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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

业区划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立刚、王全辉、陈阜、宋振伟、王迎春、张艳萍、张梦璇、刘平

奇、王卿梅、李虎、常乃杰、赵欣。 

 

 

 

 

 

 

 

 

 

 

 

 

 

 

 

 

 

 

 

 

 

 

 

 

 

 

 

  



NY/T XXXXX–XXXX 

2 

气候智慧型作物生产系统固碳减排计量与监测方法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小麦、玉米、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开展气候智慧型农业 5年及以上生产系

统固碳和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与监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气候智慧型小麦、玉米、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 5年及以上生产系统固

碳或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气候智慧型农业 climate smart agriculture 

能够持续性地提高小麦、玉米、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生产能力，抵御（适应）气候变化

的影响，减少/消除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农业。 

3.2  

基准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在没有实施气候智慧型作物生产系统固碳减排项目活动时，项目边界内实施的常规耕作

方式和传统管理措施的情况。 

3.3  

项目活动 project activity 

气候智慧型农业-粮食作物生产系统项目开始实施后，项目边界内实施的措施。项目边

界内实施的气候智慧型作物生产系统活动，执行期为5年及以上，具有相应的作物产量和农

艺管理措施记载。 

3.4  

固碳减排 

增加除大气之外的碳库储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本标准固碳主要包括农田土壤固碳

和生物固碳；温室气体减排主要包括农田作物生长、化肥生产和农机具使用、秸秆焚烧过程

排放等过程温室气体的减排。 

3.5  

项目边界 project boundary 

项目参与方实施气候智慧型农业-粮食作物生产系统活动的地理范围。一个项目活动可

在若干个不同的地块上进行，每个地块都应有特定的地理边界。 

3.6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自由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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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主要指能吸收地面反射的长波辐射，并重

新发射辐射的一些气体。 

3.7   

土壤有机碳 soil organic carbon 

存在土壤中，通过微生物作用所形成的腐殖质、动植物残体和微生物体，所包含的碳元

素含量。 

3.8  

造林碳库 afforestation carbon pool 

速生林建设在气候智慧型农业-粮食作物生产项目实施期内地上部分生物量和地下部生

物量所包括的碳元素。 

3.9  

反硝化-分解模型 denitrification-decomposition model 

简称DNDC模型。农业生态系统中碳氮生物地球化学模拟模型，通过计算反硝化和有机

质分解来模拟生态系统中碳氮循环过程，从而计算农业生态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3.10  

泄漏 

项目实施带来边界以外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或增加。 

4 核算原则与流程 

4.1 核算原则 

可核查性：通过采集证据、核对事实、量化评估等手段验证项目排放过程及减排结果。 

相关性：选择适应目标用户需求的固碳和温室气体源数据和方法。  

完整性：包括项目实施相关的固碳和温室气体排放。  

一致性：能够对有关固碳和温室气体信息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准确性：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 

4.2 核算流程 

核算流程如下： 

a) 确定核算项目和目的； 

b) 识别基准线； 

c) 确定项目边界； 

d) 核算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具体包括： 

1) 识别排放源； 

2) 选择核算方法； 

3) 选择与收集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 

4) 计算基准线排放量和项目排放量； 

5) 计算固碳和温室气体减排量。 

5 基准线情景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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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识别原则 

识别实施气候智慧型农业-粮食作物生产系统之前所采用的传统管理措施，作为项目基

准线，并识别碳源和温室气体源及温室气体种类。 

5.2 基线情景 

气候智慧型农业-粮食作物生产系统基准线情景为当地农民目前日常使用的管理方式，

并根据项目参与方须根据现有种植制度、农田水肥管理措施等对基准线情景进行分层。主要

考虑以下因素： 

土壤：类型，土壤质地、pH、有机质等。 

农户类型：规模化经营、散户等。 

管理措施：施肥、灌溉等。 

6 项目边界 

6.1 项目边界 

在地理标识上明确进行本项目活动的范围，在进行项目活动时可能会包含不同的区域范

围，在提交项目实施计划时，要定义如下内容： 

   （1）每一个独立的地区都有一个特定的地理标识； 

   （2）在项目的实施周期内，每块土地都将会按照项目的要求，实施气候智慧型农业

管理措施。 

6.2 温室气体核算边界 

本标准实际核算过程中根据具体实施确定核算边界，主要核算框架包括农田温室气体排

放(作物生长过程的碳、氮排放与固定)、生产过程（化肥生产和农机具使用）耗能排放、土

壤有机碳变化、农田造林碳、秸秆焚烧气体排放等过程（图1），每个过程都包括各自的固

碳和温室气体项目。 

 

图1 气候智慧型粮食作物生产项目固碳减排核算边界示意图 

6.3 识别排放源 

农田温室气体 

排放 

生产过程耗能 

排放 

CO2排放 N2O和 CH4排放 

气候智慧型作物生产系统固碳减排计量

与监测方法规程 

土壤有机碳 

变化 
农田造林碳 

秸秆焚烧气体 

排放 

土壤固碳 生物固碳 非 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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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线情景和项目活动下包括的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如表1和表2。气候智慧型农业-

粮食作物生产系统项目活动碳库主要包括农田造林的地上和地下部分生物量、土壤有机碳量。

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农田直接排放、农机具使用和秸秆焚烧等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 

表 1 项目边界内的碳库 

基线/项

目 
基线情景 项目活动 

碳库 
地上部分

生物量 

地下部分

生物量 
死木 枯枝落叶 

土壤有机

碳 

地上部分

生物量 

地下部分

生物量 
死木 枯枝落叶 

土壤有机

碳 

选择 排除 排除 排除 排除 计入 计入 计入 排除 排除 计入 

 

表 2 项目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源 

基线情景 项目活动 

排放源 气体 
计入/排

除 
排放源 气体 

计入/排

除 

农田直接

排放 

N2O 计入 
农田直接

排放 

N2O 计入 

CH4 计入 CH4 计入 

CO2 排除 CO2 排除 

农机具使

用 

N2O 排除 
农机具使

用 
N2O 排除 

CO2 计入 农机具使

用 

CO2 计入 

CH4 排除 CH4 排除 

秸秆燃烧 

N2O 计入 

秸秆燃烧 

N2O 计入 

CH4 计入 CH4 计入 

CO2 排除 CO2 排除 

 

7 核算方法 

7.1 减排量计算 

R BE PE LE                   ····················（1） 

式中： 

△R——项目实施后总体固碳和温室气体减排量(kg或 t CO2-e)； 

BE——基准线情景下碳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kg或 t CO2-e)； 

PE——项目实施后碳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kg或 t CO2-e)； 

LE——泄漏量=0； 

tEquipmentitburningypimSOC BEBEBEBCBE ,,,,,, 
 
····················（2） 

tiABPROJtEquipmentypimSOC CPEPEPCPE ,,,,,,, 
 ····················（3） 

BE——基准线情景下碳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kg或 t CO2-e)； 

BCSOC,m,i,p   ——第 m次监测 i碳层 p样地单位面积土壤有机碳储量(t C·hm
-2
)； 

BEy  ——基准线情景第 1、2、3、4……n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kg或 CO2-e)； 



NY/T XXXXX–XXXX 

6 

BEburning,t,i  ——第 t年第 i基准线碳层由于秸秆燃烧引起的碳排放(t CO2-e)； 

BEEquipment,t  ——基准线情景下农田每年因管理措施施用机械的碳排放量(t CO2-e/ hm
2
)； 

PE       ——项目实施后碳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kg或 t CO2-e)； 

PCSOC,m,i,p    ——第 m次监测 i碳层 p样地单位面积土壤有机碳储量(t C· hm
-2
)； 

PEy             ——项目实施后第 y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kg或 t CO2-e）； 

PEEquipment,t   ——项目实施后农田每年因管理措施施用机械的碳排放量((t CO2-e·hm
-2
)； 

CPROJ,AB,i,t     ——第 t年第 i碳层地上生物量碳库中的碳储量(t C· hm
-2
)； 

7.2 基准线排放计算 

7.2.1 基准线情景下土壤有机碳储量 

土壤有机碳储量可通过下式计算： 

 



L

l
llpimlpimlpimpimSOC DepthFBDSOCCBC

1
,,,,,,,,,,,, )1(    ··········（4） 

式中： 

BCSOC,m,i,p   ——第 m次监测 i碳层 p样地单位面积土壤有机碳储量(t C·hm
-2
)； 

SOCCm,i,p,l  ——第 m次监测 i碳层 p样地 l土层土壤有机碳含量(g C·(100 g 土壤)-1)； 

BDm,i,p,l     ——第 m次监测 i碳层 p样地 l土层土壤容重(g·cm
-3
)； 

Fm,i,p,l    ——第 m次监测 i碳层 p 样地 l土层直径大于 2mm石砾、根系和其它死残体的体

积百分比(%)； 

Depthl   ——各土层的厚度(cm)； 

m        ——监测时间(a)； 

i        ——项目碳层； 

l        ——土层。 

7.2.2 基准线情景下农田温室气体直接排放 

通过与地方统计部门合作，结合调查与采样数据分析，确定项目分区中种植制度、土壤

数据、常规施肥各年度的施肥量及相应的管理措施建立区域 GIS 数据库。本标准使用 IPCC

推荐的方法——模型方法（本标准推荐运用 DNDC 模型，DNDC 模型简介见附录 B），在核算

过程中根据项目区监测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运转 DNDC 模型即可得到区域农田 N2O 和 CH4的排放量。DNDC 一般以土壤的最大、最小

有机碳含量(SOC)运转两次，估算农田 N2O 和 CH4 的排放区间，以平均数作为作物项目农田

N2O的排放量（BE ly, ）。 

 



n

d
d

ly ONN
1

2
,

20
                 ····················（5） 

式中： 

N2O
y ,l   

——基准线情景第 y年农田 N2O排放量(t CO2-e)； 

(N2O)d  ——为基准线情景 d分区的农田 N2O排放量(t CO2-e)； 

y     ——常规措施第 1、2、3、4„„n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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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
d

ly
CHCH

1
4

,

4
                   ····················（6） 

式中： 

CH4
y,l   

——基准线情景第 y年农田 CH4排放量(t CO2-e)； 

(CH4)d ——基准线情景 d分区的农田 CH4排放量(t CO2-e)； 

y     ——常规措施第 1、2、3、4„„n年。 

  
,1 ,1

2 4
0 310 21y y

y
BE N CH   

              ····················（7） 

式中： 

BEy  ——基准线情景第 1、2、3、4……n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kg或 CO2-e)；      

298 ——IPCC(2013)规定的N2O全球增温潜势(kg或t CO2-e)； 

34 ——IPCC(2013)缺省的CH4全球增温潜势(kg或t CO2-e)。 

7.2.3 基准线情景下秸秆燃烧引起的 N2O 和 CH4 排放 

由于秸秆燃烧引起的碳排放已排除，这里只监测和计量燃烧引起的 N2O 和 CH4排放。首

先对过火秸秆的生物量进行抽样调查，以确定燃烧的生物量比例。然后采用下述公式计算

N2O和 CH4排放。 

   ····················（8） 

       ····················（9） 

      ····················（10） 

           ····················（11） 

式中： 

BEburning,t,i     ——第 t 年第 i基准线碳层由于秸秆燃烧引起的碳排放(t CO2-e)； 

BEburning,N2O,t,i  ——第 t年第 i基准线碳层由于秸秆燃烧引起的 N2O排放(t CO2-e)； 

BEburning,CH4 ,t,i  ——第 t年第 i基准线碳层由于秸秆燃烧引起的 CH4排放(t CO2-e)； 

BEburning         ——秸秆燃烧引起的总非 CO2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t CO2-e)； 

Bburn,t,I          ——第 t 年第 i基准线碳层秸秆燃烧的生物量(t)； 

EFN2O            ——N2O 排放因子(IPCC参考值=0.07，kg (t dry matter)
-1
)； 

EFCH4            
——CH4排放因子(IPCC参考值=2.7，kg (t dry matter)

-1
)； 

298        ——IPCC(2013)缺省的 N2O全球增温潜势(kg或 t CO2-e)； 

34         ——IPCC(2013)缺省的 CH4全球增温潜势(kg或 t CO2-e)； 

t          ——项目年(a)； 

i          ——项目碳层。 

7.2.4 基准线情景下机械燃油燃烧 CO2排放量 

根据当地农民常规措施的整地、灌溉、抽水等需要使用的机械设备或者电力情况，确定

各种活动使用的机械种类、耗油种类、单位耗油（电）量（如每小时或每 hm
2
耗油（电）量），

按不同机械和燃油种类计算耗油量，采用下述公式计算燃油机械燃烧化石燃料和消耗电力引

itCHburningitONburningitning BEBEBE ,,,,,,,,bur 42


3

,,,,, 10310
22

 ONitburnitONburning EFBBE

3

,,,, 1021
44

 CHitburnitCHburning EFBBE


i t

itburningburning BE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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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 CO2排放： 

  3

yelectricit,yelectricit,,, 10
i

tgasolinetgasolinedieseltdieseltEquipment EFCSPEFCSPEFCSPBE

·（12） 

式中： 

BEEquipment,t    ——基准线情景下农田每年因管理措施施用机械的碳排放量(t CO2-e/ hm
2
)； 

CSPdiesel,t     ——第 t 年柴油消耗量(L)； 

EFdiesel        ——柴油燃烧 CO2排放因子，IPCC参考值=2.64 kg CO2-e/L； 

CSPgasoline,t    ——第 t年汽油消耗量(L)； 

EFgasoline       ——汽油燃烧 CO2排放因子，IPCC参考值=2.26 kgCO2-e/L； 

CSPelectricity,t ——第 t 年电力消耗量(KWh)； 

EFelectricity    ——电力消耗的 CO2排放因子电的碳排放强度，[中国大部分地区用煤发电，煤

电的碳排放强度为 0.92kgCO2-e/ (KW·h) (BP China，2007)]； 

t         ——项目开始后的年数(a)； 

i         ——燃料类型，一般为柴油。 

7.3 项目排放计算 

7.3.1 项目实施后土壤有机碳储量 

项目实施 5年后，土壤有机碳储量可通过下式计算：

 
 




L

l
llpimlpimlpimpimSOC DepthFBDSOCCPC

1
,,,,,,,,,,,, )1( ············（13） 

式中： 

PCSOC,m,i,p  ——第 m次监测 i碳层 p 样地单位面积土壤有机碳储量(t C· hm
-2
)； 

SOCCm,i,p,l ——第 m次监测 i碳层 p 样地 l土层土壤有机碳含量(g C· (100 g 土壤)
-1
)； 

BDm,i,p,l     ——第 m次监测 i碳层 p样地 l土层土壤容重(g·cm
-3
)； 

Fm,i,p,l       ——第 m次监测 i 碳层 p样地 l土层直径大于 2 mm石砾、根系和其它死残体的体

积百分比(%)； 

Depthl    ——各土层的厚度(cm)； 

m        ——监测时间(a)； 

i        ——项目碳层； 

l        ——土层。 

7.3.2 项目实施后农田温室气体直接排放 

通过与地方统计部门合作，结合调查与采样数据分析，确定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同分区种

植制度、土壤数据、各年度的施肥量及相应的管理措施建立项目实施后区域 GIS 数据库。运

用 DNDC模型估算此情景下农田 N2O和 CH4的排放量。 

运转 DNDC 模型即可得到区域农田 N2O 和 CH4的排放量。DNDC 一般以土壤的最大、最小

有机碳含量(SOC)运转两次，估算农田 N2O 和 CH4 的排放区间，以简单平均数作物项目农田

N2O的排放量（PE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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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
dp ONON

1
22                     ····················（14） 

式中： 

N2Op     ——项目实施后第 P年农田 N2O排放量(t CO2-e)； 

(N2O)d ——项目实施后 d分区的农田 N2O排放量(t CO2-e)； 

 44
1

n

y d
d

CH CH


                  ····················（15） 

式中： 

(CH4)d  ——项目实施后 d分区的农田 CH4排放量(t CO2-e)； 

y     ——项目实施后第 y年； 

310 21
y 2 4

PE N O CH
p p

          ····················（16） 

式中： 

PEy  ——项目实施后第 y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kg或 t CO2-e）； 

N2Op ——项目实施后第 P年农田 N2O排放量(t CO2-e)； 

CH4p ——项目实施后第 P年农田 CH4排放量(t CO2-e)； 

298 ——IPCC(2013)规定的 N2O全球增温潜势(kg或 t CO2-e)； 

34  ——IPCC(2013)缺省的 CH4全球增温潜势(kg 或 t CO2-e)。 

7.3.3 项目实施后秸秆燃烧引起的 N2O 和 CH4排放 

由于气候智慧型农业注重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和秸秆还田，因此，不存在秸秆燃烧的

事件，也没有相应温室气体的排放。 

7.3.4 项目实施后机械燃油燃烧 CO2 排放量 

根据实施气候智慧型农业管理措施的整地、灌溉、抽水等需要使用的机械设备或者电力

情况，确定各种活动使用的机械种类、耗油种类、单位耗油（电）量，如每小时或每 hm
2

耗油（电）量，按不同机械和燃油种类计算耗油量，采用下述公式计算燃油机械燃烧化石燃

料和消耗电力引起的 CO2排放： 

  3

, , , electricity, electricity
10

Equipment t diesel t diesel gasoline t gasoline t
i

PE CSP EF CSP EF CSP EF        （17） 

式中： 

PEEquipment,t     ——项目实施后农田每年因管理措施施用机械的碳排放量((t CO2-e·hm
-2
)； 

CSPdiesel,t       ——第 t 年柴油消耗量(L)； 

EFdiesel           ——柴油燃烧 CO2排放因子，IPCC参考值=2.64 kg CO2-e/ L； 

CSPgasoline,t     ——第 t 年汽油消耗量(L)； 

EFgasoline        ——汽油燃烧 CO2排放因子，IPCC参考值=2.26 kg CO2-e/ L； 

CSPelectricity,t  ——第 t 年电力消耗量(KW·h)； 

EFelectricity    ——电力消耗的 CO2排放因子电的碳排放强度，[中国大部分地区用煤发电，煤

电的碳排放强度为 0.92kgCO2-e/(KW·h) (BP China，2007)]； 

t          ——项目开始后的年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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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燃料类型，一般为柴油。 

7.3.5 造林碳汇量 

  气候智慧型农业注重农农业和林业系统的结合，实施过程中利用人工造林增加了系统的碳

汇。由于当地常规措施中没有造林的事件，基线造林碳汇量为零。本研究采用生物量异速生

长方程法（附录 C）逐株计算样地内每株林木的生物量，累加计算项目实施后散生木的地上

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碳库中的碳储量，即： 

  jjTrABtiABPROJ CFHDBHfC ),(,_,,,       ····················（18） 

  jjTrBBtiBBPROJ CFHDBHfC ),(,_,,,
         ····················（19） 

jktiABPROJtiBBPROJ RCC  ,,,,,,             ····················（20） 

式中： 

CPROJ,AB,i,t                   ——第 t年第 i碳层地上生物量碳库中的碳储量(t C· hm
-2
)； 

CPROJ,BB,i,t                   ——第 t年第 i碳层地下生物量碳库中的碳储量(t C· hm
-2
)； 

),(,_ HDBHf jTrAB
 ——j树种地上生物量异速生长方程(t DM·株

-1
)； 

),(,_ HDBHf jTrBB
 ——j树种地下生物量异速生长方程(t DM·株

-1
）； 

DBH              ——j树种第 t 年第 i 碳层的平均胸径(cm)； 

H                ——j树种第 t 年第 i 碳层的平均树高(m)； 

CFj                           ——j树种平均含碳率； 

Rjk                            ——j树种 k年龄林分生物量根茎比； 

t                ——项目开始后的年数(a)； 

j                ——树种(j=1，2…J)。 

通过收获法建立单株生物量与胸径（DBH）（一元）或胸径和树高（H）（二元）的异速

生长方程，方程形式如： 

 DBHaaB lnln 21            ···················（21） 

  HaDBHaaB lnlnln 321          ····················（22）

式中： 

B   ——生物量(t DM·株
-1
) ； 

DBH ——胸径(cm）； 

H   ——树高(m）； 

a1~a3——参数。 

造林碳汇总量见以下公式： 

, ,i,t , , ,PROJ PROJ AB PROJ BB i t
C C C               ····················（22） 

式中： 

CPROJ,AB,i,t  ——第 t年第 i碳层地上生物量碳库中的碳储量(t C· hm
-2
)； 

CPROJ,BB,i,t  ——第 t年第 i碳层地下生物量碳库中的碳储量(t C· hm
-2
)。 

7.4 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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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项目区化肥量的减少不会引起其他地区化肥施用量的变化，因此，不存在负的泄

漏。在农户调研过程中，由于农民的习惯不能直接统计运输、储运和施用过程中的所消耗的

燃油量，低估了由于燃油、电力等消耗量，根据保守性原则，可不予估计。本项目的泄漏为

0，即 LEy=0。 

8 监测 

8.1 监测方法 

本规程涉及的所有监测数据须按相关规范进行监测和测定。监测过程中收集的所有数据

都须以电子版和纸质方式存档，直到项目计入期结束后至少两年。主要包括以下信息： 

a) 项目参与记录。项目参与方应记录每一个参与管理项目的农户信息，包括每户的

编号、户主姓名、农地的地理位置及参加协议的时间。 

b) 记录所有项目边界的地理位置。项目参与方应建立、记录并保存项目边界的地理

坐标，以及边界内部的任何分层情况。地理坐标可通过实地勘测（如全球定位系

统）或使用地理空间数据（如地图、GIS 数据库）来确定。 

c) 管理措施。项目参与方应记录项目减排计量期内实际采取的管理措施。 

8.2 项目边界的监测 

a) 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或其他卫星导航系统，测定项目所有地块边界线的拐点坐

标，或者使用大比例尺地形图(比例尺不小于1:10000)进行现场勾绘，结合GPS等定

位系统进行精度控制； 

b) 核对实际边界坐标是否与项目设计文件中描述的边界一致； 

c) 如果实际边界位于项目设计文件描述的边界之外，则超出部分将不计入项目边界内； 

d) 将测定的拐点坐标或项目边界输入地理信息系统，计算项目地块及各分层的面积。 

e) 在每次监测时，应对项目边界进行定期监测，如果项目边界内某些地块没有采取气

候智慧型农业措施，应将这些地块调出项目边界之外。如果在之后监测期这些地块

重新开展气候智慧型农业，这些地块可继续参与抽样监测，并可重新纳入项目区域

的固碳减排量计算。 

8.3 抽样设计和分层 

选择分层抽样之前应满足下述各项条件： 

a) 在抽样之前必须对种群进行分层； 

b) 分类必须详尽且不交叉（即：所有种群元素都必须准确分类）； 

c) 各分层必须具有不同的特征或性能，否则不能保证简单随机抽样的精度； 

d) 在每一个分层中进行抽样。 

分层更新由于下列原因，在采取措施后的分层需要进行更新： 

a) 在项目减排计入期内会出现意外的干扰（例如：由于火灾、虫害或疾病爆发），

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原本处于均质状态的分层； 

b) 管理活动的实施方式可能会影响现有各个分层。 

8.4 N2O、CH4和 SOC 监测点布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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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布设：设立 1个能代表该地区基准线和项目情况的基线和项目地块，并设置一个

参照，无氮肥的模式。项目/基线地和参照地各设置 3~4个重复，以消除测定过程中的采样

误差。 

测定时间：30 min 内，采样时间在早上 9:00~11:00进行。不同时间点静态箱内温室气

体浓度的变化（气相色谱仪测定）利用线性回归计算得出温室气体的季节排放量。 

气体通量监测：每月观测 2次，施肥或雨后需加强观测：施肥后每天观测 1次，连续观

测 5天；降雨后加强，其中小、中雨后连续观测 3~5天，大、暴雨后连续观测 5~7天；耕

作后连续观测 3天。 

有机碳储量变化的监测：采用田间取样直接分析法。通过计算项目实施前后两次碳储量

的差值，便可得到有机碳储量变化量。土壤样品取样点必须和基线测定农户的地块一一对应。

第一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依据土壤类型、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差异等选取样本村；

第二步，以农户为基本调查单元，在抽取的行政村随机选取具体的调查农户，主要的参考的

指标是农户地块、经济水平、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的分布，平均每个村选取 10~20户农

户，共获取样本 100个左右。第三步，依据选定的农户，选取其拥有的一块地进行取样，并

记录经纬度，以便跟踪土壤有机碳的变化。 

基于观测的数据对 IPCC推荐的模型进行验证，并选择利用 DNDC模型对未来几年的减排

量进行估算。 

8.5 监测数据和参数 

本规程中所有相关公式事先估算固碳的净温室气体减排量时，项目参与方需要监测各项

参数，并需记录数据和参数具体见附录A。 

9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a) 可靠的野外测定 

1) 制定详细的监测计划。 

2) 制定野外测定和数据收集的技术步骤和细则。 

3) 对从事野外测量工作的人员就外业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进行培训。 

4) 在监测报告中，包括如何执行上述步骤的描述，包括列出野外工作组组员

的所有人员名字，而且项目负责人要确认组员得到了培训。 

b) 野外调查测定数据的核实 

1) 检查两次测定的原始记录。 

2) 如果不能找到误差原因，在碳储量变化计算时排除该样地。同时从同一样

地组中重新随机选择一个样地，再次进行核定，以确定在其它样地中是否

存在同样的误差。 

3) 描述开展上述有关工作的详细过程，保留并归档原始记录、修正记录、验

证记录。如果发现误差是由于对标准操作程序的理解不同引起的，应共同

对操作程序进行修正。 

c) 数据录入和分析 

为在数据录入过程中尽可能减少错误，录入的野外调查数据和实验室数据都应由一个独

立专家组进行复核，并与独立的数据进行比较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 

d) 数据归档 

1) 所有原始的外业测量数据、实验室数据、数据分析和电子数据表的备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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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碳库碳储量的变化以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估算数据，以及相

关的电子数据表 

3) 各种图件，包括 GIS生成的文件 

4) 测量监测报告的备份文件。 

e) 监测报告核查 

1) 监测报告是否完整。 

2) 监测计划得以正确执行。 

3) 监测方法是否正确以及是否得以有效实施，包括项目边界确定是否正确可

靠、分层方法是否正确、各碳层各树种和年龄林分面积的确定方法是否正

确、抽样设计方法是否正确、采用的计算公式和参数选择是否正确。 

4) 参数选择是否采取了保守的方式。 

5) 是否制定了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程序并得以实施。 

6) 不确定性分析方法是否正确可靠。 

7) 野外测定、室内分析以及数据处理是否透明，相关文件资料是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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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需监测和收集的数据及相关要求 

（1）记录每一次施肥时间、氮肥施用量、肥料类型、氮含量以及施肥的农田面积。 

（2）记录每年水稻田的面积、水稻播种日期和收获日期、化肥、有机物补充和植保措施（日

期及用量）、稻田水分管理（例如“落干/湿润/淹水”）及其稻田水分状态变化的日期、 水

稻产量。  

（3）利用模型估算温室气体排放变化时，应记录逐日气象数据（气温及降水）、土壤性质（容

重、质地、初始有机碳含量及酸碱度）、土地利用（农作物种类和轮作制度）和农田管理措

施（翻耕、施肥量及时间、灌溉量及时间、秸秆还田比例和除草等）。 

（4）估算由于化石燃料消耗所造成的年 CO2 排放时，应记录使用时间、机具类型、燃油类

型、燃油消耗量。 

（5）估算秸秆燃烧造成的 CO2 排放时，应记录每一次燃烧的秸秆用量。 

（6）在计入期期间，应记录每一层的乔木棵树、生长高度、胸径。 

（7）如果采用田间取样的方法估算土壤有机碳变化，则应在计量期内每隔 3 年监测一次土

壤有机碳含量、土壤的容重、含有直径大于 2mm的岩石、根茎以及其他枯木残留物所占的百

分比等参数。在土壤有机碳分析中实施的土壤采样、操作和储存、处理和测量以及质量控制

程序应符合经同行审议的科学标准或国家标准。应使用 CDM 执行委员会批准的最新版本工

具“A/R CDM Calculation of the number of sample plots for measurements within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确定每一分层的样本大小。整个项目估算的目标精度在 95%的置

信区间上采用 15%的精度水平。 

表 A.1  项目监测数据和参数 

序

号  

参

数  

单位 描述  监测/记录频

率  

测定方法和程序  

1 N2O  t 

N2O/a 

基线或项目施用氮

肥引起的N2O排放

量  

每月至少观测

2次，并在施肥

灌溉等管理措

施后，增加取

样频率，要求

连续观测至少

2周年 

静态箱-气相色谱直接监测法和

DNDC模型模拟法。 

2 CH4  t 

CH4/a 

基线或项目CH4排

放量  

每月至少观测

2次，并在施肥

灌溉等管理措

施后，增加取

样频率，要求

连续观测至少

2周年 

静态箱-气相色谱直接监测法和

DNDC模型模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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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项目监测数据和参数（续） 

3 

 

 

NF  
吨/每年 基线或项

目氮肥施

用量 

计入期内每一

次施用时农户

记录施用量。 

随机抽样调查方法。施肥时由参

与方记录，基线每公顷所使用的

合成氮肥量应从项目活动开始前

的实 

地调查中获得。项目计入期内，

每一农户在施用时都记录合成氮

肥类型的施用量，然后计算所有

项目户的合成氮肥施用总量。所

使用的合成氮肥总量就等于每公

顷所使用的合成氮肥质量的实际

值乘以项目活动的总面积。 

4 
tdieselCSP ,  

L/a 第t年柴油

消耗量 

计入期内每一

次播种、耕作、

灌溉、收获等

燃油消耗量。 

根据项目设计的整地、灌溉、抽

水等需要使用的机械设备或者电

力情况，确定各种活动使用的机

械种类、耗油种类、单位耗油（电）

量（如每小时或每ha耗油（电）

量），按不同机械和燃油种类计

算耗油量。 

5 
 吨 第 t年第 i

基线碳层

秸秆燃烧

的生物量 

计入期内每次

秸秆燃烧的量 

随机抽样调查方法 

6 
SOCC  

gC/100g 

土壤 

土壤有机

碳含量 

每1年监测一

次，监测时间

为第四季度 

由专家或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负责

分土层采集土壤样品（0-10cm、

10-20cm和20-30cm），在每个抽

样点重复采集3个样品，并将样品

送至有检验资质的实验室，采用

碳氮分析仪测定土壤有机碳含量

（也可用其它方法测定）。 

7 BD  g/cm
3
 土壤容重 每1年监测一

次，监测时间

为第四季度 

在每个采样点（重复4次），用环

刀分层各取原状土样一个，称土

壤湿重，估计直径大于2mm石砾、

根系和其它死有机残体的体积百

分比。每个采样点每层取1个混合

土样，带回室内105℃烘干至恒

重，测定土壤含水率，计算环刀

内土壤的干重和各土层平均容

重。 

 

itburn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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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项目监测数据和参数（续） 

8 DBH，H cm, m 胸径、树高 每5年监测一

次，监测时间

为第四季度. 

 

第一步，选择样地。可采取随机

抽样调查方法，设置临时调查样

地（样地面积900m
2
），样地数量

取决于每层内散生木的变异性，

但每个碳层应不少于3个样地。第

二步：测定样地内所有活立木的

平均胸径（DBH）、（或）平均树

高（H）和株数。 

第三步：利用生物量方程fAB,j

（DBH,H）计算每株林木地上生物

量，通过地下生物 

量/地上生物量之比例关系（Rj）

计算整株林木生物量，再累积到

样地水平生物量和碳储量。 

9 A 公顷 分层的总面积 利用GPS或者

刻度尺每年记

录和报告每一

块分层的总面

积 

记录每一块采取可持续管理的地

块分层的面积，然后进行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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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肥料施用过程的建模方法 

B.1 模型简介 

本核算指南推荐采用的是DNDC模型。DNDC模型是国际上公认的最为成功的N2O释放的机

理模型之一,它通过模拟硝化、反硝化过程来计量N2O的排放量，硝化反硝化速率则通过追踪

硝化反硝化细菌的微生物活性来表征。DNDC模型由6个子模型组成：土壤气候子模型、作物

生长子模型、有机质分解子模型、硝化反硝化子模型和发酵子模型，分别模拟土壤气候、作

物生长、有机质分解、硝化、反硝化和发酵过程（图B.1）。该模型可以模拟点位尺度和区

域尺度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模型内置的所有函数方程式来源于物理、化学、生物学基本理

论推导或相关模拟试验。DNDC模型在区域GIS数据库的支持下，能进行县、省、国家等不同

区域尺度农田N2O排放模拟。 

 

 

图 B.1  DNDC 模型结构图 

B.2 DNDC模型的输入 

模型进行点位模拟时，需要输入气象、土壤、农田管理、土地利用等相关参数（表B.1），

模型首先计算土壤剖面的温度、湿度、氧化还原电位等物理条件及碳、氮等化学条件；然后

将这些条件输入到植物生长子模型中，结合有关植物生理及物候参数，模拟植物生长；当作

物收割或植物枯萎后，DNDC将残留物输入有机质分解子模型，追踪有机碳、氮的逐级降解；

由降解作用产生的可给态碳、氮被输入硝化、脱氮及发酵子模型中，进而模拟有关微生物的

活动及其代谢产物，包括几种温室气体以及氮淋溶。区域模拟是在点位模拟的基础上进一步

扩展的，一定区域尺度温室气体排放模型的模拟运行需要在GIS数据库的支撑下运行，即将

生态驱 

动因素 
气候 土壤 植被 人为活动 

土壤气候： 
• 温度剖面 
• 湿度剖面 
• 排水 
• 氧化还原电位 

植物生长： 
• 水分利用 
• C 积累 
• C 分配 
• 根呼吸 
• 凋落物 

 

有机质分解： 
• 有机物腐烂 
• N 矿化 
• CO2 
• DOC 

土壤环 

境因子 
温度 湿度 pH Eh 底物：NH4

+,NO3
-,DOC 

反硝化过程： 
• 消耗 NO3- 
• 净产生 NO,N2O 
• 产生 N2 

硝化过程： 
• 消耗 NH4

+ 
• 产生 NO3

- 
• 净产生 NO,N2O 

发酵过程： 
• 产生 CH4 
• 消耗 CH4 
• 运输 CH4 
•CH4 净通量 

 

DNDC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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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划分为许多小的单元，并认为每一小单元内部各种条件都是均匀的，模型对所有单元逐

一模拟，最后进行加和即得到区域模拟结果，区域模拟需要输入的参数见表B.2。这里，需

要说明的是运用DNDC模型在区域模拟之前，必须进行点位试验的监测，验证和校正模型。 

表 B.1  DNDC 模型点位运行所需输入参数 

 

表 B.2  DNDC 模型区域运行所需输入参数 

B.3 DNDC模型的运行和输出 

B.3.1 模型的校验 

任何模型都在是在一定区域自然气象状况、农业生产条件、农田管理措施的基础上构建

的。而不同地区以上条件有很大的差异，因此需要根据目标区域的实际情况对模型进行验证，

修正部分参数甚至结构，这是模型进行区域模拟的基础性工作。校验模型所需要的数据要求：

①至少要有3年及以上的作物产量数据；②至少要有1年完整的温室气体（N2O）排放通量及

其辅助（土壤温湿度）监测数据。经过校验通过后的模型就可以用来进行区域上的模拟工作。 

B.3.2 模型的运行与输出 

DNDC读入所有输入参数后，即开始模拟运转，DNDC首先计算土壤剖面的温度、湿度、氧

化还原电位等物理条件及碳、氮等化学条件；然后将这些条件输入到植物生长模型中，结合

有关植物生理及物候参数、模拟植物生长；当作物收割或植物枯萎后，DNDC将残留物输入有

机质分解子模型，追踪有机碳、氮的逐级降解；由降解作用产生的可给态碳、氮被输入硝化、

项目 输入参数 

位置 模拟地点的名称、经纬度、模拟的时间尺度 

气象 
日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和日降水量、大气中 NH3和 CO2的背景浓度和 CO2的年增加速率、降水中的 NO3

-

和 NH4
+
含量 

土壤 
土壤 pH、质地、容重、有机质含量，田间持水量和萎蔫点、导水率，有机质的组成部分所占的比例

及各部分的碳氮比、总碳氮比，土壤初始硝态氮和铵态氮含量、土壤含水量 

植被 农作物种类、复种或轮作类型 

管理 

播种与收获日期，最佳作物产量，地上部生物量在根、茎、叶及籽粒的分配比例及各部分的碳氮比，

每公斤干物质的耗水量，作物地上部分还田的比例犁地次数、时间及深度，化肥和有机肥施用次数、

时间、深度、种类及数量，灌溉次数、时间及灌水量，除草及放牧时间及次数 

数据库 输入参数 

气象数据库 各模拟单元逐日最高气温（℃）、最低气温（℃）、降雨量（mm） 

土壤数据库 各模拟单元的 N_dep、SOC、土壤粘度、pH、土壤容重 

作物数据库 各模拟单元单作及轮作系统播种面积（hm
2
） 

施肥数据库 各模拟单元不同作物的施肥量（kg/hm
2
） 

作物灌溉数据库 各模拟单元有效灌溉率（%） 

种植和收获数据库 各模拟单元单作及轮作系统的作物播种与收获日期 

化肥施用日期数据库 各模拟单元单作及轮作系统氮肥施用日期 

犁地深度数据库 各模拟单元单作及轮作系统犁耕日期及深度（cm） 

秸秆还田数据库 各模拟单元不同作物类型的秸秆还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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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氮及发酵子模型中，DNDC进而模拟有关微生物的活动及其代谢产物，包括几种温室气体，

DNDC日复一日地转动，并记录每日各项预测结果。当一个模拟年结束时，一个全年总结报告

会自动生成。DNDC的模拟时间长度可少至几日，多至几百年。每日或每年的输出项目包括土

壤物理化学环境条件、植物生长状况、土壤碳及氮库、土壤-大气界面的碳及交换通量。表

B.3给出输出项目的详细内容。 

表 B.3  DNDC 模型的输出参数 

 

  

项目 输出参数 

土壤物理 逐日变化的土壤温度剖面、湿度剖面、pH 剖面及 Eh 剖面、水分蒸发量 

土壤化学 每日土壤有机碳、氮库量，DOC 库量，NO3
-
和 NH4

+
含量，有机质矿化速率 

植物生长 日植物生长量，生物量在根、茎、叶及籽粒的分配，氮吸收量，水分吸收量 

气体排放 CO2、CH4、N2O、NO、N2及 NH3每日排放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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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生物量异速生长方程 

选择生物量异速生长方程时，应尽可能选择来自项目所在地区或与项目所在地区条件类

似的其它地区的方程。对于来自条件类似的其它地区或其它树种的异速生长方程，包括来自

IPCC的参考方程，在将其用于项目监测前，须对其适用性进行验证。例如，可选取不同大小

的林木，采用收获法实测其生物量，并与生物量异速生长方程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如果二

者相差不超过±10％，就可在项目监测中使用该生物量异速生长方程。如果不能获得可靠的

生物量异速生长方程，根据《AR-CM-003-V01-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项目参与方可采

用下述生物量扩展因子法： 

注：WS 树干生物量，WB 树枝生物量，WL树叶生物量，WT 地上部分总生物量，DBH 树木胸径，H 树木树

高。 

树

种 
地上生物量公 

胸径 

DBH (cm) 

（参考值） 

高度 

H（m） 

（参考值） 

平均含碳率 

（参考值） 

生物量根

茎比 

（参考

值） 

杨

树 

WS=0.02582(D
2
H)

0.9084
； 

WB=0.0873(D
2
H)

0.6279
； 

WL=0.03258(D
2
H)

0.5855
；  

WT=WS+WB+WL+WP 

3.5-33.5 3.18-12.54 0.496 0.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