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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造林技术规定（试行） 

 

1  1  1  1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本规定对碳汇造林地点选择、调查和作业设计、树种选择、造林

方式、整地栽植、未成林抚育、检查验收、档案管理等提出了技术要

求。 

本规定适用于中国境内的碳汇造林。 

2  2  2  2  规范性引用文件规范性引用文件规范性引用文件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定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定的条款。凡是

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后所有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

定，然而鼓励根据本规定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

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定。 

GB/T15776-2006  造林技术规程 

LY/T1607-2003  造林作业设计规程 

GB/T18337.3  生态公益林建设 技术规程 

GB6000-1999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GB7908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 

LY/T1000  容器育苗技术 

3  3  3  3  术语和定义术语和定义术语和定义术语和定义    

3.1 基线 

能合理地代表在没有开展项目活动时的碳吸收或碳排放状况。本

规定的基线是指没有开展碳汇造林活动时地表植被、土地利用、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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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碳库的状况。 

3.2 碳库 

指在碳循环过程中，地球系统中碳储存的形式和场所。其中，森

林生态系统碳库包括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落物生物量、枯死

木生物量和土壤有机质。 

3.3 碳汇 

指从大气中清除 CO2的过程、活动或机制。森林碳汇是指森林生

态系统吸收大气中 CO2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3.4 碳汇造林 

碳汇造林是指在确定了基线的土地上，以增加碳汇为主要目的，

并对造林及其林分（木）生长过程实施碳汇计量和监测而开展的有特

殊要求的营造林活动。 

3.5 计入期 

又称管理运行期，指对项目进行管理并可进行碳汇计量和监测以

及发证的时间周期。 

3.6 碳泄漏 

由项目活动引起的、发生在项目边界外的、可测量的温室气体排

放的增加量。本规定的碳泄漏主要指造林、抚育、护林过程中使用运

输工具燃烧化石燃料、施用化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引起的二氧化碳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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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项目边界 

指开展碳汇造林项目活动的地理范围。如果一个碳汇造林项目涉

及若干个不同的造林地块，则每个造林地块都应有确定的地理边界，

该碳汇造林项目的边界不包括各个造林地块之间的土地。 

4  4  4  4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4.1  碳汇造林在最大限度地获得碳汇的同时，应注重当地生物

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4.2  碳汇造林优先发展公益林。 

4.3  碳汇造林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多树种、多林种结合。 

4.4  碳汇造林应按规划设计，按设计施工，按项目组织管理，

按技术标准进行检查验收。 

4.5  碳汇造林计入期为 20 年。在计入期内，必须保证造林成果

得到维护。对于 20 年内进行主伐的，在实施方案、作业设计中应包

括碳平衡的采伐更新方案，及时进行伐后更新，将碳排放控制在最低

限度。 

5  5  5  5  碳汇造林地点选择碳汇造林地点选择碳汇造林地点选择碳汇造林地点选择    

5.1 一般规定 

碳汇造林实施地点优先考虑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地

区。 

5.2  碳汇造林适用条件 

选择实施碳汇造林的地点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至少自 2000 年 1 月 1 日以来一直是宜林荒山荒地、宜林沙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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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其他宜林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放宽到 2005 年 1 月 1 日前。 

(2)造林地权属清晰，具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的土地权属证

书。 

(3)适宜树木生长，预期能发挥较大的碳汇功能。 

(4)有助于促进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防治土地退化、促进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效益。 

6  6  6  6  碳汇造林调查和作业设计碳汇造林调查和作业设计碳汇造林调查和作业设计碳汇造林调查和作业设计    

6.1  碳汇造林调查 

实施碳汇造林活动前，要对拟开展造林的地点进行造林地调查与

基线调查。 

造林地调查按照 LY/T1607-2003、GB/T15776-2006 的规定执行。 

基线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地表植被、土地利用状况、人为活动和碳

库调查等。基线调查可采用分层调查的方式，对于地表植被、土地利

用状况、人为活动和碳库等基本一致的造林地块，可作为一个类型进

行基线调查，并以小班为单位，填写《碳汇造林基线调查表》（附表

1），全面反映造林地块的基线情况，为开展碳汇计量和监测提供基础

资料。 

在开展基线调查的同时，应针对拟开展碳汇造林地点的典型立地

状况拍摄照片或录像加以记录，以便和造林后进行对照。 

6.2  在造林地调查、基线调查的基础上，按照 LY/T1607- 2003

规定的具体程序和内容编制造林作业设计，将相应的造林技术措施落

实到造林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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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造林作业设计应按照减少造林活动造成的碳排放和碳泄漏

的要求，针对整地方式、造林栽植、施肥、抚育管护等内容提出相应

的措施。 

对造林地中的极小种群、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小区要设计特别的

保护措施。  

造林实施单位原则上要将造林小班勾绘到 1:10000 的地形图上，

并完成造林小班信息数字化，满足可查询、可修订的碳汇造林管理地

理信息系统相关基础数据的要求。碳汇造林管理地理信息系统的具体

要求另行制定。 

6.3  造林作业设计应在造林施工前报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并报国家林业局备案。作业设计要满足以下条件： 

（1)造林地调查相关表格完备； 

（2）基线调查相关表格完备； 

（3）有减少碳泄漏的措施； 

（4）有极小种群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措

施。 

没有作业设计或作业设计未经批准的，不得施工。作业设计一经

批准，应遵照执行。因特殊情况需变更时，应在设计单位修改后，报

原审批部门批准。 

7  7  7  7  造林方法与技术造林方法与技术造林方法与技术造林方法与技术    

7.1 树种选择 

碳汇造林树种选择应遵守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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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先选择吸收固定二氧化碳能力强的树种，同时兼顾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树种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与造林地立地条件相适应，优

先选择优良乡土树种。 

（3）优先选择稳定性好、抗逆性强的树种。 

（4）因地制宜确定阔叶树种和针叶树种比例，提倡多树种造林

和营造混交林，防止树种单一化。 

7.2 种子和苗木 

执行 GB6000-1999、GB7908、GB1000、GB/T15776-2006 的规定。 

碳汇造林优先采用就地育苗或就近调苗，减少长距离运苗等活动

造成的碳泄漏。 

7.3 造林技术 

7.3.1 一般规定 

碳汇造林宜采用人工植苗造林，生物学特性有特殊要求的树种可

采用直播造林或分殖造林。 

7.3.2 整地 

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 

禁止全垦整地和炼山。 

对造林地的原生散生树木应加以保护，对灌木或草本植物尽量保

留，在山脚、山顶应保留 10—20 米宽的原生植被保护带。 

对造林地中的极小种群、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小区不得进行造林

整地，并保留适当宽度的缓冲保护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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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栽植密度和种植点配置 

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 

7.3.4 种苗处理和施肥 

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 

碳汇造林提倡施用有机肥。 

7.3.5 栽植和播种 

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 

7.3.6 未成林抚育与管护 

执行 GB/T15776-2006、GB/T18337.3 的规定。 

要及时开展抚育，落实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措施，维持林分的

健康状况和稳定性，减少碳排放。 

对碳汇造林活动中或成林后发生的病虫害，宜采用以生物防治为

主的综合防治措施。 

7.4 碳汇造林活动记录 

碳汇造林实施过程中，应以小班为单位，详细填写《碳汇造林项

目碳汇计量所需参数记录表》（附表 2），准确记录造林活动中机械整

地、苗木运输、浇水施肥、抚育管护等活动中使用汽车等机械造成的

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为开展碳汇计量与监测提供依据。 

8  8  8  8  检查验收检查验收检查验收检查验收    

8.1 一般规定 

造林施工前对作业设计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造林施工

期间，造林项目管理单位要对各项作业随时进行检查监督，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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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设计规定的措施施工，减少碳泄漏。造林结束后一年或一个生长

季后对造林成活率进行检查，造林 3-5 年后进行成林验收和造林保存

率检查。 

8.2 检查内容和方法 

8.2.1 造林作业设计 

按照造林作业设计，逐个小班进行核实。 

检查碳汇造林作业设计是否符合本规定“6.碳汇造林调查和作业

设计”的要求。 

8.2.2 造林面积 

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 

8.2.3 造林成活率 

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 

8.2.4 造林作业质量 

检查造林是否按照作业设计和减少碳泄漏的要求进行施工。 

8.2.5 未成林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情况 

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 

8.2.6 生态公益林混交林比例 

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 

8.3 检查验收结果评价 

8.3.1 评价指标和标准 

8.3.1.1 造林面积核实率 

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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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2 造林合格 

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 

8.3.1.3 造林综合合格 

除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外，对《碳汇造林项目碳汇计量

所需参数记录表》进行了完整记录的为合格。 

8.3.2 结果评定 

8.3.2.1 造林合格面积和造林合格率 

达到 8.3.1.2 标准的造林面积为造林合格面积。 

计算方法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 

8.3.2.2 造林综合合格面积和造林综合合格率 

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 

如果没有填写《碳汇造林项目碳汇计量所需参数记录表》或者记

录不完整，则综合合格率为零。 

8.3.3 成林验收和造林面积保存率 

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 

9  9  9  9  碳汇计量与监测碳汇计量与监测碳汇计量与监测碳汇计量与监测    

碳汇造林要定期开展碳汇计量与监测，有关造林项目碳汇计量与

监测的具体要求另行制定。 

10  10  10  10  技术档案技术档案技术档案技术档案    

10.1 实施单位应建立完整的技术档案，专人负责，长期保存。 

10.2 碳汇造林档案主要内容：除执行 GB/T15776-2006 的规定，

还应包括碳汇造林项目实施方案，造林作业设计文件、基线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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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计量参数记录表，造林地权属证书复印件，碳汇造林项目任务批

准通知书，其它相关资料及相应的电子文档和地理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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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1  1  1  碳汇造林基线调查表碳汇造林基线调查表碳汇造林基线调查表碳汇造林基线调查表    

调查员：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地点 省      县      乡      村        小班 

一一一一、、、、地表植被和土地利用状况地表植被和土地利用状况地表植被和土地利用状况地表植被和土地利用状况    

（（（（一一一一））））地表植被状况地表植被状况地表植被状况地表植被状况    

调查项目及结果 

乔木（含竹子） 灌木 草本 
时段 

优势树种 平均年龄 
每公顷株

树 
平均盖度% 

平均高度

cm 
平均盖度% 

平均高度

cm 

历史        

现状        

（（（（二二二二））））土地利用状况土地利用状况土地利用状况土地利用状况    

时段 用    途 

林地 农地 草地 湿地 住宅用地 其他土地 
历史 

      

宜林荒山荒地 宜林沙荒地 其他宜林地 
现状 

   

二二二二、、、、人为活动人为活动人为活动人为活动    

（（（（一一一一））））放牧放牧放牧放牧    

牲畜种类 单位面积载畜量（头/公顷） 

  

（（（（二二二二））））农作物生产农作物生产农作物生产农作物生产    

品种 单位面积产量（kg/ hm
2
） 单位面积生物量（kg/ hm

2
） 是否固氮植物 

    

    

（（（（三三三三））））薪材采伐与饲料收割薪材采伐与饲料收割薪材采伐与饲料收割薪材采伐与饲料收割    

单位面积薪材采伐量（kg/ hm
2
） 单位面积饲料收割量（kg/ hm

2
） 

  

三三三三、、、、碳库调查碳库调查碳库调查碳库调查    

调查碳层 调查值（干重，kg/hm
2
） 

地上生物量  

地下生物量  

枯落物生物量  

枯死木生物量  

土壤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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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填表说明填表说明填表说明：：：：    

1、“地表植被状况”、“土地利用状况”中“历史”指 2000 年 1 月 1 日以前，

“现状”指 2000 年 1 月 1 日以来至开展项目活动之前。 

2、“土地利用状况”中“用途”项划“√”。 

3、地上生物量指土壤层以上的所有活生物量，包括干、桩、枝、叶、皮和

种子。 

4、地下生物量指所有活根生物量，但通常不包括难以区分的活细根。 

5、枯落物生物量指土壤层以上、直径小于 5cm、处于不同分解状态的所有

死生物量，包括凋落物、腐殖质以及难以区分的小于一定直径的活细根。 

6、枯死木生物量指土壤层以上、枯落物以外的所有死生物量，包括枯立木、

直径大于或等于 5cm 的地表木质残体、死根和树桩。 

7、土壤有机质指土壤中的有机碳，包括难以区分的小于一定直径的活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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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  2  2  2  碳汇造林项目碳汇计量所需参数记录表碳汇造林项目碳汇计量所需参数记录表碳汇造林项目碳汇计量所需参数记录表碳汇造林项目碳汇计量所需参数记录表    

调查员：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地点 省      县      乡      村        小班 

造林树种  

造林面积（公顷）  

造林前生物量（吨

干重/公顷） 
 

耗油种类（柴油/汽油）  
机械整地 

耗油量（升/公顷）  

苗木运达造林地点

时间 
    

苗木使用量（株/公

顷） 
    

运输车辆种类     

车辆单位运苗量

（万株/辆次） 
    

耗油量（升/公里）     

燃油种类     

苗木 

平均运输距离（公

里/辆次） 
    

施肥方式 基肥 第一次追肥 第二次追肥 第三次追肥 

肥料种类     

含氮量（%）     

施肥时间     

施肥量（吨/公顷）     

运输车辆种类     

耗油量（升/公里）     

燃油种类     

氮肥施用 

平均运输距离（公

里/辆次） 
    

浇水次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浇水时间     

用水量（吨/公顷）     

浇水 

运输车辆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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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油量（升/公里）     

燃油种类     

平均运输距离（公

里/辆次） 
    

作业次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作业时间     

间伐量（立方米/公

顷） 
    

运输车辆种类     

车辆单位运材量

（立方米/辆次） 
    

耗油量（升/公里）     

燃油种类     

间伐 

平均运输距离（公

里/辆次） 
    

作业时间  

主伐量（立方米/公

顷） 
 

运输车辆种类  

车辆单位运材量

（立方米/辆次） 
 

耗油量（升/公里）  

燃油种类  

主伐 

平均运输距离（公

里/辆次） 
 

收获时间  

产量（吨/公顷）  

运输车辆种类  

车辆单位运量（吨/

辆次） 
 

耗油量（升/公里）  

燃油种类  

其它产品 

平均运输距离（公

里/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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