔｅａｇｌｅ，１９９９；Ｋｅｒ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２００１；Ｇｉｌｌ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ｇａｎ，２０１１）。很多情况下碳酸盐中封存的碳会超过洋中
脊所释放的碳，这时的洋中脊是一个碳汇（Ｋｅｒｒｉｃｋ，２００１）。
而晚中生代和早白垩世的洋中脊扩张速率增加了１ ５到２
倍，可能导致大量ＣＯ２ 从洋中脊释放出来，从而引起温室效
应（Ｌ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１ａ，ｂ；Ｂｅｒｎｅｒ，２００４）。同时，大火成岩省的
频繁侵位也可能会对大洋扩张起到增强作用（Ｌａｒｓｏｎ，
１９９１ｂ），导致大量ＣＯ２释放。然而部分学者认为洋中脊ＣＯ２
通量的变化对全球环境气候的影响有限，只有浅水区或暴露
在海平面之上的洋中脊玄武岩脱气作用才会对气候产生影
响（Ｌｅ Ｖｏｙ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由于洋中脊岩浆作用在现今的
全球岩浆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必须谨慎地看待洋中脊岩
浆作用与大气中ＣＯ２含量升高和全球变暖的相关性。

２ ２　 大陆裂谷ＣＯ２释放对环境气候的影响
大陆裂谷分布在被拉张变形的大陆岩石圈内，呈线状分

布，是大陆裂解、大洋开启的初始阶段。与洋中脊地区出露
拉斑质玄武岩不同，在大陆裂谷两侧普遍发育大量富ＣＯ２ 的
火成岩，包括火成碳酸岩和强碱性硅酸岩，如霞石岩、黄长
岩、碧玄岩以及对应的侵入岩（Ｆｏｌ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大陆岩
石圈是一个巨大的碳储库，其中的碳主要有三个来源：岩石
圈形成时原始的碳、来自对流地幔的熔／流体长期交代富集
以及地幔柱熔体周期性交代作用（Ｆｏｌｅｙ，２００８；Ｆｏｌｅ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ｈｅｒ，２０１７）。古老克拉通岩石圈地幔的形成可能与岛弧

２９３１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２０２２，３８（５）



叠加增生作用有关（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其形成时原始的碳含
量约为０ ２５Ｍｔ Ｃ ｋｍ －３（Ｆｏｌｅ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ｈｅｒ，２０１７）。随着时间
的推移，分别有１４ ～ ２８Ｍｔ Ｃ ｋｍ －３和４３Ｍ ｔ Ｃｋｍ －３的碳通过对
流地幔和地幔柱活动加入到克拉通岩石圈根部，而周期性的
固结和重熔再活化，使克拉通根部的碳不断在裂谷之下富
集，最终可达１５０ ～ ２４０Ｍｔ Ｃ ｋｍ －３（Ｆｏｌｅｙ，２０１１；Ｆｏｌｅ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ｈｅｒ，２０１７）。大陆裂谷之下的碳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释放：
（１）沿着深大断层被动释放ＣＯ２ （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Ｔａｍｂｕｒｅｌ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２）以富ＣＯ２岩浆岩如碳酸岩和碱
性岩形式释放（Ｋｊａｒｓｇａａｒｄ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１；Ｆｉｓ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Ｆｏｌ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Ｐａｕ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发现在埃迪
卡拉纪存在一个富ＣＯ２的碳酸岩和碱性岩浆作用的高峰，正
好对应着ＳｈｕｒａｍＷｏｎｏｋａ碳同位素负偏（ＳＥ事件）。在一个
大陆裂谷约４０Ｍｙｒ的生命周期中，每年大约有２８ ～ ３４Ｍｔ的
碳被释放到大气中（Ｆｏｌｅ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ｈｅｒ，２０１７）。

大陆裂谷可以向大气中释放大量ＣＯ２，故裂谷系统的时
空演化会影响地质历史时期的深部碳循环通量和环境气候
变化。在地质历史时间尺度上大陆裂谷长度是变化的，这与
大陆的离散程度相关（Ｂｒｕｎ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比如：超大陆裂
解时的裂谷总长度是现今东非大裂谷的五倍，当时大陆裂谷
每年会释放至少１４０ ～ １７０Ｍｔ 的碳（Ｆｏｌｅ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ｈｅｒ，
２０１７）。超大陆裂解时，大陆裂谷释放ＣＯ２ 的效率高于大洋
环境，这是由于大陆岩石圈中积累了大量碳，通过陆地火山
活动直接释放到大气中（Ｅｂ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富ＣＯ２ 岩浆在
大陆裂解早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大陆裂谷形成初期便可能
导致大气中ＣＯ２含量上升。Ｂｒｕ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通过重建板
块构造和裂谷的地质记录计算了中生代（２００Ｍａ）以来全球
大陆裂谷的长度，发现裂谷长度的演化和古大气中的ＣＯ２ 浓
度变化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图３）。研究揭示１６０ ～ １００Ｍａ和
５５Ｍａ至今的两个裂谷发育峰期与温室气体峰值相吻合，在
此期间大气中的ＣＯ２ 浓度比现今高出三倍以上（Ｂｒｕｎ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大陆裂谷是板块构造作用影响短期全球变暖的重要机
制，大陆裂谷中ＣＯ２的突然释放比例可能会高于弧火山、洋
中脊和地幔柱火山活动（Ｓｅｌ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Ｗ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地质历史时期地球上广泛发育的大陆裂谷产生的巨
量ＣＯ２可能是地球温度突然上升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超大陆裂解之后，由于小陆块具有更强的
地表径流而增强风化作用，岩石风化作用的加强反而会导致
大气中ＣＯ２含量降低，地球温度会长期保持低水平，这被认
为是新元古代“雪球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Ｄｏｎｎａｄｉｅ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３　 俯冲带的深部碳循环与环境气候效应

虽然目前关于俯冲带碳循环通量的估算结果还存在很
大分歧（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ａｎｄ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ｎ，２０１０；Ｋｅｌｅｍｅｎ ａｎｄ

图３　 裂谷对古大气中ＣＯ２ 浓度的控制（据Ｂｒｕ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修改）
Ｌ１和Ｌ２为通过不同方法估计的裂谷长度；Ｃ１和Ｃ２是基于Ｌ１和
Ｌ２计算的ＣＯ２浓度变化；两个ＣＯ２浓度峰值和裂谷峰期相关；Ｒ１４
为ＧＥＯＣＡＲＢＳＵＬＦ模型计算的ＣＯ２ 浓度变化，Ｒ１４′为Ｒ１４计算基
础上加入了植被变化的因素，ｖｄＭ１４为加入俯冲带影响的估算模
型
Ｆｉｇ． ３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ｒｉｆｔ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Ｂｒｕｎ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Ｌ１ ａｎｄ Ｌ２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ｉｆｔ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１ ａｎｄ Ｃ２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１ ａｎｄ Ｌ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ｐｅａｋｓ ｏｆ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ａｋｓ ｏｆ ｒｉｆ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１４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ＥＯＣＡＲＢＳＵＬＦ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１４′ ａｎｄ ｖｄＭ１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５； Ｇａｌｖｅｚ ａｎｄ Ｐｕｂｅｌｌｉｅｒ， ２０１９； Ｐｌａｎｋ ａｎｄ
Ｍ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９），但是地表碳返回地球深部的途径主要是板
块俯冲作用，俯冲带是全球深部碳循环的重要场所（刘勇胜
等，２０１９）。碳在俯冲板片的释放主要有变质脱ＣＯ２ 作用
（Ｋｅｒ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２００１）、流体溶解作用（Ａｇｕｅ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ｅｓｃｕ，２０１４）、熔融作用（Ｇｒａｓｓｉ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０１１）和底
辟作用（Ｂｅｈ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等多种形式，这些俯冲板片释放

３９３１宗克清等：深部碳循环的环境气候效应



的碳可以进入火山弧岩浆中，也有可能储藏在弧下岩石圈地
幔或者深部地壳里（Ａｇｕｅ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ｅｓｃｕ，２０１４；Ｋｅｌｅｍ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５；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早期Ｍ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ｌｓｔｉｋｈｉｎ（１９９８）根据岩浆岩中挥发性元
素ＣＯ２ ／ ３Ｈｅ比值估算汇集板块边界弧火山中８０％的碳可能
来自于俯冲板片。最近，Ｍａ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揭示大陆弧火
山喷发气体中普遍偏重的Ｃ同位素组成反映了弧岩浆在地
壳里与沉积碳酸盐岩发生的变质脱碳反应。实验岩石学结
果也表明岩浆和碳酸盐岩反应是释放ＣＯ２ 的有效形式
（Ｉａｃｏｎｏ Ｍａｒｚｉａ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Ｄｅｅｇ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Ａｉｕｐｐ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通过对全球弧火山ＣＯ２ 释放量的系统总结，发
现现今全球ＣＯ２释放量最高的弧火山地区普遍发育有碳酸
盐沉积地层，并且在这些弧岩浆岩中常出露有碳酸盐岩和脱
碳产物钙硅酸盐包体。由于大陆板块边缘在地质历史时期
发育有广泛的碳酸盐岩台地，大陆弧岩浆在地壳里与碳酸盐
岩的变质脱碳反应会对全球温室气候产生显著影响（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Ｌｅｅ ａｎｄ Ｌａｃｋｅｙ，２０１５；Ｃｈ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Ｒａｍｏ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提出白垩纪大气ＣＯ２ 浓
度升高可能与环特提斯洋弧岩浆与碳酸盐岩台地的高效率
脱碳反应有关。Ｌ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发现白垩纪和古新世全球
大陆弧的长度是现今的两倍（约３３０００ｋｍ），并且主要发育在
碳酸盐岩台地区域，估算这些大陆弧火山的ＣＯ２排放量可能
是现今全球碳排放的３ ～ ５倍，以此提出大陆弧火山作用可
能是驱动白垩纪和古新世全球温室气候的重要原因（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Ｌｅｅ ａｎｄ Ｌａｃｋｅｙ，２０１５）。另一方面，大陆弧岩浆活
动具有脉动性的特征（ｄｅ Ｓｉｌｖ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Ｄｕｃｅ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ｕｃｅａ，２０１５），其峰期弧岩浆产出量是宁
静期的１００ ～ １０００倍（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ｕｃｅａ，２０１５），因此大陆
弧岩浆活动强烈时以ＣＯ２释放为主，导致前文所述的温室气
候，而随后的大陆弧岩浆宁静期以风化作用为主导，消耗大
气中的ＣＯ２ 而诱发冰室气候（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９）。大陆弧的几何形态和地理位置对地表风化强度
十分敏感，鉴于大陆弧是由弧岩浆岩堆积形成，而且洋壳俯
冲过程中会不断挤压上覆板块形成叠瓦状构造（Ｃａｗｏｏ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这两种地质过程均会使大陆边缘不断隆升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Ｄｉｅｌｆｏｒｄ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进而在大陆
弧岩浆宁静期提供更多的物质加剧风化剥蚀作用（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７）。硅酸盐岩石风化会向周围
水系中释放大量阳离子（如Ｃａ２ ＋，Ｍｇ２ ＋等），这些阳离子最终
会吸收大气中的ＣＯ２ 形成碳酸盐沉积被封存在大陆边缘
（Ｂｅｅｒｌ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在这些碳酸盐沉积及成岩过程中，
部分有机碳也可以被埋藏进入地壳深部（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Ｇｅｒｎ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发现大陆弧长度与海水的Ｓｒ同位素组
成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而后者是地表风化强度的重要指标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新元古代以来大陆弧岩浆活动强弱
变化规律与冰期间冰期交替出现的时间高度一致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Ｃ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图４），进一步验

图４　 全球成冰纪（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ａｎ）以来沉积物中年轻碎屑锆
石年龄统计结果揭示的大陆弧活动强度与气候和大气ＣＯ２
浓度变化的耦合关系（据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修改）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ｄｅｔｒｉｔａｌ ｚｉｒｃｏｎ 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ａｒ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ｒｙｏｇｅｎｉａ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证了俯冲带大陆弧岩浆活动和风化作用可以协同驱动地质
历史时期全球环境气候变化（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架（Ｒｅａｄ，１９８２；Ｐｏｍａｒ，２００１）和陆
缘海覆盖的克拉通（Ａｕｒ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都可以沉积巨量碳
酸盐岩，形成碳酸盐岩台地。广阔的远洋盆地中散布着海
山，现今的海底可能有两万四千多座潜在的海山（Ｋｉｍ ａｎｄ
Ｗｅｓｓｅｌ，２０１１）。由于海山高于海底，大多数海山都在碳酸盐
补偿深度以上，并沉积有碳酸盐岩，有时它可以积累到千米
厚（Ｕｅ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实验岩石学表明这些纯的碳酸盐岩
固相线明显高于碳酸盐化泥岩（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而且它
们的密度显著小于地幔，在俯冲过程中可以发生底辟作用，
导致大量的碳储存在汇聚板块边缘的地幔楔中，形成一个在
前人研究中被忽略的、但非常重要的碳储库（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这些碳或许不会“立即”对地表环境气候产生影响，
但其后期活化可显著影响地表环境气候。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发现华南九龙湾剖面陡山沱组Ｓｈｕｒａｍ负偏（ＳＥ）地层的矿物
学（高温自形石英）和地球化学特征（微量元素、ＣＯ同位
素）与高温岩浆作用有关，认为埃迪卡拉纪ＳＥ事件可用再循
环碳酸岩火山沉积模型来解释。新元古代Ｒｏｄｉｎｉａ超大陆裂
解一方面导致地表径流增加和大规模玄武岩喷发，促进巨量
沉积碳酸盐岩形成；另一方面板块边界总长度增加使板块俯

４９３１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２０２２，３８（５）



图５　 碳酸盐岩在俯冲带发生脱碳、熔融与喷发再沉积模型（据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修改）
①变质脱碳反应释放高δ１３ Ｃ气体；②碳酸盐底辟体在地幔楔中发生小规模熔融；③侵入大陆地壳的再循环碳酸岩脉；④软流圈上涌引起碳
酸盐层大规模熔融；⑤再循环碳酸岩（火山灰或者风化产物）在浅海环境快速沉积
Ｆｉｇ． ５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ｌｔｉｎｇ，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①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ｈｉｇｈ δ１３ Ｃ ｇａ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ｉｏｎ；②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ｄｉａｐｉｒｓ ｉｎ ａ ｍａｎｔｌｅ ｗｅｄｇｅ；③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ｉｔｅ ｄｙｋｅｓ ｉｎｔｒｕ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ｒｕｓｔ；④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ｈｅｒｅ
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⑤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ｉｔｅ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ａｓｈ ｏｒ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ｍａｒｉｎｅ

冲规模增大，显著增加了碳酸盐岩俯冲的数量。碳酸盐岩在
俯冲带浅部难以熔融，但会发生底辟作用而储存在地幔楔中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因此，一旦构造环境从俯冲相关的挤
压环境转变为伸展环境，软流圈上涌就可能触发储存在地幔
楔中的碳酸盐层发生大规模熔融和火山喷发，快速形成负
δ１３Ｃ碳酸岩火山灰沉积层。Ｒｏｄｉｎｉａ超大陆裂解和冈瓦纳大
陆聚合期间，大规模的板块俯冲作用携带大量碳酸盐岩在俯
冲带的地幔楔内底辟堆积（图５ａ），后期的构造转换引起这
些碳酸盐岩熔融和大规模的碳释放（图５ｂ），这可能是埃迪
卡拉纪时期冰期和间冰期伴随碳酸盐碳同位素正偏和负偏
交替出现的重要因素。

除了上述的大火成岩省、裂谷和俯冲带火山和岩浆作用
可将地球深部的碳释放到地表进而影响到环境气候变化之
外，扩散作用释放的碳对地表环境气候也可能具有重要影响
（Ｋｅｌｅｍ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５；Ｆｉｓ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扩散作
用是现今深部碳释放的重要形式（Ｗｅｒ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其
通量可达弧火山的两倍（Ｐｌａｎｋ ａｎｄ Ｍ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９；Ｗｅｒ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Ｆｉｓ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Ａｉｕｐｐａ，２０２０）。但是地质历史时期不
同构造环境下扩散作用导致深部碳释放的通量还很难准确
估算（Ｂｕｒ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Ｂｅｋａｅｒ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其对深部碳
释放的效率和环境气候的影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４　 未来展望

（１）地球深部碳循环通量和碳同位素组成的定量描述，
是我们认识深部碳循环对地表环境气候影响的基本前提。
目前的研究虽然估算了不同构造背景下深部碳释放的通量，
但是不同研究者获得的结果差异很大。未来我们需要对大

火成岩省、裂谷和俯冲带的碳通量开展更为准确的定量工
作，查明不同时空尺度和构造背景下深部碳循环通量的差异
性及其对环境气候效应的影响。同时，由于碳赋存形式的多
样性和碳同位素分馏机制的复杂性，深部碳的同位素组成研
究需要加强。地球地质历史时期沉积物中记录有多次碳同
位素负偏事件，被认为是大量深部轻碳（富１２ Ｃ）被带入到地
球表层系统，但是多次碳同位素正偏事件也被认为和火山活
动有关。对深部释放碳的碳同位素组成差异性的准确制约
是解决这一分歧的重要前提。

（２）深部碳循环驱动环境气候效应的研究除了聚焦碳元
素本身，还需要关注除了碳以外其他挥发性元素和有害金属
元素的综合效应。火山活动（包括大火成岩省、裂谷和俯冲
带的岩浆活动等）不仅释放ＣＯ２等温室气体，同时会释放硫、
卤素、汞、砷等，它们引起的环境气候效应会存在很大的差
异。比如，大量ＣＯ２的释放，可以形成温室效应，引起地表温
度的升高，但是，大量硫元素的释放，在大气中形成气溶胶，
会引起地表温度的降低（“火山冬天”）。同时，大量卤族元
素的释放，可以引起臭氧层的破坏，从而引起陆地圈层生物
的危机。大量有害金属元素的释放，会引起水圈和生物圈的
毒化。所以开展深部地质过程释放的各种挥发性元素和有
害金属元素对地表环境气候影响的综合性研究，对全面理解
深部碳循环对地表环境气候的影响至关重要。

（３）俯冲带作为全球壳幔相互作用和物质交换循环最
重要的场所，应该是未来进行深部碳循环观察和环境气候效
应研究的重点。我们应该聚焦碳在俯冲带中的行为和效应
这一关键科学问题，开展深入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查明不同
类型俯冲板片中碳的赋存形式和储量及其在地质历史时期
的变化规律，揭示碳在俯冲带壳幔相互作用过程中的迁移规

５９３１宗克清等：深部碳循环的环境气候效应



律，加强俯冲作用加碳和岩浆作用脱碳之间的协同研究，最
终阐明板块构造俯冲体系中碳释放机制及其浅表的环境气
候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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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ｉｎｃｅ ７５０Ｍａ：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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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ｇｍ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２（１）：５５３４

Ｃａｔｈｅｒ ＳＭ，Ｄｕｎｂａｒ ＮＷ，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ＦＷ，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ＷＣ，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ｌｅ ＰＡ．
２００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ｂｙ ｉｒ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ｉｇｎｉｍｂｒ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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