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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主要是为了引导和规范竹林开展生态低碳经营，提供竹林碳汇计量与监测方法、

竹林经营项目减排量测算方法，为进一步开发成符合碳市场要求的竹林经营碳汇项目和后续

的项目减排量监测提供可靠的资料和数据支撑。本标准适用的竹林类型为大径散生竹林和大

径丛生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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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低碳经营与计量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竹林低碳经营技术原则和碳汇计量与监测技术原则、林分结构优化技术、

肥料使用及控制技术、土壤扰动控制技术、竹林健康维持技术、竹林碳汇项目开发基本条件、

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项目活动边界确定、基线情景确定和碳层划分、项目计入期和

碳层划分、基线碳汇量计量与监测技术、项目碳汇量计量与监测技术、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

计量与监测技术、项目减排量计算、精度控制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竹林开展低碳经营与碳计量监测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20391  毛竹林丰产技术 

GB/T 26424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GB/T 32770  竹子名词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竹林  bamboo forest 

连续面积不小于0.0667 hm
2
、郁闭度不低于0.20、成竹竹秆高度不低于2 m、竹秆胸径

不小于2 cm的以竹类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植物群落。竹木混交时，当乔木树种郁闭度小于0.2

时，确定为竹林；乔木树种郁闭度超过0.2时，不确定为竹林。 

3.2  

大径散生竹林  large-diameter running bamboo forest 

单轴散生型竹林，成熟时平均高度6 m以上，竹秆胸径5 cm以上。 

3.3  

大径丛生竹林  large-diameter clumping bamboo forest 

合轴丛生型竹林，成熟时平均高度6 m以上，竹秆胸径5 cm以上。 

3.4  

竹林低碳经营  bamboo forest managed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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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生态低碳理念，主要通过调整竹林结构、改善竹林生长条件、控制土壤扰动强度，

以增强竹林固碳能力和减少碳排放，并兼顾其它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竹林经营活动。 

3.5  

土壤扰动  soil disturbance 

通过人为方式，加速竹林土壤有机碳分解、流失，并导致土壤有机碳含量趋向降低的活

动，如松土除草、深翻垦复、挖除竹蔸竹鞭等活动。 

3.6  

立竹密度  density of bamboo stand  

简称立竹度，是单位面积竹林上的活立竹株数。参见GB/T 32770。 

3.7  

项目活动  project activity 

在确定的地理边界范围内，为产生符合碳市场要求的核证减排量，而开展的有特殊措施

要求的竹林经营活动。 

3.8  

基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在没有实施拟议的竹林低碳经营项目活动时，项目活动边界内最有可能的竹林经营方式、

林分结构现状和未来变化情况。 

3.9  

项目情景  project scenario 

在实施拟议的竹林低碳经营活动下，项目活动边界内拟采取的竹林经营方式、林分结构

状况的未来变化情况。 

3.10  

项目活动边界  project boundary 

实施拟议的竹林低碳经营活动的空间地理范围，该范围既可以是连续的地块，也可以是

离散的地块，包括竹材产品生产地点。 

3.11  

碳计量  carbon accounting 

在开展拟议的竹林经营碳汇项目开发之前，对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进行事前预估测

算，其结果主要用于项目的经济和生态可行性评估和项目审核备案。 

3.12  

碳监测  carbon monitoring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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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竹林经营碳汇项目开展过程中，每隔一定周期，基于固定样地和活动水平记录而进

行的项目减排量实际测算，其结果主要用于减排量审核备案和碳汇交易。 

3.13  

碳库  carbon pools 

包括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落物、枯死竹、土壤有机质和竹材产品碳库。 

3.14  

地上生物量  above-ground biomass 

竹子地上部分的生物量，包括竹秆、竹枝、竹叶生物量。 

3.15  

地下生物量  below-ground biomass 

竹子地下部分的生物量，包括竹蔸、竹鞭、竹根生物量。 

3.16  

枯落物  litter 

土壤层以上，直径≤5.0cm、处于不同分解状态的所有死生物量。包括凋落物、腐殖质，

以及难以从地下生物量中区分出来的细根。 

3.17  

枯死竹  dead bamboo 

枯落物以外的所有死生物量，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枯立竹、枯倒竹以及死亡竹。 

3.18  

土壤有机质  soil organic matter 

一定土壤深度内（0 cm-30 cm）矿质土中的有机质，包括不能从地下生物量中区分出来

的活细根。 

3.19  

竹材产品碳库  carbon stocks in harvested bamboo products 

用项目活动边界内收获的竹材（主要指竹秆部分）生产的，在项目计入期末或30a（以

时间长者为准）后仍在使用或作为垃圾填埋的竹产品中的碳储量。 

3.20  

碳排放  carbon emission 

由开展拟议的竹林低碳经营活动引发的在项目活动边界之内的、可测量的温室气体排放

的增加量。 

3.21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4 

 

碳泄漏  carbon leakage 

由开展拟议的竹林低碳经营活动引发的在项目活动边界之外的、可测量的温室气体排放

的增加量。 

3.22  

计入期  crediting period 

项目情景相对于基线情景产生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计算时间周期。 

3.23  

项目减排量  actual net GHGs removal by sinks 

项目活动引起的净碳汇量。项目减排量等于项目碳汇量减去基线碳汇量，再减去泄漏量。 

3.24  

竹子择伐强度  intensity of selective culm cutting 

单位面积竹林内，采伐的竹子株数与伐前立竹株数之比。它与拟议项目活动下的竹子择

伐年龄和竹林留养的年龄结构有关。 

3.25  

竹林择伐更新周期  cycle of bamboo forest regeneration by selective culm 

cutting 

竹林通过不断的老竹择伐和新竹发育，其项目活动边界内立竹实现一轮更新所需的年数。 

3.26  

大小年竹林  on-year and off-year bamboo forest 

年间发笋成竹数量差异大的竹林，发笋成竹数多的年份称为大年，而相邻年通常发笋成

竹数量明显减少，称为小年。参见GB/T 32770。 

3.27  

花年竹林  even-year bamboo forest 

年间的发笋成竹数量变化不大的竹林。参见GB/T 32770。 

3.28  

度数  du 

计算毛竹竹秆年龄的一种特殊的计数方式，即：新竹自形态建成后至来年换叶为一度，

以后每两年计一度。参见GB/T 32770。 

4 竹林低碳经营技术 

4.1 原则 

4.1.1 生态优先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e6%8b%a9%e4%bc%90%e5%bc%ba%e5%ba%a6&tjType=sentence&style=&t=selective+cutting+intensity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e5%91%a8%e6%9c%9f&tjType=sentence&style=&t=cycle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e6%8b%a9%e4%bc%90%e6%9b%b4%e6%96%b0&tjType=sentence&style=&t=regeneration+by+selectivef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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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低碳经营应有利于增加竹林净碳汇量，改善地区生态环境，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

力。同时兼顾竹林的其它生态效益。 

4.1.2 效益统筹 

竹林低碳经营活动既要考虑增加净碳汇量，又要考虑增加竹产品的收获量，有利于经营

活动实施方获得多重收益。 

4.2 林分结构优化 

4.2.1 大径散生竹林 

4.2.1.1 竹笋留养与采收 

竹笋留养采收按以下要求进行： 

a） 竹笋留养时间。大小年竹林每 2a 留养一次，在大年进行；小年竹笋全部采收。花

年竹林每年留养。 

b） 采收对象。遵循“挖密留疏、挖弱留强”的原则，挖除生长弱小的、密集生长的竹

笋。留养竹笋的空间分布要求均匀。 

c） 采收强度。在调整优化阶段，去掉弱笋和病虫笋外，其余竹笋尽量都留养成新竹；

在结构稳定阶段，挖除早期笋，在出笋盛期，留足目标留养数量后，挖除其余竹笋。 

4.2.1.2 竹材采伐 

竹材采伐按以下要求进行： 

a） 采伐周期。大小年竹林每 2a 进行一次择伐作业，在大年进行；花年竹林每年进行

一次择伐。 

b） 采伐对象。不伐 3 度竹，只伐 4 度（含）以上竹子。 

c） 采伐时间。选择在 10月至翌年 2月进行。 

d） 采伐管理。伐桩高度不宜超过地面 10 cm。采伐时不移除林内枯枝落叶，及时清理

林内的风倒竹、雪压竹、病虫竹。 

e） 采伐销售记录。在每次采伐活动后要做好记录，包括采伐时间、地点、采伐数量和

竹材销售去向（地区或者公司）、该地区或者公司的竹材主要利用方式，参见附录

A中表 A.1。 

4.2.1.3 立竹结构 

为增强竹林固碳效果，立竹结构应达到以下要求： 

a） 年龄结构。经过择伐更新调整后，伐后年龄结构为 1 度：2 度：3 度=1：1：1。 

b） 密度调整。经过择伐更新调整后，立竹密度要求增加 20%（含）以上，合理密度保

持在 3500 株·hm-2~4200 株·hm-2，参见 GB/T 20391。 

c） 胸径结构。经过经营调整，林分平均胸径要求增加 10%（含）以上，并不小于该竹

种所在区域的平均胸径水平。 

4.2.2 大径丛生竹林 

4.2.2.1 竹笋留养与采收 

竹笋留养采收按以下要求进行： 

a） 竹笋留养。留母竹的芽位尽量保持在基目笋芽，留母竹时间选在发笋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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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采收对象。遵循“挖密留疏、挖弱留强、空间分布均匀”的原则，挖除生长弱小的、

密集生长的竹笋。留母竹的芽位尽量保持在基目笋芽。 

c） 采收强度。在调整优化阶段，挖笋数应低于发笋数的 50%。在结构稳定阶段，挖除

早期笋，在出笋盛期，留足目标留养数量后，挖除其余竹笋。 

4.2.2.2 竹材采伐 

竹材采伐按以下要求进行： 

a） 采伐周期。每年进行一次择伐。 

b） 采伐对象。伐 3a 以上及部分 3a 生竹。 

c） 采伐时间。在秋冬季竹子生理活动减弱、固碳能力降低时进行。 

d） 采伐管理。伐桩高度不超过蔸基 10 cm，尽可能挖除伐桩。采伐时不移除林内枯枝

落叶，及时清理林内的风倒竹、病虫竹。 

e） 采伐销售记录。在每次采伐活动后要做好记录，包括采伐时间、地点、采伐数量和

竹材销售去向（地区或者公司）、该地区或者公司的竹材主要利用方式，参见附录

A中表 A.1。 

4.2.2.3 立竹结构 

为增强竹林固碳效果，立竹结构应达到以下要求： 

a） 年龄结构。经过择伐更新调整，年龄结构调整为 1a：2a：3a=2：2：1。 

b） 密度调整。经过择伐更新调整，立竹密度保持在 3600 株·hm-2~6000 株·hm-2。 

4.3 肥料使用及控制 

4.3.1 肥料种类 

根据竹种和区域土壤养分状况，施用竹林专用复合肥（N 含量比例不大于 20%）。推

荐使用缓释肥，并增施土壤碳稳定剂。 

4.3.2 施肥时间 

在竹材采伐后，竹笋出土前进行。 

4.3.3 施肥用量 

每 2a 至少需施用 1 次，每 2a 施用量为 450 kg·hm-2~750 kg·hm-2，既促进竹林生长又有

效控制施肥排放。 

4.3.4 施肥方式 

采用带状（散生竹）或环状（丛生竹）沟施方式，施后进行覆土。 

4.3.5 施肥记录 

在每次施肥活动后要做好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和肥料种类和施用量，参见附录 A 中

表 A.2。 

4.4 土壤扰动控制 

4.4.1 林下清理 

4.4.1.1 清理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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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2a 不超过 1 次。 

4.4.1.2 清理方式 

采用人工方式，割除的林下灌草不移出林外，在林内进行块状堆腐处理。 

4.4.1.3 清理记录 

在每次清灌除草活动后要做好记录，包括时间和地点，参见附录 A 中表 A.3。 

4.4.2 林地垦复 

4.4.2.1 垦复周期 

每 4a 不超过 1 次。 

4.4.2.2 垦复方式 

松土带与保留带轮流作业，每次扰动面积不超过地表面积的 25%。 

4.4.3 清蔸除鞭 

4.4.3.1 清蔸除鞭周期 

散生竹林每 2 个竹林择伐更新周期进行 1 次；丛生竹林每 2a 进行 1 次。 

4.4.3.2 清蔸除鞭比例 

散生竹林清除地下伐蔸和鞭根总量的 25%~50%，主要清除失去萌发能力的伐蔸和老鞭；

丛生竹林清除全部伐蔸。 

4.4.3.3 清蔸除鞭方式 

采用人工方式，清除的伐蔸和老鞭不移出林外，在林内进行集中堆腐处理。 

4.4.3.4 清蔸除鞭记录 

在每次清蔸除鞭活动后要做好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和强度，参见附录 A 中表 A.4。 

4.5 竹林健康维持 

4.5.1 钩梢 

4.5.1.1 钩梢区域 

适于在雪压、冰挂、风倒等危害严重的地区，因地制宜进行钩梢，参见 GB/T 20391。 

4.5.1.2 钩梢对象 

1a 生新竹，截去竹秆梢部，但每秆留枝应不少于 15 盘，参见 GB/T 20391。 

4.5.1.3 钩梢时间 

在秋冬季下雪前进行。 

4.5.2 火灾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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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护林防火，预防竹林火灾的发生。对项目活动边界内发生的火灾要做好记录，包括

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灾害程度，参见附录 A中表 A.5。 

4.5.3 有害生物防治 

4.5.3.1 防治原则 

坚持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综合治理方针，尽量控制化学药物使用量。 

4.5.3.2 重点防治 

重点做好竹象鼻虫、黄脊竹蝗、蚜虫、枯梢病、竹笋夜蛾等危害性大的有害生物预防和

防治工作。大型散生竹林主要有害生物防治方法，参见 GB/T 20391。 

4.5.3.3 有害生物记录 

对项目活动边界内发生的重大病虫害要做好记录，包括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灾害程度，

参见附录 A中表 A.6。 

5 碳汇计量与监测技术 

5.1 原则 

5.1.1 透明性 

碳计量监测时采用的活动水平数据和参数以及确定方法都应公开透明且易于获取。经营

活动过程记录和监测期间收集的所有数据都须以电子版和纸质方式存档，直到计入期结束后

至少两年，以保证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可追溯和核证。 

5.1.2 确定性 

应采取必要措施，提高碳计量和监测的精度和准确性，降低不确定性。活动水平数据的

获取或参数的选择应确保项目减排量不被高估。 

5.1.3 成本有效性 

碳计量监测既要考虑精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技术成本，在碳库选择和计量监测方法选

择时，应保证简便可行，利于操作。 

5.2 竹林碳汇项目开发基本条件 

符合碳市场规则要求的竹林碳汇经营项目须满足以下条件： 

a） 项目地块不属于湿地和农田土地类型； 

b） 林地权属清晰，没有争议； 

c） 项目活动采伐竹材时，只收集竹秆、竹枝，而不移除枯落物； 

d） 项目活动不清除竹林内原有的散生林木。 

5.3 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 

5.3.1 碳库选择 

只选择项目活动边界内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以及项目活动所收获的竹材产品三个主

要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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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 

只考虑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火灾而引起的CO2、CH4和N2O排放和施用有机肥料

与含氮化肥引起的N2O排放。 

5.4 项目活动边界确定 

根据最新的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或林地一张图确定项目活动的地理边界。 

5.5 基线情景确定和碳层划分 

5.5.1 基线情景确定 

基线情景确定依据为： 

a） 根据项目区最近一期的森林资源调查成果，将竹林的质量现状和经营措施视作基线

情景。 

b） 在项目期内，竹林经营措施及经营强度保持不变。 

c） 在项目期内，竹林林分结构和质量现状保持不变。 

5.5.2 基线碳层划分 

基线碳层划分依据为： 

a） 项目活动边界内现有竹林类型或竹种类型。 

b） 竹林林分结构状况（如立竹密度、平均胸径、年龄结构等）。 

c） 竹林现有经营措施及强度。 

5.6 项目计入期和碳层划分 

5.6.1 项目计入期 

项目计入期为20a~30a。 

5.6.2 项目碳层划分 

项目碳层划分依据为： 

a） 拟实施的竹林经营措施类型； 

b） 预期达到的目标林分结构。 

5.6.3 目标林分结构设定 

目标林分结构设定按以下要求进行： 

a） 根据基线情景和拟实施的竹林低碳经营措施，设定项目竹林结构调整年限和预期达

到的目标竹林年龄结构。 

b） 林分结构调整年限不得小于该竹种的 1 个择伐更新周期。 

c） 目标林分结构内容主要是：平均立竹密度、平均胸径、年龄结构比例，参见附录 B

中表 B.1。 

5.7 基线碳汇量计量与监测 

5.7.1 基线碳汇量构成 

基线碳汇量由竹林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地下生物质碳储量和竹产品碳储量三部分构成，

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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𝛥𝐵𝐶𝑡 = 𝛥𝐵𝐶𝐴𝐵 + 𝛥𝐵𝐶𝐵𝐵 + 𝛥𝐵𝐶𝐵𝑃                    （1） 

式中： 

𝛥𝐵𝐶𝑡 ——第t年基线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𝛥𝐵𝐶𝐴𝐵——第t年时，基线情景下项目活动边界内竹林地上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𝛥𝐵𝐶𝐵𝐵——第t年时，基线情景下项目活动边界内竹林地下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𝛥𝐵𝐶𝐵𝑃——第t年时，基线情景下项目活动边界内收获的竹产品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5.7.2 计量阶段 

基线竹林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地下生物质碳储量和竹产品碳储量的详细测算方法参见附

录 C，主要竹种的生物量模型参见附录 D。 

5.7.3 监测阶段 

不需要进行样地监测，直接采用计量结果。 

5.8 项目碳汇量计量与监测 

5.8.1 项目碳汇量构成 

项目碳汇量由竹林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地下生物质碳储量和竹产品碳储量三部分构成，

按式（2）计算。 

𝛥𝑃𝐶𝑡 = 𝛥𝑃𝐶𝐴𝐵 + 𝛥𝑃𝐶𝐵𝐵 + 𝛥𝑃𝐶𝐵𝑃                    （2） 

式中： 

𝛥𝑃𝐶𝑡 ——第t年项目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𝛥𝑃𝐶𝐴𝐵——第 t 年时，项目情景下项目活动边界内竹林地上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𝛥𝑃𝐶𝐵𝐵——第 t 年时，项目情景下项目活动边界内竹林地下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𝛥𝑃𝐶𝐵𝑃——第 t 年时，项目情景下项目活动边界内收获的竹产品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5.8.2 计量阶段 

项目竹林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地下生物质碳储量和竹产品碳储量的详细测算方法参见附

录 E。 

5.8.3 监测阶段 

5.8.3.1 监测周期 

监测周期应在 4 年-10 年之内选择偶数年。监测应选在竹笋长成新竹后和竹材采伐收获

前进行。 

5.8.3.2 项目活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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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项目活动边界内的竹林经营活动以及导致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变更的情况做好详

细记录，记录内容主要包括： 

a） 竹林经营管理监测：松土、除草、施肥等活动的时间和地点、施肥品种和施肥量等。 

b） 竹林采笋择伐监测：采笋、择伐等项目活动的时间和地点、择伐强度和采伐量等。 

c） 采伐竹材去向监测：竹材主要去向及用于加工各类竹产品的比例。 

d） 项目活动边界内森林灾害（火灾、病虫害）等发生的时间、地点、强度等情况。 

e） 项目活动边界内的地块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变更的时间、地点、面积和原因。 

f） 项目活动记录监测表参见附录 A。 

5.8.3.3 监测样地设置与调查 

5.8.3.3.1 样地数量 

样地数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样地数量可根据项目活动面积确定，参见附录 F 中表 F.1。 

b） 每个碳层的样地数量不少于 3 个。 

5.8.3.3.2 样地规格 

样地规格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样地形状为方形（正方形、长方形）或圆形。 

b） 样地大小为 0.04 hm2~0.06 hm2。 

5.8.3.3.3 样地设置 

样地设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各碳层内，样地采用等距机械布点或随机布点。 

b） 样地边缘离开竹林地块边界大于 5 m 以上。 

c） 样地采用全站仪或罗盘仪测设，样地相对闭合差1/200。 

d） 样地须设立固定标志。在方形样地四个角设立角桩；在圆形样地中心设立中心桩。

样地角桩或中心桩可采用直径大于 2 cm 的白色 PV 管，桩高不小于 50 cm，露出地

面高度不小于 30 cm。 

e） 详细记录样地所在的行政位置、小班号、以及方形样地西南角或圆形样地中心点的

GPS 坐标。 

5.8.3.3.4 样地调查 

样地调查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调查样地内每株活立竹的信息。记录活立竹的胸径和年龄。 

b） 每竹调查具体方法，参见 GB/T 26424。 

c） 竹林内的散生乔木不进行调查。 

d） 调查后，统计各样地的立竹密度、平均胸径和年龄结构信息。 

e） 根据不同碳层内各样地计算结果，取平均值，得到该碳层的竹林基线林分结构信息，

以此作为碳计量及后续碳监测的依据。 

5.8.3.4 测算方法 

项目竹林生物质碳储量和竹产品碳储量的详细测算方法参见附录 G。 

5.9 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计量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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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 

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由施肥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森林火灾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两部

分构成，按式（3）计算。 

𝐺𝐻𝐺𝐸 = 𝐸𝑁 + 𝐸𝐵𝐹                         （3） 

式中： 

𝐺𝐻𝐺𝐸——第 t 年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𝐸𝑁  ——第 t 年施肥活动引起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𝐸𝐵𝐹 ——第 t 年时，项目活动边界内由于森林火灾导致竹林地上生物质和枯枝落叶

燃烧引起的非 CO2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5.9.2 计量阶段 

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计量阶段视为 0。 

5.9.3 监测阶段 

施肥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森林火灾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详细测算方法参见附录 H。 

5.10 项目减排量计算 

项目减排量按式（4）计算： 

𝛥𝑁𝐶𝑡 = 𝛥𝑃𝐶𝑡 − 𝛥𝐵𝐶𝑡 − 𝐺𝐻𝐺𝐸                     （4） 

式中： 

𝛥𝑁𝐶𝑡 ——第 t 年项目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𝛥𝑃𝐶𝑡 ——第 t 年项目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𝛥𝐵𝐶𝑡 ——第 t 年基线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𝐺𝐻𝐺𝐸——第 t 年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t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5.11 精度控制 

本标准仅要求对竹林生物质碳储量的监测精度进行控制，要求在 90%可靠性水平下，

达到 90%的精度。如果不确定性 UNC﹥10%，通过增加样地数量使测定结果达到精度要求，

详细方法参见附录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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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项目活动和重大事件记录表 

采伐销售记录见表A.1。 

表A.1 采伐销售记录表 

年  月 采 伐 地 点

（小班号） 

采 伐 面 积

（亩） 

采 伐 数 量

（株） 

采 伐 重 量

（吨） 

竹材销售去向（地区

或者公司） 

主要利用

方式 

       

       

       

年度统计       

 

 

施肥记录见表A.2。 

表A.2 施肥记录表 

年  月 施肥地点（小班号） 施肥面积（亩） 肥料种类（氮含量） 施用量（kg） 

     

     

     

年度统计     

 

 

林下清理记录见表A.3。 

表A.3 林下清理记录表 

年  月 林下清理地点（小班号） 

  

  

  

年度统计  

 

 

竹林清蔸除鞭记录见表A.4。 

表A.4 竹林清蔸除鞭记录表 

年  月 清蔸除鞭地点（小班号） 强度（%） 备注 

    

    

    

年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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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发生火灾记录见表A.5。 

表A.5 竹林发生火灾记录表 

年  月 发生地点（小班号） 过火面积（亩） 死亡比例（%） 备注 

     

     

     

年度统计     

 

 

竹林发生重大病虫害记录见表A.6。 

表A.6 竹林发生重大病虫害记录表 

年  月 发生地点（小班号） 受害面积（亩） 死亡比例（%） 备注 

     

     

     

年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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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目标林分结构记录表 

目标林分结构记录见表B.1。 

表B.1 目标林分结构记录表 

 

 

 

 

 

 

 

 

 

 

 

 

 

 

 

 

碳

层 

乡

镇 

经营

作业

小班 

面积

（亩） 
竹种 

经营

开始

年份 

林分现状结构 主要经营措施 林分目标结构 

立竹

度 

平均

胸径 

平均

竹高 

伐前度

数结构 
施肥 留笋 择伐 

调整

年限 

立竹

度 

平均

胸径 

平均

竹高 

伐前度

数结构 

1                  

1                  

…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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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基线碳汇量测算方法 

C.1 基线竹子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变化量测算 

基线竹子地上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按式（C.1）计算： 

𝛥𝐵𝐶𝐴𝐵 = ∑ ∑ {
(𝐵𝐶𝐴𝐵,𝑡 − 𝐵𝐶𝐴𝐵,𝑡−1) × 𝐴   当𝑡𝑎 ≤ 𝑡𝑒,𝑗

0                                              当𝑡𝑎 > 𝑡𝑒,𝑗
𝑗𝑖           （C.1）

 

式中： 

𝛥𝐵𝐶𝐴𝐵  ——第 t 年时，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竹林地上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𝐵𝐶𝐴𝐵,𝑡  ——第 t 年时，基线情景第 i 碳层 j 竹种（组）单位面积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𝐵𝐶𝐴𝐵,𝑡−1——第(t-1)年时，基线情景第 i 碳层 j 竹种（组）单位面积地上生物质碳储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𝐴      ——项目边界内基线第 i 碳层 j 竹种（组）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𝑡𝑎      ——竹林年龄，单位为年(a)；  

𝑡𝑒,𝑗     ——第 j 竹种（组）竹林到达成林稳定阶段所需的时间，单位为年(a)； 

𝑡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C.1.1 单位面积竹子地上生物质碳储量计算 

第 t 年时，单位面积竹子地上生物质碳储量根据基线情景下竹林的平均立竹度、平均胸

径、平均高度与竹林年龄的相关方程，再结合单株生物量方程计算第 t 年时单位面积地上生

物质碳储量，按式（C.2）、（C.3）、（C.4）和（C.5）计算： 

𝐵𝐶𝐴𝐵,𝑡 = 𝑓𝐴𝐵(𝐷𝐵𝐻, 𝐻, 𝑇) × 𝑁𝑡 × 𝐶𝐹 × 44/12 × 10−3         （C.2）

𝐷𝐵𝐻 = 𝑓𝐷𝐵𝐻(𝑡𝑎)                         （C.3） 

𝐻 = 𝑓𝐻(𝑡𝑎, 𝐷𝐵𝐻)                        （C.4）
 

𝑁𝑡 = 𝑓𝑁(𝑡𝑎)                           （C.5） 

式中： 

𝐵𝐶𝐴𝐵,𝑡       ——基线情景 j 竹种（组）单位面积竹子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

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𝑓𝐴𝐵(𝐷𝐵𝐻, 𝐻, 𝑇)——竹种（组）j 的平均单株地上生物量方程，单位为千克(kg)； 

𝐷𝐵𝐻        ——竹种（组）j 发育到𝑡𝑎时的竹林平均胸径，单位为厘米(cm)； 

𝐻           ——竹种（组）j 发育到𝑡𝑎时的竹林平均高，单位为米(m)； 

𝑇           ——竹种（组）j 的竹龄或度数，丛生竹为年龄，散生竹为度数，单位为

年或度(a 或 du) ； 

𝑁𝑡          ——为发育到𝑡𝑎时立竹度，丛生竹可根据单位面积丛数和平均每丛的株数

来计算，单位为株每公顷(株/hm2)； 

𝐶𝐹         ——竹种（组）j 的生物量含碳率，无量纲； 

𝑡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𝑡𝑎          ——竹林年龄，单位为年(a)。  



 

17 

 

 

C.2 基线竹子地下生物质碳储量变化量测算 

基线竹子地下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可选择以下方法之一进行测算。 

C.2.1 动态的竹林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之比法 

按式（C.6）计算： 

𝛥𝐵𝐶𝐵𝐵 = ∑ ∑ (𝐵𝐶𝐴𝐵,𝑡 × 𝑅𝑡 − 𝐵𝐶𝐴𝐵,𝑡−1 × 𝑅𝑡−1) × 𝐴𝑗𝑖             （C.6）
 

式中： 

𝛥𝐵𝐶𝐵𝐵  ——第 t 年时，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竹林地下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𝐵𝐶𝐴𝐵,𝑡  ——第 t 年时，基线情景 i 碳层 j 竹种（组）的单位面积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𝑅𝑡     ——基线情景下第 t 年时，j 竹种（组）竹林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之比，无

量纲 

𝐵𝐶𝐴𝐵,𝑡−1——基线情景 i 碳层 j 竹种（组）单位面积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𝑅𝑡−1   ——基线情景下第 t-1 年时，j 竹种（组）竹林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之比，

无量纲 

𝐴      ——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第 i 碳层 j 竹种（组）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𝑡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C.2.2 择伐竹子平均单株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之比法 

按式（C.7）计算： 

𝛥𝐵𝐶𝐵𝐵 = ∑ ∑ {
[(𝐵𝐶𝐴𝐵,𝑡 − 𝐵𝐶𝐴𝐵,𝑡−1) × 𝑅 + 𝐵𝐶𝐴𝐵,𝑡 × 𝐼𝐶𝑡 × 𝑅𝑃] ⋅ 𝐴 当𝑡 ≤ 2𝑇𝑗

0                                                                                             当𝑡 > 2𝑇𝑗
𝑗𝑖  （C.7） 

式中：
 

𝛥𝐵𝐶𝐵𝐵  ——第 t 年时，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地下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位为

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𝐵𝐶𝐴𝐵,𝑡  ——第 t 年时，基线情景 i 碳层 j 竹种（组）单位面积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单位

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𝐵𝐶𝐴𝐵,𝑡−1——第 t-1 年时，基线情景 i 碳层 j 竹种（组）单位面积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𝑅      ——j 竹种（组）竹林平均地下生物量与平均地上生物量之比，无量纲； 

𝐼𝐶𝑡     ——第 t 年时，基线情景 i 碳层 j 竹种（组）的择伐强度，无量纲； 

𝑅𝑃     ——j 竹种（组）平均单株地下部分生物量（竹兜、竹根）与地上生物量（竹

秆、竹枝、竹叶）之比，无量纲； 

𝐴      ——项目边界内基线第 i 碳层 j 竹种（组）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𝑡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𝑇𝑗     ——基线情景下，j 竹种（组）的竹林择伐更新周期，单位为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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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基线收获竹材产品的碳储量变化量测算 

基线收获竹材产品的碳储量变化量按式（C.8）、式（C.9）和式（C.10）计算： 

𝛥𝐵𝐶𝐵𝑃 = ∑ ∑ 𝑆𝐵𝑗𝑗𝑡𝑦 × 𝐶𝐹𝑗 × 𝐵𝑃𝑃𝑡𝑦,𝑗 × 𝐵𝑈𝑡𝑦 × 𝑂𝐹𝑡𝑦 × 44/12        （C.8） 

𝑆𝐵𝑗 = ∑ 𝑆𝐵𝑖 ⋅ 𝐼𝐶 ⋅ 𝐴                      （C.9） 

𝑂𝐹𝑡𝑦 = 𝑒(− 𝑙𝑛(2)×𝐵𝑇/𝐿𝑇𝑡𝑦)                    （C.10） 

式中： 

𝛥𝐵𝐶𝐵𝑃 ——第 t 年时，基线情景竹产品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

年(t CO2-e·a-1)； 

𝑆𝐵𝑗   ——第 t 年时，基线情景下，采伐收获的 j 竹种（组）的竹秆干重生物量，单位

为吨(t)； 

𝐶𝐹𝑗   ——竹种（组）j 的含碳率，无量纲； 

𝐵𝑃𝑃𝑡𝑦,𝑗——采伐收获的竹种（组）j 用于生产加工 ty 类竹产品的比例，无量纲； 

𝐵𝑈𝑡𝑦  ——生产加工 ty 类竹产品的竹材利用率，无量纲； 

𝑂𝐹𝑡𝑦  ——ty 类竹产品在项目期末或产品生产后 30 年（以时间较长者为准）仍在使用

或作为垃圾填埋的比例，无量纲； 

𝑆𝐵    ——第 t 年时，基线情景下，第 i 碳层 j 竹种（组）单位面积竹秆干重生物量，

单位为吨每公顷(t·hm-2)； 

𝐼𝐶    ——第 t 年时，i 碳层 j 竹种（组）基线情景竹子择伐强度，无量纲； 

𝐴     ——项目边界内基线第 i 碳层 j 竹种（组）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𝐵𝑇    ——竹产品生产至项目期末的时间，或选择 30 年（以时间较长者为准），单位

为年(a)； 

𝐿𝑇𝑡𝑦  ——ty 类竹产品的使用寿命，单位为年(a)； 

𝑡𝑦    ——竹产品种类。 

 

C.4 参数值确定 

所需参数参考值见表C.1。 

表C.1 参数参考值 

参数 单位 描述 数据源 缺省值 

𝐶𝐹𝑗 

t C (t 

d.m.) 

-1 

竹种（组）j

含碳率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当地分别竹种或竹种

组的数据 

(b) 省级分别竹种或竹种

组的数据 (如省级温室气

体清单) 

(c) 国家级分别竹种或竹

种组的数据 (如国家温室

气体清单)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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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单位 描述 数据源 缺省值 

𝑡𝑒,𝑗 
年

（a） 

j竹种（组）

竹林达到成

林稳定阶段

所需的年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b) 国家级基于竹种或竹

种组的数据 (如森林资源

清查或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中的数据)； 

大径散生竹林：9年 

小径散生竹林：5年 

丛生竹：5年 

混生竹：6年 

𝑅 
无量

纲 

j竹种（组）

的平均竹林

地下生物量

与平均地上

生物量之比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d) 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e) 国家级基于竹种或竹

种组的数据 (如森林资源

清查或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中的数据)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d) 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e) 国家级基于竹种或竹

种组的数据 (如森林资源

清查或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中的数据) 

大径散生竹 刚竹属（毛竹）0.605刚竹属(毛环

竹) 0.688 

大径丛生竹 箣竹属（绿竹） 1.127 

其他大径丛生竹 1.376 

𝑅𝑃 
无量

纲 

j竹种（组）

平均单株地

下部分生物

量（竹兜、

竹根）与地

上生物量

（竹秆、竹

枝、竹叶）

之比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b) 国家级基于竹种或竹

种组的数据 (如森林资源

清查或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中的数据) 

0.399 

𝐼𝐶𝑡 
无量

纲 

基线情景或

项目情景

下，第 t年

时 j竹种

（组）的竹

子择伐强度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经营强度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b) 国家级基于竹种或竹

种组的数据 (如森林资源

清查或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中的数据)； 

伐前竹

林度数

结构 

采伐留

养方案 

伐后竹

林度数

结构 

择伐

强度 

1度：2

度：3度

=1：1：1 

全伐 3度

及以上

竹 

1度：2

度=1：1 

33.3% 

1度：2

度：3度：

全伐 4度

以上竹，

1度：2

度：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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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单位 描述 数据源 缺省值 

4度及以

上=3：3：

3：1 

3 度竹采

2/3，留

1/3 

度=3：

3：1 

1度：2

度：3度：

4度及以

上=2：2：

2：1 

全伐 4度

以上竹，

3 度竹采

1/2，留

1/2 

1度：2

度：3

度=2：

2：1 

28.6% 

1度：2

度：3度：

4度及以

上=1：1：

1：1 

全伐 4度

以上竹，

3 度竹全

部保留 

1度：2

度：3

度=1：

1：1 

25% 

 

𝑇 年 

不同经营情

景下，j竹

种（组）的

竹林择伐更

新周期（类

似于乔木林

的轮伐周

期）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项目所在地或附近地

区的竹林经营方案 

(b) 公开出版的适于当地

条件和竹种类型的竹林择

伐更新周期或竹子成熟择

伐年龄文献数据； 

(c) 省级或国家级基于竹

林择伐更新周期的数据； 

大径散生竹：5-7年 

大径丛生竹：4-6年 

 

𝑓𝐷𝐵𝐻(𝑡𝑎) cm 

在竹林发育

成林阶段，

竹种（组）j

的平均胸径

与竹林年龄

的相关方程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b) 从类似竹种组中选择 

大径散生竹（毛竹）： 

𝐷𝐵𝐻 = 5.2 + 0.572 · 𝑡𝑎 + 0.0452 · 𝑡𝑎
2 − 0.0056

· 𝑡𝑎
3 

大径丛生竹（麻竹）： 

𝐷𝐵𝐻 = 1.960772 + 1.1039603 · 𝑡𝑎 

𝑓𝐻(𝑡𝑎, 𝐷𝐵𝐻) m 

在竹林发育

成林阶段，

竹种（组）j

的平均高度

与竹林年龄

和（或）平

均胸径的相

关方程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b) 从类似竹种组中选择 

大径散生竹（毛竹）： 

𝐻 = 0.5702 + 1.6426 · 𝐷𝐵𝐻 − 0.0465 · 𝐷𝐵𝐻2 

大径丛生竹（麻竹）： 

1

𝐻
= 0.06452891 + 0.2233144 ·

1

𝑡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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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单位 描述 数据源 缺省值 

𝑓𝑁(𝑡𝑎) 
株·h

m-2 

竹种（组）j

的立竹度与

竹林年龄的

相关方程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b) 从类似竹种组中选择 

林龄 1 2 3 4 5 6 7 

立竹

度

(株.

hm-2

) 

31

5 

614 890 1,4

55 

2,1

75 

2,3

35 

2,5

50 

 

𝑓𝐴𝐵(𝐷𝐵𝐻𝑗 , 𝐻𝑗 , 𝑇𝑗) 

Kg 

d.m.·

株–1 

竹种（组）j

的平均单株

地上生物量

与胸径、竹

高、竹龄（度

数）的一元

或多元相关

方程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b）从附件中选择适合的

竹子单株生物量方程。 

 

𝐴 hm2 

基线情景

下，第 i碳

层 j竹种

（组）的面

积 

采用国家森林资源调查、

规划设计调查或作业设计

调查使用的标准操作程序

(SOP)，如果没有，可采用

公开出版的相关技术手册

或 IPCC GPG LULUCF 2003

中描述的 SOP。 

 

𝐵𝑈𝑡𝑦 % 

竹子采伐用

于 ty类竹

产品利用率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当地基于竹产品种类

和竹种的数据； 

(b) 国家级基于竹产品种

类和竹种的数据； 

竹集成材   35% 

重组竹材   59% 

展开竹材   62% （带青 73%，去青 61%） 

竹拉丝材   34% 

竹质结构材（竹家具、竹建筑用材、竹胶模板） 50% 

竹质装饰材（竹地板、竹纤维板、竹窗帘） 20% 

竹日用品（竹凉席、竹筷、竹菜板） 50% 

数据来源：顾蕾，等（2012）；李翠琴，等（2013）；

周宇峰，等（2013）；王小青等（2002） 

𝐵𝑃𝑃𝑡𝑦,𝑗 % 

采伐收获的

竹种（组）j

用于生产加

工 ty类竹

产品的比例

（%）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当地或附近区域基于

竹产品种类和竹种的统计

数据； 

（b）国家级基于竹产品种

类和竹种的统计数据； 

(c) 在当地通过参与式乡

村评估（PRA）方法调查测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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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单位 描述 数据源 缺省值 

𝑂𝐹𝑡𝑦 % 

根据 IPCC

一阶指数衰

减函数确定

的、ty类竹

产品在项目

期末或产品

生产后 30

年（以时间

较长者为

准）仍在使

用或进入垃

圾填埋的比

例 

  

𝐿𝑇𝑡𝑦 年 

ty类竹产

品的使用寿

命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公开出版的适于当地

条件和产品类型的文献数

据； 

(b) 国家级基于木（竹）

产品的数据 

竹质结构材（竹家具、竹建筑用材、竹胶模板） 30 

竹质装饰材（竹地板、竹纤维板、竹窗帘） 30 

竹日用品（竹凉席、竹筷、竹菜板） 10 

竹纤维制品（竹纤维毛巾、内衣） 5 

竹质化学制品（竹炭、竹醋液） 5 

竹工艺品（竹根雕、竹笔筒）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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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主要竹种的生物量模型 

主要竹种成林稳定后单位面积或单株生物量生长模型见表D.1 

表D.1 主要竹种成林稳定后单位面积或单株生物量生长模型 

竹林类型 竹种 方程（Kg 干重/株） 建模地点 文献 

大径散生竹 

刚竹属

(毛竹) 

𝑊总 = 0.351𝐷𝐵𝐻2 − 2.343𝐷𝐵𝐻 + 9.770 四川长宁 
何亚平等, 

2007 

𝑊地上 = 0.386𝐷𝐵𝐻1.658 

𝑊总 = 0.213𝐷𝐵𝐻−0.581𝐻2.313 
福建北部 

陈辉等, 

1998 

𝑊地上 = 0.093𝐷𝐵𝐻2.081 + 1.134𝑁0.305𝐷𝐵𝐻0.933 江西大岗山 
聂道平, 

1994 

𝑊地上 = 747.787𝐷2.771(
0.148𝑇

0.028 + 𝑇
)5.555 + 3.772 浙江 

周国模, 

2006 

𝑊地上 = 0.045𝐷𝐵𝐻2.289𝐻0.286 江西南部 
黎曦等, 

2007 

刚竹属

(毛环竹) 

𝑊地上 = 0.014𝐷𝐵𝐻0.628𝐻2.440 

𝑊总 = 0.221𝐷𝐵𝐻0.597𝐻2.221 
福建东部 

徐道旺等, 

2004 

大径丛生竹 

牡竹属

(麻竹) 

𝑊地上 = 0.540𝐷𝐵𝐻1.931 

𝑊地上 = 0.172𝐷𝐵𝐻1.568𝐻0.392 
福建、海南 

梁鸿燊等, 

1998 

𝑊地上 = 0.660(𝐷𝐵𝐻2𝐻)0.455，竹龄（年）：2 

𝑊地上 = 0.622(𝐷𝐵𝐻2𝐻)0.532，竹龄（年）：3 

𝑊地上 = 0.170(𝐷𝐵𝐻2𝐻)0.736，竹龄（年）：4 

𝑊地上 = 0.723(𝐷𝐵𝐻2𝐻)0.551，竹龄（年）：5 

福建华安 
周本智等, 

1999 

绿竹属

(绿竹) 

𝑊地上 = 0.194𝐷𝐵𝐻1.688𝐻0.488 福建 
郑郁善等, 

1997 

𝑊地上 = 0.204𝐷𝐵𝐻2.225 中国南方 
郑郁善

等,1998 

撑绿竹 𝑊地上 = 0.194𝐷𝐵𝐻1.565 浙江西北部 
付建生等, 

2007 

注 1：W 总：全株总生物量；W 地上：地上生物量；DBH：竹子胸径或眉径（cm）；H：竹高(m)；T：竹龄(a)；N：立竹株数(株) 

注 2：对于本技术标准未提供模型、参数的其他地区或其他竹种，由项目活动实施方或计量与监测单位优先选择适用于当

地的、经检验的模型和参数；如果当地没有适用的模型和参数，选择相似地区、相近竹种的模型、参数，并检验合格后使

用；也可以根据相关专业方法开发适用于当地的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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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项目碳汇量计量阶段测算方法 

E.1 项目竹子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变化量测算 

对于项目事前估计，按式（E.1）计算： 

𝛥𝑃𝐶𝐴𝐵 = ∑ ∑ {

𝑃𝐶𝐴𝐵,𝑎𝑑𝑗𝑢𝑠𝑡−𝑃𝐶𝐴𝐵,𝑖𝑛𝑖𝑡𝑖𝑎𝑙

𝑡𝑎𝑑𝑗𝑢𝑠𝑡
× 𝐴   当𝑡 ≤ 𝑡𝑎𝑑𝑗𝑢𝑠𝑡

0                                              当𝑡 > 𝑡𝑎𝑑𝑗𝑢𝑠𝑡

𝑗𝑖         （E.1）
 

式中： 

𝛥𝑃𝐶𝐴𝐵    ——项目情景下，第 t 年项目边界内竹子地上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𝑃𝐶𝐴𝐵,𝑎𝑑𝑗𝑢𝑠𝑡——项目开始时，i 碳层 j 竹种（组）初始单位面积竹子地上生物质碳储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𝑃𝐶𝐴𝐵,𝑖𝑛𝑖𝑡𝑖𝑎𝑙——项目情景下，i 碳层 j 竹种（组）调整到目标竹林结构进入稳定阶段时，

单位面积竹子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𝑡𝑎𝑑𝑗𝑢𝑠𝑡   ——项目情景下，把 i 碳层 j 竹种林分调整到目标竹林结构进入稳定阶段时，

所需的时间，单位为年(a)； 

𝐴       ——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第 i 碳层 j 竹种（组）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𝑡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E.1.1 单位面积竹子地上生物质碳储量计算 

竹林单位面积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可根据竹林的平均立竹度、平均胸径、平均高度、年龄

（度数）结构再结合单株生物量方程计算。按式（E.2）计算： 

𝑃𝐶𝐴𝐵 = ∑ 𝑓𝐴𝐵(𝐷𝐵𝐻, 𝐻, 𝑇) × 𝑁𝑇 × 𝐶𝐹 × 44/12 × 10−3       （E.2） 

式中： 

𝑃𝐶𝐴𝐵        ——项目情景下，i 碳层 j 竹种（组）单位面积竹林地上生物质碳储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𝑓𝐴𝐵(𝐷𝐵𝐻, 𝐻, 𝑇)——竹种（组）j 的平均单株地上生物量方程，单位为千克(kg)； 

𝐷𝐵𝐻        ——项目开始时或调整到目标结构时，i 碳层 j 竹种（组）竹林平均胸径，

单位为厘米(cm)； 

𝐻           ——项目开始时或调整到目标结构时，i 碳层 j 竹种（组）竹林平均高，

单位为米(m)； 

𝑇           ——竹种（组）j 的竹龄或度数，丛生竹为年龄，散生竹为度数，单位为

年或度(a 或 du) ； 

𝑁𝑇          ——项目开始时或调整到目标结构时，i 碳层 j 竹种（组）单位面积竹林

中不同竹龄（或度数）的立竹数量，单位为株每公顷(株·hm-2)； 

𝐶𝐹          ——竹种（组）j 的生物量含碳率，无量纲。 

 

E.2 项目竹子地下生物质碳储量变化量测算 

项目情景与基线情景选择方法须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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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1 动态的竹林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之比法 

按式（E.3）计算： 

𝛥𝑃𝐶𝐵𝐵 = ∑ ∑ (𝑃𝐶𝐴𝐵,𝑡 × 𝑅𝑡 − 𝑃𝐶𝐴𝐵,𝑡−1 × 𝑅𝑡−1) × 𝐴𝑗𝑖           （E.3） 

式中： 

𝛥𝑃𝐶𝐵𝐵  ——项目情景下，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竹林地下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𝑃𝐶𝐴𝐵,𝑡  ——第 t 年时，项目情景 i 碳层 j 竹种（组）单位面积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单位

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𝑅𝑡     ——项目活动开始后第 t 年时，j 竹种（组）竹林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之比，

无量纲； 

𝑃𝐶𝐴𝐵,𝑡−1——第 t-1 年时，项目情景 i 碳层 j 竹种（组）单位面积竹林地上生物质碳储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𝑅𝑡−1   ——项目活动开始后第 t-1 年时，j 竹种（组）竹林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之

比，无量纲； 

𝐴     ——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第 i 碳层 j 竹种（组）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𝑡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E.2.2 择伐竹子平均单株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之比法 

按式（E.4）计算： 

𝛥𝑃𝐶𝐵𝐵 = ∑ ∑ {
[(𝑃𝐶𝐴𝐵,𝑡 − 𝑃𝐶𝐴𝐵,𝑡−1) × 𝑅 + 𝑃𝐶𝐴𝐵,𝑡 × 𝐼𝐶𝑡 × 𝑅𝑃] × 𝐴   当𝑡 ≤ 2𝑇𝑗

0                                                                                                 当𝑡 > 2𝑇𝑗
𝑗𝑖  （E.4）

 

式中： 

𝛥𝑃𝐶𝐵𝐵  ——项目情景下，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竹子地下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𝑃𝐶𝐴𝐵,𝑡  ——第 t 年时，项目情景 i 碳层 j 竹种（组）单位面积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单位

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𝑃𝐶𝐴𝐵,𝑡−1——第 t-1 年时，项目情景 i 碳层 j 竹种（组）单位面积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𝑅      ——j 竹种（组）竹林平均地下生物量与平均地上生物量之比，无量纲； 

𝐼𝐶𝑡     ——第 t 年时，项目情景 i 碳层 j 竹种（组）择伐强度，无量纲； 

𝑅𝑃     ——j 竹种（组）平均单株地下部分生物量（竹兜、竹根）与地上生物量（竹

秆、竹枝、竹叶）之比，无量纲；
 

𝐴      ——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第 i 碳层 j 竹种（组）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𝑡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𝑇𝑗     ——项目情景下，j 竹种（组）的竹林择伐更新周期，单位为年(a)。
 

 

E.3 项目收获竹材产品的碳储量变化量测算 

项目收获竹材产品的碳储量变化量按式（E.5）、式（E.6）和式（E.7）计算： 

𝛥𝑃𝐶𝐵𝑃 = ∑ ∑ 𝑆𝐵𝑗𝑗𝑡𝑦 × 𝐶𝐹𝑗 × 𝐵𝑃𝑃𝑡𝑦,𝑗 × 𝐵𝑈𝑡𝑦 × 𝑂𝐹𝑡𝑦 × 44/12     （E.5） 

𝑆𝐵𝑗 = ∑ 𝑆𝐵𝑖 × 𝐼𝐶 × 𝐴                       （E.6） 

𝑂𝐹𝑡𝑦 = 𝑒(− 𝑙𝑛(2)×𝐵𝑇/𝐿𝑇𝑡𝑦)                   （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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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𝛥𝑃𝐶𝐵𝑃——第 t 年时，项目情景下竹产品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

年(t CO2-e·a-1)； 

𝑆𝐵𝑗   ——第 t 年时，项目情景下，采伐收获的 j 竹种（组）的竹秆干重生物量，单位

为吨(t)； 

𝐶𝐹𝑗   ——竹种（组）j 的含碳率，无量纲； 

𝐵𝑃𝑃𝑡𝑦,𝑗——采伐收获的竹种（组）j 用于生产加工 ty 类竹产品的比例，无量纲； 

𝐵𝑈𝑡𝑦  ——生产加工 ty 类竹产品的竹材利用率，无量纲； 

𝑂𝐹𝑡𝑦  ——ty 类竹产品在项目期末或产品生产后 30 年（以时间较长者为准）仍在使用

或作为垃圾填埋的比例，无量纲； 

𝑆𝐵    ——第 t 年时，项目情景下，第 i 碳层 j 竹种（组）单位面积竹秆干重生物量，

单位为吨每公顷(t·hm-2)； 

𝐼𝐶    ——第 t 年时，i 碳层 j 竹种（组）项目情景竹子择伐强度，无量纲； 

𝐴     ——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第 i 碳层 j 竹种（组）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𝐵𝑇    ——竹产品生产至项目期末的时间，或选择 30 年（以时间较长者为准），单位

为年(a)； 

𝐿𝑇𝑡𝑦   ——ty 类竹产品的使用寿命，单位为年(a)； 

𝑡𝑦     ——竹产品种类。
 

 

E.4 参数值确定 

所需参数参考值见表E.1。 

表E.1 参数参考值 

参数 单位 描述 数据源 缺省值 

𝐶𝐹𝑗 

t C (t 

d.m.) 

-1 

竹种（组）j

含碳率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当地分别竹种或竹种

组的数据 

(b) 省级分别竹种或竹种

组的数据 (如省级温室气

体清单) 

(c) 国家级分别竹种或竹

种组的数据 (如国家温室

气体清单) 

0.50 

𝑡𝑒,𝑗 
年

（a） 

j竹种（组）

竹林达到成

林稳定阶段

所需的年限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b) 国家级基于竹种或竹

种组的数据 (如森林资源

清查或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大径散生竹林：9年 

小径散生竹林：5年 

丛生竹：5年 

混生竹：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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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单位 描述 数据源 缺省值 

编制中的数据)； 

𝑅 
无量

纲 

j竹种（组）

的平均竹林

地下生物量

与平均地上

生物量之比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d) 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e) 国家级基于竹种或竹

种组的数据 (如森林资源

清查或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中的数据)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d) 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e) 国家级基于竹种或竹

种组的数据 (如森林资源

清查或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中的数据) 

大径散生竹 刚竹属（毛竹）0.605刚竹属(毛环

竹) 0.688 

大径丛生竹 箣竹属（绿竹） 1.127 

其他大径丛生竹 1.376 

𝑅𝑃 
无量

纲 

j竹种（组）

平均单株地

下部分生物

量（竹兜、

竹根）与地

上生物量

（竹秆、竹

枝、竹叶）

之比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b) 国家级基于竹种或竹

种组的数据 (如森林资源

清查或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中的数据) 

0.399 

𝐼𝐶𝑡 
无量

纲 

基线情景或

项目情景

下，第 t年

时 j竹种

（组）的竹

子择伐强度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经营强度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b) 国家级基于竹种或竹

种组的数据 (如森林资源

清查或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中的数据)； 

伐前竹

林度数

结构 

采伐留

养方案 

伐后竹

林度数

结构 

择伐

强度 

1度：2

度：3度

=1：1：1 

全伐 3度

及以上

竹 

1度：2

度=1：1 

33.3% 

1度：2

度：3度：

4度及以

上=3：3：

3：1 

全伐 4度

以上竹，

3 度竹采

2/3，留

1/3 

1度：2

度：3

度=3：

3：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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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单位 描述 数据源 缺省值 

1度：2

度：3度：

4度及以

上=2：2：

2：1 

全伐 4度

以上竹，

3 度竹采

1/2，留

1/2 

1度：2

度：3

度=2：

2：1 

28.6% 

1度：2

度：3度：

4度及以

上=1：1：

1：1 

全伐 4度

以上竹，

3 度竹全

部保留 

1度：2

度：3

度=1：

1：1 

25% 

 

𝑇 年 

不同经营情

景下，j竹

种（组）的

竹林择伐更

新周期（类

似于乔木林

的轮伐周

期）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项目所在地或附近地

区的竹林经营方案 

(b) 公开出版的适于当地

条件和竹种类型的竹林择

伐更新周期或竹子成熟择

伐年龄文献数据； 

(c) 省级或国家级基于竹

林择伐更新周期的数据； 

大径散生竹：5-7年 

大径丛生竹：4-6年 

 

𝑓𝐷𝐵𝐻(𝑡𝑎) cm 

在竹林发育

成林阶段，

竹种（组）j

的平均胸径

与竹林年龄

的相关方程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b) 从类似竹种组中选择 

大径散生竹（毛竹）： 

𝐷𝐵𝐻 = 5.2 + 0.572 · 𝑡𝑎 + 0.0452 · 𝑡𝑎
2 − 0.0056

· 𝑡𝑎
3 

大径丛生竹（麻竹）： 

𝐷𝐵𝐻 = 1.960772 + 1.1039603 · 𝑡𝑎 

𝑓𝐻(𝑡𝑎, 𝐷𝐵𝐻) m 

在竹林发育

成林阶段，

竹种（组）j

的平均高度

与竹林年龄

和（或）平

均胸径的相

关方程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b) 从类似竹种组中选择 

大径散生竹（毛竹）： 

𝐻 = 0.5702 + 1.6426 · 𝐷𝐵𝐻 − 0.0465 · 𝐷𝐵𝐻2 

大径丛生竹（麻竹）： 

1

𝐻
= 0.06452891 + 0.2233144 ·

1

𝑡𝑎
 

𝑓𝑁(𝑡𝑎) 
株·h

m-2 

竹种（组）j

的立竹度与

竹林年龄的

相关方程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b) 从类似竹种组中选择 

林龄 1 2 3 4 5 6 7 

立竹

度

(株.

hm-2

) 

31

5 

614 890 1,4

55 

2,1

75 

2,3

35 

2,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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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单位 描述 数据源 缺省值 

𝑓𝐴𝐵(𝐷𝐵𝐻𝑗 , 𝐻𝑗 , 𝑇𝑗) 

Kg 

d.m.·

株–1 

竹种（组）j

的平均单株

地上生物量

与胸径、竹

高、竹龄（度

数）的一元

或多元相关

方程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现有的、当地的或相

似生态条件下的基于竹种

或竹种组的数据； 

（b）从附件中选择适合的

竹子单株生物量方程。 

 

𝐴 hm2 

基线情景

下，第 i碳

层 j竹种

（组）的面

积 

采用国家森林资源调查、

规划设计调查或作业设计

调查使用的标准操作程序

(SOP)，如果没有，可采用

公开出版的相关技术手册

或 IPCC GPG LULUCF 2003

中描述的 SOP。 

 

𝐵𝑈𝑡𝑦 % 

竹子采伐用

于 ty类竹

产品利用率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当地基于竹产品种类

和竹种的数据； 

(b) 国家级基于竹产品种

类和竹种的数据； 

竹集成材   35% 

重组竹材   59% 

展开竹材   62% （带青 73%，去青 61%） 

竹拉丝材   34% 

竹质结构材（竹家具、竹建筑用材、竹胶模板） 50% 

竹质装饰材（竹地板、竹纤维板、竹窗帘） 20% 

竹日用品（竹凉席、竹筷、竹菜板） 50% 

数据来源：顾蕾，等（2012）；李翠琴，等（2013）；

周宇峰，等（2013）；王小青等（2002） 

𝐵𝑃𝑃𝑡𝑦,𝑗 % 

采伐收获的

竹种（组）j

用于生产加

工 ty类竹

产品的比例

（%）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当地或附近区域基于

竹产品种类和竹种的统计

数据； 

（b）国家级基于竹产品种

类和竹种的统计数据； 

(c) 在当地通过参与式乡

村评估（PRA）方法调查测

定； 

 

𝑂𝐹𝑡𝑦 % 

根据 IPCC

一阶指数衰

减函数确定

的、ty类竹

产品在项目

期末或产品

生产后 30

年（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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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单位 描述 数据源 缺省值 

较长者为

准）仍在使

用或进入垃

圾填埋的比

例 

𝐿𝑇𝑡𝑦 年 

ty类竹产

品的使用寿

命 

数据源优先选择次序为： 

(a) 公开出版的适于当地

条件和产品类型的文献数

据； 

(b) 国家级基于木（竹）

产品的数据 

竹质结构材（竹家具、竹建筑用材、竹胶模板） 30 

竹质装饰材（竹地板、竹纤维板、竹窗帘） 30 

竹日用品（竹凉席、竹筷、竹菜板） 10 

竹纤维制品（竹纤维毛巾、内衣） 5 

竹质化学制品（竹炭、竹醋液） 5 

竹工艺品（竹根雕、竹笔筒）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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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样地数量 

样地数量控制见表F.1。 

表F.1 样地数量控制表 

项目面积S（hm2） 样地总数N（个） 

S3000 10 

3000S6000 20 

6000S10000 30 

S10000 40 

 

 

 

 

 

 

 

 

 

  



 

32 

 

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项目碳汇量监测阶段测算方法 

G.1 项目生物质碳储量变化量测算 

G.1.1 样地调查 

对于散生竹，测定样地内每株竹秆的胸径（DBH）、竹高（H）和竹龄（T）；对于丛生

竹，测定样地内竹子丛数及每丛的立竹株数、平均胸径、平均高度。项目活动边界内原有的

散生木不包括在测定范围之内。 

G.1.2 单株生物量计算 

对于散生竹，利用单株生物量方程（生物量与胸径、竹龄）或（生物量与胸径、竹高）

逐株计算地上生物量；对于丛生竹，利用单丛生物量方程（生物量与株数、平均胸径、平均

高度）计算每丛竹子的生物量。再根据该竹种含碳率计算单株或单丛的碳储量。 

G.1.3 样地竹林生物质碳储量计算 

各样地内竹林生物质碳储量可选择以下两种方法之一进行。 

G.1.3.1 不考虑监测期间择伐竹子留存于林地中的竹兜、竹根生物质碳储量 

按式（G.1）计算： 

𝐶𝑝,𝑡 = ∑ 𝐶𝐴𝐵,𝑡𝑗 × (1 + 𝑅𝑗)                      （G.1） 

式中： 

𝐶𝑝,𝑡 ——第t年时，i项目碳层p样地内竹林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𝐶𝐴𝐵,𝑡——第t年时，i项目碳层p样地内竹子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𝑅𝑗 ——j竹种（组）平均地下生物量与平均地上生物量之比，无量纲; 

𝑡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G.1.3.2 考虑监测期间择伐竹子留存于林地中的竹兜、竹根生物质碳储量 

按式（G.2）计算： 

𝐶𝑝,𝑡 = {
∑ 𝐶𝐴𝐵,𝑡𝑗 × () + (𝐶𝑡1

+ 𝐶𝑡2
)/2 × 𝐼𝐶 × 𝑁𝐶 × 𝑅𝑃   当𝑡 ≤ 2𝑇𝑗

∑ 𝐶𝐴𝐵,𝑡𝑗 × (1 + 𝑅𝑗)                                                                 当𝑡 > 2𝑇𝑗

    （G.2） 

式中： 

𝐶𝑝,𝑡 ——第t年时，i项目碳层p样地内竹林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𝐶𝐴𝐵,𝑡——第t年时，i项目碳层p样地内竹子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𝑅𝑗  ——j竹种（组）平均地下生物量与平均地上生物量之比，无量纲； 

𝐶𝑡1
 ——前一期监测时（第t1年），i项目碳层p样地内竹子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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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𝑡2
 ——本期监测时（第t2年），i项目碳层p样地内竹子地上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

氧化碳当量(t CO2-e)； 

𝐼𝐶  ——项目情景下，i碳层j竹种（组）的竹子择伐强度，无量纲； 

𝑁𝐶 ——两次监测期间（第t1年至第t2年），i碳层j竹种（组）的择伐次数，无量纲； 

𝑅𝑃  ——j竹种（组）平均单株地下部分生物量（竹兜、竹根）与地上生物量（竹秆、

竹枝、竹叶）之比，无量纲； 

𝑡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𝑇𝑗  ——项目情景下，j竹种（组）的竹林择伐更新周期，单位为年(a)。 

 

G.1.4 项目各碳层单位面积平均碳储量计算 

按式（G.3）和式（G.4）计算： 

𝐶𝑖 =
∑ 𝐶𝑝

𝑛𝑖
𝑝=1

𝑛𝑖×𝐴𝑝
                          （G.3）

 

𝑆𝑖
2 =

𝑛𝑖×∑ 𝐶𝑝
2𝑛𝑖

𝑝=1 −(∑ 𝐶𝑝
𝑛𝑖
𝑝=1 )

2

𝑛𝑖×(𝑛𝑖−1)

                    

（G.4） 

式中： 

𝐶𝑖——第t年时，i项目碳层单位面积竹林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

(t CO2-e·hm-2)； 

𝐶𝑝——第t年时，i项目碳层p样地内竹林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 CO2-e)； 

𝑛𝑖——i项目碳层的样地数量，无量纲； 

𝐴𝑝——样地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𝑆𝑖——第t年时，i项目碳层单位面积竹林生物质碳储量的方差的平方根，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G.1.5 项目活动边界内单位面积竹林生物质碳储量及其方差计算 

按式（G.5）和式（G.6）计算： 

𝐶 = ∑ 𝑤𝑖 × 𝐶𝑖
𝑀
𝑖=1                            （G.5） 

𝑆𝑐
2 = ∑ 𝑤𝑖

2𝑀
𝑖=1 × 𝑆𝑖

2                          （G.6） 

式中： 

𝐶 ——第t年时，项目活动边界内单位面积竹林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每公顷(t CO2-e·hm-2)； 

𝑤𝑖——碳层i在项目总面积中的面积权重，无量纲； 

𝐶𝑖——第t年时，i项目碳层单位面积竹林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

(t CO2-e·hm-2)； 

𝑆𝑐——第t年时，项目单位面积竹林生物质碳储量的方差的平方根，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𝑆𝑖——第t年时，i项目碳层单位面积竹林生物质碳储量的方差的平方根，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𝑀——项目碳层数量，无量纲。 

 

G.1.6 项目活动边界内竹林生物质碳储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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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式（G.7）计算： 

𝑃𝐶𝑡 = 𝐴 × 𝐶𝑡                              （G.7） 

式中： 

𝑃𝐶𝑡——第t年时，项目活动边界内竹林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𝐴  ——项目总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𝐶𝑡 ——第t年时，项目活动边界内单位面积竹林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每公顷(t CO2-e·hm-2)。 

 

G.1.7 项目单位面积竹林生物质碳储量的不确定性（相对误差限）计算 

按式（G.8）计算： 

𝑃 =
𝑡𝑉𝐴𝐿×𝑠𝐶

𝐶
                             （G.8） 

式中： 

𝑃  ——以抽样调查的相对误差限（%）表示的项目单位面积竹林生物质碳储量的不确

定性，无量纲； 

𝑡𝑉𝐴𝐿——可靠性指标，无量纲； 

𝑠𝐶  ——项目单位面积竹林生物质碳储量的方差的平方根，即平均值的标准误，单位为

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𝐶  ——项目单位面积竹林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公顷(t CO2-e·hm-2)。 

 

G.2 项目收获竹材产品碳储量变化量测算 

利用固定样地法监测得到的前后两期（t1和 t2，且 t1≤t≤t2）竹秆干重生物量，按式（G.9）

计算监测期间采伐收获的竹秆干重生物量，再根据附录 E.3 式（E.5）计算监测期内项目竹

产品的碳储量变化。 

𝑆𝐵𝑗 = ∑
𝑆𝐵𝑡1+𝑆𝐵𝑡2

2×(𝑡2−𝑡1)𝑖 × 𝐼𝐶 × 𝑁𝐶 × 𝐴                   （G.9） 

式中： 

𝑆𝐵𝑗 ——第t年时，项目情景下，采伐收获的j竹种（组）的竹秆干重生物量，单位为吨

(t)； 

𝑆𝐵𝑡1
——第t1年时，项目情景下，第i碳层j竹种（组）单位面积竹秆干重生物量，单位为

吨每公顷(t·hm-2)； 

𝑆𝐵𝑡2
——第t2年时，项目情景下，第i碳层j竹种（组）单位面积竹秆干重生物量，单位为

吨每公顷(t·hm-2)； 

𝐼𝐶  ——项目情景下，i碳层j竹种（组）的竹子择伐强度，无量纲； 

𝑁𝐶 ——两次监测期间（第t1年至第t2年），i碳层j竹种（组）的择伐次数，无量纲； 

𝐴  ——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第i碳层j竹种（组）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𝑡1, 𝑡2——两次监测或核查的时间，项目开始后的第t1和t2年，单位为年(a)； 

𝑡   ——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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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参数值确定 

所需参数确定见表G.1。 

表G.1 参数参考值 

参数 单位 描述 数据源 

𝐴 hm2 项目情景下第 i碳层 j竹种（组）的面积 野外测定 

𝐴𝑃 hm2 样地的面积 野外测定 

𝐷𝐵𝐻 cm 胸径，也可以是地径 野外样地测定 

𝐻 m 竹秆高度 野外样地测定 

𝑁𝐶 次 两次监测期间，i碳层 j竹种（组）的择伐次数 通过记录测定 

𝑃𝐷𝑆,𝑖,𝑗 % 在第 i层碳层中，第 j 种竹笋的挖笋率 通过记录测定 

𝑃𝑆𝐶,𝑖,𝑗 % 第 j种竹材在第 i层碳层中选择性采伐的比例 通过记录测定 

𝐹𝑎𝑐𝑡𝑢𝑎𝑙 Kg·hm-2 项目实际施用竹专用肥料量 通过记录测定 

𝑃𝑅𝐵𝑆𝑅 % 项目中去除细根簇或根茎的实际比例 通过记录测定 

𝐴𝐵 hm2 第 t年时第 i碳层发生火灾的面积 
野外实测或者遥感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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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项目温室气体排放量监测阶段测算方法 

H.1 施肥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 

施肥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只考虑因施用含 N 肥料引起的直接 N2O 排放，包括含 N 化

肥和有机肥。根据项目设计每年施用肥料的种类、面积、施肥量、肥料含 N 率等计算，按

式（H.1）、式（H.2）和式（H.3）计算： 

𝐸𝑁 = [(𝐹𝑆𝑁 + 𝐹𝑂𝑁) × 𝐸𝐹𝑁2𝑂] × 𝑀𝑊𝑁2𝑂 × 𝐺𝑊𝑃𝑁2𝑂            （H.1） 

𝐹𝑆𝑁 = ∑ 𝑀𝑆𝐹,𝑖 × 𝑁𝐶𝑆𝐹,𝑖 × (1 − 𝐹𝑟𝑎𝑐𝐺𝐴𝑆𝐹)𝐼
𝑖                 （H.2） 

𝐹𝑂𝑁 = ∑ 𝑀𝑂𝐹,𝑗 × 𝑁𝐶𝑂𝐹,𝑗 × (1 − 𝐹𝑟𝑎𝑐𝐺𝐴𝑆𝑀)𝐽
𝑗                 （H.3） 

式中： 

𝐸𝑁     ——第 t 年施肥活动引起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𝐹𝑆𝑁    ——第 t年施用的含氮化肥经NH3和NOX挥发后的量，单位为吨氮每年(t N·a-1)； 

𝐹𝑂𝑁    ——第 t 年施用的有机肥经 NH3和 NOX挥发后的量，单位为吨氮每年(t N·a-1)； 

𝐸𝐹𝑁2𝑂  ——氮肥施用 N2O 排放因子，参考值见 H.3 表 H.1； 

𝑀𝑊𝑁2𝑂 ——N2O 与 N 的分子量之比，无量纲； 

𝐺𝑊𝑃𝑁2𝑂——N2O 全球增温潜势，参考值见 H.3 表 H.1； 

𝑀𝑆𝐹,𝑖    ——第 t 年施用第 i 类化肥的量，单位为吨每年(t·a-1)； 

𝑁𝐶𝑆𝐹,𝑖   ——i 类化肥的含氮率，无量纲； 

𝐹𝑟𝑎𝑐𝐺𝐴𝑆𝐹——施用化肥的 NH3和 NOX挥发比例，参考值见 H.3 表 H.1； 

𝑀𝑂𝐹,𝑗   ——第 t 年施用第 j 类有机肥的量，单位为吨每年(t·a-1)； 

𝑁𝐶𝑂𝐹,𝑗  ——j 类有机肥的含氮率，无量纲； 

𝐹𝑟𝑎𝑐𝐺𝐴𝑆𝑀——施用有机肥的 NH3 和 NOX挥发比例，参考值见 H.3 表 H.1； 

𝐼       ——化肥种类，无量纲； 

𝐽       ——有机肥种类，无量纲。 

 

H.2 森林火灾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 

森林火灾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按式（H.4）计算： 

𝐸𝐵𝐹 = 0.001 × ∑ 𝐴𝐵𝑖=1 × 𝑏𝑡𝑙 × 𝐶𝑂𝑀𝐹𝑖 × (𝐸𝐹𝐶𝐻4
× 𝐺𝑊𝑃𝐶𝐻4

+ 𝐸𝐹𝑁2𝑂 × 𝐺𝑊𝑃𝑁2𝑂) （H.4） 

式中： 

𝐸𝐵𝐹    ——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由于森林火灾导致竹林地上生物质和枯枝落叶燃烧

引起的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𝐴𝐵     ——第 t 年时，第 i 项目碳层的过火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𝑏𝑡𝑙     ——火灾发生前，项目最近一次监测核查时第 i 项目碳层的单位面积竹子地上

生物量，单位为吨每公顷(t·hm-2)； 

𝐶𝑂𝑀𝐹𝑖 ——项目第 i 层的燃烧指数，参考值见 H.3 表 H.1； 

𝐸𝐹𝐶𝐻4
  ——项目第 i 层的 CH4排放指数，参考值见 H.3 表 H.1； 

𝐺𝑊𝑃𝐶𝐻4
——CH4 的全球增温潜势，参考值见 H.3 表 H.1； 

𝐸𝐹𝑁2𝑂  ——第 i 层的 N2O 排放指数，参考值见 H.3 表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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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𝑊𝑃𝑁2𝑂——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参考值见 H.3 表 H.1； 

𝑡𝑙     ——离火灾发生前最近的一次项目监测核查时间，即距项目活动开始以后的年

数，单位为年(a)。 

 

H.3 参数值确定 

所需参数参考值见表H.1。 

表H.1 参数参考值 

参数 单位 描述 数据源 
缺省

值 

𝐹𝑟𝑎𝑐𝐺𝐴𝑆𝐹 % 

施用化肥的

NH3 和 NOX

挥发比例 

IPCC参考值 0.1 

𝐹𝑟𝑎𝑐𝐺𝐴𝑆𝑀 % 

施用有机肥

的 NH3和

NOX挥发比

例 

IPCC参考值 0.2 

𝐶𝑂𝑀𝐹𝑖 无量纲 
项目第 i层

的燃烧指数 

数据来源的选择应遵循如下顺序： 

（a）项目实施区当地的调查数据； 

（b）相邻地区相似条件下的调查数据； 

（c）国家水平的适用于项目实施区的数据 

0.67 

𝐸𝐹CH4
 

g CH4·(kg 

燃烧的干

物质)-1 

项目第 i层

的 CH4排放

因子 

CH4 排放因子数据来源的选择应遵循如下

顺序： 

（a）项目实施区当地的调查数据； 

（b）相邻地区相似条件下的调查数据； 

（c）省级或国家水平的适用于项目实施区

的数据 

6.8 

𝐸𝐹𝑁2𝑂 

g N2O ·(kg 

燃烧的干

物质)-1 

项目第 i层

的 N2O排放

因子 

N2O排放因子数据来源选择遵循如下顺序： 

（a）项目实施区当地的调查数据； 

（b）相邻地区相似条件下的调查数据； 

（c）省级或国家水平的适用于项目实施区

的数据； 

0.26 

GWPCH4
 无量纲 

CH4的全球

增温潜势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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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单位 描述 数据源 
缺省

值 

GWP𝑁2𝑂 无量纲 
N2O的全球

增温潜势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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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附录） 

精度控制 

I.1 调减因子法 

按式（I.1）计算。 

𝛥𝐶𝑡1,𝑡2
= (𝐶𝑡2

− 𝐶𝑡1
) × (1 − 𝐷𝑅)                  （I.1） 

式中： 

𝛥𝐶𝑡1,𝑡2
——时间区间t1– t2内，竹林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𝐶𝑡1
   ——第t1年时，竹林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𝐶𝑡2
   ——第 t2年时，竹林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𝐷𝑅   ——根据项目的不确定性确定的调减因子（%），数值见表 I.1。 

 

表I.1 调减因子表 

                                                                        单位，% 

 

不确定性 UNC 
DR 

(𝐶𝑡2
− 𝐶𝑡1

)＞0 (𝐶𝑡2
− 𝐶𝑡1

)＜0 

小于或等于 10% 0% 0% 

大于 10%小于 20% 6% -6% 

大于 20%小于 30% 11% -11% 

大于或等于 30% 增加监测样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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