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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壤作为陆地生态系统 大的碳库和碳循环过程的关键环节，其源、汇的变化直接影响全球碳平衡，因此，土壤有机

碳储量估算成为生态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通过比较不同研究者在不同研究尺度上报道的有机碳储量的研究结果，发现

这些研究结果较不一致。分析认为导致土壤有机碳储量评估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采样过程中人类干扰以

及气候变化等环境要素的波动，特别是研究者所采取的不同估算方法和背景资料。从环境要素（外因）和估算方法（内因）

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了土壤有机碳储量的研究意义，阐述了造成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的不确定性和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研究方向和重点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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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碳平衡整体上由 3 部分组成：以净
生产力表征的碳输入、以系统呼吸表征的碳输出和
系统的碳库储量（Fang，2011）。基于区域或者全
球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机理的认识，是人类调节地
圈-生物圈-大气圈的相互作用关系，维持全球生态
系统的物质与能量循环以及自然资源循环再生的
重要生态学途径，也是全球变化科学与区域或全球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具挑战性的重大理论性和战
略性问题（于贵瑞等，2003）。 

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 大的碳库，土壤有机
碳（Soil organic carbon，SOC）水平直接影响环境
过程，如侵蚀、土壤肥力（Huang 等，2007）、温
室气体通量（Panos 等，2013）、提供食物和维持
水质（Zhang 等，2008），其对全球变化的反应灵
敏、复杂，在减少碳汇不确定性方面具有极为重
要的作用，但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Fang 等，
2001）。土壤有机碳作为土壤碳库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大气碳库的 3 倍，大约是植被的 2.5~3 倍

（Post 等，2000），如若全球土壤有机碳的 10%转
化为二氧化碳，则会有超过 30 年来人类二氧化碳
的总排放量（IPCC，2001）。所以土壤有机碳的微
小变化将会极大的缓和或加速大气 CO2 浓度的提
高，进而改变全球碳循环（Yang 等，2009；陈朝
等，2011）。作为衡量土壤固碳能力的重要指标之

一，土壤有机碳储量在调控地球表层生态系统的
碳平衡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汪业勖等，1999），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的研究
也因此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全球碳循环研究的焦
点。同时土壤固碳作为一种工业碳减排的替代性
战略途径，成本低，可行性强，在气候谈判过程
中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但是，目前对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没有形成统
一标准或规范，由于学者们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不
同，使得估算中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研究结果并不
一致，存在较大差异，这也成为不同区域土壤有机
碳储量比较、大尺度上有机碳储量评估以及国家政
策制定的主要障碍。为此，本文提出了土壤有机碳
储量在当前背景下的研究意义，从不同尺度方面论
述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并从环境因素、人类活动、
气候变化以及估算方法几个方面论述土壤有机碳
储量估算不确定性的来源，据此揭示研究中存在的
问题、探讨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今后土壤有机碳
储量估算精度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为制定土壤
固碳路线图提供重要参考。 

1  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的不确定性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不同尺度土壤有机碳储量

的研究相对较少且较晚。由于研究者采用研究尺度
不同、基础数据来源和方法不同，同时不同尺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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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子也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对于土壤有机
碳固定能力的分析会有所差别，使用模型方法模拟
土壤碳蓄积的机理过程，又缺乏大量相关和连续观
测数据，导致模型的参数化和初始化更加困难（王
绍强等，2003），进而影响土壤有机碳储量的估算
结果。因此，在不同尺度上土壤有机碳估算存在很
大的不确定性，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 

早期多数研究集中在全球 1 m 厚度土壤有机碳
储量的估算，由图 1 [根据金峰等（2000）数据整理
绘制] 可以看出，由于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

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Rubey（1951）利用土壤
剖面估算法，估算全球 1 m 厚度土壤有机碳储量为
710 Gt，而 Bolin 认为全球 1 m 厚度土壤有机碳储
量则为 700 Gt。Bohn（1976）利用世界土壤类型分
布图，得出全球 1 m 厚度土壤有机碳储量为 2 946 

Gt；比较而言，后期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研究表
明全球 1 m厚度土壤有机碳储量大约为 1 400~1 600 

Gt。如根据生命带法（2696 个土壤剖面数据资料），
得出全球 1 m 厚度土壤有机碳储量为 1 395 Gt（Post

等，1982），而利用美国农业部土壤保持局的土壤

数据库进行计算，结果为 1 427 Gt （Buringh，1984），
Schlesinger（1990）研究得出土壤碳库高达 1 500 Gt，
而利用 FAO/UNESCO 世界土壤图统计，计算结果
为 1 576 Gt（Eswaran 等，1993）。Batjes（1996）则
采用土壤类型研究法，将世界土壤图划分 0.5°×0.5°

的基本网格单元，根据每个单元的土壤结构属性数
据，估算出全球 1 m 土壤有机碳储量为 1 462~1 548 

Gt。Prentice and Fung（1990）、田中正之（1992）、
Sombroke（1993）、Foley（1995）、King（1995）估
算全球的有机碳储量分别为 1 143、1 490、1 220、
1 373.2、1 537.9 Gt，由此可知，在评估全球尺度上
有机碳储量，不同学者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贮量作为全球碳循环的
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李
克让等（2003）应用 0.50 经纬网格分辨率的气候、
土壤和植被数据驱动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应用植
被、土壤和大气碳交换(CEvsA)模型）估算了当前
中国植被和土壤的碳贮量，结果表明，中国陆地生
态系统土壤碳贮量分别为 82.65 Gt，为全球土壤碳
贮量的 4%。王绍强等（1999，2000）、金峰（2001）、
Ni（2001）、Wu（2003）、解宪丽（2004）、于东升

（2005）等采用第一次、第二次中国土壤普查资料
及经验模型等方法，研究中国陆地 1 m 土层土壤有
机碳储量，估算结果在 50~180 Gt 之间。Yu 等（2007）
根据调查的不同土壤类型的 SOC 均值对中国 SOC

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 SOC 储量也在 50~180 Gt

之间。由表 1 可知，方精云（1996）与潘根兴（1999）
的研究结果差异 大，前者是以同类型土壤碳密度
的面积加权平均值作为各类型土壤有机碳密度，然
后利用土壤类型图统计出的各类型土壤面积来估
算土壤有机碳储量是 185.6 Gt，后者是先计算出各
土种剖面的土壤有机碳密度，再利用各土种的面积
统计资料来估算土壤有机碳储量是 50.0 Gt，二者相
差 3~4 倍。 

 
图 1  全球 1 m 厚度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的部分主要研究结果 

Fig.1  Main results on global soil organic carbon storage of 1 m depth  

 

表 1  中国 1 m 厚度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的主要研究结果 

Table 1  Main results on soil organic carbon storage of 1 m depth in China               

中国土壤有机碳储量/Gt 数据来源 研究方法 文献来源 

185.6 一次土壤普查 土壤类型法 方精云等（1996） 

100.2 一次土壤普查 土壤类型法 王绍强和周成虎（1999） 

50.4 《中国土种志》 土种剖面法 潘根兴（1999） 

92.4 二次土壤普查 土壤类型法 王绍强等（2000） 

81.7 二次土壤普查 土壤类型法 金峰等（2000） 

119.8 1∶400 万土壤植被图 BIMEO3 模型 Ni（2001） 

70.3 二次土壤普查 GIS 估算法 Wu 等（2003） 

82.7 0.5°经纬网格分辨率 CEVSA 模型 李克让等（2003） 

84.4 二次土壤普查 GIS 估算法 解宪丽等（2004） 

89.1 二次土壤普查 GIS 估算法 于东升等（2005） 

1 Gt=101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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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局域尺度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特征，对准
确估算大尺度土壤碳库储量和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孙文义等，2011）。由于土壤碳库空间分布不均，
区域土壤有机碳储量实测及代表性数据贫乏，使得
区域尺度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同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扰动对土壤有机碳影响很
大，如 Bockheim（1999，2003）先后 2 次对面积为
64 km2 的阿拉斯加北极圈冻土有机碳储量进行估
算，前期研究发现土壤平均有机碳含量是 50 000 

g·m-2，后期研究表明土壤容重和土壤有机碳密度均
随着分解速率的加快而增加。 

针对具体的生态系统，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土壤
有机碳储量估算方面的工作。Post（1982）和
Houghton（1995）分别对不同生态系统的土壤有机
碳储量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图 2）。两者研究的差
异较大，但是在不同生态类型之间差异较为一致。
Yang 分析比较了近 20 年来在中国草地生态系统开
展的不同研究，指出不同研究得到的结果差异较
大，草地土壤有机碳密度的变动在 8.5~15.1 kg·m-2

（以 C 计）之间（Yang 等，2010），中国草地生态
系统的碳库约为 29.1 Pg C，其中 96.6%的碳储存于
土壤有机质中。分析发现中国草地生物量和土壤有
机碳库在过去 20 年里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认为中
国草地生态系统处于中性碳汇状态（Fang 等，
2010）。周玉荣（2000）对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
土壤碳库的估算结果是 21.02 Gt。黄耀等（2006）
根据近 20 年中国耕作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变化，得
出中国耕作土壤的平均碳汇为 15~20 Tg·a-1。Pan

（2003）研究得出 90 年代中国水稻土的碳汇为 12 

Tg·a-1。因此整体而言，国内外研究状况表明，不

同尺度以及不同生态系统土壤有机碳评估结果差
异很大。 

Fang 等（2011）认为探究生态系统碳库，需
要结合生态系统过程模型和大尺度生产力及碳库
变化模式的分析，解析生态系统碳循环应对短期环
境波动和长期气候变化的响应；并且通过长期定点
观测和实验，明确生态系统生产力和土壤有机碳分
解的关键机制；特别是检测土壤碳库变化的新技术
手段的应用，以及由定点研究到区域调查的尺度转
换、数据融合和不确定分析。 

2  产生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 
分析认为，导致土壤有机碳评估结果差异较大

原因，来自估算方法的选用、背景资料选择以及采
样过程的控制。而估算方法和背景资料的确定是评
估结果出现偏差的内在原因。采样过程所考虑的人
类干扰以及气候变化等环境要素为外在因素(图 3)。
Campbell 等（2008）认为估计土壤有机碳存在很大
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调查方法以及环境因子的影响。 

就外因而言，土壤有机碳储量大小主要受自然
环境因素、人类活动以及气候变化三者的综合制
约，三者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首先地面植
被、矿物组成、风化层厚度、水分、通气和温度状
况，土壤的化学性质及其土壤微生物分解的能力，
即土壤本身状况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大小

（Swift，2001；张国盛等，2005）。另外，气候变化
也影响着生态系统碳循环，包括植物光合、呼吸以
及土壤有机碳的降解。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有机
碳的影响更为剧烈，直接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的分布
方式和结构，进而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储量和排
放通量（Gao 等，2013）。但是，研究者们更多的是

 
A 代表土壤有机碳储量，B 代表生态系统面积 

图 2  不同生态系统土壤有机碳储量研究结果比较 

Fig.2  Two results on soil organic carbon storage of different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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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一因素着手来研究土壤有机碳储量，而忽略了
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从而造成对土壤有机碳储量估
算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即内因，是由于研究者
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数据源、技术水平、研究参
数及分类标准等，使得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结果差
异较大，从而增大了土壤有机碳估算的不确定性

（图 3）。 

2.1  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主要有地形、气候、土壤性质等。

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是造成土壤有机碳储量差异
的重要因素（苏永中等，2002），如青藏高原高寒
草原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
且降水对高寒草原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的贡献大
于气温（王建林等，2009），而锡林郭勒地区的草
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的土壤有机碳储量随
特定的气候条件依次逐渐减少（王艳芬等，1988）。
更多的研究认为土壤有机碳储量受综合环境因子
影响，如 Yang 等（2008）研究西藏草地土壤有机
碳分布，发现土壤湿度、温度以及土壤质地均对土
壤有机碳影响较大，而 Sun 等（2013）利用调查数
据分析青藏高寒草原地上部生物量的主要控制因
子为表层有机碳密度、年均降雨以及土壤湿度等。
利用 NDVI 遥感影像分析青藏高原的植被指数的主
要控制因子是年均降雨和生长季降雨（Sun 等，
2013）。这也间接地证明土壤有机碳受环境因子的
影响很大，因为植物是土壤碳的主要来源。其他影
响因子包括管理方式、利用年限等（Schulp 等，
2008）。而海拔高度也是影响土壤有机碳分布的一
个主要因素，研究祁连山北坡垂直带山地草原、森

林及高山灌丛的土壤有机碳分布特征，发现土壤有
机碳含量随海拔升高而升高（胡启武等，2006）。
也有研究认为发现了相似的结果，如阿拉善左旗境
内主要草地类型的土壤有机碳含量随海拔的变化

（傅华等，2004）。其他环境因子如风力搬运导致风
蚀，风蚀使土壤有机碳流失，从而影响源区及汇区
的碳平衡（胡云锋等，2004）。而坡度及坡向可影
响蒸发散及水分入渗，从而影响植被生长和凋落物
归 还 及 分 解 ， 引 起 土 壤 有 机 碳 明 显 的 分 异

（Jenkinson 等，1991）。可见环境影响土壤有机碳储
量具有多样性和综合性的特点。此外，生物因素作
为重要因子，伴随自然环境因素，进而影响土壤有
机碳储量。不同的地理位置、海拔高度、气候等，
造成植被类型上的差异，导致进入土壤的植物残体
种类和数量不同，使得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土壤微生物对土壤有机碳的分解作用
受土壤酸碱性、温度及水分等影响，而温度和水分
是影响微生物活性 重要的因素，适宜的温度和水
分可加速微生物对植物体的分解，从而影响土壤有
机碳储量。有研究者通过统计发现不同纬度地区的
枯枝落叶量从低纬度向高纬度递减，即植物残体进
入土壤的量随纬度升高而降低（Willian 等，1974）。
通过定位试验研究，发现微生物量 C 与速效养分均
显著相关，由此说明，微生物可转化和固定腐殖质
中的有效成分（孙建等，2009）。酸性较强的土壤
可抑制微生物对有机碳的分解，从而对有机碳起到
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土壤 C/N 的高低也对土壤
微生物活性有一定促进或限制作用，即增加土壤氮
素可促进微生物活性，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分解速率

 
图 3  土壤有机碳估算的不确定性来源 

Fig.3  The sources of uncertain of soil organic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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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利平等，1997）。 

2.1.1  人类活动 

人类与自然是一个耦合的系统，这一系统随着
空间、时间以及组织单元变化而变化（刘纪远等，
2004）。陆地碳循环过程就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
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过程。陆地生态系统碳
贮量及其变化被认为在全球碳循环和大气二氧化
碳浓度变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李克让等，
2003）。而人类活动对陆地生态系统碳蓄积量和通
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自然变化影响的速率和程度

（Liu 等，2004）。人类活动对土壤碳循环影响的本
质是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导致土壤碳循环的源汇
变化，土地利用主要包括放牧刈割、施肥、林火、
砍伐、撂荒、退牧还草、退耕还林以及城市建设等。
土地利用方式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更为剧烈，
直接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的分布方式和结构，进而影
响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储量和排放通量（Gao 等，
2013），因而土地覆盖、土地利用和管理也是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模型，模拟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首先
考虑的要素（Dieye 等，2011）。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转变
对于全球碳循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周广胜等

（周广胜等，2002）总结国内外有关森林砍伐以及
森林、草地转变成农田对于碳循环的影响，认为生
态系统类型（即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可能引起全
球碳“未知汇”现象的重要原因，强调未来陆地生态
系统碳循环研究，应充分重视陆地生态系统类型转
变对于全球碳循环的影响研究，包括研究陆地生态
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自然与退化生态系统)以及利
用方式的改变(森林转化为人工林或农田、草地转化
为农田、退耕还林还草等)所引起的碳库类型转换的
机理及其对全球变化响应。自然土壤转为农牧业用
地后，土壤有机碳储量迅速下降（Davidson 等，
1993）；草地开垦是影响草地土壤碳贮量 为剧烈
的人类活动，草地开垦为农田通常会导致土壤有机
碳大量释放（陈佐忠等，2000），而使其达到动态
平衡，则需要大约 20 年的时间（李凌浩等，1998）。
毁林或改变林地利用现状会造成 20%~50%以上的
有机碳损失（Eswaran 等，1993）；基于综合分析

（Meta-analysis）的土地利用变化导致土壤碳库变化
的研究表明，天然林转变为人工林和农田的土壤有
机碳分别降低 13%和 42%，而农田转变成人工林和
次生林的土壤有机碳分别增加了 18%和 53%（Guo

等，2002）。Wang 等（2011）综合分析 133 篇关于
中国草地土地利用对土壤碳储量影响的文章，结果
表明过牧，以及自由放牧草地转为农田用地会导致
每年平均约 2.3%~2.8%的土壤有机碳贮量的减少。

围栏以及农田转为撂荒地会提升碳贮存能力，0~30

和 0~40 cm 土壤碳增加速率分别为 128.0 和 130.4 

g·m−2·a−1（以 C 计）。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典型草
原围封和放牧对照的实测数据为基础，不同植物群
落类型的碳储量和固碳量，随着围封年限的增加，
土壤碳储量呈递减趋势，与放牧比较，则均有所增
加（王玮等，2012），有研究认为通过减少畜牧承
载量等方法恢复退化草地，可使我国草地土壤有机
碳库增加 4 561.62 Tg（郭然等，2008）。 

秸秆还田、浅耕和免耕的推广以及化肥的合理
施用等，可使中国耕作土壤有机碳储量增加，如通
过试验研究发现，秸秆还田可提高土壤有机碳含
量，且秸秆还田微生物量显著高于无秸秆对照（范
丙全等，2005）。免耕留茬覆盖耕作方式的长期实
施，可显著增加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孙建等，
2010）。对过去 20 年中国潮土区与黑土区土壤有机
质变化的研究，发现肥料的长期施用也有利于中国
耕作土壤的有机碳积累（徐艳等，2004）。 

城市化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尽管全球
城市面积仅占陆地面积的 2.4%（Potere 等，2007），
但是城市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且具有全球性（朱
超等，2012）。城市化对碳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其
一城市化程度的加强使得城市人口、建筑物和机动
车辆增加，会排放更多的碳；其二水泥森林的增多、
道路的硬化又促使城市生态系统储存更多的碳

（Kaye 等，2005）。 

综上所述，人类活动对碳循环以及源汇功能的
影响很大，合理地利用土地、改善土地覆被以及科
学管理土地，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以及碳源汇功
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1.2  气候变化 

由于全球变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大
气碳的潜在库的有机碳库，对其精确估算的需求逐
渐增加（Bell 等，2009）。同时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模型模拟植被和土壤碳时，气候变化也要作为主要
驱动因子被考虑（Dieye 等，2011），因为陆地生态
系统在自然状态下，气候条件是影响土壤碳储量平
衡的重要因素（郭广芬等，2006）。气候变化主要
通过改变温度、降水等气候因子，进而影响陆地生
态系统的碳循环。 

气候变暖对土壤碳库的影响主要包括 2 个循环
路径，第一个循环路径为，温度升高致使植物的生
长速率加快，进而提高了植被的净第一生产力，因
此植物可以向土壤输入更多的碳，从而有利于土壤
碳储量的增加；另一个对立的循环路径为，温度升
高后，土壤微生物群落及土壤各种酶活性受到影
响，进而调整土壤理化性质，提高着土壤碳矿化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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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导致土壤有机碳分解、凋落物分解和土壤呼吸
等活动加剧，这些变化一般都将降低土壤的碳储量

（卫云燕等，2009）。整体而言，温度升高会导致土
壤碳库降低，有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温度升高
0.5 ℃会使处于稳定状态的土壤碳储量降低约 6%

（Trumbore 等，1996），Bond-Lamberty 和 Thomson

（2010）研究全球尺度的土壤呼吸，发现长时间序
列上全球温度上升与土壤呼吸的增加趋势能够良
好的匹配，而土壤呼吸的增加，是土壤有机碳加速
分解而储量减少的结果。而温度升高使永久冻土和
苔原面积减少（Serreze 等，2000），冻融作用改变
了土壤理化性质，降低了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和土壤
容重，增加了营养元素释放．冻融作用对活性有机
碳影响较显著，可加剧可溶性有机碳的流失（王娇
月等，2011），且导致深埋地下的土壤大量释放，
将会使更多的土壤碳释放到大气中，使得冻原成为
巨大的碳源（Schuur 等，2009）。 

郭广芬等（2006）认为研究气候变化对土壤有
机碳的影响，CO2 浓度增加和温度升高的协同影响
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二氧化碳的增加导致气候变
暖，同时气候变暖促进了土壤碳排放，进而使气候
变暖的趋势更为强烈，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模式。
Carrillo 等（2011）在半干旱草原开展加热和 CO2

倍增实验，连续 2 年实验表明，土壤有机质对温度
上升和 CO2 浓度升高协同作用反映强烈，但是年际
之间的有所差异，第一年土壤碳增加与植物生物量
增加正相关，而次年土壤的碳增量与植物生物量无
关，但是温度上升和 CO2 浓度升高条件下的土壤湿
度和温度却促使土壤碳的分解。研究认为，温度上
升和 CO2 浓度升高协同作用对土壤碳库的影响机
理，目前研究结果还不完善，并不能给出精确的结
论。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和全球温度同时在不断的
上升，并深刻影响着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因此
土壤碳储量在此协同作用下的变化机理，仍需要今
后深入研究。 

降雨是调整陆地碳循环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Zhou 等，2009），降水格局的变化对土壤有机碳储
量的影响包含 3 个方面：其一降水的增加会影响植
物可利用水含量的提高和生长季长度的延长，降水
增加可以使植物的光合作用和植物生产力增加，导
致更多的植物凋落物输入到土壤中，提高了土壤有
机碳储量；其二降水量增加，土壤动物和土壤微生
物活动可能会加剧，进而促进土壤呼吸，导致森林
土壤有机碳库释放 CO2 的速度加快（周晓宇等，
2010）；其三降水量的增加，满足发生地表径流的
条件下，引起的土壤侵蚀会降低土壤有机碳储量。
降雨对碳循环的影响，更多的研究集中于土壤碳排

放，结果表明土壤呼吸对降雨的响应并不一致。如
在亚热带森林开展降雨增加对土壤呼吸的影响，结
果显示降水增倍对不同森林类型土壤呼吸的影响
差异很大，针叶林呼吸增加了 15.4%，而阔叶林和
针阔混交林土壤呼吸没有显著变化（Deng 等，
2012），Shi 等（2011）研究了黄土高原典型林区干
旱季降雨对土壤呼吸的影响，结果表明降雨促进了
土壤呼吸通量的增加。Inglima 等（2009）在地中海
生态系统的研究结果也是如此。但是有很多研究认
为降雨之后对土壤碳排放通量显著降低（Sotta 等，
2004）。针对降雨对土壤有机碳储量影响的研究相
对较少，Zachary 等（2010）研究寒冷荒漠区土壤
有机碳受降雨季节性变换的影响，结果发现土壤有
机碳储量减少，而可溶性有机碳以及轻组分碳含量
没有变化。而 Berthrong 等（2012）研究发现在干
旱人工林区降雨促进了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增加，而
在湿润区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认为树龄可能是影
响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子。因此，降雨
对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影响机理还不是很清楚，这将
成为今后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2.2  估算方法 
导致土壤有机碳估算出现较大偏差的另一个

重要方面就是估算方法的不同，土壤有机碳估算方
法主要分 2 类：一类是土壤剖面上的估算，土壤剖
面上的估算因其数据来源的数量性和精确性，可分
为分层中间点法、主因子法和有限数据推测法；另
一类是水平空间上的估算，分为土壤类型法、生命
地带和生态系统类型法、相关关系统计法、公式模
型法、GIS 估算等方法（张林，2007），各种方法的
原理、优缺点以及适用范围见表 2。 

2.2.1  土壤剖面估算法 

    土壤剖面有机碳储量的估算方法都是基于土
壤土层有机碳储量或密度的计算，所不同的是考虑
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分层中间点
计算法是先以土层中间点的土壤有机质、容重、土
层厚度对土层有机碳含量进行计算，再根据土壤剖
面的各个土层计算结果汇总得到总土壤有机碳储
量。此法虽然比较真实反映出土壤有机碳储量，但
是需要大量实测土壤数据作为支持，限制了在大范
围区域研究的应用。主因子计算法（Batjes 等，1996）
是先计算土壤土层的有机碳密度，然后再对各土层
求和，得到各单元内土壤有机碳密度。该法仅考虑
影响土壤有机碳的主要因素而舍去其他因素的干
扰，能简单方便的得到较为准确的数据，是目前采
用 多的方法。 

2.2.2  水平空间估算法 

在估算区域土壤有机碳库时，传统方法运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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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是土壤类型法、植被类型和生命地带法（Wang

等，2011）。这些方法均是先计算土壤剖面有机碳
密度，再加权平均得到土壤亚类、植被亚类、生态
类型亚类的有机碳密度，然后根据亚类的分布面
积，计算出亚类的土壤有机碳储量， 后累计得到
区域土壤有机碳储量（邵月红等，2006）。土壤类
型法是基于土壤剖面数据，以土壤类型作为分类单
元结合区域或国家尺度土壤图来估算土壤有机碳
储量，并且据土壤类型图还可以得到土壤碳密度的
空间分布格局和规律。由于同类土壤具有相似的影
响土壤碳蓄积的调控因素，因此该法容易识别土壤
有机碳的空间格局，减少估算的不确定性，是目前
进行土壤有机碳储量研究较为常用的方法（刘留辉
等，2007）。但土壤类型法是基于大量实测剖面数
据及土壤类型划分标准的，且仅考虑土壤类型的因
素。实测数据的缺乏和对植被、土地利用方式及人
类活动等影响因素的忽略，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估算结果的不确定性。生命地带和生态系统类型法
是以生命地带或生态系统类型作为分类单元来计
算土壤有机碳储量，适用于较小的地带区域及生态
系统研究。随研究区域范围的增大，生态类型与面
积难以精确统计，且与土壤类型的相互对应不足，
同时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不确定因素造成的误差
相对较大，限制了此法的应用。相关关系统计法是
根据土壤剖面有机碳蓄积数据与样点环境因子和
土壤属性间的相关关系，建立数学统计关系来计算
土壤有机碳蓄积量（王绍强等，2003）。但由于各
区域 C 的主控因子不同，导致相关性表现不同，所

确立的统计关系需得到验证后方可应用，所以影响
了该方法的推广。 

由于使用传统方法的估算值存在较大差异，寻
求新方法以降低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不确定性显
得尤为迫切。随着遥感(Remote Sensing)、地理信息
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和全球定位系
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模
型模拟成为估算土壤有机碳含量的主要手段。公式
模型法是目前研究土壤碳库及固碳潜力的一种重
要的途径，它是在掌握土壤碳循环过程与机理的基
础上，建立碳的表征、评估或预测模型，输入大量
实测数据，来估算区域有机碳储量，基于此还可据
碳的影响因素或管理措施的变化做情景分析，从而
评估和预测区域或国家尺度的土壤固碳潜力（常瑞
英等，2010）。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土壤碳循环模
型包括 CENTURY（Basso 等，2011）、TEM、CASA

（Yu 等，2009）、BIOME3（Ni 等，2011）、LINKAGES、
IMAGEZ，DNDC（Lu 等，2009）等，各种模型分
别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土壤碳循环过程及机制，已经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得到了较为成功的验证和应用
GIS 技术，通过其空间分析模块能快速出图使得土
壤有机碳的分布情况一目了然，是土壤有机碳储量
研究的有力工具（雷能忠等，2008）。在描述区域
化变异中，插值法是利用区域化变量对未采样点取
值进行 优估计的一种常用方法。常用的插值方法
为克立格法（泛克里格法、对数克里格法、简单克
里格法等），根据样本分布特征采用不同克里格法。
空间插值分析模块快速、准确的特点能更便捷的分

表 2  不同土壤有机碳储量研究方法对比 

Table 2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on soil organic carbon storage 

类型 研究方法 估算原理 优点或适用范围 不足 

土壤剖面

估算法 

分层中间点计算法 以土层中间点土壤剖面数据进行

计算，再汇总各土层计算结果，

得到总土壤有机碳贮量。 

比较真实反映出土壤有机碳贮量 需要大量实测土壤数据作为支持，限制

了在大范围区域研究的应用。 

主因子计算法 通过计算土壤土层的有机碳密

度，然后再对各土层求和，得到

各单个单元内土壤有机碳密度 

仅考虑影响土壤有机碳的主要因素

(土壤有机碳含量、石砾含量和容

重)，是目前采用 多的方法。把整

个面积单元作为计算的对象。 

没有直接考虑土壤单个剖面的有机碳

贮量 

有限数据推测法 通通通壤有机碳含量与其他因素

之间关系，用统计的方法来计算

数据极少的区域 需要大量时间完成估算，所以降低了统

计所造成的估算误差，目前运用较少 

水平空间

估算法 

土壤类型法 通过土壤剖面数据，再根据分类

层次聚合 

适用于区域、国家或更大尺度面积

上的土壤有机碳储量的估算 

需要准确的土壤分类数据以及土壤容

重等数据，获得较难 

生命地带及生态系

统类型法 

按照生命地带及生态系统类型土

壤有机碳密度与分布面积计算 

较小的地带区域和生态系统内，具

有较大应用价值 

生态类型与面积则难以精确统计，与土

壤类型之间也相互对应不足 

相关关系法 利用环境、气候和土壤属性的相

关关系，建立数学统计关系 

可以分析土壤有机质与形成影响因

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不能解释有机碳储量积累或释放机理、

形成与影响因素，应用范围小 

新估算方

法 

公式模型法 通过各种土壤碳循环模型估算 具有较好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计算

快速方便 

所需数据必须来自实测值，很难将所有

因子包括在内，存在较大误差 

GIS 估算法 使用 GIS 软件将土壤图数字化，

建立属性数据库来实现 

模拟大尺度上的土壤碳储量 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土层厚度和容重

等数据获得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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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区域化变量。在计算土壤有机碳储量时，插值法
的优点在于 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取样所提供的
各种信息。 

3  存在问题 
1）目前对大尺度土壤有机碳储量研究较多且

不用研究差异较大，同时土壤调查数据积累的连续
性和完整性较差。而中小尺度土壤有机碳储量及分
布的研究较少，研究区域不够细化，如高寒地区作
业环境恶劣，土壤有机碳储量数据的获取成本较
高，使区域土壤有机碳储量研究不确定性较大。此
外，草地生态系统的土壤碳储量研究主要以集中在
0~20 cm 的表层土壤中，而对草地生态系统更深部
分的有机碳储量的研究缺乏。同时，研究报道多为
植物的生长季而缺乏长期定位连续观测，增加了生
态系统尺度上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的不确定性。 

2）另一个存在问题是估算土壤有机碳储量时，
研究者们只着眼于单一影响因素而忽略了综合环
境因素的作用，事实上各影响因素间相互作用复
杂，土壤碳氮含量、质地、容重、根量等理化性质
及气候存在很大的空间差异，它们对土壤有机碳储
量的综合影响很难确定，是估算不确定性的重要原
因之一，由此降低了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精度。另
外，人类干扰活动，特别是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碳
库的影响和作用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且近年来气
候波动较大，在不同程度的增加了土壤有机碳储量
估算的不确定性。凋落物碳库是植物碳库和土壤碳
库之间交换的纽带，但是对其研究资料相对贫乏。 

3）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存在的 重要的问题
是分类标准不同（如土壤和植被分类方法）、观测
资料缺乏一致性和完整性、模型模拟过程选择的参
数又不尽相同，且模拟结果因试验数据的缺乏又难
以得到验证，均导致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结果的不
确定性。此外，改善适合不同区域的统一模型、综
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提高模型预测的准确性和可
行性，是目前建模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4  研究展望 
鉴于土壤有机碳储量全球变化研究中的重要

意义，以及当前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研究中存在的
不确定性，建议未来加强以下研究工作的开展。 

1）研究区域的细化以及高寒地区研究条件的
改善，可大大提高我国乃至全球尺度土壤有机碳储
量估算精度。生态系统尺度上应制定统一的野外监
测方法和试验技术，尤其是草地生态系统地下部分
研究手段的统一，以利于研究数据结果的比较和整
合，同时，加强开展长期定位连续观测，以扩充碳
循环研究的基础数据，从而减少估算的不确定性。 

2）土壤碳循环过程难以观测，土壤呼吸及有

机质转化过程不能确定，导致土壤碳累积过程和机
理研究困难。加强同位素示踪技术的应用，以更准
确的揭示土壤碳循环过程及其机理，降低土壤有机
碳储量估算的不确定性。土壤有机碳的固定与分解
都离不开微生物的参与，土壤微生物对土壤有机碳
影响的方向主要取决于微生物的种类组成与数量
关系，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提高估算精度。 

3）研究方法的改进：（1）模型的改进是未来
建模研究的重点。目前胜任所有时空尺度上碳储量
估算的模型并不存在，每个模型的估算及预测能力
都存在不同方面的缺陷，因而在特定地区需完善现
有的各类模型，提高参数的易获取性和有效性，减
少模拟结果的不确定性，增加模型间的可比性。同
时，研究一款类似于分段函数的模型，通过变换某
一个或某几个系数，对应调整不同尺度、不同影响
因素以适合普遍使用的碳储量模型。此外，建议加
强反演模型的开发，即开展多尺度的调查研究，将
小尺度研究推演到较大空间领域，以增加其适用性
和准确性。（2）加强遥感技术在土壤有机碳储量估
算中的研究。利用更全面的卫星图像信息，针对不
同研究目的，选择对应的遥感产品类型来估算 SOC

储量，为全球变化导致的土壤有机碳流失等问题的
研究，提供准确的监测数据，以减少研究中存在的
不确定性。（3）加强综合手段的应用。在陆地生态
系统碳储存过程研究中，建议综合应用基础数据调
查、3S 技术、机理分析与模型模拟的研究方法，进
一步降低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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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is regarded as the largest carbon pools and the key linkag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arbon cycle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 

The global carbon balance is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change of source or sink of soil carbon. Hence the estimation on soil organic 

carbon storage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ecological field. We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 was existed among the 

reported results of the soil organic carbon storage from the different researchers or research scales. This difference was mainly 

resulted from human disturbance and the fluctuation of environmental elements (e.g. climate change) in the sampling process, in 

particular, the various estimating methods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dopted by researcher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n the 

soil organic carbon storage was raised firstly. Then the research advances and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present about 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estimation on soil organic carbon storage were reviewed from the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external reason) and 

estimating methods (internal reason).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our thorough review, the priority areas in the future about the 

uncertainties on the estimation of soil organic carbon storage were suggest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soil organic carbon storage; uncertainties; human disturbance; climate change; estimating metho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