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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用日本对地观测卫星（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ＬＯ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的影像数据，解译云

南现状植被分布．使用分类回归树模型（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ＣＡＲＴ）预测云南主要森林植被的潜在

分布区，估算云南森林植被的碳储量和固碳潜力．结果显示：云南省林地总面积是 ２．０×１０７ ｈｍ２，森林覆盖率为

５２．４９％，主要森林植被碳储量为 ８７１．１４ Ｔｇ；不同森林植被碳储量及固碳潜力不同，碳储量较高的是季风常绿阔

叶林、暖温性针叶林和暖热性针叶林，分别为 ２０５．４２、１７２．７２ Ｔｇ 和 １３７．７８ Ｔｇ，而固碳潜力较大的是暖热性针叶

林、暖温性针叶林和温凉性针叶林，分别为 ７８８．５３、１１９．００ Ｔｇ 和 １５６．７８ Ｔｇ，分别是现实碳储量的 ５．７ 倍、２．１ 倍和

０．９１ 倍；云南主要森林植被总固碳潜力为 １ ３２１．５２ Ｔｇ，约为现实碳储量的 １．５２ 倍．总体上，云南省针叶林的固碳

潜力远大于阔叶林，适当的人为干扰可提高暖热性针叶林的固碳潜力，暖热性针叶林具有较强的清洁发展机制

（ｃｌ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ＤＭ）潜力，云南省主要森林植被在整体上是一个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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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变化及化石燃料使用，导致大气中

ＣＯ２ 浓度急剧上升［１－２］，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

问题，给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

大的威胁［３］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可能引起全

球变暖．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提出通过林业来缓解全球

变化，但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才得到关注［４］ ．森
林植被碳储量约占全球植被碳储量的 ８６％以上，
在维护区域生态环境以及全球碳平衡都有较大的

贡献 ［５］，森林植被在未来 ５０ 年的时间里可固定碳

６０～８７ Ｐｇ［６］ ．
我国学者利用国家森林资源清查数据估算了

全国或省际的森林碳储量，我国森林碳储量为 ３．７８
Ｐｇ，碳密度为 ４１．３２ ｔ ／ ｈｍ２，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７］，
我国森林碳储量对年平均温度的改变最敏感［８］ ．有
学者进行了人工林固碳潜力的估算［９］、森林碳储

量推算和动态分析［１０］以及不同森林组分碳储量的

研究［１１］ ．我国森林植被类型多样，对不同区域的森

林植被进行研究，长期进行定位观测和改进估算模

型对提高森林碳储量估算非常重要［１２］ ．目前，多数

研究聚焦在利用森林资源清查数据估算某一区域

森林生物量、蓄积量的具体计算及其估算方法上，
对于森林的潜在分布及其潜在碳储量的研究较少．

发展中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承担温室气体

减排义务，而森林植被碳汇能力对温室气体减排有

重要作用．ＵＮＦＣＣ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外
交谈判形式越来越严峻［１３］，林业活动在减缓气候

变化的作用显现得更加重要［１４］ ．２００４ 年，国家林业

局碳汇管理办公室选择云南、广西、四川、山西、辽
宁、内蒙古 ６ 省 （区） 作为试点开展林业碳汇项

目［１５］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碳交易的一种

重要形式即清洁发展机制，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我国

ＣＤＭ（ｃｌ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项目已达到 ５
０７３ 个，云南省有 ４８３ 个，占全国的 ９．５２％，仅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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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的 ５６５ 个［１６］ ．
云南省作为我国林业大省，森林碳汇功能将为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巨大贡献．森林碳储量是森

林碳汇功能的具体表现，系统研究云南森林碳储

量，能够把握其碳储量的数值及其分布特征，揭示

森林碳汇功能．因此，探索云南省森林碳储量现状

及其潜在的变化，可为云南省森林碳汇实践提供科

学依据，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一定的意义，对开

拓 ＣＤＭ 项目提供基础以及对碳排放权交易具有一

定的贡献．本文利用 ３Ｓ 技术解译云南植被，进而利

用 ＣＡＲ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模型［１７］

预测云南主要森林植被的潜在分布区域，结合前人

对云南各森林植被类型生物量的研究资料，模拟研

究云南主要森林植被的碳储量及其固碳潜力．

１　 研究区概况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地理位置 ２１°８′３２″～２９°
１５′８″Ｎ，９７°３１′３９″ ～ １０６°１１′４７″Ｅ，总面积约 ３．９０×
１０５ ｋｍ２（ＧＩＳ 量算投影面积 ３．８３×１０５ ｋｍ２） ．地势自

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下降，海拔高差极大，地貌类

型复杂多样，气候差异异常显著．自然环境复杂，导
致了森林植被多样化［１８］ ．云南森林资源极其丰富，
较大的林业用地面积导致较高的森林覆盖率．第六

次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结果显示，全云南省林地面积

为 ２．５×１０７ ｈｍ２，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６５．３６％；森
林面积为 １．９×１０７ ｈｍ２，占林地面积的 ７６．５４％；森
林覆盖率 ５０．０３％［１９］ ．

２　 研究方法及数据

２．１　 植被解译 　 以 １ ∶ ５０ ０００ 地形图、１ ∶ ５０ ０００
数字高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ＤＥＭ）以及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的 ＡＬＯＳ 影像为数据源（表 １），结合

野外考察数据，根据行政区划图、林业调查相关资料、
云南植被区划图、及其它地理信息等，解译云南省现

状植被，并计算各主要森林植被类型的现状面积．
首先利用 ＥＲＤＡＳ ＩＭＡＧＩＮＥ ９． ２ 进行影像配

准，双线性插值（ｂｉ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重采样方法

进行几何校正，比值变换（ｂｒｏｖｅ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融
合方法对影像进行融合［２０－２１］，并对影像进行拼接、
去霾等增强处理．第二，采用 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进行植被分

类．采用目视解译法对影像上存在少量阴影、云层

和薄雾覆盖区域进行判断解译．阴影区采取影像拉

伸方法，结合该区域位置、地形、ＧＰＳ 调查记录及周

表 １　 ＡＬＯＳ 传感器基本参数

Ｔａｂ．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ＯＳ ｓｅｎｓｏｒ

波段 波段名称 波谱范围 ／ μｍ 空间分辨率 ／ ｍ

１ 蓝色 ０．４２～０．５２ １０．０

２ 绿色 ０．５２～０．６０ １０．０

３ 红色 ０．６１～０．６９ １０．０

４ 近红外 ０．７６～０．８９ １０．０

全色 全色 ０．５２～０．７７ ２．５

围环境等信息进行目视判断．第三，对大量云层、薄
雾覆盖区，采用时间替代法并参照野外 ＧＰＳ 调查

记录等信息进行植被解译．
２．２　 ＣＡＲＴ 模型构建　 分类回归树模型（ＣＡＲＴ）
是采用二元递归分割方法构建，其输出结果是简洁

的二叉树结构．二叉树的每个分支代表一个测试结

果［２２］，是探索环境变量和植被类型之间的关系的

实用技术［２３］ ．其性能优于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递

增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在植物生境分布预

测模型中已被普遍应用［１７］ ．
ＣＡＲＴ 能处理高度倾斜的、多态的数值型数据

以及顺序、无序的类属性数据．ＣＡＲＴ 选择的测试属

性具有最小的 ｇｉｎｉ 系数值． ｇｉｎｉ 值越小代表样本的

“纯净度”越高，分类结果越好．

对样本集 ｇｉｎｉ（Ｔ） ＝ １ － ｐ２
ｊ ，其中 ｐ ｊ 是类别 ｊ

在 Ｔ 中出现的概率．若 Ｔ 划分为 Ｔ１、Ｔ２，则此次划分

的 ｇｉｎｉ 系数为以下公式：

ｇｉｎｉｓｐｌｉｔ（Ｔ） ＝
ｓ１
ｓ
ｇｉｎｉｓｐｌｉｔ（Ｔ１） ＋

ｓ２
ｓ
ｇｉｎｉｓｐｌｉｔ（Ｔ２），

其中，ｓ是 Ｔ中样本的个数，ｓ１、ｓ２ 分别为 Ｔ１、Ｔ２ 中的

样本个数．
ＣＡＲＴ 算法是先建树后剪枝，由于二叉树较多

叉树不易产生数据碎片且精准度高，因此 ＣＡＲＴ 采

用二分递归划分，在分支节点上进行布尔测试，根
据判断条件的真伪划为左否分支，最后得到一棵二

叉决策树．对于连续属性 Ａ，判断 Ａ ≤ Ｖ 是否成立；
对于离散属性 Ａ，判断 Ａ ∈ Ｓ′ 是否成立，其中 Ｓ′ 是
属性 Ａ 所有取值的子集，这可用贪心算法或穷举法

来确定．
不失一般性，假定有 ｐ个预测变量和 Ｘ１，…，Ｘｐ

连续性的反应变量，建立回归树需要以下步骤：
（１） 二元分枝 　 即样本点 ｘ∈ Ａ是否成立．此

条件是都成立将预测空间分枝，若成立，该样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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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集合 Ａ，若不成立，该样本点属于 Ａ 的补集，在
回归树中选用均数来表示集合 Ａ 及其补集的特征．

（２） 分 枝 优 度 准 则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ｐｌｉ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使用分枝优度准则来评价分枝．常用

的评价方法是最小平方和离差 ２ 种方法．一般情况

下，设 ｔ 代表树的某个节点，也就是 ｔ 包括一个子样

本｛（ｘｎ，ｙｎ）｝，Ｎ（ ｔ） 是节点 ｔ中的样本含量，则ｙ（ ｔ）

＝ １
Ｎ（ ｔ）ｘ∈ｔ

ｙｎ 表示节点反应变量的均数，而节点内

的离均差平方和为 ｓｓ（ ｔ） ＝
ｘ∈ｔ

［ｙｎ － ｙ（ ｔ）］ ２ ．现在假

设分枝 ｓ 将 ｔ 分为 ２ 个子节点 ｔＬ 和 ｔＲ ．那么，使函数

ϕ（ ｓ，ｔ） ＝ ｓｓ（ ｔＬ） － ｓｓ（ ｔＲ） 达到最大的分枝，亦即各

个节点内的变异达到最小的分枝 ｓ∗ 为最佳的分

枝，公式表达为：
ϕ（ ｓ∗ ｔ） ＝ ｍａｘ

ｓ∈Ω
（ ｓ，ｔ），

Ω 是所有可能的分枝的集合．
（３） 树的大小 　 剪枝常用的方法为最小成本

－ 复 杂 性 剪 枝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ｃｏｓｔ －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ｐｒｕｎｉｎｇ） ．在此过程中，定义一个子枝 Ｔ′ 的重要性

为：Ｄｋ（Ｔ′） ＝ Ｄｋ（Ｔ′） ＋ κｓｉｚｅ（Ｔ′） ．其中，Ｄ（Ｔ′） 为 Ｔ′
的异常值，ｓｉｚｅ（Ｔ′） 为终节点数．κ为成本 － 复杂性

参数，终结点数目增加则异常值下降，节点数的增

多则 κ 值减小．Ｄｋ（Ｔ′） 越大说明该分枝越重要．这
样评价的目的保证回归树包含足够信息的同时又

去掉并不重要的分枝．
从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大学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下载中心获取（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ｏｒｇ ／ ）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的云

南省气候数据资料．对森林植被进行编码，并进行 １
ｋｍ×１ ｋｍ 采样，得到植被空间分布数据．选取年平

均温度（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ＭＡ，℃）、最暖月

均温（ ｓｕｍｍ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ＭＳ，℃）、最冷月均温

（ｗｉｎ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ＭＷ，℃）３ 个温度因子和年降

水量（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ｍｍ）、雨季（夏季）
降水量（ｓｕｍｍｅ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Ｓ，ｍｍ）和干季（冬
季）降水量（ｗ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Ｗ，ｍｍ） ３ 个降

水因子作为构建模型的基础数据［２４］ ．
通过 Ｒ 软件的“Ｔｒｅｅ”程序建立分类回归树模

型．将全部气候－植被采样数据分为 ２ 个数据集：训
练样本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ｓｅｔ）和测试样本集（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ｓｅｔ），随机选取 ７０％的数据用于建模，剩余的数

据用于剪枝．建立树模型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过
度拟合”，采用交叉验证（ｃｒｏｓ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规则，使

用 ｐｒｕｎｅ ｔｒｅｅ 功能消除最不重要的子树，得到最终

的分类模型．
２．３　 精度验证 　 植被解译结束后，使用野外记录

且没有用来解译植被的 ＧＰＳ 点和 １０ ｋｍ×１０ ｋｍ 的

地理网格点来进行精度检验来判断解译结果是否

可行，是否需要再解译以及修正．用前者时，查看

ＧＰＳ 点周围 ２５０ ｍ 缓冲区内的植被类型与实地考

察记录的植被类型是否一致；用后者进行点检验

时，检查网格点所在位置的影像特征、海拔与解译

的植被类型是否相符合．
使用曲线下面积（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ＡＵＣ）

判断 ＣＡＲＴ 模型模拟的精度，曲线下面积，由接收

者操作特征（ＲＯＣ，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分析衍生而来，可用来验证 ＣＡＲＴ 的精度以及计算

平均值和标准差［２５］ ．ＡＵＣ 值的大小，代表模型的预

测精度，ＡＵＣ 值在 ０． ９０ ～ １． ００ 区间代表很好，在
０．８０～０．９０ 区间代表好，在 ０．７０ ～ ０．８０ 区间代表一

般［２６］ ．
２．４　 碳储量计算方法　 不同森林植被类型的生物

量计算方法：
Ｗ＝Ｗａ×Ｓ， （１）

式中，Ｗ 为各森林植被类型生物量；Ｗａ 为各森林植

被类型平均生物量（表 ２）；Ｓ 为各森林植被类型分

布面积．

　 　 表 ２　 云南主要森林植被平均生物量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植被类型　 　 　
平均生物量 ／
（ ｔ·ｈｍ－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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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１３５．９１ ［３１］

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 ４００．８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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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温性针叶林 ３５．９１ ［３４］

温凉性针叶林 ２８５．９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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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储量的计算多为在计算出研究区生物量的

基础上，按照不同森林的含碳率进行计算，即用森

林的生物量乘以该种森林植被类型的含碳率，得到

整片森林的固碳量．再使用森林生物量乘以转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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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０．５（即每克干物质的碳含量） ［２７－２９］ 得到森林的

单位面积碳储量，各森林植被类型碳密度乘以森林

植被的实际分布面积得到森林植被的碳储量，适宜

生境（模型模拟森林植被分布概率最大的生境）的
碳储量与现实碳储量都使用公式（２）计算．

Ｗｃ ＝ ０．５Ｗ， （２）
式中，Ｗｃ 为森林碳储量；Ｗ 为不同森林植被类型生

物量；０．５ 为转换系数．
根据 ＣＡＲＴ 模型模拟得到不同森林植被类型

的适宜生境面积，适宜生境的碳储量与现实碳储量

的差值即该森林植被的固碳潜力．
Ｗｐ ＝Ｗｓｕｉ－Ｗａｃｔ， （３）

式中，Ｗｐ 为森林植被的固碳潜力；Ｗｓｕｉ为森林植被

适宜生境的碳储量；Ｗａｃｔ为森林植被的现实碳储量．

３　 结　 果

３．１　 主要森林植被类型现状面积 　 使用 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 中的非监督分类方法，结合 ＡｒｃＧＩＳ９．３ 进行目

视解译，得到云南省 ２０１０ 年代主要植被类型的空

间分布［２４］（图 １） ．
对研究区内 ７ 种主要主要森林植被进行面积

统计（投影面积，ＧＩＳ 测算），统计面积及比例（表
３） ．

云南林地总面积是 ２０１ ０５７． １７ ｋｍ２（投影面

积），森林覆盖率约为 ５２．４９％．本研究根据植被的

原始性及分布面积的大小，选取 ３ 类阔叶林和 ４ 种

针叶林作为研究对象，总面积为 １８６ ３０６．５４ ｋｍ２（投
影面积），其中阔叶林为季风常绿阔叶林、半湿润

常绿阔叶林、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面积分别为

３１ ６２２．３４、１４ ７０２．３８、３ ７８８．６０ ｋｍ２，分别占总面积

的８．２６％、３．８４％、０．９９％；针叶林为暖热性针叶林、
暖温性针叶林、温凉性针叶林和寒温性针叶林，面
积分别为 １９ ３９７．７８、９６ １９７．４６、７ １０４．０９、１３ ４９３．８９
ｋｍ２ ，分别占总面积的５ ．０６％、２５ ．１１％、１ ．８５％、

图 １　 云南省主要森林植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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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２０１０ 年代云南主要森林植被的面积和比例

　 　 Ｔａｂ．３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ｉｎ
２０１０ｓ

植被类型 面积 ／ ｋｍ２ 比例 ／ ％

季风常绿阔叶林 ３１ ６２２．３４ ８．２６

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１４ ７０２．３８ ３．８４

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 ３ ７８８．６ ０．９９

暖热性针叶林 １９ ３９７．７８ ５．０６

暖温性针叶林 ９６ １９７．４６ ２５．１１

温凉性针叶林 ７ １０４．０９ １．８５

寒温性针叶林 １３ ４９３．８９ ３．５２

合计 １８６ ３０６．５４ ４８．６３

３．５２％（表 ３） ．选取的主要森林植被类型总面积占

云南森林总面积的 ９２．６７％．本研究是基于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年的 ＡＬＯＳ 影像解译得到云南森林植被的覆

盖面积，林地面积大于云南省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次森林资源清查的森林面积（１ ８１５．５８ 万 ｈｍ２），但
小于云南省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次森林资源清查的

森林面积（２ １３０．６０ 万 ｈｍ２） ［３７］ ．
３．２　 主要森林植被类型现实碳储量　 采用生物量

乘以转换系数得到碳密度，碳密度乘以每一种森林

植被的分布面积得到现实碳储量．可见，在云南现

实固碳能力较大区域主要集中在迪庆、怒江等滇西

北地区以及滇东北部分地区；思茅、临沧等滇西南

地区次之；滇中及大部分滇东北地区现实固碳能力

较小（图 ２） ．主要原因是因不同地区分布的森林植

被类型及其分布面积不同．
从云南森林植被的现实碳储量（图 ２、表 ４）可

以得出云南森林植被总现实碳储量 ８７１．１４ Ｔｇ，大
于 １９９７ 年的 ６７９． １９ Ｔｇ，接近 ２００７ 年的 ８８４． １１
Ｔｇ［３７］ ．本文未考虑人为活动影响较大的人工林、竹
林及分布面积较小的寒温性硬叶常绿阔叶林和干

热河谷硬叶常绿阔叶林的固碳能力，低估森林植被

的总固碳能力．云南主要森林植被类型中，现实碳

储量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季风常绿阔叶林、暖温性

针叶林、暖热性针叶林、温凉性针叶林、半湿润常绿

阔叶林、温凉性针叶林、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分别

为 ２０５． ４２、１７２． ７２、１３７． ７８、１２２． ９８、 ９９． ９１、 ５６． ４０、
７５．９３ Ｔｇ．这表明云南省森林植被发挥了较好的碳

汇作用．
３．３　 主要森林植被类型适宜生境碳储量 　 根据

ＡＵＣ 值检验模型的预测精度，７ 个模型中，除了半

湿润常绿阔叶林和暖温性针叶林的 ＡＵＣ 值较低

外，其他森林植被类型的预测精度都较高（表 ５），
温凉性针叶林和寒温性针叶林的 ＡＵＣ 值超过了

０．９０．
根据 ＣＡＲＴ 模型预测，云南林地适宜生境总面

积是 ４２９ ２８３ ｋｍ２ ．其中阔叶林分为季风常绿阔叶

林、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面积

分别为 ４３ ７５１、１９ ０７１、６ ４２８ ｋｍ２ ．针叶林分为暖热

性针叶林、暖温性针叶林、温凉性针叶林和寒温性

针叶林，面积分别为 １３０ ４１２、１８３ ５１７、２２ ０９４、２４
０１０ ｋｍ２（图 ３） ．

图 ２　 云南省森林植被现实碳储量及碳密度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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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云南省森林植被现实碳储量

　 　 Ｔａｂ． ４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植被类型　 　 　 　
碳密度 ／

（ ｔ·ｈｍ－２）
现实碳

储量 ／ Ｔｇ

季风常绿阔叶林 ６４．９６ ２０５．４２

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６７．９６ ９９．９１

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 ２００．４１ ７５．９３

暖热性针叶林 ７１．０３ １３７．７８

暖温性针叶林 １７．９６ １７２．７２

温凉性针叶林 ７９．３９ ５６．４０

寒温性针叶林 ９１．１４ １２２．９８

总和 ８４．６９ ８７１．１４

　 表 ５　 云南不同森林植被曲线下面积

　 　 Ｔａｂ．５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植被类型　 　 　 　 曲线下面积（ＡＵＣ）

季风常绿阔叶林 ０．８３９５

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０．６６８１

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 ０．７８１３

暖热性针叶林 ０．８２４０

暖温性针叶林 ０．６０１８

温凉性针叶林 ０．９２９４

寒温性针叶林 ０．９６４２

图 ３　 云南省森林植被适宜生境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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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主要森林植被类型中，适宜生境碳储量最

高的是暖热性针叶林，达到 ９２６．３２ Ｔｇ；其次是暖温

性针叶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碳储量分别为 ３２９．５０
Ｔｇ 和 ２８４．２１ Ｔｇ；最后是寒温性针叶林、温凉性针叶

林、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及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适
宜生境的碳储量分别为 ２１８．８２、１７５．４０、１２９．６０ Ｔｇ
和 １２８．８２ Ｔｇ．总的适宜生境碳储量为 ２ １９２．６７ Ｔｇ
（表 ６） ．这表明，在当前气候条件下，森林植被发展

到气候顶级，云南森林植被具有较大的碳汇作用．
针叶林是云南森林碳储量的主要贡献者，特别是暖

热性针叶林和温凉性针叶林．
３．４　 主要森林植被类型固碳潜力　 森林植被适宜

生境的碳储量与现实碳储量的差值，即该森林植被

的固碳潜力，某森林植被固碳潜力与其现实面积的

比值即为该森林植被的潜在碳密度．从云南森林植

被潜在碳密度空间分布（图 ３）可见，固碳潜力较大

区域主要集中在思茅、德宏等滇西南地区以及迪

庆、怒江等滇西北地区；滇中及滇东北地区固碳潜

力较小．潜在碳密度较现实碳密度发生了改变，从
空间分布（图 ２、图 ４）上看，从滇西北地区转移到

了滇西南地区，主要的原因是各森林植被在不受人

为活动干扰的情况下，适应生境不同．
从云南省森林植被适宜生境碳储量及固碳潜

力（表 ５）可见，森林植被总固碳潜力为 １ ３２１． ５２
Ｔｇ．主要森林植被类型中，固碳潜力从高到底依次

为暖热性针叶林、暖温性针叶林、温凉性针叶林、寒
温性针叶林、季风常绿阔叶林、山地湿性常绿阔叶

林、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分别为 ７８８． ５３、１５６． ７８、
１１９．００、９５．８４、８．７９、５２．８９、２９．６９ Ｔｇ．潜在比例较大

是暖热性针叶林和温凉性针叶林，分别为 ５７２．３１％
和 ２１０．９９％．

针叶林与阔叶林（表 ７）相比，阔叶林的平均碳

密度较针叶林大，但阔叶林现实碳储量较针叶林

小． 针叶林碳储量占主要森林植被碳储量的

５６．２３％，且针叶林固碳潜力也远超过阔叶林，大约

是阔叶林固碳潜力的 ７．２ 倍．若计入热带雨林及季

雨林、寒温性硬叶常绿阔叶林、干热河谷硬叶常绿

阔叶林以及落叶阔叶林的固碳潜力，针叶林固碳潜

力较阔叶林固碳潜力要少于 ７ 倍．因此，在扩大森

林面积，增加森林碳储量中，可适当扩大针叶林面

积，有利于提高森林植被碳储量．

４　 讨论与结论

在省域尺度下相比较（表 ８），云南森林植被平

均碳密度趋于中上，碳储量较其他省份都高，大于

森林面积居全国第 １ 位的内蒙古（７８７．８０ Ｔｇ） ．森林

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庞大且复杂的动态变化系统，单
独使用森林资源野外样方调查方法可能低估森林

植被碳储量，其碳储量研究将朝着多种方法综合运

用，多学科交叉的趋势发展［６０］ ．根据研究对象的时

间和空间尺度以及研究手段，可分为样地清查法、
模型模拟法以及遥感估算法 ３ 类．其中，样地清查

法是最基本而可靠的研究方法，但应用局限于小尺

度的研究对象．模型模拟方法和 ３Ｓ 技术可解决大

尺度上森林植被的固碳问题［６１］ ．本文采用的生物

量数据来自对某一群落或小面积的的森林研究，采
用的是平均生物量法、样地清查法等．由于人为或

地形等自然因素的影响，选取群落较为完整，森林

表 ６　 云南省森林植被适宜生境碳储量及固碳潜力

Ｔａｂ．６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植被类型　 　 　 　 　 　 适宜生境面积 ／ ｋｍ２ 适宜生境碳储量 ／ Ｔｇ 固碳潜力 ／ Ｔｇ 潜在比例 ／ ％

季风常绿阔叶林 ４３ ７５１ ２８４．２１ ７８．７９ ３８．３６

半湿润常绿阔叶 １９ ０７１ １２９．６０ ２９．６９ ２９．７２

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 ６ ４２８ １２８．８２ ５２．８９ ６９．６６

暖热性针叶林 １３０ ４１２ ９２６．３２ ７８８．５３ ５７２．３１

暖温性针叶林 １８３ ５１７ ３２９．５０ １５６．７８ ９０．７７

温凉性针叶林 ２２ ０９４ １７５．４０ １１９．００ ２１０．９９

寒温性针叶林 ２４ ０１０ ２１８．８２ ９５．８４ ７７．９３

总和 ４２９ ２８３ ２ １９２．６７ １ ３２１．５２ １５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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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云南省森林植被潜在碳密度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表 ７　 云南省阔叶林、针叶林植被碳储量及固碳潜力

　 　 Ｔａｂ．７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森林类型 平均碳密度 ／ （ ｔ·ｈｍ－２） 现实碳储量 ／ Ｔｇ 适宜生境碳储量 ／ Ｔｇ 固碳潜力 ／ Ｔｇ

阔叶林 １１１．１１ ３８１．２８ ５４２．６３ １６１．３７

针叶林 ６４．８８ ４８９．８８ １ ６５０．０４ １ １６０．１５

总和 ８４．６９ ８７１．１４ ２ １９２．６７ １ ３２１．５２

长势较好，这将高估森林整体的生物量和碳储量．
但使用遥感影像解译各森林植被的面积采用的是

投影面积，小于实际面积，此外，本研究没有考虑人

为活动影响较大的人工林、竹林及分布面积较小的

寒温性硬叶常绿阔叶林和干热河谷硬叶常绿阔叶

林的固碳能力，这将低估森林植被的碳储量［６２］ ．因
此，二者共同的影响将减少碳储量估算的误差．

根据 ２０１０ 年代的植被分布数据，云南林地总

面积为 ２．１×１０７ ｈｍ２，与云南省第五次森林资源清

查资料清算的 ２．５×１０７ ｈｍ２ 接近［６３］ ．森林覆盖率约

为 ５２．４９％，接近云南省“十二五”林业发展指标即

森林覆盖率到达 ５５．００％，超过了云南森林清查第

六次成果的 ５０．３％．李亮使用生物量换算因子连续

函数法和森林蓄积量扩展法并结合森林资源清查

数 据 得 到 云 南 现 有 森 林 植 被 碳 储 量 为

８１２．３０ Ｔｇ［６３］ ．本文利用遥感方法结合平均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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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省域尺度下 ２２ 个省区森林植被碳储量估算结果

Ｔａｂ．８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

省份 碳储量 ／ Ｔｇ 年份 碳密度 ／ （ ｔ·ｈｍ－２） 参考文献

内蒙古 ７８７．８０ ２０１５ ４０．４０ ［３８］

浙江 ６０２．７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１００．２３ ［３９］

甘肃 ６１２．４３ ２０１１ ７２．４３ ［４０］

吉林 ５０５．７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６６．６８ ［４１］

安徽 ４０２．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１０．９５ ［４２］

辽宁 １３３．９４ ２００５ ２５．０８ ［４３］

江西 ２６３．８７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２６．２７ ［４４］

江苏 １７４．８１ ２０１０ ２４．３９ ［４５］

陕西 １６６．３９ ２００４ ２８．７３ ［４６］

广西 ２０９．５１ ２０１０ １７．２６ ［４７］

河南 ４６．７３ ２００３ ２３．６４ ［４８］

福建 ２７５．３１ ２００８ ６５．６５ ［４９］

河北 ６１．１１ ２００５ １０．３２ ［５０］

山东 １０５．２４ ２０１３ ４０．９３ ［５１］

广东 １６７．３８ ２０１２ ２３．０１ ［５２］

四川 ４６９．９６ ２００４ ３７．３９ ［５３］

黑龙江 ６０１．１０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３３．４４ ［５４］

湖北 ７１０．０１ ２００９ １１１．５１ ［５５］

贵州 １７７．２３ ２００６ ２０．３６ ［５６］

重庆 ７０．２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５０．７７ ［５７］

湖南 １８０．５３ ２００９ １６．７４ ［５８］

海南 ３７．７４ １９９８ ２４．４１ ［５９］

云南 ８７１．１４ ２０１１ ８４．６９ 本研究

法得到 ２０１０ 年代云南现有森林植被碳储量为

８７１．１４ Ｔｇ，大于 １９９７ 年的 ６７９．１９ Ｔｇ，接近 ２００７ 年

的８８４．１１ Ｔｇ［３５］，与李亮的同期研究结果（８１２． ３０
Ｔｇ）相接近．蔡丽莎用 ０．５ 作为碳转换系数估算云

南省森林植被碳储量为 ６５２．１８ Ｔｇ［６４］，造成差别的

原因可能是原始数据的来源和考虑森林植被类型

及估算方法的不同导致估算结果不一致，但随时间

的推移，云南森林植被的固碳能力在增加，发挥较

大的碳汇作用，对我国的森林发挥固碳减排作用有

重要的意义．
云南主要森林植被碳储量为 ８７１． １４ Ｔｇ （表

４），主要集中在针叶林分布较广的滇西北地区，大

于 １９９７ 年的 ６７９． １９ Ｔｇ，接近 ２００７ 年的 ８８４． １１
Ｔｇ［３５］，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没有考虑人为干扰较

大的人工林的固碳作用．云南主要森林植被碳储量

高于安徽省 （７１４．５ Ｔｇ） ［４２］以及内蒙古（７８７．８ Ｔｇ）
［３８］森林植被碳储量．达到演替顶级时，暖热性针叶

林具有巨大的固碳潜力，云南主要森林植被总固碳

潜力为 １ ３２１．５２ Ｔｇ（表 ５），高于汲玉河等使用 ＢＩ⁃
ＯＭＥ４ 模型方法模拟安徽省森林植被发展到气候

顶级时的总固碳潜力 （９６０．２ Ｔｇ） ［４２］，主要原因是

两省森林植被分布面积不同．在北方，阔叶林在森

林总碳储量中具有较大的贡献［６５］，云南省阔叶林

总现状碳储量为 ３８１．２８ Ｔｇ（表 ６），高于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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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区阔叶林植被碳储量的 ３１０．７９ Ｔｇ［６６］ ．云南主

要森林植被的碳密度为 ８４．６９ ｔ ／ ｈａ，大于使用森林

调查数据估算的 ６７ ｔ ／ ｈｍ２ ［８］，说明云南具有较高的

碳储量及固碳潜力，云南省森林植被在整体上是一

个碳汇．
暖热性针叶林碳储量随着林龄增加碳储量增

大［６７］，可保留林龄较大的云南松林来增加云南森

林植被的碳汇潜力．本研究暖热性针叶林固碳潜力

最大，模型预测其适宜生境面积约为 １．３×１０５ ｈｍ２，
仅次于暖温性针叶林，其碳储量达到 ９２６．３２ Ｔｇ，大
约是现实碳储量的 ５．７ 倍，说明其固碳潜力最大．
构成暖热性针叶林的思茅松（Ｐｉｎｕｓ ｋｅｓｉｙａ）主要分

布于云南省的西南部，在哀牢山以西的亚热带南部

集中成林分布，能够占据多种生境类型．在植被发

生上，思茅松林现有的大面积分布属于季风常绿阔

叶林被破坏后形成的次生性森林［６８］ ．在思茅松（Ｐ．
ｋｅｓｉｙａ）的分布区内，具有四季暖热、干湿分明的气

候环境，年降水量在 １ ０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ｍ，相对湿度高

达 ８０％，旱季前期多雾的天气弥补了水分的不足．
所以在海拔 ６００ ｍ 的澜沧江边和 １ ９５０ ｍ 的无量山

山腰都有思茅松 （Ｐ． ｋｅｓｉｙａ） 分布［６９］ ．思茅松 （Ｐ．
ｋｅｓｉｙａ）生长快，天然更新能力比较强，是云南省主

要的速生树种之一．其人工林固碳能力强［７０］，乔木

碳储量集中分布在 １ ０００ ～ ２ ０００ ｍ 的海拔高度，且
各海拔高度和不同坡向的碳密度相差不大［７１］ ．砍
伐、火烧季风常绿阔叶林导致暖热性针叶林常与其

镶嵌分布，如果生境相同，思茅松（Ｐ． ｋｅｓｉｙａ）与云

南松（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在现在分布的生境中有趋

同发展的趋势［６８］ ．鉴于思茅松幼苗不耐荫凉性［７２］，
可重点群团状择伐思茅松聚集分布的区域应，使其

形成较大林窗，促进林内小径级思茅松生长，更新

森林．暖热性针叶林适宜生境广泛，具有重要的经

济价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７３］ 以及巨大的固碳潜

力．综上，暖热性针叶林分布生境的多样化、次生

性、趋同性以及较高的生物量，决定了暖热性具有

较大的固碳潜力．说明适当的人为干扰可提高云南

暖热性针叶林的固碳潜力．对于森林的管理上，可
加大思茅松的种植面积，增加云南森林植被碳汇能

力．
森林的可再生性，使其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

具有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是低碳经济的重要

基础［７４］ ．森林固碳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好，准
确估算森林植被的碳储量及固碳潜力，是解释全球

碳收支不平衡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推动碳交

易市场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７５］ ．云南暖热性针叶

林较大的碳储量及固碳潜力说明了云南省林业具

有巨大的减排空间，在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项目

的对外合作和项目开拓上也具备较大潜力［７６］ ．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的 ＡＬＯＳ 影像数据，

结合野外调查解译云南省森林植被的现状分布，以
及经过校准的 ＣＡＲＴ 模型预测森林植被的潜在分

布区域，数据系统可靠，从根本上保证了研究结果

的准确性；但研究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较突出的

是忽略了人工林及分布面积较小的干热河谷硬叶

常绿阔叶林等森林植被的固碳作用．此外，对云南

省森林碳储量的估算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早期学者

的野外调查数据，可能低估了森林植被的平均生物

量．今后应对云南省森林植被的平均生物量估算上

开展深入研究，找到适宜模拟人工林潜在分布的模

型方法，以提高对云南省森林植被固碳潜力估算的

精度．
采用分类回归树模型（ＣＡＲＴ）进行云南森林

的潜在分布区的预测，结合生物量换算因子法估算

云南主要森林植被的碳储量及潜力，云南主要森林

植被现实碳储量为 ８７１．１４ Ｔｇ，固碳潜力为 １ ３２１．５２
Ｔｇ，约为现实碳储量的 １．５２ 倍，云南森林植被现实

碳储量较大，整体上是一个碳汇；云南省针叶林森

林植被的固碳能力及潜力均大于阔叶林森林植被，
针叶林固碳潜力约是阔叶林固碳潜力的 ７．２ 倍；云
南省暖热性针叶林具有较强的清洁发展机制

（ＣＤＭ）潜力，适当的人为干扰可提高云南暖热性

针叶林的固碳潜力，即扩大作为暖热性针叶林主要

林型的思茅松人工林的种植面积可提高云南森林

植被的碳汇能力，推进碳排放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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