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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经营与管理下的温室气体排放、
碳泄漏和净固碳量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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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森林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和大气 CO2浓度升高上具有重要作用．森林经营与管理下
的新造林和森林保护具有显著的固碳功能，其中，新造林和森林保护的固碳速率分别为
0．04～7．52、0．33～5．20 t C·hm－2·a－1 ．同时，营造林过程中物资的生产和运输导致边界内产生
温室气体排放; 营造林导致的活动转移、市场效应和生态环境变化导致边界外产生碳泄漏．本
文综述了国内外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源的界定、计量方法、温室气体排
放量与排放速率; 边界外碳泄漏的类型、计量方法与碳泄漏量; 净固碳量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和
碳泄漏对固碳的抵消强度．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对固碳的抵消强度为 0．01% ～ 19．3%，进一步
考虑碳泄漏时可增至 95%．若仅考虑森林经营与管理在边界内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可
测量的活动转移碳泄漏，森林经营与管理具有较好的净固碳效益，且相比于农田固碳措施在
温室气体净减排方面具有更好的应用前景．随着我国各项重大生态工程新一期的开展和对工
程固碳效益的关注，为增加重大生态工程对温室气体的净减排量，有必要在工程开展前进行
合理规划、在工程开展过程中加强控制和监测以减少工程实施导致的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和
边界外碳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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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CO2 re-
duction in the atmosphere． Forest management，especially afforestation and forest protection，could
increase carbon stock of forests significantly． Carbon sequestration rate of afforestation ranges from
0．04 to 7．52 t C·hm－2·a－1，while that of forest protection is 0．33－5．20 t C·hm－2·a－1 ． At the
same time，greenhouse gas ( GHG) is generated within management boundary due to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the materials consumed in relevant activities of afforestation and forest manage-
ment． In addition，carbon leakage is also generated outside boundary from activity shifting，market
effects and change of environments induced by forest management． In this review，we summarized
the definition of emission sources of GHG，monitoring methods，quantity and rate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ithin boundary of afforestation and forest management． In addition，types，monitoring
methods and quantity of carbon leakage outside boundary of forest management were also analyzed．
Based on the reviewed results of carbon sequestration，we introduc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ith-
in boundary and carbon leakage，net carbon sequestration as well as the countervailing effec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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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carbon leakage to carbon sequestrati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ithin management boundary counteract 0．01%－19．3% of carbon sequestration，and such counter-
action could increase to as high as 95% considering carbon leakage． Afforestation and forest man-
agement have substantial net carbon sequestration benefits，when only taking 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ithin boundary and measurable carbon leakage from activity shifting into consideration．
Compared with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measures in croplands，afforestation and forest management
is more advantageous in net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has better prospects for application in terms of
net mitigation potential． Along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tage of key ecological steward-
ship projects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concern on carbon benefits brought by projects，it is necessary
to make efforts to increase net carbon sequestration via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car-
bon leakage． Ｒational planning before start-up of the projects should be promoted to avoid carbon
emissions due to unnecessary consumption of materials and energy． Additionally，strengthening the
control and monitoring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carbon leakage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s are also advocated．

Key words: afforestation and forest managemen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carbon leakage; net
carbon sequestration．

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加

剧化石燃料使用和土地利用变化导致大气温室气体

浓度升高和全球气候变暖［1－2］．根据 IPCC 发布的

《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3］，1980—2011 年，全

球平均 CO2 浓度年增加量为 1． 7 ppm; 1880—2012
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 0．85 ℃，近 60 年来升

高了 0．72 ℃ ．2016 年 4 月 22 日，175 个国家签署了

《巴黎协定》，为 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做出安排［4］．森林在全球碳循环中具有重要地位，全

球森林碳储量占陆地生态系统总碳储量的 45%［5］，

东亚地区和中国森林生物量碳储量分别占世界森林

生物量总碳储量的 2．5%和 1．7%［6－7］．全球每年森林

的固碳能力为( 2．4±0．4) Pg C·a－1［6］，我国森林的

年固碳能力为 78．8 Tg C·a－1［8］．预计到 2050 年，我

国森林总生物量碳储量将达到 9．97 Pg C［8］．从森林

经营与管理的角度提高林业碳汇的途径包括减少毁

林及土地退化、造林再造林和通过森林经营增加林

分的碳密度［9］．《京都议定书》规定林业碳汇是温室

气体减排的途径之一［10］，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清

洁发展机制( CDM) 下，发达国家可通过林业碳汇项

目获得碳信用额度用于抵减温室气体排放量［11］．除
了受 CDM 要 求 实 施 的 林 业 碳 汇 项 目，其 他 不 受

CDM 规则限制的森林经营与管理项目如以减少毁

林和 森 林 退 化 为 目 标 的 ＲEDD + 项 目 ( Ｒ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指

森林保护) 以及国内外一系列生态工程也具有固碳

功 能［12－13］． 研 究 表 明，CDM 林 业 碳 汇 项 目［9，14］、
ＲEDD+项目［15］及我国重大生态工程［16－17］具有显著

的固碳效益．

林业碳汇项目或生态工程的经营与管理不仅会

增加森林生态系统的固碳量，还会在项目或工程边

界内引起温室气体排放和边界外引起碳泄漏［18］．温
室气体排放和碳泄漏或多或少抵消了森林的固碳

量，森林经营与管理对森林固碳的有效性要求将温

室气体排放和碳泄漏剔除以保证固碳的额外性［19］．
然而，由于受边界划定、计算方法以及数据可获得性

的限制，有关森林经营与管理下的净固碳能力的研

究尚未广泛开展．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较小尺度的

造林、再造林项目［20－24］，而对于较大尺度的生态工

程仍缺乏温室气体排放与碳泄漏计量的方法体系．
基于生态系统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实际贡献应体现为

净固碳能力［25］，因此有必要强调温室气体排放和碳

泄漏的计量在森林净固碳能力认证中的意义［26］．
本文通过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了森林经

营与管理下的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和边界外碳泄漏

的界定、来源以及计算方法; 汇总和比较了不同研究

案例给出的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

速率和碳泄漏; 探析了温室气体排放和碳泄漏对森

林固碳能力的抵消作用，由此提出减少森林经营与

管理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和碳泄漏的可能措施，以期

为今后进一步提高森林的净固碳能力提供借鉴和

参考．

1 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固碳

基于森林在全球和区域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中

的重要作用［6－7］，通过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增加森

林碳储量，是提高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功能和实现温

室气体减排的重要途径．增加森林碳储量的方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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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新造林和森林保护．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从地区、区域、国家乃至全

球不同空间尺度对新造林增加森林植被和土壤碳储

量进行了研究．研究案例主要集中于造林碳汇项目、
生态工程下的造林措施和区域性造林工程．此外，也

有学者在国家甚至全球尺度上对新造林固碳的现状

和未来的固碳潜力进行研究( 表 1) ．结果表明，造林

活动的开展显著增加了森林植被和土壤的碳储量．
然而，由于不同研究针对的研究区域不同、造林树种

不同、森林经营与管理模式不同，计算新造林固碳量

的方法也有所差异，因此得到的新造林固碳速率有

所不同( 表1) ．综合各项研究，新造林植被固碳速率

表 1 新造林固碳量研究案例
Table 1 Studies on carbon sequestration from afforestation

案例
Case

空间尺度
Spatial
scale

( km2 )

时间尺度
Temporal
scale

固碳类型
Carbon

sequestration
type

固碳量
Carbon

sequestration

固碳速率
Carbon

sequestration
rate ( t C·
hm－2·a－1 )

文献
Ｒeference

云南省临沧市膏桐能源林造林项目 Affo-
rest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 of Jatro-
pha curcus energy forest in Lincang，Yunnan，
China

157．2 2007—2027 植被 0．32 Tg C 1．03 ［20］

八达岭 造 林 碳 汇 项 目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 in Badaling

2．07 2008—2027 植被 297．4×10－6 Tg C 0．07 ［21］

贵州省贞丰县林业碳汇项目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 in Zhenfeng，Guizhou

28．10 2009—2028 植被 0．33 Tg C 5．91 ［22］

浙江省 嘉 兴 市 碳 汇 造 林 项 目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 in Jiaxing，Zhe-
jiang

1．27 2011—2031 植被 12．54×10－3 Tg C 4．94 ［23］

克拉玛依造林减排项目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 in Karamay

29．98 2001—2009 植被、土壤 0．12 Tg C 4．38 ［24］

印度卡纳塔克邦 Kolar 区造林项目 Affores-
tation project in Kolar District，India

140 2005—2035 植被、土壤 0．28 Tg C 0．66 ［34］

加拿大魁北克北部林区黑云杉造林 Affo-
restation of black spruce in North Québec

－ 2010—2080 植被、土壤 77．0×10－6 Tg C·hm－2 1．10 ［35］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Natural Forest Protec-
tion Project

21×103 1998—2010 植被 33．67 Tg C 1．34 ［16］

退耕还林工程 Grain-for-Green Project 194×103 2000—2010 植被 222．2 Tg C 1．04 ［36］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北京北部地区 North
region of Beijing under Beijing-Tianjin Sand
Source Control Project

23×103 2001—2010 植被、土壤 173．0 Tg C 7．52 ［37］

“三北”防护林四期 Three-North Shelter Fo-
rest Project ( Phase Ⅳ)

52×103 2001—2010 植被 22．35 Tg C 0．43 ［27］

菲律宾马加特流域新造林固碳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of Magat watershed，Phi-
lippines

1000 2001—2030 植被、土壤 18．43 Tg C 6．14 ［38］

伊朗 北 部 新 造 林 土 壤 固 碳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from afforestation in North Iran

26．12 1990—2010 土壤 ( 49．89～209．7) ×
10－3 Tg C

0．96～4．01 ［39］

巴西塞拉多区迹地更新 Slash regeneration in
Cerrado region of Brazil

－ 1950—2012 植被、土壤 136×10－6 Tg C·hm－2 2．19 ［40］

土耳其东北部新造林固碳 Afforestation car-
bon sequestration in northeast of Turkey

254．0 1984—2005 植被 21．55×10－3 Tg C 0．04 ［41］

意大利栎树新造林固碳 Afforestation of oak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Italy

2736×10－6 2000—2014 植被 33．3×10－6 Tg C·hm－2 2．38 ［42］

意大利杨树和胡桃树新造林固碳 Afforesta-
tion of popular and walnut for carbon seques-
tration in Italy

12×10－6 2000—2014 植被 76．46×10－6 Tg C·hm－2 5．46 ［42］

意大利橄榄新造林固碳 Afforestation of olive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Italy

－ 2000—2014 植被 36．3×10－6 Tg C·hm－2 2．59 ［42］

中国新造林固碳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
tration in China

1300×103 1950—2010 植被、土壤 1690 Tg C 0．22 ［1］

美国新造林固碳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
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 2．62～11．33)
×103

2010—2110 － 1～225 Tg C·a－1 2．66 ［43］

全球新造林固碳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
tration in the world

3．45×106 1995—2095 植被 104×103 Tg C 3．01 ［44］

全球新造林固碳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
tration in the world

－ 1990—2007 植被 ( 43～73) ×103 Tg C 1．0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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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04～5．91 t C·hm－2·a－1，植被和土壤总固碳速

率可达 0．22～7．52 t C·hm－2·a－1 ．新造林植被固碳

量大于土壤固碳量，是新造林生态系统固碳的主要

组成部分［27］．通过优化森林经营与管理措施可进一

步提高新造林的固碳量和固碳速率．Shen 等［28］研究

表明，落叶松( Larix gmelinii) 人工纯林和落叶松-桦
树( Betula sp．) 混交林的固碳量大于山杨 ( Populus
davidiana) 人工纯林、松树( Pinus sp．) 人工纯林和杏

树( Armeniaca vulgaris) 人工纯林．因此，从固碳角度

可考虑在造林中选用固碳能力较强的树种; Chen
等［29］提出，在水热条件较充沛的地方开展造林更有

利于增加森林土壤碳储量．此外，造林过程中施加氮

肥以增加林木增长速率也是增加新造林固碳量的可

行途径［30］．目前，全球新造林固碳能力为 148 ～ 2400
Tg C·a－1［31］，并且未来还会随着新造林林龄的增加

进一步提高［32］．
《京都议定书》允许各缔约方通过 CDM 造林再

造林项目产生的碳汇抵消其承诺减排量［9］．然而，截

至 2013 年，世界仅有 44 个 CDM 造林再造林项目，

仅占世界 CDM 减排项目总数的 0．6%，总固碳能力

仅为 440 Gg C·a－1［33］．因此，未来 CDM 造林再造林

项目的发展空间和发挥的减排潜力还很大．人工造

林是我国几项重大生态工程的重要工程措施，几乎

遍布我国所有省( 市、自治区) ．因此，造林对于增加

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也具有重要作用．
森林保护对森林固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减少森

林采伐的植被生物量碳损失减少和植被持续生长的

碳储量增加［45－46］．森林保护固碳的研究尺度大于新

造林固碳，通常为区域、国家和全球．研究案例主要

集中于区域性森林保护和生态工程下的森林管护措

施．此外，也有学者对国家乃至全球森林保护的固碳

现状和未来的固碳潜力进行了报道 ( 表 2) ．结果表

明，通过调减森林木材产量和实施森林保护可以有

效增加森林碳储量．然而，不同研究由于研究区域、
树种和方法的差异，导致森林保护的固碳速率有所

不同．综合各项研究，森林保护的固碳速率为 0．33 ～
5．20 t C·hm－2·a－1( 表 2) ．Zheng 等［45］、Lasco 等［15］

提出，森林保护对森林碳储量增加的效果大于新造

林．Wang 等［47］提出，人口密度与森林碳密度之间具

有显著负相关关系．类似地，Zheng 等［45］也发现，人

口增长率与森林面积消失率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减

少人为对森林生态系统的扰动，通过植被天然更新

和自然生长是增加森林碳储量的可行途径［48］．然
而，也有学者提出，减少森林采伐对森林碳储量增加

的贡献是有限的．Schmid 等［49］基于 4 种模型研究了

瑞典不同采伐情景对今后 100 年森林碳储量的影

响，发现减少森林采伐在 40 年内将可持续增加森林

碳储量，然而，未来 60 ～ 80 年后对森林固碳的贡献

将逐渐减少．森林采伐、森林火灾和虫害造成的全球

森林碳损失分别为 900、300 和 2～107 Tg C·a－1［31］．
因此，在森林保护的基础上，采取病虫害防治、森林

围栏封育、森林巡视等措施可进一步提高森林保护

质量从而增加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50－51］．全球主要

森林管理措施下的减少森林砍伐、肥料管理、火灾

管 理、病虫 害 管 理 的 固 碳 能 力 分 别 为 0． 3 ～ 1． 6、
0．12～1．6、0．11～1．13、0．04～1．2 Pg C·a－1［51］．

目前，已有多个发展中国家加入到 ＲEDD+项目

并 开展森林保护措施［15］，也有学者总结了ＲEDD+

表 2 森林保护固碳量研究案例
Table 2 Studies on carbon sequestration from forest protection

案例
Case

空间尺度
Spatial
scale

( km2 )

时间尺度
Temporal
scale

固碳类型
Type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固碳量
Carbon

sequestration

固碳速率
Carbon

sequestration rate
( t C·hm－2·

a－1 )

文献
Ｒeference

塞拉利昂西部森林保护 Forest reserve
in western Sierra Leone

176 2009—2014 森林保护固碳 ( 15．55～33．82) ×
10－3 Tg C·a－1

0．88～1．92 ［58］

天然 林 资 源 保 护 工 程 Natural Forest
Protection Project

27．6×103 2000—2010 调减木材产量固碳 99．05 Tg C 3．26 ［59］

陕西省森林恢复碳储量动态变化 Car-
bon storage dynamics through forest resto-
ration in Shaanxi

50．9×103 1999—2009 森林保护固碳 100 Tg C 1．79 ［48］

澳大利亚东南部维多利亚地区森林保
护 Forest protection of Victoria in south-
eastern Australia

2326 2011—2016 森林保护固碳 5．18～6．05 Tg C 4．45～5．20 ［46］

美国 森 林 保 护 Forest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204．1×103 1992—2001 森林保护固碳 66．60 Tg C 0．33 ［45］

全球 森 林 保 护 Forest protection in the
world

9．24×106 2000—2009 森林保护固碳 700 Tg C·a－1 0．7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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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固碳量核算的方法体系，包括边界的划定、基线

情景的确定以及额外固碳量的计算方法［52－53］．然
而，目前尚缺乏有关准确计量 ＲEDD+项目固碳量的

研究，这为各国接受 ＲEDD+项目作为温室气体减排

的有效途径造成了一定障碍［54－55］．世界每年毁林速

率达到 1300×104 hm2，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热

带森林［56］．因此，以森林保护为主要措施的 ＲEDD+
的开展对增加全球和区域森林碳储量具有巨大潜

力．对于我国，森林管护和封山育林等森林保护措施

是重大生态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57］．因此，森林保

护对于增加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也具有重要

作用．
除了造林和森林保护，其他森林经营与管理措

施也可以增加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储量，如农林复合

生态 系 统［38］、延 长 间 伐 时 间［30，43］、降 低 采 伐 强

度［43］．然而，以上措施相比造林和森林保护对森林

生态系统固碳量的贡献较小，有关其固碳能力的报

道也较少［38］．

2 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和边

界外碳泄漏

2. 1 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的

界定和计算方法

区分和界定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边界内温室气

体排放和边界外碳泄漏的排放源是对二者进行客观

计量的前提．目前，CDM 造林再造林项目对森林经

营与管理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源已有较为统一的界

定［18］，主要包括: 使用机械引起化石燃料燃烧和温

室气体排放; 施用氮肥引起的 N2O 排放; 炼山或火

灾中生物质燃烧引起的非 CO2温室气体排放; 种植

固氮植物( 树种) 引起的 N2O 排放; 由于整地和林分

竞争导致原有林木或非林木植被碳贮量下降．计量

以上各项温室气体排放源均有相应的方法，其中，温

室气体排放因子大多使用 IPCC 缺省值［18］．
国内学者对森林经营与管理边界内温室气体排

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造林碳汇项目，空间尺度较小

并且森林经营与管理措施以造林为主，边界内的温

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使用机械消耗的化石燃料燃

烧、运输工具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和施用含氮肥料

引起的 N2O 排放［20－24］( 表 3) ．由于以上造林碳汇项

目不涉及固氮植物的种植，因此未考虑固氮植物的

N2O 排放．此外，基于上述研究对项目边界内温室气

体排放的计量是“事前估计”，无法预测项目边界内

未来的火灾发生情况，因此也未考虑森林火灾造成

的项目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20－24］．刘博杰等［36，59］研

究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期间

工程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同于较小空间尺度

的造林碳汇项目，重大生态工程涉及的措施不仅包

括造林，还包括森林管护、林业基础设施建设、迹地

更新、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森林经营与管理措施．
在计算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时，不仅要考虑使用机

械和运输物资消耗化石燃料导致的碳排放以及施用

含氮肥料导致的 N2O 排放，还应考虑生产化石能源

产品( 肥料、药剂、建材和耗电) 导致的温室气体排

放［36，59］．所有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统称为“碳成

本”［36，59］．无论是化石燃料的消耗、化石能源产品消

耗还是经济林造林地 N2O 排放产生的碳排放，都可

以用如下通式计算［18，36，59，61］:

GE=EF×QC ( 1)

式中: GE 为森林经营与管理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

量( t C) ; EF 为化石燃料、化石能源产品的碳排放

参数或施加单位质量肥料的造林地 N2 O 排 放 量

( t C·t－1 ) ; QC 为化石燃料、化石能源产品的消耗量

或施加的肥料质量( t) ．
不同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国外学者近期的研究

大多从种苗生产和造林至木材生产和废弃物处理全

生命周期( LCA) 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研究．温室气

体排放源主要来自 6 部分: 清理整地( 造林地清理、
松土、生物质燃烧) ，新造林抚育 ( 施肥、幼林除草、
病虫害防治) ，营林作业 ( 修枝、抚育间伐、森林主

伐、采伐物装载、采伐物从主伐现场运输至林区道

路) ，辅助设施建设和物资生产 ( 机械生产和维护、
林区道路建设、林区房屋建设、种苗生产、物资运

输) ，原木由林区道路运输至木材加工厂，现场切割

采伐物［62］．由于相同研究边界所包含的碳排放过程

相似，因此本文归纳了基于不同研究系统边界的典

型案例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及排放量( 表 3) ．LCA 研

究的系统边界“起点”包括种苗生产［35，63－66］、造林种

植前清理整地［67］ 和林木采伐［68－69］; 系统边界“终

点”包括种苗生产［65］、林木采伐［63，67］、木材加工厂

加工［64，66，68］和废弃木产品处理处置［69］．研究区域多

集中在美国、斯堪地那维亚地区和德国［62］，研究树

种以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树种为主，包括花旗松

( Pseudotsuga menziesii) ［63，67，70］、黑云杉 ( Picea mari-
ana) ［35］、欧洲云杉 ( Picea abies) ［64，67，71］、欧洲赤松

( Pinus sylvestris ) ［66，71］、橄 榄［42］、栎 树［42］ 和 胡 桃

树［42］．在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方面，森林经营与管

理方式和物资消耗量数据主要来自文献调研、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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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森林经营与管理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案例
Table 3 Studies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afforestation and forest management within boundary

案例
Case

空间尺度
Spatial
scale

( km2)

时间尺度
Temporal
scale

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源
Source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ithin boundary

边界内温室
气体排放量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ithin

boundary

温室气体排放速率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ate

( kg C·hm－2·
a－1)

文献
Ｒeference

贵州省贞丰县林业碳汇项目 28．10 2009—2028 燃油机械消耗化石燃料 0．44 Gg C 7．79 ［22］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施用含氮肥料引起的 N2O 排放

in Zhenfeng，Guizhou 运输工具燃烧化石燃料 0．37 Gg C 6．51
克拉玛依造林减排项目 Afforestation carbon 29．98 2001—2009 燃油机械消耗化石燃料 0．27 Gg C 9．96 ［24］
sequestration projects in Karamay 运输工具燃烧化石燃料

八达岭造林碳汇项目 2．07 2008—2027 燃油机械消耗化石燃料 可忽略 可忽略 ［21］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施用含氮肥料引起的 N2O 排放 可忽略 可忽略

projects in Badaling 运输苗木燃烧化石燃料 38．92×10－6 Gg C 0．01
浙江省嘉兴市碳汇造林项目 1．27 2011—2031 燃油机械消耗化石燃料 可忽略 可忽略 ［23］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施用含氮肥料引起的 N2O 排放 可忽略 可忽略

projects in Jiaxing，Zhejiang 运输苗木燃烧化石燃料 23．87×10－3 Gg C 9．40
云南省临沧市膏桐能源林造林碳汇项目 157．2 2007—2027 施用含氮肥料引起的 N2O 排放 45．41 Gg C 144．4 ［20］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of Ja-
tropha curcus energy forest in Lincang，Yunnan

运输工具燃烧化石燃料 0．84 Gg C 2．67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21×103 2000—2010 机械清理整地消耗化石燃料 32．29 Gg C 1．40 ［16，59］
Natural Forest Protection Project 造林地施肥 N2O 排放 264．4 Gg C 11．44

灌溉耗电 3．43 Gg C 0．15

肥料生产 589．5 Gg C 25．51

药剂( 杀虫剂、除草剂) 生产 134．9 Gg C 5．84

建材( 水泥、钢铁、水) 生产 1052 Gg C 45．51

运输物资消耗化石燃料 69．42 Gg C 3．00

森林管护消耗化石燃料 299．4 Gg C 12．96

退耕还林工程 194×103 2000—2010 机械清理整地消耗化石燃料 243．3 Gg C 1．14 ［36］
Grain-for-Green Project 造林地施肥 N2O 排放 1617 Gg C 7．58

灌溉耗电 54．95 Gg C 0．26

肥料生产 7687 Gg C 36．02

药剂( 杀虫剂、除草剂) 生产 486．8 Gg C 2．28

建材( 水泥、钢铁、水) 生产 3751 Gg C 17．58

运输物资消耗化石燃料 251．2 Gg C 1．18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苗圃经营与管理 － 2009 苗圃基地耗电 0．55 Gg C 463．6 ［65］
Nursery operations in California，United States 现场运输和机械消耗化石燃料 0．23 Gg C 190．9

加热温室用丙烷燃料燃烧 0．53 Gg C 452．7

生产盆栽混合基质 0．32 Gg C 267．3

生产肥料 0．31 Gg C 261．8

生产氯消毒剂 1．09×10－3 Gg C 1．01

生产种植塑料容器 0．41 Gg C 349．1

生产苗圃木桩 12．27×10－3 Gg C 10．91

运输物资消耗化石燃料 0．47 Gg C 398．2
施肥土壤 N2O 排放 0．12 Gg C 98．18

美国卡斯克德山西部花旗松经营与管理温
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 － 生产苗木消耗肥料
生产苗木消耗药剂( 杀虫剂、

16×10－6 Gg C·hm－2 0．32 ［63］

forestry operations of Douglas-fir on the west 除草剂、杀菌剂)

side of the Cascade Mountains，United States 生产苗木耗电

运输苗木消耗化石燃料 14×10－6 Gg C·hm－2 0．27
整地消耗除草剂 33×10－6 Gg C·hm－2 0．65
整地过程生物质燃烧排放 CH4，
NOx，CO

1091×10－6 Gg C·hm－2 21．82

整地机械消耗化石燃料

抚育施肥消耗肥料 518×10－6 Gg C·hm－2 10．36

抚育除草消耗除草剂 41×10－6 Gg C·hm－2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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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Table 3 Continued

案例
Case

空间尺度
Spatial
scale

( km2)

时间尺度
Temporal
scale

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源
Source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ithin boundary

边界内温室
气体排放量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ithin

boundary

温室气体排放速率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ate

( kg C·hm－2·
a－1)

文献
Ｒeference

欧洲森林经营与管理
Forest management in Europe

－ － 清理整地、造林、抚育和采伐过
程所需肥料和药剂的生产; 使用
机械和运输物资消耗的化石燃
料燃烧

( 14～734) ×10－9

Gg C·m－3

原木·a－1

－ ［67］

芬兰木材生产净碳收支 Net carbon budget of
wood production in Finland

－ － 生产苗木消耗化石燃料、运输苗
木消耗化石燃料、机械整地消耗
化石燃料、机械抚育间伐消耗化
石燃料、机械采 伐 消 耗 化 石 燃
料、清理采伐剩余物消耗化石燃
料、短途运输薪 材 消 耗 化 石 燃
料、长途运输薪 材 消 耗 化 石 燃
料、机械切割薪材消耗化石燃料

( 87．27～152．7) ×10－9

Gg C·m－2
10．9～19．1 ［64］

挪威东部森林经营与管理 － 2010 生产种子和种苗耗电 0．33 Gg C － ［66］
Forest management in East Norway 生产种子和种苗消耗化石燃料

机械清理整地消耗化石燃料 0．17 Gg C 49．19
造林运输苗木消耗化石燃料 0．03 Gg C 3．83
机械幼林抚育消耗化石燃料 0．24 Gg C 11．57
直升机喷洒除草剂消耗化石燃料 0．007 Gg C 11．06
直升机喷洒肥料消耗化石燃料 0．20 Gg C 357．0
机械修枝消耗化石燃料 0．003 Gg C 7．31
林区道路建设和更新 0．56 Gg C －
机械抚育间伐消耗化石燃料 3．45 Gg C －
机械采伐消耗化石燃料 10．08 Gg C －
其他机械采伐和薪材收集消耗
的化石燃料

0．53 Gg C －

公路运输薪材消耗化石燃料 15．47 Gg C －
铁路运输薪材消耗化石燃料和耗电 1．54 Gg C －

意大利栎树新造林固碳
Afforestation of oak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Italy

2736×10－6 2000—2014 清理整地、种植、修枝、抚 育 间
伐、薪材采伐使用机械消耗化石
燃料以及运输消耗化石燃料

840×10－6

Gg C·hm－2
59．79 ［42］

意大利杨树和胡桃树新造林固碳
Afforestation of popular and walnut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Italy

12×10－6 2000—2014 清理整地、护根、种植、施肥、病
虫害防治、除草、薪材采伐使用
机械消耗化石燃料以及运输消
耗化石燃料

2．82×10－3

Gg C·hm－2
201．8 ［42］

意大利橄榄新造林固碳
Afforestation of olive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Italy

－ 2000—2014 清理整地、种植、施肥、病虫害防
治、除草、修枝、枝条切削、收集
橄榄使用机械消耗化石燃料以
及运输消耗化石燃料

7．01×10－3

Gg C·hm－2
501．1 ［42］

数据和实地访谈［66－67］．此外，营造林过程消耗物资

的数据还来自数据库如 ecoinvent、Gemis、GHGenius、
US Life Cycle Inventory Database、IDEMAT、GＲEET、
Franklin 98 以 及 Maine Forest Service Data-
base［42，62，66－68，72］． 生 命 周 期 评 价 方 法 主 要 采 用

CML2001［67］、SETAC ( 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Toxi-
cology and Chemistry) ［69］、GHG Protocol［63］、Eco-Indi-
cator［72］、TＲACI2［73］、ＲeCiPe Midpoint［66，70］ 和 EPD
2013 ( 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s ) ［42］． Klein
等［62］将关于林业 LCA 研究的 28 篇文章得到的温

室气体排放结果统一单位至单位体积带皮薪材 ( 1
m3 over bark) 并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由于模型假

设和计算参数的不同，不同研究针对相同排放过程

计算得到的碳排放结果差异较大．从种植前清理整

地至林木采伐的碳排放为 0．65～16．25 kg C·m－3带

皮薪材，考虑薪材运输至木材加工厂后的碳排放增

至 1．72～18．3 kg C·m－3带皮薪材［62］．
对比国内外研究不难发现，国内研究主要针对

造林和营林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不计入营造林前

端的种苗生产和后端的林木采伐、采伐物运输及木

产品加工与处理，计算数据来源以文献调研和实地

访谈为主，计算方法主要采用 CDM 推荐的边界内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然而，国外研究主要针对生产

单位体积木产品的碳排放，考虑的温室气体排放边

9762 期 刘博杰等: 森林经营与管理下的温室气体排放、碳泄漏和净固碳量研究进展



界更加复杂，计算数据来源和核算方法也更加多样

化．基于不同研究的空间尺度、时间尺度、研究目标、
边界划定、木材用途，森林经营与管理边界内温室气

体排放量的单位有所不同，这使得不同研究结果的

直接可对比性不强．然而，将各项森林经营与管理措

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统一单位至单位时间单位

面积碳排放时发现，由于不同研究所针对的树种和

所处地区不同，营造林过程单位面积使用的物资量

和使用年限不同，导致相同营造林措施在不同研究

中碳排放速率有所不同．如运输物资消耗化石燃料

的碳排放在 0．01～ 398．18 kg C·hm－2·a－1 ; 造林施

用含 氮 肥 料 引 起 的 N2 O 排 放 从 可 忽 略 不 计 至

1617．27 kg C·hm－2·a－1 ．在同样的时间尺度和空间

尺度下，复杂集约化的营造林模式比简单粗放型的

营造林模式产生更多的碳排放．相比粗放型经营管

理的生态林，由于肥料的施用和灌溉量的增加，营造

单位面积经济林产生的碳排放速率是生态林的 10～
15 倍．此外，前期苗圃内生产单位面积苗木产生的

碳排放速率是后期单位面积营造林产生的碳排放速

率的 5～250 倍( 表 3) ．因此，从林木生长的整个生命

周期看，最前端苗圃内的苗木生产可能是林木生长

周期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组成部分．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对于森林经营与管理活

动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差异

性．刘博杰等［59］和 Gaboury 等［35］发现，道路建设和

维护是森林经营与管理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占

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45%左右; Berg 等［74］和

Timmermann 等［66］认为，薪材的道路运输是最大的

碳排放源，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47．4% ～ 56%，其

次是机械采伐; 而 Sonne［63］指出，机械采伐相比薪材

的运输是主要的碳排放源，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51%．Timmermann 等［66］研究表明，生产肥料产生的

碳排放只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不到 1%，而刘博

杰等［36］认为，肥料的生产和施肥 N2O 排放是退耕

还林工程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占碳排放总量的

66%．以上研究基于不同的系统边界和计算参数，对

于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的界定存在差异．总体上，森

林经营与管理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主要来自基础

设施建设、施肥、林木机械采伐和薪材的运输，而清

理整地［36，59，63］、机械修枝［66］、生产药剂［36，59］和运输

物资［36，59，63］产生的碳排放占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的比例较小．
减少森林经营与管理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的途

径，包括对营造林活动进行合理规划以减少林区道

路和围 栏 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消 耗 建 材 带 来 的 碳 排

放［59］; 经济林施肥采用精准施肥以减少生产肥料产

生的碳排放和 N2O 排放［36］．此外，升级改造已有林

区道路以缩短主伐现场至木材加工厂的运输距离也

是减少营造林主要碳排放源的途径［66］．
有关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的计算方法和结果表示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这些不确定性主要来自边界的划定［62，70］、计算参

数的不确定［63］和排放量使用单位的不统一［62－63］．边
界划定的不确定性指对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所包含

的碳排放源的界定可能存在重叠和遗漏［63，70，75］; 计

算参数的不确定性指产生碳排放的物资消耗量和碳

排放参数可能会由于空间异质性产生差异，而使用

统一的计算参数会带来较大误差［63］．减少计算边界

内温室气体排放量不确定性的途径包括: 边界的划

定尽可能全面包含与营造林碳排放相关的所有活

动，包括在林地直接产生的碳排放 ( 整地、种植、抚

育) 和林地外间接产生的碳排放( 运输物资、基础设

施建设) ［62］; 当研究对象空间尺度较大时，各项活动

单位面积消耗的物资量和碳排放参数的选取需考虑

空间异质性［36，59］;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结果尽可能表

示为每项营造林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速率，以增加不

同 研 究 结 果 或 不 同 活 动 产 生 碳 排 放 的 可 对 比

性［36，59，62］．
2. 2 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边界外碳泄漏的界定和

计算方法

2. 2. 1 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边界外碳泄漏的界定

碳泄漏指一个地区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实施导致其

他地区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或减少［76］．从泄漏对温

室气体影响的性质可分为正泄漏和负泄漏［18］．正泄

漏指边界内的减排项目减少了边界外的源排放，又

称为“正方向溢出”［34］; 负泄漏指边界内的减排项目

增加了边界外的源排放［77］．在温室气体排放计量中

一般不考虑正泄漏［77］．CDM 造林再造林项目( CDM-
AＲ) 碳泄漏指发生于项目边界之外的，由项目引起

并且可测量的温室气体源排放增加量［78］．森林经营

与管理活动产生碳泄漏的途径包括: 活动转移，即森

林经营与管理的实施导致区域内维持农民生计的活

动受到限制，从而导致活动转移至边界外的周边地

区并引起碳排放量增加［78］; 市场泄漏，指森林经营

与管理活动的实施改变相关商品与服务的供求平衡

及价格平衡，从而引起项目边界外的碳排放增加或

减少［78］; 排放转移，也称生命周期排放转移，指森林

经营与管理活动导致周边地区其他相关活动源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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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78－79］; 生态泄漏，指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改变

区域生态环境，从而使周边地区碳排放的增加或减

少［78］．Auckland 等［80］将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的碳泄

漏分为基础泄漏和次级泄漏．基础泄漏指森林经营

与管理活动直接导致边界内的碳排放转移至边界

外，如薪炭材采伐、木材采伐和放牧活动转移［34］; 次

级泄漏指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间接刺激其他地区碳

排放增加［34］，如一个地区由于森林保护导致木材产

量减少和木材价格升高，从而加剧了其他地区的木

材采伐［80］．次级泄漏与基础泄漏的区别在于: 产生

次级泄漏的主体并非直接由边界内转移而来，而是

由边界内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间接引发的其他主体

所造成［77］．此外，基础泄漏通常只发生在森林经营

与管理活动的周边地区，而次级泄漏由于受市场效

应的影响［79］，可在国家甚至全球尺度上产生［77］．
2. 2. 2 活动转移碳泄漏 Henders 等［77］归纳了以下

3 类活动转移碳泄漏的计算方法: 工程边界内禁伐

导致边界外采伐量增加产生的碳泄漏、边界内退耕

还林导致边界外耕地开垦面积增加产生的碳泄漏、
边界外不合理的薪材收集导致当地森林退化产生的

碳泄漏．活动转移碳泄漏的计算方法涉及以下 5 种:

直接测量法、访谈调查、文献调研、减排因子法、模

型法［77］．
直接测量法研究碳泄漏的前提是当活动转移的

主体较为明确且可以长时间监测其转移活动［77］．如
通过直接测量森林保护项目实施前后项目边界外的

采伐量之差计算相应的采伐活动转移碳泄漏［59，77］;

通过直接测量造林项目实施前后项目边界外耕地的

面积变化计算相应的耕地开垦碳泄漏［36］．访谈和入

户调查法研究碳泄漏的前提是假设活动转移仅发生

在项目开展的周边地区，且这种方法主要是用于

“事前”的泄漏分析［81］．例如，在造林项目实施前通

过对项目边界内农户农业活动的调查预估项目开展

导致的耕地开垦碳泄漏［77，81］．文献调研法是通过文

献资料获取活动转移的相关数据［36，38，59，82］．减排因

子法是通过活动转移的强度确定碳泄漏在项目温室

气体减排所占的比例［77］．例如，当边界外耕地开垦

面积超过项目造林面积 10%时，碳泄漏的大小为项

目温室气体减排效益的 15%［77］．模型法是以碳泄漏

为因变量，影响碳泄漏的可能因素为自变量，通过构

建碳泄漏与预测变量的函数关系探讨不同情景下的

碳泄漏，由此揭示项目的开展可能产生的碳泄漏及

其影响因素［38，83］．
国内外有关活动转移碳泄漏的研究主要结合以

下几 种 方 法: 直 接 测 量 法［36，59］、访 谈 和 入 户 调 查

法［81］、文 献 调 研 法［36，59，77］ 以 及 模 型 法［38，82－84］( 表

4) ．计算活动转移碳泄漏采用的模型主要包括: 全球

土地利用和林业模型［82，84］、活动转移碳泄漏与当地

农户对可替代生计采用率的函数关系［38］、Logistic
模型［83］．然而，活动转移碳泄漏的计算往往需要结

合多种方法．如 Lasco 等［38］构建了碳泄漏与当地农

户对可替代生存方式采用率的函数关系，其中可替

代生存方式采用率的数据来自文献调研; Boer 等［83］

基于遥感影像的直接测量法和 Logistic 模型计算林

业碳汇项目边界外的毁林面积，由此计算毁林导致

的碳泄漏; 刘博杰等［36］基于遥感影像的直接测量法

计算退耕还林工程导致的边界外耕地开垦面积，再

通过文献调研法获取耕地开垦植被和土壤碳密度损

失值，由此计算退耕还林工程导致耕地开垦活动转

移产生的碳泄漏．活动转移碳泄漏对固碳效益的抵

消强度低至可忽略不计，高至 50%以上［36，59，81－82］．影
响活动转移碳泄漏的因素包括: 当地居民对原产业

的依赖程度、收入状况、可替代资源的获得性、项目

周边地区的农业生态条件以及可达性［85］．为减少活

动转移碳泄漏的产生可采取如下措施: 增强当地居

民对项目的认知程度和参与的积极性［86］、为参与林

业项目的居民提供可替代的生计、就业机会和增加

收入［79，86］、签订泄漏契约以保证森林采伐活动不会

转移至其他地方［78］．此外，加强项目边界外的泄漏

监测也是规避活动转移碳泄漏的可行途径［78］．
2. 2. 3 市场效应碳泄漏 相比于活动转移碳泄漏，

市场效应产生的碳泄漏通常涉及较大空间尺度从而

很难通过直接测量法计量［85］．市场碳泄漏的确定通

常采用间接计量法，包括减排因子法和模型法［77］．
市场碳泄漏下的减排因子法与活动转移碳泄漏下的

减排因子法含义相同，都是基于碳泄漏在项目减排

量中所占的比例估算碳泄漏的大小; 模型法是通过

市场模型计算碳泄漏，相比减排因子法更详细和

准确［77］．
国内外关于市场效应碳泄漏的研究主要采用模

型法，研究尺度通常为国家乃至全球的大尺度 ( 表

4) ．主要估算模型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omputa-
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 下的全球贸易分析模

型(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 ) ［87－90］．此外，

FASOM 模型 ( forest and agricultural sector optimiza-
tion model) ［91］和木材市场模型 ( timber market mo-
del) ［92］的应用也有报道．一个国家或地区森林保护

导致木材供给量减少和木材价格升高既可能增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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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森林经营与管理碳泄漏研究案例
Table 4 Studies on carbon leakage from afforestation and forest management

案例
Case

碳泄漏来源
Source of

carbon leakage

碳泄漏类型
Type of

carbon leakage

研究方法
Study method

碳泄漏量
Carbon leakage

( Tg C)

文献
Ｒeference

墨西哥恰帕斯州林业
项 目 Forestry projects
in Chiapas，Mexico

边界内森林保护导致边界外毁林
Deforestation out of boundary in-
duced by forest protection within
boundary

活动转移
Activity shifting

访谈调查法
Interview and ques-
tionnaire

可忽略 ［81］

菲律宾马加特流域森
林保护项目 Carbon se-
questration of forest pro-
tection in Magat water-
shed，Philippines

边界内森林保护导致边界外农牧
民森林砍伐和耕地开垦 Deforest-
ation and farmland reclamation in-
duced by forest protection within
boundary

活动转移
Activity shifting

模 型 法、文 献 调 研
Modeling ＆ literature
review

3．7～8．1 ［38］

印尼占碑省森林保护
项 目 Forest protection
in Jambi Province，In-
donesia

边界内森林保护导致边界外毁林
Deforestation out of boundary in-
duced by forest protection within
boundary

活动转移
Activity shifting

模型法、直接测量法
Modeling ＆ direct
measuring

1．2～1．75 ［83］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Natural Forest Protec-
tion Project

边界内木材产量调减导致边界外
新造林 Afforestation out of bound-
ary induced by reduced yield of
wood within boundary

活动转移
Activity shifting

直接测量法、文献调
研 Direct measuring
＆ literature review

9．90 ［59］

退耕 还 林 工 程 Grain-
for-Green Project

边界内退耕导致边界外耕地开垦
Farmland reclamation outside
boundary induced by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s within boundary

活动转移
Activity shifting

直接测量法、文献调
研 Direct measuring
＆ literature review

36．27 ［36］

全球 森 林 保 护 Forest
protection in the world

边界内森林保护导致边界外森林
砍伐和退化 Deforestation and for-
est degradation induced by forest
protection within boundary

活动转移
Activity shifting

模 型 法、文 献 调 研
Modeling ＆ literature
review

( 60．16～66．56) ×103 ［82］

他国家或地区毁林造成碳损失( 负泄漏) ，也可能促

进其他 国 家 或 地 区 造 林 从 而 增 加 碳 储 量 ( 正 泄

漏) ［79］．有关市场效应碳泄漏的研究一般仅给出碳

泄漏对固碳效益的抵消强度，而具体碳泄漏大小的

报道相对较少 ( 表 4) ［87，89－91］．市场效应碳泄漏对固

碳效益的抵消强度可从低于 1%至高达 95%，大于

活动转移碳泄漏对固碳的抵消强度［87，90－91］．市场效

应碳泄漏主要取决于各个国家对林产品的供需状

况，即 林 产 品 市 场 状 况［79，87］、森 林 保 护 项 目 的 规

模［79］以及各国之间森林保护的合作程度［87］．影响市

场效应碳泄漏的因素包括市场供给和需求弹性、林
业项目开展的空间尺度、不同区域森林保护的合作

程度［87，90］．为减少市场效应碳泄漏可采取的途径包

括: 多个国家共同参与森林保护项目［87，93］、通过速

生丰产 林 项 目 和 林 权 制 度 改 革 增 加 国 内 木 材 产

量［89］、通过增加木材进口税减少木材进口量［89］、对
木材供给与需求市场进行全面分析以及提供可持续

性替代资源［94］．此外，对于林业碳汇项目的开展，将

项目地选在交通运输不便的地区( 木材运输困难的

边远地 区 ) 也 是 减 少 市 场 效 应 碳 泄 漏 的 可 行 途

径［78］．
2. 2. 4 生态碳泄漏 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 造林可

能对当地生态系统构成潜在的环境风险并可导致生

态碳泄漏的产生． Smith 等［95］估算了热带桉树林年

固碳 1 Pg C·a－1 可导致土地蒸腾量在原有基础上

增加 50%，影响了当地水文循环并对当地生物多样

性构成了威胁．Gao 等［96］也提出，我国主要造林工程

项目集中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低生态系统水分利

用效率和低植物水分利用效率的区域，导致植被固

碳的水资源消耗成本较高，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

响．因此，造林应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否则会直

接影响造林质量，出现林木生长停滞甚至枯死现象，

对当地生态环境起到负面作用［97］．除了造林，其他

与森林经营管理相关的生态补偿措施如退耕还林生

态补偿的执行也可能引发碳泄漏的产生．如果参与

生态补偿措施的农户没有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偿，可

能会影响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引起生态资源的不合

理利用进而导致生态服务功能的退化［98］并产生生

态碳泄漏．然而，目前国内外有关森林经营与管理碳

泄漏的研究尚未考虑生态碳泄漏的影响，这主要是

由于生态碳泄漏数据的获取方法和计算方法还有待

完善．因此，为了能更全面地了解森林经营与管理导

致的边界外碳泄漏，生态碳泄漏计算体系的构建还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 2. 5 排放转移碳泄漏 一些学者认为，营造林活

动运输物资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归入边界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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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转移”碳泄漏［20－24］，而其他一些学者将这部分碳

排放 计 入 边 界 内 的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或“碳 成 本”
中［36，59，63－64，66－67］．以上不同研究存在分歧的原因主要

是由于对“边界”的定义存在差异．前一类研究的

“边界”指“地理边界”，即认为运输物资产生的碳排

放是在造林地以外产生，被认为是碳泄漏的一种; 而

后一类研究的“边界”指“项目边界”，即由项目措施

直接导致的碳排放均是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两
类研究对运输物资产生碳排放的计算方法相同，都

是采用 IPCC 排放因子法，即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

与化石燃料消耗量的乘积( 式 1) ．

3 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净固碳量

基于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在边界内产生温室气

体排放、在边界外产生碳泄漏，森林生态系统本身的

总固碳量无法客观反映造林和森林保护对温室气体

的真实减排量．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对温室气体减

排和全球气候变暖减缓的净贡献应体现为净固碳能

力，即固碳量扣除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和边界外碳

泄漏［36，59，79］．目前，国内外已有关于森林经营与管理

活动的净固碳量以及边界内外温室气体排放和碳泄

漏对固碳量抵消强度的报道．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和

碳泄漏计入边界的逐渐扩大，温室气体排放和碳泄

漏对固碳量的抵消强度逐渐增加．当仅考虑边界内

温室气体排放时，抵消强度为 0．01% ～ 19．3%，且随

着森林经营与管理措施计入边界的扩大抵消强度有

所增加．除了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当计入活动转移

碳泄漏时，抵消强度可增加至 41．5%; 当考虑市场碳

泄漏时，抵消强度明显增加至 2%～95%( 表 5) ．边界

内外温室气体排放和碳泄漏对固碳量的抵消强度体

表 5 国内外森林经营与管理净固碳量研究案例
Table 5 Studies on net carbon sequestration from afforestation and forest management in China and abroad
案例
Case

净固碳量
Net carbon
sequestration

温室气体排放和碳泄漏
对固碳的抵消强度

Counterac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carbon

leakage to carbon
sequestration ( %)

文献
Ｒeference

云南省临沧市膏桐能源林造林项目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
jects of Jatropha curcus energy forest in Lincang，Yunnan

277．4 Gg C 14．3 ［20］

八达岭造林碳汇项目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in Badaling 297．4 Gg C 0．01 ［21］
贵州省贞丰县林业碳汇项目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in Zhen-
feng Guizhou

332．8 Gg C 0．2 ［22］

浙江省嘉兴市碳汇造林项目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in
Jiaxing，Zhejiang

12．52 Gg C 0．2 ［23］

克拉玛依造林减排项目 Afforest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projects in Kara-
may

118．0 Gg C 0．2 ［24］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Natural Forest Protection Project 139．8×103 Gg C 9．8 ［59］
退耕还林工程 Grain-for-Green Project 203．5×103 Gg C 19．9 ［36］
玻利维亚木材产量调减项目 Ｒeducing timber harvesting project in Bolivia － 2～38 ［92］
美国森林保护项目 Forest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 7．9～92．2 ［91］
美国卡斯克德山西部花旗松经营与管理温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forestry operations of Douglas-fir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Cas-
cade Mountains，United States

( 59．76～170．0) ×10－6

Gg C·hm－2·m－3薪材

2．5～6．8 ［63］

墨西哥恰帕斯州林业项目 Forestry projects in Chiapas，Mexico － 可忽略 ［81］
全球森林保护 Forest protection in the world － 42～95 ［87］
菲律宾马加特流域森林保护项目 Carbon sequestration of forest protection
in Magat watershed，Philippines

( 11．4～15．8) ×103 Gg C 19．0～41．5 ［38］

加拿大魁北克北部林区黑云杉造林 Afforestation of black spruce in North
Québec，Canada

76．65×10－3 Gg C·hm－2 0．5 ［35］

全球森林保护 Forest protection in the world ( 61．44～67．84) ×106 Gg C 47～52 ［82］
芬兰木材生产净碳收支 Net carbon budget of wood production in Finland ( 13．36～91．91) ×10－9

Gg C·m－2·a－1
0．4～0．6 ［64］

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 Ｒeduced defores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5～95 ［94］
中国森林保护 Forest protection in China － 79．7～88．8 ［89］
全球森林保护 Forest protection in the world － 0．5～11．3 ［90］
挪威东部森林经营与管理 Forest management in East Norway 207．3×10－6 Gg C·m－3薪材 2．3 ［66］
意大利不同森林管理方式 Different ways of forestry operations in Italy ( 29．29～73．64) ×10－3

Gg C·hm－2
2．5～19．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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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 市场碳泄漏＞活动转移碳泄漏＞边界内温室气

体排放．如果仅考虑森林经营与管理在边界内直接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可测量的活动转移碳泄漏，

林业固碳措施具有较好的净减排效益［36，59］．目前，几

种典型农田措施碳排放都会抵消部分甚至全部农田

土壤固碳效益［25］，相比之下，森林经营与管理措施

在温室气体净减排方面具有更好的应用前景．随着

森林林龄的增加和世界各国森林保护合作的日益深

化，森林的净固碳能力和未来的净减排潜力还会进

一步提高．
通过减少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和碳泄漏，可以进一步提高森林的净固碳能力．
可采取的措施包括: 事前分析边界内可能存在的主

要温室气体排放源( 热点碳排放源) 并提前采取措

施减少碳排放; 在营造林过程中通过监测与控制可

以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与碳泄漏．

4 总结与研究展望

森林经营与管理对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增加的

贡献主要体现在新造林和森林保护．新造林和森林

保护显著增加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储量．新造林植

被固碳速率为 0．04～5．91 t C·hm－2·a－1，植被和土

壤总固碳速率可达 0．22～7．52 t C·hm－2·a－1 ; 森林

保护的固碳速率为 0．33 ～ 5．20 t C·hm－2·a－1 ．随着

全球造林项目、ＲEDD+以及我国重大生态工程的开

展，未来新造林和森林保护固碳能力还会进一步

提高．
森林经营与管理活动会在边界内由于物资的生

产和运输产生温室气体排放．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

对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的边界划定和核算方法

有所不同．汇总国内外研究中森林经营与管理下各

项活动的碳排放速率发现: 不同研究由于区域、树种

和森林经营与管理方式的差异导致相同营造林措施

在不同研究中的碳排放速率存在差异．在同样的空

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下，较为复杂集约化的营造林模

式比简单粗放型的营造林模式产生更多的碳排放．
总体上，森林经营与管理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主

要来自基础设施建设、施肥、林木机械采伐和薪材的

运输，而清理整地、机械修枝、生产药剂和运输物资

产生的碳排放占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比例

较小．
除了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森林经营与管理

活动的实施还可能导致其他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增加或减少．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碳泄漏类型主要为

活动转移碳泄漏和市场效应碳泄漏．活动转移碳泄

漏的计量通常涉及几种方法，主要包括直接测量法、
访谈和入户调查法、文献调研法以及模型法．减少活

动转移碳泄漏的途径主要通过为当地居民提供可替

代的生计和增加收入以减少耕地开垦和森林采伐活

动的转移．相比活动转移碳泄漏，市场效应碳泄漏研

究的空间尺度更大，计量方法主要采用模型法．减少

市场效应碳泄漏的途径主要通过对木材市场的全面

分析和多个国家共同参与森林保护．
森林经营与管理的固碳量扣除边界内外温室气

体排放和碳泄漏为其净固碳量，体现了营造林活动

对温室气体减排和全球气候变暖减缓的净贡献．边
界内温室气体排放对固碳的抵消强度为 0． 01% ～
19．3%，考虑碳泄漏时可增至 95%．然而，若仅考虑

森林经营与管理在边界内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与可测量的活动转移碳泄漏，森林经营与管理具有

较好的净减排效益，且相比于农田固碳措施在温室

气体净减排方面具有更好的应用前景．目前，我国天

保工程二期( 2011—2020 年) 、新一轮退耕还林、京

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二期( 2013—2022 年) 已相继开

展．不同于一期工程，森林固碳量是各重大生态工程

环境效益的考量指标之一［99－100］．已有报道称，天保

工 程 二 期 长 江 上 游 地 区 森 林 植 被 固 碳 能 力 为

5903．25 Tg C［101］; 退耕还林工程二期西南地区主要

林分树种的固碳能力为 52．98 Tg C［102］．为增加重大

生态工程对温室气体的净减排量，有必要在工程开

展前进行合理规划、在工程开展过程中进行控制和

监测以减少工程实施导致的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和

边界外碳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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