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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辐射对亚热带人工针叶林光能利用率的影响

卫　 楠１，张　 弥１，∗，王辉民２，张雷明２，温学发２，刘寿东１

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气候与环境变化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耶鲁⁃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大气环境研究中心，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生态系统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地表接受的太阳辐射中散射辐射的改变是影响森林生态系统光能利用率（Ｌｉｇｈ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ＬＵＥ）的重要因素。 以千烟

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为研究对象，利用 ３０ ｍｉｎ 通量和常规气象观测数据，以晴空指数（ｋｔ）和地表接受的散射辐射（Ｓｆ）占太阳

总辐射（Ｓ０）的比值（Ｓｆ ／ Ｓ０）为指标，分析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生长旺季（６—８ 月）散射辐射变化对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光能利

用率的影响，并利用改进的光响应曲线模型分析了散射辐射变化对植被光合特性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生长

旺季中，ｋｔ 在 ０．６—０．７ 范围内的 ＬＵＥ 比 ｋｔ 在 ０．４—０．５ 范围内的 ＬＵＥ 平均减少了 ４４．６６％；Ｓｆ ／ Ｓ０ 在 ７０％—８５％之间的 ＬＵＥ 比 Ｓｆ ／
Ｓ０ 在 ５５％—７０％之间的 ＬＵＥ 平均提高了 ２２．２４％。 由此可以看出，与晴朗天空相比，多云及气溶胶增加导致的散射辐射增加可

使该生态系统的 ＬＵＥ 提高。 并且，未受到高温干旱影响的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及 ２０１２ 年散射辐射下该生态系统的初

始量子效率 αｆ比直接辐射下的 αｒ平均增加了 ０．６３ ｇＣＯ２ ／ ｍｏｌ；而 １０ 年间所有年份散射辐射下的光饱和时的潜在最大光合作用

速率比直接辐射下平均提高了 ０．８１ ｍｇＣＯ２ ｍ－２ ｓ－１，说明散射辐射可使该生态系统植被光合能力提高。
关键词：光能利用率；散射辐射；晴空指数；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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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辐射是植被光合作用的能量来源，也是气候形成及变化的重要驱动因子［１］。 然而，当天空云量及大

气气溶胶改变时，会影响到达地表的总太阳辐射强度及散射辐射与直接辐射之间的比例，从而影响陆地生态

系统的光合生产力［２］。 研究发现，近 ５５ 年来中国地面太阳辐射的变化特征与全球变化特征相一致，即经历了

先逐渐降低变暗，而后逐渐升高变亮的变化过程［３⁃６］。 太阳辐射的变化尤其是散射辐射比例的改变势必会影

响陆地生态系统对碳的固定及其光能利用率。
光能利用率（Ｌｉｇｈ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ＬＵＥ）是表征植物利用太阳能通过光合作用转化有机物的效率［７］。 一

个地区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大小与该地区植被光能利用效率有直接关系［８⁃９］。 理论上植被叶片中的叶绿体对

光的转化率最高可达 ２０％—２５％，但是自然条件下生长的植被对光能的利用率却不到 １％［１０⁃１１］。 由此可以看

出，找到提高光能利用率的途径成为提高植被生产力的关键问题。 森林是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其光能利用

率的变化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 大量研究表明，当天空云量及大气气溶胶含量增加导致地表接受的太阳辐射

中散射辐射的比例增加时，会使得森林生态系统的光合作用较晴朗天气条件下高［２，１２⁃１４］，从而提高了森林生

态系统的光能利用率及固碳能力。 近年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常出现严重的雾霾天气［１５⁃１７］。 雾霾天气的出现

会导致地表接受的太阳总辐射减少［６］，而散射辐射的比例增加。 因此，在当前雾霾天气经常出现的条件下研

究散射辐射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光能利用率的影响变得尤为重要。
人工林是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面积比居世界首位，因此其对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收支

会产生巨大影响［１８⁃２０］。 我国南方林区以人工林为主，面积占全国人工林的 ５４．３％，故在当前人为气溶胶排放

增加及气候变化条件下，研究散射辐射变化对南方人工林光能利用率的影响能够为更好地评价人工林生态系

统在区域碳平衡中的作用提供科学依据。
地处江西省千烟洲的亚热带人工针叶林是我国南方亚热带地区典型的人工林生态系统，大量研究表明，

该生态系统净 ＣＯ２交换量（Ｎｅ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２，ＮＥＥ）在 ５—６ 月出现最高值，而太阳辐射强烈少雨

的 ７ 月份易受高温干旱影响［１８，２０⁃２１］。 但是同期在散射辐射提高、气温及饱和水汽压差下降的条件下 ＮＥＥ 会

提高［２２］。 由此可见，该生态系统生产力受光以及温度、水分等环境因子的影响。 在不受干旱胁迫、温度适宜

的条件下，植被光能利用率决定着该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但是目前该生态系统光能利用率对散射辐射变化的

响应，特别是植被在散射辐射及直接辐射条件下光合特性的差异还不明确。 本研究以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

林为研究对象，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０ ｍｉｎＣＯ２通量及常规气象观测资料，分析太阳辐射中散射辐射的变化

对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光能利用率的影响，以及光合有效辐射中散射部分和直接辐射部分对植被光合特

性的影响，从而为准确地评价同区域人工林碳汇能力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特征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地概况及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位于江西省泰和县，其通量观测塔（２６°４４′２９．１″Ｎ，１１５°０３′２９．２″Ｅ）位于中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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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研究网络的千烟洲红壤丘陵农业综合开发实验站内。 千烟洲地处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海拔高度为

６０—１２０ ｍ，年平均气温约为 １７．８ ℃，年平均降水量为 １３６０ ｍｍ，年平均太阳总辐射量为 ４３４９ ＭＪ ／ ｍ２ ［２３］。 林

内主要植被为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湿地松（Ｐ． ｅｌｌｉｏｔｔｉｉ）、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等，冠层平均高

度为 １２ ｍ，覆盖率在 ９０％以上。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数据获取

本研究获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千烟洲站实时的 ３０ ｍｉｎＣＯ２通量数据及常规气象数据，包括太阳总辐射数据

（Ｓ０）、光合有效辐射数据（ＰＡＲ）、温度（气温 Ｔａ及土壤 ５ ｃｍ 处的温度 Ｔｓ）、饱和水汽压差（ＶＰＤ）、降水量（Ｐ）
及土壤表层 ５ ｃｍ 处的含水量（ＳＷＣ）。 ＣＯ２通量数据是由安装在观测塔 ３９ ｍ 高度处的涡度相关系统观测得

到，该观测系统包括三维超声风速仪（Ｍｏｄｅｌ ＣＳＡＴ⁃３，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和红外气体分析仪（Ｍｏｄｅｌ Ｌｉ⁃ ７５００，
Ｌｉｃｏｒ Ｉｎｃ）。 仪器原始采样频率为 １０ Ｈｚ，数据采集器（ＣＲ１０ＸＴＤ， ＣＲ２３ＸＴＤ， ＣＲ５０００） 在采集实时数据的同

时计算通量数据 ３０ ｍｉｎ 的平均值并进行存储。 辐射数据来自 ４２ ｍ，气温、水汽压来自 ２３．５ ｍ 的观测，详细的

站点及数据材料描述见宋霞等［２１］的研究。
１．２．２　 数据处理

在 ＣＯ２通量观测过程中，由于仪器响应误差、下垫面起伏条件、天气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会造成观测数据

出现缺失或异常，因此需要对获取的 ３０ ｍｉｎ 的 ＣＯ２通量数据进行处理。 具体操作步骤包括：（１）ＣＯ２气体浓度

的密度校正；（２）倾斜校正，即坐标轴旋转；（３）储存项校正；（４）数据筛选和插补，剔除由于仪器故障、天气以

及不符合通量观测条件等导致的无效通量数据，ＣＯ２通量数据采用查表法进行插补，常规气象数据采用滑动

平均法进行缺失数据插补［１４，１８⁃１９，２４］，最终得到连续半小时的净 ＣＯ２交换量，即 ＮＥＥ 的数据。
１．２．３　 ＮＥＥ 组分拆分

由于涡度相关法只能直接获取净生态系统 ＣＯ２交换量（ＮＥＥ，ｍｇＣＯ２ ｍ－２ ｓ－１），该量值为正代表生态系统

为碳源，即释放 ＣＯ２；该量值为负代表生态系统为碳汇，即吸收 ＣＯ２。 生态系统水平上总初级生产力（ＧＰＰ，
ｍｇＣＯ２ ｍ－２ ｓ－１）无法直接观测，因此，需对 ＮＥＥ 进行组分拆分［２５］，计算得到 ＧＰＰ，即使用下式：

ＧＰＰ ＝ － ＮＥＥ ＋ Ｒｅ （１）
式中，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表示生态系统呼吸（ｍｇＣＯ２ ｍ－２ ｓ－１）；Ｒｅ是利用 Ｌｌｏｙｄ⁃Ｔａｙｌｏｒ 方程［２６］，使用筛选

后的全年夜间有效 ＮＥＥ 数据与对应有效的土壤 ５ ｃｍ 处温度数据对式 ２ 进行拟合，并将拟合的方程外推至白

天，从而计算白天的生态系统呼吸，最终利用式 １ 计算出 ＧＰＰ。
Ｒｅ ＝ ＲｒｅｆｅＥ０（１ ／ （Ｔｒｅｆ－Ｔ０） －１ ／ （Ｔｓ－Ｔ０）） （２）

式中，Ｔｓ为土壤 ５ ｃｍ 处温度（Ｋ）；Ｒｒｅｆ为生态系统在参考温度 Ｔｒｅｆ（２８３．１ Ｋ）下的呼吸值（ｍｇＣＯ２ ｍ－２ ｓ－１）；Ｅ０为

活化能；Ｔ０为常数（－４６．０２ ℃，即 ２２７．１３ Ｋ）。
１．２．４　 光能利用率（ＬＵＥ）

生态系统水平的光能利用率为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与植被上方接受的光合有效辐射的比值［２７⁃２９］：

ＬＵＥ＝ＧＰＰ
ＰＡＲ

（３）

式中，ＰＡＲ（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表示相应时间段生态系统接受的光合有效辐射量（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因
此 ＬＵＥ 的单位为（ｍｇＣＯ２ ／ μｍｏｌ），本文进行单位转换，转换为（ｇＣＯ２ ／ ｍｏｌ）。
１．２．５　 晴空指数（ｋｔ）

晴空指数（Ｃｌｅａｒ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ｋｔ）是指一定太阳高度角下地表接受的总太阳辐射 Ｓ０（Ｗ ／ ｍ２） 与地球大气层

上方平行于地表面上接受的总太阳辐射 Ｓｅ（Ｗ ／ ｍ２） 的比值［１２］：

ｋｔ ＝
Ｓ０

Ｓ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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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 ＝ Ｓｓｃ［１ ＋ ０．０３３ｃｏｓ（３６０ｔｄ ／ ３６５）］ｓｉｎｈ （５）
式中，Ｓｓｃ为太阳常数（１３７０Ｗ ／ ｍ２），ｔｄ为日序数，ｈ 为太阳高度角。 晴空指数是天空晴朗程度的判定指标，当 ｋｔ

接近于 ０ 时，天空完全被云层覆盖，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非常小；当 ｋｔ ＝ ０．５ 左右时，为多云天空中等辐射条

件，太阳总辐射下降而散射辐射增加；当 ｋｔ 接近于 １ 时，天空晴朗无云［１４］。
１．２．６　 散射辐射

本文使用散射辐射分割模型简化后的形式对千烟洲人工针叶林接受的散射辐射进行估算［２，３０⁃３１］，方法

如下：
０ ≤ ｋｔ ≤ ０．３；Ｓｆ ／ Ｓｅ ≤ ｋｔ （６）

Ｓｆ ／ Ｓｅ ＝ ｋｔ（１．０２０ － ０．２５４ｋｔ ＋ ０．０１２３ｓｉｎｈ） （７）
０．３ ＜ ｋｔ ＜ ０．７８； ０．１ｋｔ ≤ Ｓｆ ／ Ｓｅ ≤ ０．９７ｋｔ （８）
Ｓｆ ／ Ｓｅ ＝ ｋｔ（１．４００ － １．７４９ｋｔ ＋ ０．１７７ｓｉｎｈ） （９）

ｋｔ ≥ ０．７８； Ｓｆ ／ Ｓｅ ≥ ０．１ｋｔ （１０）
Ｓｆ ／ Ｓｅ ＝ ｋｔ（０．４８６ｋｔ － ０．１８２ｓｉｎｈ） （１１）

式中，Ｓｆ 为地表水平面上接受的散射辐射（Ｗ ／ ｍ２）。
光合有效辐射的散射辐射部分利用 Ｓｐｉｔｔｅｒｓ 等［３２⁃３３］提出的经验公式计算。

１．２．７　 ＮＥＥ 对光的响应

本文用 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ｓ⁃Ｍｅｎｔｅｎ 方程（式 １２）对多云及晴朗天空条件下千烟洲人工林生态系统的光响应曲线进

行拟合［１３⁃１４，３４⁃３５］：

ＮＥＥ ＝ αＰＡＲβ
αＰＡＲ ＋ β

－ Ｒｅ （１２）

式中，α 为生态系统的初始量子效率，表示弱光条件下植被对光的利用能力（ｍｇＣＯ２ ／ μｍｏｌ），本文进行单位转

换，转换为（ｇＣＯ２ ／ ｍｏｌ）；β 表示生态系统潜在最大光合作用速率（ｍｇＣＯ２ ｍ－２ ｓ－１）；由于 ＮＥＥ 为负值表示 ＣＯ２

的吸收，故 α 和 β 都为负值，所以 α 值的绝对值越大表明植被弱光下对光的利用能力越强，β 值的绝对值越大

表明光饱和时的潜在最大光合作用速率越大［２］。
为区分该森林生态系统光合作用对直接辐射、散射辐射的响应特征，本文使用 Ｇｕ 等［２］ 提出的植被光响

应模型，分析千烟洲人工林生态系统 ＮＥＥ 对散射辐射与直接辐射的光响应特征：

ＮＥＥ ＝
（αｆＩｆ ＋ αｒＩｒ）（βｆＩｆ ＋ βｒＩｒ）

（βｆＩｆ ＋ βｒＩｒ） ＋ （αｆＩｆ ＋ αｒＩｒ） Ｉｔ
－ Ｒｅ （１３）

式中，Ｉｆ和 Ｉｒ分别表示光合有效辐射中散射辐射部分与直接辐射部分，单位：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αｆ与 αｒ分别表示生

态系统在 Ｉｆ和 Ｉｒ下的光量子初始量子效率（ｍｇＣＯ２ ／ μｍｏｌ），本文进行单位转换，转换为（ｇＣＯ２ ／ ｍｏｌ）；βｆ与 βｒ分

别表示生态系统在 Ｉｆ和 Ｉｒ下的潜在最大光合作用速率（ｍｇＣＯ２ ｍ－２ ｓ－１），由于本模型中采用 ＮＥＥ 为正值表示

ＣＯ２吸收，故 α、β 均为正值。
本研究采用 １１ 天滑动法［２］对生长旺盛季节不同时段的光响应曲线进行拟合，以得到生长旺季内不同时

段的光合参数，即从 ６ 月 １ 日开始到 ８ 月 ３０ 日，每 １１ 天为一组数据进行拟合，后一个 １１ 天的开头从前一个

１１ 天的中间开始，共拟合 １７ 次得出 １７ 组不同参数。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环境因子的季节变化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气温和降水季节变化如图 １ 所示，气温变化呈单峰型，多年月平均气温在 ７ 月

份达到最高值，为 ２９．１ ℃，冬季平均最低气温出现在 １ 月份，为 ４．９ ℃。 该生态系统总体夏季降水多，冬季降

水少，总体可以看出 ４—６ 月气候湿润，其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的 ３３．６％，而 ７—９ 月相对干旱，这也与王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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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２］对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以及孙晓敏等［２０］ 对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千烟洲人工林气温和降水季节动态的研究相一致。
饱和水汽压差（ＶＰＤ）表征环境大气的水分亏缺状况，从图 １ 可以看出：全年中 ＶＰＤ 在 ７、８ 月份相对较高，７
月达到峰值，说明在 ７、８ 月份，空气中水分含量相对较少，比较干旱；土壤表层 ５ ｃｍ 处的含水量在 １—６ 月份

较多，平均值为 ０．２１ ｍ３ ／ ｍ３，７—１２ 月份较少，平均值为 ０．１４ ｍ３ ／ ｍ３，这与 ７—１２ 月份降水量较前半年降水量

少相一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太阳总辐射以及散射辐射季节变化特征如图 １ 所示：二者都是夏季大于冬季，在 １ 月份出

现最低值，在 ７ 月份达到最大值，太阳总辐射最大值为 ６３３．８ ＭＪ ／ ｍ２，散射辐射最大值为 ３１８．７ ＭＪ ／ ｍ２。 ６ 月份

太阳总辐射相比 ５ 月份减少而散射辐射却上升，这是由于当月降水增多，多云天空会导致散射辐射增加。
综上所述，该生态系统光、水、热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在生长旺盛季节，即 ６—８ 月，受副热带高压控制，７

月会出现高温少雨的现象，易出现季节性干旱，对植被生长会造成一定影响。

图 １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气温（Ｔａ）与降水（Ｐ）、饱和水汽压差（ＶＰＤ）与土壤表层 ５ ｃｍ 处的含水量（ＳＷＣ）、太阳总辐

射（Ｓ０）与散射辐射（Ｓｆ）的平均季节变化

Ｆｉｇ．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ａ）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 ｖａｐ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ＶＰＤ）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ｔ

５ ｃｍ （ＳＷ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０）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ｆ） ｉｎ Ｑｉａｎｙａｎｚｈｏｕ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２

２．２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ＬＵＥ 的季节变化

从图 ２ 可以看出，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生长旺盛季节内，ＧＰＰ 和 ＬＵＥ 都有略微上升的趋势，但是从 Ｐ 值得出二

者都没有通过 Ｆ 检验，这说明 １０ 年间植被本身生长变化对 ＬＵＥ 的影响较小，可以忽略。
光能利用率的季节变化特征呈双峰型（图 ３），生长较旺盛季节，两个高值分别出现在 ６ 月和 ９ 月，谷值出

现在 ７ 月份，这是由于 ６ 月份平均 ＧＰＰ 为 ７３９．４ ｇＣＯ２ ／ ｍ２，平均 ＰＡＲ 为 ８７４．３ ｍｏｌ ／ ｍ２，７ 月份平均 ＧＰＰ 为

８５５．４ ｇＣＯ２ ／ ｍ２，平均 ＰＡＲ 为 １２５７．８ ｍｏｌ ／ ｍ２，虽然 ７ 月份的 ＧＰＰ 较高，但 ７ 月份 ＰＡＲ 相比 ６ 月份却猛增，二者

比值减小，故光能利用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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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ＰＡＲ 最高的月份并非 ＬＵＥ 最高的季节，而在云雨相对较多的 ６ 月、９ 月，ＬＵＥ 较高，因此，
太阳辐射变化尤其是散射辐射比例的改变会对 ＬＵＥ 产生重要影响。

　 图 ２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 ６—８ 月生态系统

总初级生产力（ＧＰＰ）与光能利用率（ＬＵＥ）年动态

Ｆｉｇ． ２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ｓ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ＧＰＰ ）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ＬＵＥ ） ｉｎ Ｑｉａｎｙａｎｚｈｏｕ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２ ｉｎ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图 ３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光能利用率

（ＬＵＥ）的平均季节变化

Ｆｉｇ．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ＬＵＥ）

ｉｎ Ｑｉａｎｙａｎｚｈｏｕ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２

２．３　 散射辐射变化对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ＬＵＥ 的影响

为去除叶面积指数变化与太阳高度角的改变对林冠接受太阳辐射的影响，本文选择在该区域生长旺盛季

节（６—８ 月）的最大太阳高度角范围内（７６．７°—８６．７°）分析散射辐射的改变对 ＬＵＥ 的影响，该太阳高度角范

围对应的时段也是一天中植被生理活动较为旺盛的时段。 由于各年份变化趋势一致，图 ４—图 ８ 皆以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 年为例。
２．３．１　 生长旺盛季节 ＬＵＥ 随 ｋｔ 的变化

如图 ４ 所示，光能利用率随晴空指数的变化呈递减趋势，ｋｔ 值越高，天空越晴朗，太阳辐射越强，ＬＵＥ 越

小。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ｋｔ 在 ０．６—０．７ 范围内的晴朗天气条件下平均光能利用率比 ｋｔ 在 ０．４—０．５ 范围内的多云条

件下光能利用率减小了 ４６．５５％、４２．９５％，其它年份如表 １ 所示，１０ 年中晴朗天空下的 ＬＵＥ 较多云天空下平均

减小了 ４４．６６％。 以往研究发现，长白山阔叶红松林、鼎湖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森林生态

系统中，ｋｔ 在 ０．４—０．６ 范围内的中等辐射条件下，各生态系统的光能利用率都会相应的提高［３６⁃３７］，本文研究

结果与其一致。
２．３．２　 生长旺盛季节（６—８ 月）ＬＵＥ 随散射辐射占总辐射比例的变化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在生长旺季太阳高度角 ７６．７°—８６．７°范围内，到达地面的散射辐射（Ｓｆ）在太阳

总辐射中（Ｓ０）所占的比例 Ｓｆ ／ Ｓ０ 随 ｋｔ 的增加而减小（图 ５）。 该结果表明天空越晴朗，散射辐射占总辐射的比

例越小。
而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ＬＵＥ 随 Ｓｆ ／ Ｓ０ 的增大而增大（图 ６）。 １０ 年间，Ｓｆ ／ Ｓ０ 在 ７０％—８５％之间的

ＬＵＥ 比 Ｓｆ ／ Ｓ０ 在 ５５％—７０％之间的平均提高了 ２２．２４％（表 １）。 由此可以看出，在多云及气溶胶一定程度增多

导致总太阳辐射减小而散射辐射增加的天气条件下，ＬＵＥ 增加。
光能利用率的增加与散射辐射促使植被光合作用的增加有关。 从图 ７ 中可以看出，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 ＧＰＰ

随 Ｓｆ ／ Ｓ０ 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最大值出现在 ６０％—７０％附近，这是由于散射辐射在林冠中具有更强的透射

性［３８⁃３９］，易入射至林冠下方，因此，散射辐射占太阳总辐射增加时，更多的辐射入射到冠层底部的叶片上，使
林冠中占比例较大只能接受散射辐射进行光合作用的阴生叶的光合作用增加，从而使整个冠层的光合作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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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６—８月太阳高度角在 ７６．７°—８６．７°范围内 ＬＵＥ 与 ｋｔ 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ＵＥ ａｎｄ ｋｔ ｆｏｒ ｓｏｌａ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 ７６．７°—８６．７° ｉｎ Ｑｉａｎｙａｎｚｈｏｕ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ｉｎ ２０１１ ａｎｄ ２０１２

图 ５ 　 千烟洲人工针叶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６—８月太阳高度角在 ７６．７°—８６．７°范围内 Ｓｆ ／ Ｓ０ 与 ｋｔ 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ｆ ／ Ｓ０ ａｎｄ ｋｔ ｆｏｒ ｓｏｌａ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 ７６．７°—８６．７° ｉｎ Ｑｉａｎｙａｎｚｈｏｕ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ｉｎ ２０１１ ａｎｄ ２０１２

图 ６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６—８月太阳高度角在 ７６．７°—８６．７°范围内 ＬＵＥ 与 Ｓｆ ／ Ｓ０ 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ｆ ／ Ｓ０（ ｓｏｌａ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７６．７°—８６．７°） ｉｎ Ｑｉａｎｙａｎｚｈｏｕ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ｉｎ ２０１１ ａｎｄ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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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４０］。 因此，多云天空或气溶胶一定程度的增加导致散射辐射增加时，会使植被的光合作用增强。

表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６—８月太阳高度角在 ７６．７°—８６．７°范围内 ＬＵＥ 与 ｋｔ 以及 Ｓｆ ／ Ｓ０ 的定量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ＵＥ ａｎｄ ｋｔ， 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ｆ ／ Ｓ０（ ｓｏｌａ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７６．７°—８６．７°） ｉｎ Ｑｉａｎｙａｎｚｈｏｕ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２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ａ ４６．２７％ ４５．９８％ ４８．４８％ ４６．６８％ ３０．２４％ ４６．２８％ ４６．６０％ ４６．５７％ ４６．５５％ ４２．９５％

ｂ ２１．４９％ ２３．５６％ ２１．６１％ １９．１１％ ２３．２７％ ３８．０２％ ２５．７１％ １６．８０％ ２２．１０％ １０．７６％

　 　 ａ： ｋｔ 在 ０．６—０．７ 范围内的 ＬＵＥ 比 ｋｔ 在 ０．４—０．５ 范围内的 ＬＵＥ 平均减少的百分比； ｂ： Ｓｆ ／ Ｓ０ 在 ７０％—８５％之间的 ＬＵＥ 比 Ｓｆ ／ Ｓ０ 在 ５５％—

７０％之间的 ＬＵＥ 平均提高的百分比

图 ７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６—８月太阳高度角在 ７６．７°—８６．７°范围内 ＧＰＰ 与 Ｓｆ ／ Ｓ０ 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ＰＰ ａｎｄ Ｓｆ ／ Ｓ０（ ｓｏｌａ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７６．７°—８６．７°） ｉｎ Ｑｉａｎｙａｎｚｈｏｕ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ｉｎ ２０１１ ａｎｄ ２０１２

２．４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光合作用对光的响应

２．４．１　 不同天空条件下光合作用的光响应特征

利用 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ｓ⁃Ｍｅｎｔｅｎ 方程对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生长旺季（６—８ 月）多云天气和晴朗天气下该生态系统的光

响应曲线进行拟合发现（图 ８）：１０ 年中除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之外其他年份多云天气条件下的初始量子效率

α 比晴朗天气条件下平均提高了 ２９．３％（表 ２）。 这说明在弱光下多云天气条件更有利于千烟洲人工针叶林

对光的利用。 对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多云天气条件下和晴朗天气条件下拟合潜在光合速率参数进行比较发现：除
了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其他年份潜在最大光合速率在多云天气条件下低于晴朗天气条件下的拟合值（表 ２）。

张弥等［１４］及 Ｌａｗ 等［１３］的研究发现，光饱和时潜在最大光合作用速率在多云天空条件下大于晴朗天空条

件下的值，与本研究的结果不一致。 这与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的植被类型对环境的适应性有关。 千烟洲

人工林植被类型为马尾松、湿地松、杉木等，梁春等［４１］ 对马尾松光响应曲线研究表明：１５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光合

有效辐射条件下，马尾松的光合速率达到最高值，比光合有效辐射在 ２０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条件下的光合速率高，
即强光下，该树种会产生光抑制现象。 本文对光响应曲线比较发现，无论是多云天气条件还是晴朗天气条件

下，其 ＰＡＲ 都会超过 １５００ μｍｏｌ ｍ－２ ｓ－１，即都会对植被的光合作用产生抑制作用，故与晴朗天空相比较，千烟

洲亚热带人工林光饱和时的潜在光合速率在多云天空条件下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虽然将多云天气条件与晴朗天气条件进行区分，可以得出两种辐射条件下植被的光合特性，但是该方法

并不能完全将散射辐射与直接辐射分开，为了进一步探索散射辐射与直接辐射对植被光合的影响，将光合有

效辐射分为散射有效辐射和直接有效辐射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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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不同天空条件下的光响应曲线

Ｆｉｇ．８　 Ｌｉｇｈ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ｉｎ Ｑｉａｎｙａｎｚｈｏｕ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ｌｅａｒ ｓｋ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ｏｕｄｙ ｓｋ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１ ａｎｄ ２０１２

表 ２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 ６—８月多云天气条件下与晴朗天气下的光响应曲线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 ｉｎ Ｑｉａｎｙａｎｚｈｏｕ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ｌｅａｒ ｓｋ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ｏｕｄｙ

ｓｋ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２

年份
Ｙｅａｒ

α ／ （ｇＣＯ２ ／ ｍｏｌ） β ／ （ｍｇＣＯ２ ｍ－２ ｓ－１） Ｒｅ ／ （ｍｇＣＯ２ ｍ－２ ｓ－１） 相关性系数 Ｒ２

晴空条件
Ｃｌｅａｒ ｓｋ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多云条件
Ｃｌｏｕｄｙ ｓｋ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ｃ ／ ％
晴空条件
Ｃｌｅａｒ ｓｋ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多云条件
Ｃｌｏｕｄｙ ｓｋ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ｄ ／ ％
晴空条件
Ｃｌｅａｒ ｓｋ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多云条件
Ｃｌｏｕｄｙ ｓｋ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晴空条件
Ｃｌｅａｒ ｓｋ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多云条件
Ｃｌｏｕｄｙ ｓｋ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 －１．０７ －１．３１ １８．３２ －１．００ －０．８５ －１７．８３ ０．１８ ０．１４ ０．６６ ０．６３

２００４ －０．９５ －１．３６ ３０．３０ －１．７４ －１．２０ －４４．５７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６１ ０．７

２００５ －１．０４ －１．２０ １３．３３ －１．８８ －１．１８ －５９．５９ ０．２５ ０．１２ ０．７ ０．７４

２００６ －０．７７ －１．４７ ４７．７０ －１．４８ －１．３３ －１１．０３ ０．１０ ０．１７ ０．６７ ０．７８

２００７ －０．８９ －１．３１ ３１．９４ －１．３１ －１．２２ －７．２２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７７ ０．６８

２００８ －１．５９ －１．５４ －３．２５ －０．８８ －１．１４ ２３．００ 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６３ ０．７３

２００９ －１．４７ －１．３５ －８．８９ －１．１３ －１．１６ ２．８５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６４ ０．６９

２０１０ －１．３７ －１．３０ －５．３８ －１．３０ －１．１８ －９．８８ ０．２１ ０．１５ ０．７２ ０．７２

２０１１ －１．１６ －１．４４ １９．４４ －１．４５ －１．２３ －１７．６９ ０．２４ ０．１９ ０．７２ ０．７６

２０１２ －０．７４ －１．３４ ４４．４２ －２．５５ －１．３７ －８６．１９ ０．１９ ０．１０ ０．６６ ０．７１

　 　 α： 生态系统的初始量子效率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β：生态系统潜在最大光合作用速率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ａ ｃａｎｏｐｙ ｔｏ ｒｅｓｉｓｔ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ＡＲ； Ｒｅ：生态系统呼吸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ｃ 表示多云天空条件 α 比晴朗条件下的 α 增加的百分比； ｄ

表示多云天空条件 β 比晴朗条件下的 β 增加的百分比

２．４．２　 植被的光合作用对散射辐射与直接辐射变化的响应特征

利用公式（１３）给出的模型拟合分析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间生长旺盛季节光合作用对散射辐射与直接辐射

的响应特征。 从散射辐射与直接辐射条件下的初始量子效率 αｆ、αｒ的变化看出（图 ９），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相类似，以 ２０１２ 年为例说明，这些年份中 ７０％以上的数据点 αｆ＞αｒ，６ 年中生长旺盛季节 αｆ

比 αｒ平均高 ０．６３ ｇＣＯ２ ／ ｍｏｌ，由此说明，气温降水适宜时，弱光条件下散射辐射比直接辐射更有利于植被对光

的利用。 而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相类似，以 ２００３ 年为例可以看出 ６ 月份以及 ８ 月份 αｆ＞αｒ，而在 ７ 月份

αｆ＜αｒ，该现象表明，在降水较少的 ７ 月，即易发生高温干旱的时期，散射辐射条件下的初始量子效率并未表现

出显著的增加。

１１４３　 １０ 期 　 　 　 卫楠　 等：散射辐射对亚热带人工针叶林光能利用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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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 ６—８月散射辐射与直接辐射条件下对应的初始量子效率（αｆ与 αｒ）的对比

Ｆｉｇ．９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αｆ ）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ｒｅｃ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αｒ ） ｉｎ Ｑｉａｎｙａｎｚｈｏｕ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ｉｎ ２００３ ａｎｄ ２０１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间（图 １０，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为例）拟合所得散射辐射与直接辐射条件下最大潜在光合速率

βｆ和 βｒ相比，１０ 年间生长旺季散射辐射下的 βｆ比直接辐射下的 βｒ平均提高了 ０．８１ ｍｇＣＯ２ ｍ－２ ｓ－１，这说明散射

辐射条件下该人工林生态系统光合潜力比直接辐射条件下大，即散射辐射条件下，植被的光合潜力增加，这将

有利于提高植被的光能利用率。
本研究中 αｆ和 αｒ、βｆ和 βｒ的结果与 Ｇｕ 等在 ２００２ 年对欧洲赤松林、白杨林、混合落叶林、草地和冬小麦作

物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但本研究中初始量子效率在一些年份中出现散射辐射条件下小于直接辐射条件下

的现象，而出现较多 αｆ＜αｒ的年份在生长旺季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天气。 以 ２００３ 年为例，如图 １１ 所示，与
２０１２ 年相比，２００３ 年的 ７ 月份土壤含水量偏少，且气温高，导致较严重的季节性伏旱，植被在受到干旱胁迫

时，散射辐射条件下，初始量子效率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提高。
１０ 年间生长旺季 βｆ的平均值比 βｒ的平均值均有所提高（图 １０），这是由于散射辐射在林冠中具有更强的

透射性［３７⁃３８］，易入射至林冠下方。 因此，在散射辐射增加时，冠层中占比例较大的阴生叶的光合作用增加，同
时也可避免直射辐射过多导致林冠上部叶片出现光饱和的现象，因此，散射辐射的增加会使林冠整体上具有

更高的光合潜力［４２］。

图 １０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６—８月散射辐射与直接辐射条件下对应的最大潜在光合速率（βｆ与 βｒ）的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ａ ｃａｎｏｐｙ ｔｏ ｒｅｓｉｓｔ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Ａ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βｆ）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ｒｅｃ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βｒ） ｉｎ Ｑｉａｎｙａｎｚｈｏｕ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ｉｎ ２０１１ ａｎｄ ２０１２

２１４３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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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 ６—８月气温与土壤表层 ５ ｃｍ 处的含水量配置图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ｆ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ｔ ５ ｃｍ ｉｎ Ｑｉａｎｙａｎｚｈｏｕ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ｉｎ ２００３ ａｎｄ ２０１２

３　 结论

通过对千烟洲亚热带人工针叶林光能利用率随散射辐射的变化，以及散射辐射与直接辐射条件下植被光

合作用光响应参数的特征进行分析，并与同类型研究的比较讨论发现：
散射辐射更有利于提高该生态系统的光能利用率。 与多云及气溶胶一定程度增加的中等辐射条件下

（０．４ ＜ｋｔ＜０．５）相比，天空较晴朗的强太阳辐射条件下（０．６＜ｋｔ＜０．７）的 ＬＵＥ 平均减少了 ４４．６６％；散射辐射与直

接辐射的比例 Ｓｆ ／ Ｓ０ 在 ７０％—８５％之间的 ＬＵＥ 比 Ｓｆ ／ Ｓ０ 在 ５５％—７０％之间的 ＬＵＥ 平均提高了 ２２．２４％。 即散

射辐射占太阳总辐射比例增加的条件下，光能利用率增加。
不受干旱胁迫影响的条件下，植被光合作用对光的响应表现为散射辐射条件下的初始量子效率 αｆ比直

接辐射条件下的 αｒ平均提高 ０．６３ ｇＣＯ２ ／ ｍｏｌ，即弱光条件下散射辐射比直接辐射更有利于植被对光的利用。
在强光下，散射辐射增加更有利于植被光合潜力的增加，从而提高植被的光能利用率。

太阳散射辐射比例改变时，温度、水分等环境因子也会随之改变，因此要量化太阳辐射改变对植被光能利

用率的影响还需借助过程模型来加以分析。 这也将有助于分析环境因子胁迫发生时直接辐射与散射辐射对

植被光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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