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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

工作等； 

根据农办质[2018]20 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18年农业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和

修订项目任务的通知（2018年 6月 7日发）第 50 项，由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

站主持承担“气候智慧型粮食作物生产项目固碳减排核算与监测方法规程”的制定工作。 

2015年农业农村部在全球环境基金的资助下开展实施了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但目前

还没有针对气候智慧型农业实施过程中固碳和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核算标准，鉴于此，农业农

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于 2017年底开

始行业调研和相关资料查询，并邀请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大学、中科院、国家认证认可监

督委员会、国家标准委员会、北京低碳协会等领导专家出席参加了研讨会，确定了气候智慧

型农业所包括的内容，明确了标准制定的范围、框架和术语、数据要求，在国家温室气体排

放清单编制和 IPCC相关方法学的指导下，编制了本标准的相关内容。 

本标准处理流程如下： 

2017年 11月—2018年 2月，根据行业标准要求提交立项申请书； 

2018年 4月，农业农村部 2018年拟立项标准项目的征求意见函； 

2018年 6月，本标准立项，列入 2018年农业行业国家标准制定和修订项目计划（农办

质[2018]20号）； 

2018年 6月-9月，标准编制组调研，收集相关评价方法和数据； 

2018年 10月，通过技术交流，确定本标准指定的框架； 

2018年 11月-2019年 2月，标准编制组通过会议交流等多种方式完成了初稿； 

2019年 2月-2019年 3月，本标准在行业范围内征求意见； 

2019年 7月 22日，组织第一次审查会，提出修改意见，完成标准内容，补充标准修改

意见处理表； 

2019年 8月 25日，标委会工作组对本标准的格式进行了审核，标准编制组对格式进行

了规范修改； 

2019年 9月，标委会工作组将修改完善的标准（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相关机构和应

用人员的意见； 

2019年 11月，标委会工作组根据征求的意见和建议，继续完善标准文稿，形成标准送

审稿，提交到农业行业标准审定委员会。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列新旧标准水平

的对比； 

1、标准编制原则 

根据国家现行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具体原则如下： 



a) 协调一致原则：本标准是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组成部分，应与已经发布的标准

体系相协调。 

b）技术可行性原则：标准包括的核算和监测方法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可以完成气候智

慧型作物生产系统固碳和温室气体的量化核算和报告。 

c）适用性原则：核算方法和监测方法适用于规定的气候智慧型农业； 

d）全过程核算原则：核算气候智慧型作物生产系统全过程的固碳和温室气体排放。 

2、编制方法 

 a）对农田现有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统计、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方法和标准进行研究； 

 b）对已经发布的标准进行学习研究； 

 c）典型地区实地考察气候智慧型农业生产情况； 

d）调研气候智慧型农业实施过程中固碳和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及数据分析； 

e）专家咨询与论证。 

3、参考资料 

 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 

 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

号） 

 2005年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编著，

中国环境出版社，2014 

 NY/T39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IPCC《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良好做法指南》(IPCC，2003) 

 CDM EB微型项目额外性论证指南(V7.0) 

 CDM EB CDM 项目活动和规划类项目抽样与调查指南（V2.0） 

 Methane emission reduction by adjusted water management practice in rice 

cultivation - Version 3.0 

 Afforestation and reforestation of lands except wetlands, version 2.0 (for 

agroforestry component) 

 Soil Carbon Quantification Methodology, version 1.0 

 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s in rice management systems – Version 1.0 (DNDC 

model) 

 N2O Emissions Reductions through Changes in Fertilizer Management – Version 

1.0 (DNDC model) 

4、气候智慧型作物生产系统固碳减排计量与监测方法规程示意图 

    

 

 

 

 

 

 

 

 

 

 

 

      图1 气候智慧型作物生产系统固碳减排核算边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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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标准主要技术参数的制定 

 农田田间管理措施数据：按照要求详细记录播种、施肥、灌溉、耕作、收获等

田间管理措施具体的时间、使用量和使用工具； 

 农田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方法与技术规范：参照《生态系统大气环境观

测规范》和王立刚等主编《农业源温室气体监测与控制技术研究》； 

 生产资料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参照IPCC和我国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和报告通则，并开展企业生产调研确定能耗。 

 模型参数确定：本标准使用的DNDC模型过程模型，本模型被推荐为亚太地区首

选的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模型，并且已经被本标准制定单位和主要起草人通过大

量的试验数据验证和本土化的模型。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农田温室气体排放模型验证 

气候智慧型农业-作物生产系统是在一定区域尺度上开展的活动，涉及到多个土壤性状

不同、管理措施差异的地块和不同的气象条件，采用单一的农田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法不能准

确的核算农田温室气体排放量。因此，本标准采用 IPCC推荐的第三种方法-即机理模型的方

法，在验证的基础上进行应用。 

本标准推荐的模型为反硝化-分解模型（DNDC模型），该模型是对土壤碳（C）、氮（N）

循环过程进行全面描述的机理模型，可以用来模拟 C、N 等元素在土壤－植被－大气之间的

迁移转化等过程，如 CO2、N2O 和 CH4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及估算，土壤有机碳（SOC）的动态

变化，硝态氮淋溶等，适用于点位和区域尺度的任何气候带的农业生态系统，是目前国际上

较为成功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之一，被列为是亚太地区推荐使用的模型之一。已有大量研究

利用实测的数据尤其是不同种植模式的温室气体（CO2、N2O 和 CH4）释放通量数据，详细验

证了 DNDC 模型，包括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降雨、灌溉和农业活动对产生温室气体释

放峰的直接驱动因子等。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碳氮循环研究团队从

2000 年开始致力于该模型的校验和应用，利用全国多点多年的实测数据，从作物生长与产

量、温室气体排放、SOC动态变化、硝态氮淋溶等多个方面对模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验证，

其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期刊 Ecological Modelling（Li Hu, Wang Ligang et al.,2017）

上，说明该模型能够应用到我国农业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定量评估中。 

2、气候智慧型农业-作物生产系统数据的获取 

（1）项目区简介 

本标准选择已经开展气候智慧型农业的河南省叶县进行实证分析。叶县位于河南省西

南部，辖 18个乡镇，579个行政村，1388个自然村，总人口 8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75.23

万人。叶县处在东经 113°002'-113°03739;与北纬 33°021'-33°04639;之间，全县东西

长 54.5公里，南北宽 46.7公里，土地总面积 1387平方公 里，耕地面积 118万亩，地势为

西南高东北低，南及西南部为浅山丘陵区，约占土地总面积四分之一，北中部为平原，约占

土地总面积四分之三。叶县是河南省重要农业产区，2011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11.18万公

顷，其中小麦播种面积 5.53万公顷，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 38.0%，玉米播种面积 4.88

万公顷，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 33.5%，小麦和玉米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绝对优势；

粮食总产量 58.93万吨，其中小麦总产量 28.75 万吨，玉米总产量 26.21万吨。实施面积

为 3329公顷，每个村具体实施面积见图 2。 



 

图 2 实施气候智慧型农业的区域范围 

 

（2）系统的监测 

根据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的要求和技术攻关的需求，系统监测土壤碳汇变化、温室气体

排放、产量构成等几个方面，全面记载化肥农药施用、灌溉等农业管理措施耗能情况，力求

全面评价项目的碳汇减排效应。 

 

 

图 3 叶县冬小麦/夏玉米项目区 

   （3）数据的获取 

土壤数据：按照实施的区域范围，分基准线情景和项目实施情景下开展土壤取样和

性状的测定，每年土壤取样点为 120个（每个土壤按照 0-20cm、20-40cm、40-60cm取样），

分别测定 SOC、容重、pH、土壤养分等性状，这也构成了 DNDC模型数据库中土壤数据。 

管理措施：详细记录项目区和非项目区，分别开展耕作、播种、施肥、灌溉、喷药、

收获等使用机械及其动力，也构成 DNDC模型数据库中的管理数据。 

农田造林：记录和测量项目实施后每年林木树木的胸径、高度和含碳量。 

气象数据：模型所需每天平均气温和降雨量数据库来源与当地气象部门。 

3、作物产量的表现 

在实施气候智慧型农业的项目区内，每年取 120个产量监测样品（每个取样点取 5次重

复），来考察作物产量的表现。根据田间监测结果，河南叶县基准线情景下冬小麦产量为



6715.16kg/ha，项目区产量为 7271.54 kg/ha，项目区产量相比基准线情景分别增加 8.3%

（图 8）。基准线情景玉米产量为 8723.6kg/ha，项目实施条件下产量为 9227.8 kg/ha，相

比基准线情景产量提高了 5.8%。可见项目的增产或稳产效果，达到了预期结果。 

 

 

 

 

 

 

 

图 4 项目区冬小麦与夏玉米产量  

 

4、固碳与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 

截止到目前，气候智慧型农业已经开展了 3 年，本实证是用 2016 年-2018 年的数据进

行核算。 

农田温室气体减排量：根据 DNDC模型计算，农田温室气体减排量为 9749t CO2当量； 

田间管理措施耗能减排量：由于实施气候智慧型农业的区域增加了秸秆还田措施，耗能

增加了 1213t CO2当量的排放。 

土壤固碳量：由于实施期时间相对较短，三年内总共土壤固碳量为 1465t CO2当量。 

农田造林碳：三年累积造林碳汇为 2507t CO2当量。 

 

由于国家对秸秆焚烧限制政策的实施，基准线情景下没有秸秆焚烧的事件发生，故没有

此过程的排放量。 

综合以上固碳和温室气体减排量，气候智慧型农业实施总共减排量为 12508t CO2当量。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

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已经与我国现行的相关标准进行了比较，具有协调性。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农业行业类类标准，并不涉及有关国家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

环境质量要求等有关强制性地方标准或强制性条文等的八项要求之一，因此建议作为推荐性

农业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的贯彻实施，要求实施气候智慧型农业的结构或企业组织具有本科学历相关专业

的人员开展标准和技术要求的培训，合理分配人员负责并开展基准线和项目区土壤、气象、

农事操作、农田温室气体的记载、调研和监测工作。培养或委托 2名专业人员负责 DNDC模

型校验、数据库构建和模型运转、结果分析等工作，使气候智慧型农业温室气体核算符合可

监测、可报告、可核查的原则。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