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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对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具有重大贡献，是经济安全有效的固碳增汇手

段。文章阐述了植被、土壤、其他环境条件及土地利用变化等对陆地生态系统固碳的影响，以及陆地生态系
统的增汇原理；分析了现有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保护措施及其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等生态系统固碳增汇
的影响；并从规划引领、工程实施、政策制度支撑体系三个维度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促进陆地生态系统增
汇的主要技术路径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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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Sink Enhancement Based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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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consolidating and enhancing the
carbon sink capacity of ecosystems, and is an economy, safe and effective means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sink enhancement.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effects of vegetation, soil, othe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land-use changes on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land
ecosystems,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of sink enhancement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It analyzes the exist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in territorial space and their effects on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sink enhancement in the forest, grassland,
farmland, wetland, and other ecosystems. And the main technical path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pace to promote the sink enhancement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are propos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planning leading,
engineering implementation, and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system.
Key words: carbon sink; terrestrial ecosystem;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ath of sink enhancement

0 引言

会上作出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

随着气候变化对自然-社会系统稳定性的威胁

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

日益严峻，世界各国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合作方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九次会议上

面达成了必须以实际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普遍

进一步提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

共识。2020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

设总体布局。陆地生态系统碳库作为地球系统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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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约为大气碳库的三倍 [1]。陆地生

针叶林>农田>灌丛>阔叶林>草原>荒漠草原 [7]。对

态系统利用方式和生产活动不当，是导致大气二氧

于森林生态系统，起源、林龄、树种是影响其固碳

化碳浓度急剧升高的重要因素，而通过改善或恢复

能力的重要因素。与天然更新、人工造林相比，人

原有陆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优化区域陆地生

工天然混交林更新有利于植被碳汇和土壤碳汇能力

态系统的空间布局，有效发挥森林、草原、湿地、

的提高 [8]。一般认为，固碳速度在中龄林生态系统

土壤、冻土的固碳作用，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中最大，幼龄林和过熟林年增长量低，成熟林和过

标的重要路径，也是目前最为经济、安全、有效的

熟林碳的吸收与释放基本平衡 [9]。相较于单纯的农

固碳增汇手段，对人类与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要小

业或林地系统，农林复合生态系统通过科学配置物

[2]

种组合和林木密度，可提高固碳潜力[10]。在草地生

于地质与海洋固碳 。
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对巩固提升陆地生态系统

态系统中，物种数、群落盖度、物种丰富度指数及

碳汇能力具有重大贡献，相关研究表明，生态修

多样性指数等均为固碳功能的影响因素，且与草地

[3]

复区域的碳汇有56%是由生态修复工程带来的 。
以往的生态建设工程中存在不同部门各自为战的
[4]

现象 ，这种单一要素治理方式忽视了生态系统的
[5]

生态系统碳储量呈显著正相关[11]。
土壤类型、理化性质和微生物状况都能在一定
程度上对生态系统的固碳速率产生影响。不同土壤

完整性 ，对区域范围由多种类型构成的复杂生态

类型有机碳密度差异较大，土壤类型法也是估算土

系统保护修复略显不足，在项目实施及管理过程中

壤碳储量的主要方法之一。一般认为，土壤有机碳

对生态系统碳汇状况的动态监测和系统评估也不够

含量与土壤粉粒、黏粒的含量成正比[12]，黏粒及土

完善。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国土空

壤团聚体的物理保护作用可以稳定土壤有机碳[13]。

间生态修复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微生物对土壤有机碳的影响主要通过真菌和细菌，

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的目标与生态系统碳增汇需求

其中真菌主导的微生物群落对土壤有机碳稳定的贡

高度一致，探讨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巩固提升陆地

献值更高[14]。土壤pH值会影响微生物活性、土壤酶

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的路径，对我国及全球碳增汇具

活动，从而影响有机碳的分解，土壤pH值过高或过

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通过综述

低都会抑制一般的微生物活动，从而使有机碳分解

陆地生态系统固碳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增汇原理，以

的速率下降[15]。

现有的生态保护修复措施为基础，阐释相关措施对

在水热因子组合有利于植物生长的地区，植物

森林、草原、农田、湿地等生态系统固碳增汇的影

生物量大，植被碳密度也较高，如森林生态系统的

响，进而提出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促进陆地生态系

固碳能力表现为：热带＞温带＞寒带[16]。适宜的温

统增汇的主要技术路径和政策建议，以期为相关工

度有利于土壤有机碳的积累，否则对有机碳积累具

作开展提供参考。

有负效应[17]。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在短期内可提高光

1 陆地生态系统固碳的影响因素和增汇原理
1.1 陆地生态系统固碳的影响因素

合作用效率、促进根系生长[18]，但也有观点认为，
在长期作用下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会减少森林土壤有
机碳积累。大多数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平衡受到氮、

植被和土壤特征、气温、降水、二氧化碳、氮

磷的强烈调节，氮沉降可刺激光合作用和生长，当

沉降是影响生态系统演替过程和碳汇能力的重要自

氮限制生产力时，氮沉降可诱导生物量和土壤中的

然因素，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类型的结构调整是对

净碳固存[19]。

陆地生态系统碳汇最具影响的人为因素。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碳循环机制存在较大差

不同植被类型的碳汇能力强弱差异较大，一般

异，影响着陆地生态系统碳源、碳汇的动态变化。

木本植物的固碳能力大于草本植物的固碳能力 [6]，

毁林、开垦、过度放牧、建设用地增加等人类活动

如干旱地区碳汇能力由大到小的植被类型依次为：

导致植被碳库减少，土壤有机碳大量释放，相关研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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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1990—2010年，总体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
15 [20]

地等过程干扰及枯落物来源不足，土壤有机碳含量

管理使我国碳释放总量达1.45×10 g 。而造林、

出现下降趋势，而随着退耕时间的延长，植物种群

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湿还湖等措施，调整

结构和土壤微生物组成也逐渐丰富，土壤有机碳含

了土地利用方式，改变了区域生态系统的群落类型

量明显增加。需要的注意是，造林及配套森林基础

和物种组成，促进自然植被恢复再生，增加了生态

设施建设、新造林与森林管护等措施，以及建材、

系统净初级生产，减少对土壤的干扰，有效降低土

燃油等物资使用会形成碳排放。研究表明，天然林

壤有机质的分解和流失，增强了生态系统固碳速

保护工程一期在工程边界内外引起的额外温室气体

率，增加了固碳效应的持续时间。

排放量抵消了工程固碳效益的9.82% [26]。固碳的有

1.2 陆地生态系统碳汇人为干预原理

效性要求将隐藏的碳排放和碳泄漏剔除[27]，因此有

生态系统碳收支是指某区域在一定时间内植被
与大气碳交换的净通量，表达的是碳固定输入与碳
排放输出的平衡关系，当碳固定量大于碳排放量时

必要对生态工程项目实施中的碳排放和碳泄漏加以
控制，以提升净固碳量。

2.2 草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措施

为碳汇，反之则成为大气的碳源[21]。从生态系统过

草地生态系统碳汇功能的维持和提升有赖于

程出发，植物光合作用与生产力形成、植物自养呼

合理有效的管护。退耕还草、围栏封育、补播和人

吸与动物微生物异养呼吸的二氧化碳释放，植物凋

工草地建植是提高草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实现草地

落物分解与有机质腐殖质化，以及生态系统有机质

生态系统增汇经济可行的途径[28-29]。围封禁牧通过

输入与输出过程，决定了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状况

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和牲畜对土壤的践踏，有效地

[22]

及源汇动态 。因此，对陆地生态系统进行人为增

改善了退化草地的地上植被群落结构，提高植被生

汇，可以从提升植被固碳能力、促进非稳定性碳向

物量、立枯物及凋落物量。适当补播可以通过增加

土壤稳定性碳库转移、提高土壤碳储存能力、降低

草群中优良牧草种类成分，增强草地生产力、改善

[23]

[21]

生态系统碳排放的角度入手 。于贵瑞 等将区域

土壤质量，利于草地恢复和固碳能力的提升[30]。对

陆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技术途径归纳为“截碳开源

于极度退化草地而言，人工草地建植可以控制超载

与减排节流相结合、增强生态系统碳汇强度，调整

过牧、鼠害成灾等问题[31]，建植豆科植物可以有效

结构、优化格局、增强区域碳汇综合强度，生态保

地促进土壤碳库的积累[32]。此外，开垦、放牧、刈

护、减少碳泄漏损失”。

割、施肥等人为管理措施对草原碳汇的影响较大。

2 生态系统固碳增汇经验与做法
2.1 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措施

2.3 农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措施
农田土壤固碳措施主要包括保护性耕作、合理
施肥、合理灌溉、轮作等[33]。保护性耕作如秸秆还

森林碳汇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温室气体

田、免耕等可以避免对土壤的物理干扰，减少土壤

减排途径之一[24]。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陆续

有机碳的矿化，提高土壤耕层有机碳含量。也有部

实施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三

分研究表明，保护性耕作措施对表层土壤具有固碳

北”防护林工程、京津风沙源工程等重大生态工

效应，但对深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影响较小[34]。施用

程。LUFEI等采用2000—2010年数据研究了六大生

氮、磷、钾化学肥可以增加作物产量，并通过增加

态工程实施对碳循环的影响 [3]，结果显示：退耕还

土壤碳输入达到固碳的效果，化肥与有机肥配施可

林对碳汇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在

以显著提高土壤有机碳含量[35]。灌溉可以提高干旱

工程建设中，由于森林面积增加和林木自身生长的

半干旱区土壤有机碳含量，而对湿润区基本无影响

双重作用导致碳密度增加，植被碳储量随退耕时间

或影响不大。与林业工程类似，农田土壤固碳措施

的延长呈现增长趋势[25]。在退耕初期，由于平整土

中的农业机械使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等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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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农田土壤固碳措施的温室气体泄漏[36]，应对此

动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方式转型，构建绿色低碳的资

类问题给予关注，并根据净碳汇的成效评估进行措

源利用方式；要坚持因地制宜，从生态系统演替规

施调控。

律和内在机理出发，基于自然地理格局，关注陆地

2.4 湿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措施

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固碳速率及潜力，综合考虑

湿地生态系统中植被二氧化碳净同化与生态系
统二氧化碳、甲烷净释放间的平衡决定了湿地生态
系统是大气的碳源或碳汇[37]。湿地生态系统固碳可
分为非操纵性措施和操纵性措施[38]。其中，非操纵
性措施主要是指增加湿地的空间范围，如我国通过
湿地保育、退田还湖、退耕还湿等措施恢复水文机
制，改善湿地水体对碳元素的吸收与转化，以实现
湿地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的正向发展。操纵性措施
主要是指改变影响湿地固碳的组成成分，如管理湿
地水位，通过人工干预达到最佳水位，促进植物光
合固碳、降低土壤呼吸及湿地厌氧带甲烷排放，进
而达到固碳增汇[39]。选用具有高固碳能力的湿地植
被是提升湿地碳汇能力的主要措施，氮储量会对湿
地植被碳储量以及固碳能力带来影响，调控外源营
养输入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固碳能力[40]。

3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增汇路径的探讨

植被、土壤、环境条件和土地利用变化等影响因素
及因素间的关联，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保
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在目标指标上，通过生
态退耕面积等指标实现区域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空
间布局的调整优化，在考虑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
植被盖度、营造和修复红树林面积等数量目标的同
时，重视相应生态系统碳储量及其增量等质量目标
的设置，实现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提升。在重点
任务部署上，在考虑到生态系统固碳释氧与水源涵
养、水土保持等其他生态系统功能，以及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协同关系，要坚持多要素关联、
多过程耦合、多空间协同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在时
序上，根据轻重缓急统筹安排生态修复任务，综合
衡量实施路径和投资需求，力争修复后的整体效益
最大化。在空间上，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从“自
然-社会”二元碳循环特征角度出发，对一般生态
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生态修复均做出部署，

综合分析当前采用的增汇措施，多以单个生态

将提升农业和城市的生态碳汇纳入统一安排。在重

系统为对象，缺乏系统和整体性，修复后的生态系

点区域布局上，严格规范生态、农业、城镇三类空

统稳定性存在风险[41]，增汇可持续性有待提升。国

间用途转用，将生态保护红线、整合优化后的自然

土空间生态修复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

保护地及识别的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域作为自然恢复

念，从根本上解决了生态修复缺乏系统性的问题，

优先区，通过保护碳汇型途径夯实陆地生态系统碳

在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同时实现固碳增

汇的基础。基于不同情景下生态系统碳汇空间格局

汇。

的预测，因地制宜设计固碳增汇的修复措施，加强

3.1 合理规划优化生态系统的空间布局
根据《关于开展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
制工作的通知》及《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
制规程（试行）》，各地正在积极推进省级生态修
复规划编制工作，部分地区已开展市县级规划的探
索。科学编制与实施规划可综合采用结构调整型和
增强碳汇强度型路径，实现陆地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提升。
在规划理念上，要以提升碳汇能力为导向，
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调控，依托新时代生态修复推

对碳汇潜力较高的区域空间的保护修复及碳收支监
测。衔接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
体布局，摒弃以往局地修复的方式，转向“点-线面-网”结合的系统性修复，助力碳汇能力稳中有
升。

3.2 科学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修复工程
随着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及山
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可显著增强
碳汇能力并加强碳汇保护，并通过有效抑制工程实施
过程的碳泄漏，实现陆地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提升。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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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规划和设计阶段，收集调查区域（流
域）陆地生态系统碳汇本底状况并分析变化趋势，

优化调控。

3.3 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碳汇支撑体系建设

在问题识别与诊断中要考虑人类干扰对自然系统的

在技术支撑方面，针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升

胁迫和碳汇影响，探索将固碳效益纳入工程保护修

固碳能力的观测网络及监测能力建设不足现状，围

复目标和标准体系。要充分认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各项工作，采用统一的技术标

案（Nature-based Solution, NbS）在生态系统碳汇、

准对生态系统碳库开展系统调查、动态监测，完善

固碳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潜力，针对不同退化类

数据和信息共享机制，为碳储量评估和增汇潜力分

型和不同退化程度的生态系统，合理选择保护保

析提供数据保障。为解决生态修复碳汇成效估算的

育、自然恢复、辅助再生或生态重建等修复模式，

不确定性等技术难题，加大科研投入力度，针对生

实现人类社会、经济与自然复合生态关系的可持续

态修复中固碳增汇的过程、机理、影响因素等开展

发展。对重度退化的生态系统，首先通过人工措施

研究，围绕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国土综

尽快重建原有先锋植物群落，再通过其他辅助途径

合整治等措施的增汇技术加强攻关与研发，综合衡

提高生产力；对中度和轻度退化的生态系统，要设

量整治修复措施的增汇潜力、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

法减少干扰、消除胁迫因子，采取合理措施促进生

行性，并对实践中成效显著的固碳增汇技术开展集

态系统恢复，逐步提升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

成、试验示范与应用推广。

在工程实施阶段，在植被重建或引入物种时，

在标准规范方面，梳理跟踪国际生态系统碳汇

充分考虑植被类型、森林起源、林龄、物种数、物

监测、计量、核算等相关标准，基于我国生态系统

种丰富度等因素对固碳能力的影响，选择适宜当地

碳汇标准现状，在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森林经营

的优势植物种类，优化乔、灌、草相结合的植物群

碳汇项目方法学、可持续草地管理温室气体减排计

落的物种组成或空间结构，充分利用生态位分化和

量与监测方法学基础上，完善生态保护修复碳汇项

生态补偿效应，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净初级生产

目的计量与认证，提出项目边界确定方法，以及基

力。适当改善制约工程区域生态系统碳汇的土壤条

线碳汇量、项目碳汇量、项目潜在泄漏量和项目减

件、水分、氮等营养限制因子，实现生态系统生产

排量计算方法，制定各项目的监测计划、监测程序

力提高与增汇。考虑到工程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和

等，规范各类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碳汇计量与监测等

项目边界外碳泄漏，应合理控制清理平整土地工程

工作，争取早日将中国典型的生态保护修复措施纳

量、辅助设施建设等，减少化石燃料消耗量、使用

入到I P C C碳汇认证体系，实现生态系统碳汇可测

清洁型燃料等措施，实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净碳

量、可报告、可核查。

汇效应。

在政策支撑方面，探索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在工程管理维护中，建立实施督促机制和监测

机制与路径，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碳汇交易。跟踪

评估体系，对工程区域各类型生态系统开展“空-

国内外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模式与案例，从

天-地”调查监测，除工程实施规模、投入资金、

碳交易视角加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碳汇潜力的核算

目标完成度外，监测内容应涵盖气象、水文、土

研究，评估其固碳减排效应的经济价值，健全碳汇生

壤、生物等要素，通过碳通量、温室气体、植被碳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政策制度体系。将生态修复碳

储量、土壤有机碳等指标掌握工程区碳收支情况。

汇项目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探索建立国土空

将碳汇量或碳固定指数纳入工程成效评估指标体

间生态修复碳汇减排交易平台，鼓励各类社会资本

系，以揭示修复工程前中后期固碳速率的时空变异

参与生态修复活动以提升生态系统碳汇，通过完善

特征。厘定气候变化、环境因素、生态保护修复工

激励性经济政策提高多元化主体参与生态修复的积

程三者对区域碳汇量变化的贡献，采用适应性管理

极性。探索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碳汇交易与生态补偿

措施并适时修正和改进，实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

机制的融合路径，开展生态补偿试点与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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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与传统能源、电力等规划的统筹协调。降低可再

用服务水平。关注电池全产业链、新兴数字技术等

生能源发电成本，探索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形

的减排潜力，充分利用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促进

[17]

成促进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新机制 。优化能

能源利用方式零碳化。

源系统调度运行，加强风光电能、水电、火电与大

3.5.4 系统支撑

电网的统筹协调，提升电力系统的调峰能力。制定

充分认识能源结构的优化和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保障清洁能源优先发电的规划制度，推进电力市场

并不是简单的能源类型替换，而是集资源、技术、

化改革和可再生能源电力现货交易，促进清洁能源

经济和产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实现双碳目标，要

消纳利用。

走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碳减排道路，统筹好“减”

3.5.3 政策支撑

与“吸”的关系。应在发展清洁能源技术的同时，

加强降低新能源成本的政策支撑，持续推动光

做好产业转型升级的配套政策支持；在推进节能减

伏、风能、水力、核能、零碳氢能、可持续生物能

排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碳汇的积极作用；在创新循

等清洁能源成本下降。降低新能源产业发展成本，

环经济模式的过程中，与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

提升智能电网、电动汽车、储能等零碳能源综合利

（CCUS）做好结合，推动碳汇碳循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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