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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土壤碳储量调查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森林土壤碳储量调查的前期准备、样点布设、样品采集、实验室分析和土壤碳储量计

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森林土壤碳储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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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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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7296  中国土壤分类与代码 

GB/T 26424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LY/T 2250   森林土壤调查技术规范 

LY/T 1957   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处理统计规范 

LY/T 2188.1  森林资源数据采集技术规范 第1部分：森林资源连续清查 

LY/T 2188.2  森林资源数据采集技术规范 第2部分：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 

LY/T 1237  森林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及碳氮比的计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森林土壤  forest soil 

发育于木本植被下各类土壤总称。本规程是指天然林、次生林和人工林下的土壤以及宜林的荒山、

荒地等。 

 

土壤碳储量 soil carbon pool 

指特定面积和深度土体中土壤有机碳和无机碳总量。土壤有机碳的储量则是进入土壤的植物、动物

和微生物残体量及其在土壤微生物作用下分解损失量二者之间平衡的结果。 

 

土壤碳密度 soil carbon density 

单位面积指定深度土层的土壤有机碳的储量，一般用 tC•hm-2，或 kgC•m-2。 

 

4 一般性规定 

调查范围 

地理或行政区。包括国家、行政区、生态功能区、地理单元、林型、林分等尺度。 

调查原则 

调查布设应应具有典型代表性；  

调查布设充分利用既有森林资源调查体系和野外生态观测研究站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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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区域样点布设应达到标准抽样调查强度； 

调查样点数量应满足调查系统指定的和可以接受的精度要求。 

调查精度应基于客观情况考虑方便性、可行性和经济性。 

调查间隔 

土壤碳储量调查间隔期不应少于5年，一般为5-10年。 

调查时间 

应在年度内固定的时间采样，推荐季节为生长季节末。 

 

5 技术资料准备 

地形地貌 

调查地区地形图、土地利用现状、林相图及其文字说明。 

土壤资料 

调查地区原有的土壤调查资料。 

森林植被 

调查地区森林资源规划及设计。 

6 样点布设 

布设方案 

简单随机抽样 

分层抽样 

系统抽样 

6.1.1 随机采样 

随机选择采样地点，该方法优点是无偏，设计随机采样方法应包括以下各项： 

—— 简单随机采样； 

—— 由归类的地理坐标分层随机采样； 

—— 由归类的附加变量分层的随机采样； 

—— 系统随机采样。 

6.1.2 模型方法 

有目标选择调查地点，通过调查区制图，综合线性模型判断，优化调查布设空间覆盖。应用该模型

方法应满足以下条件： 

—— 必须是大量的采样点； 

—— 目标变量必须表现出空间自相关； 

—— 大比例部分样品必须在空间间隔内采得，这个空间间隔远小于变量分布区间。 

估测样本数 

基于随机或模型方法，估计调查区域森林SOC储量平均水平。样本数量多少取决于样品SOC储量的

变化（方差）和能够容许的不确定性，是四个参数的函数： 

—— 样本数； 

—— 容许不确定性，样本方差平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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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著性水平（α）； 

—— 检验是否为单尾和双尾。 

7 样点调查 

森林生态系统调查，参照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LY/T 1952-2011）。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二类调查），参照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 26424-2010）。 

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一类调查），参照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 

样地布置 

7.1.1 调查路线 

调查原则上包括主要森林植被类型土壤，根据调查区的地形和交通情况等安排路线。  

7.1.2 调查样地布置 

根据土壤和地形的复杂程度，调查路线安排情况，底图比例尺以及每个剖面所能代表的面积，在野

外工作底图（森林资源图）上布置土壤剖面，以安排野外工作量。 

应包括调查地区不同的土壤垂直分布带、森林类型及地形地貌类型。 

调查精度要求如表1所示。 

表1 土壤调查精度要求 

调查类型 比例尺 图上调查路线间距/cm 相同林型每个土壤剖面代表面积/hm2 

造林规划设计 

林地质量调查 

1:2000 5-10 1-4 

1:5000 4-6 5-13 

1:10000 3-5 10-25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二类调查） 
1:10000 3-5 10-25 

1:25000 2-4 25-100 

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一类调查） 1:50000 2-3 40-200 

材料和工具 

7.2.1 剖面定位材料及工具 

图（地形图、林相图）、测定地理位置和海拔的仪器。 

7.2.2 挖掘工具 

土钻、铁锹、镐、锄头、剖面刀、地质锤、剪刀、手锯等。 

7.2.3 防护用具 

绑腿、手套、冲锋衣、野外工作服、户外运动鞋、工具箱、常备药品、蛇药等。 

7.2.4 调查材料及工具 

GPS、坡度坡向仪、胸径尺、测高仪、钢卷尺、标尺、放大镜、数码相机、土壤样品袋、标签、铅

笔、野外记录薄、环刀、铝盒等。 

8 土壤剖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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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剖面选择原则 

—— 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森林类型及地形地貌的地点； 

—— 禁止选择自然断面作为土壤剖面； 

—— 剖面点在林分内设置应具有代表性。 

土壤剖面挖掘 

挖掘标准同《森林土壤调查技术规程》（LY/T 2250-2014） 

土壤剖面记录 

8.3.1 自然环境 

8.3.1.1 编号 

森林土壤碳储量调查的各项编号应统一，应与森林资源调查类型的数据源和区域保持一致。 

8.3.1.2 地点 

调查样地的详细位置，如省市县乡镇村及小地名，或林场、作业段及标准地。 

8.3.1.3 位置 

土壤剖面的经纬度及海拔高度，使用GPS测定。 

8.3.1.4 地形地貌 

地表面高低起伏的自然形态，分为大地形、中地形和小地形。 

大地形与中地形根据地貌图确定，大地形、中地形分类参照《森林土壤调查技术规程》（LY/T 2250-

2014）附录B的规定。小地形依据目测确定。 

8.3.1.5 坡度、坡向、坡位 

坡度坡向仪测定坡度及坡向。坡位目测确定。 

8.3.1.6 母岩种类 

调查样地所在区域土壤的岩石种类，如花岗岩、石灰岩、砂岩、砾岩、页岩、板岩、片麻岩、黄土、

红土等。 

8.3.1.7 母质类型 

观察调查查阅调查样地形成土壤的成土物质。通常可以划分为残积物、坡积物、冲积物、湖积物、

风积物、冰碛物等。 

8.3.1.8 植被状况 

调查树种组成、密度、层次结构、郁闭度、灌草层高度与盖度、平均树高和胸高断面积。 

8.3.2 土壤层次记载 

根据土壤颜色、结构、质地、石砾含量、紧实度等特征，按照附录A提出的依据划分土壤层次。层

次深度记载，O层厚度前置“+”，从A层开始向下逐层连续记载各层土壤厚度，并标明各层次代表符号。 

示例： 

O   +5cm 

A   0 cm~10 cm 

B   10cm~25cm 

…… 

8.3.3 土壤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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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采用国际分级标准，参见《森林土壤调查技术规程》（LY/T 2250-2014） 

8.3.4 石砾含量 

观察记录或测定土壤剖面各发生层次的石砾（直径大于2mm）占该层次的百分比。分级标准可参照

《森林土壤调查技术规程》（LY/T 2250-2014）附录L的规定。 

8.3.5 土壤定名 

野外按照发生分类定名到土类。 

最终定名应按照中国土壤分类与代码（GB/T 17296-2009）中的要求填写。 

8.3.6 采样记事 

记录时应使用铅笔或防水笔，观察记载表各项应填写完整。相同类型的森林土壤碳储量调查，推荐

采用统一设计的表格。 

9 样品采集 

土壤采样 

9.1.1 采样深度 

参考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采样和评估，一般以100cm作为土壤调

查和碳储量测算深度，采样应在100cm范围土层内。 

采取系统分层，采样深度为0-10cm、10-20cm、20-30cm、30-50cm、50-70cm和70cm以上。根据土

层深度实际确定采样层次。 

9.1.2 采样强度 

密集抽样是在土层0-70cm。优先保证土壤层次0-30cm采样强度。土壤层次30-70cm每20cm采样，

70cm深度以下，抽样强度可以降低。 

土壤原状样品 

用环刀在各层中部取样，采样过程中应保持土体不受挤压。 

测定土壤孔隙状况时，将环刀两端加盖保存；只测定土壤密度或容重时，可将样品从环刀转移到铝

盒中保存。 

土壤剖面样品 

9.3.1 土层深度 

土层达到100cm深度，各层采样深度为0-10，10-20，20-30，30-50，50-70,70cm以上。 

土层厚度不足100cm，也可以采取0-10，10-20，20-40，40cm以上的土层分层。 

9.3.2 采样方法 

石砾含量较少，一般推荐采用土钻采样，按照深度层次取土芯作为样品。对于石砾含量较多土层，

土芯钻取困难，挖取采用坑按照规定土层厚度土柱取土样。 

9.3.3 采样工具 

铁锹、铲子挖掘土壤材料，纸袋和塑料袋装土样。 

9.3.4 土样采集 

挖取采样坑，深度达到70cm。按顺序连续地土柱分层采样，土柱面积为20×20cm，深度为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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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材料移出后放入结实的纸袋或塑料袋，带回实验室分析。样品应双份包装，以防止因为袋子破

损导致样品量损失。 

在多数情形下，土层70cm之下土壤容重是确定的，可以使用土钻对土壤取样。若有磐层或压实层出

现，或者土层特别多石砾，有必要取得深层土壤容重或较细的土壤材料。 

9.3.5 样品量 

需要量化粗石砾部分和细土壤体积，土壤样品由上而下逐层采集，采样全层取样。取样量应为

0.5~1.0kg。 

9.3.6 样品保存 

土壤样品应尽快带回实验室处理，并保存在低于4℃的阴凉环境。 

样品包装和标记 

土样分别层次装入牛皮纸袋或布袋。用铅笔填写土壤标签（包括编号、层次、地点、采集人、日期），

放入样袋内和绑套样袋外，并在野外记录薄上记录。将一个样地土壤剖面各层次土样捆在一起，采回土

样应及时风干。 

土壤剖面回填 

观察、调查和剖面层次样品取样完成后，将剖面回填。回填时应先填底土后填表土，尽量恢复原状。 

10 样品处理 

样品预处理（风干） 

烘箱设置在30-35℃低温状态对土壤样品风干，在温暖干燥区域将土样散开在盘子里放进行风干。 

石砾分离 

石砾和土壤部分的分离和密度称量。采取以下步骤： 

—— 各层次直径大于 10mm石砾筛选出来； 

—— 直径大于 10mm的石砾分样品应该确定其重量和体积，以估测颗粒密度， 

—— 没有通过 10mm筛的有机质，将其放入样品的其余部分（直径大于 10mm树根除外）； 

—— 直径大于 10mm的树根计入粗根生物量。测量粗根的直径和长度，采样容积减去其体积。粗

根分段应放入 65℃烘干 48小时，研磨并分析其碳含量，以估测粗根碳含量水平，应用于粗

根生物量。 

—— 各样品保留部分应过筛，使用 2mm筛选，没有通过 2mm目筛子，这些材料分为石砾和有机物

质。记载那些有机质（包括直径小于 10mm 的细根）。用手工或橡胶锤使团粒土壤通过筛

孔。 

—— 通过筛孔小于 2mm 部分应在 65℃烘干 48小时，称重，研磨和分析其碳含量。没有通过 2mm

筛孔的有机质，包括细根（直径小于 10mm）也应类似的处理和分析。 

—— 记载直径在 2-10mm的石砾的质量。 

11 土壤碳含量分析 

石砾体积和密度 

通过土柱的每一个层次采样计算得出以下各指标数值； 

—— 石砾体积（VSt，cm
3
）  VSt=MSt/DSt 

—— MSt是石砾质量，包括所有石砾，大小大于 10mm和 2-10mm。 

—— 石砾密度（DSt）。通过石砾的分样品，用排水量估测分样品的体积。 

—— 容重（DB, g cm
-3
），该值代表了在各个深度层次所有物质的平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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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MT/VT 

MT 就是各层次所有物资总的干质量（包括石砾、有机物、小于2mm的土壤以及粗根和细根）。 

VT是土壤剖面各层次的总体积。 

细颗粒体积和密度 

细颗粒部分体积VF：所有通过2mm筛的物质和除了粗根外的所有有机质所占据的体积。 

VF=VT-VSt-VCR 
粗根体积VCR：直径大于10mm的粗根的容积。通过粗根的直径和长度计算器体积。 

细颗粒部分密度（DF g cm-3）：就是所有通过2mm筛的物质和除了粗根外的所有有机质的密度。 

细颗粒部分密度：细颗粒部分的干质量除以该部分的体积。 

DF=MF/VF 

土壤碳密度 

土壤有机碳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进行测定。测定方法参照标准《LY/T 127-1999》。 

根据土层厚度、容重和相应的碳浓度求得样地剖面土壤碳密度。 

𝑆𝑂𝐶𝑖 = 𝐶𝑖 × 𝐷𝑖 × 𝐸𝑖 × (1 − 𝐺𝑖)/100 
式中, i 为土层代号，Ci为 i 层土壤有机碳含量（g·kg-1），若测定值为土壤有机质含量，则采用 0.58

换算得到 Ci，0.58 为 Bemmelan 系数，Di为容重（g·cm-3），Ei为土层厚度（cm），Gi为直径大于 2 

mm的石砾所占的体积百分比（%）。  

如果某一土壤剖面由 k 层组成，那么该剖面的有机碳密度（SOCi，kg·m-2）为：  

𝐷𝑆𝑂𝐶 =∑𝐶𝑆𝑂𝑖 =∑𝐶𝑖 × 𝐷𝑖 × 𝐸𝑖 × (1 − 𝐺𝑖)/100

𝑘

𝑖=1

𝑘

𝑖=1

 

剖面土壤碳储量 

土壤碳储量的计算 

𝑆𝐶 = 𝑇𝐼 × (
10000𝑐𝑚2

𝑚2
) [(𝐶𝐹𝑆 ×𝑀𝐹𝑆) + (𝐶𝑂𝑀 ×𝑀𝑂𝑀)]/𝑉𝑇 

SC就是土壤碳储量，g C m-2 

TI就是各分层的厚度，cm 

CFS细颗粒物质的碳含量，g kg-1 

COM就是大于2mm有机质的碳含量（除了直径大于10mm的粗根）g kg-1 

MFS就是通过2mm筛的物质质量 kg 

MOM大于2mm有机质的质量（除了直径大于10mm的粗根） 

VT，就是各层次的总体积 cm3 

在各个层次上，小于2mm部分和大于2mm有机质的碳储量可以分开计算。 

12 土壤碳储量计算 

通常都是用各种类型森林土壤的平均碳密度乘以相应的土地面积并累加获得土壤碳库储量。 

按森林类型的计算方法具有代表性，其基本形式为：  

𝑇𝑗 =∑(1 − 𝛿𝑖) × 𝜌𝑖

𝑘

𝑖=1

× 𝐶𝑖 × 𝐻𝑖 

 

 式中，Tj 为 j 区域面积的平均有机碳密度（g·cm-2），δi 为i 层土壤大于 2mm 的平均砾石含量

（体积百分比），ρi 为i层土壤容重（g cm-3），Ci 为 i 层土壤有机碳平均含量（%），Hi 为 i 层土壤

厚度（cm）。 然后，可以推算出区域面积的森林土壤有机碳总量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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𝑀𝑑 =∑𝐴𝑗𝑇𝑗

𝑘

𝑗=1

 

 Aj是（待估算）区域的面积。  

土壤有机碳密度不仅是统计土壤有机碳储量主要参数，其本身也是一项反映土壤特性的重要指标，

它是由土壤有机碳含量、砾石（粒径>2mm）含量和容重所共同确定的。  

国际上土壤有机碳（SOCD）密度通常是指土壤剖面深度为 1m，每平方米土体中所含有的土壤有

机碳质量，单位为 Kg/m2，就是指土壤剖面深度 1m 作为估算土壤有机碳库的基准，然后进行比较。 

土壤剖面有机碳密度计算过程中，为了使研究结果易于同已有的大多数成果进行比较，也采用国际

通用的土壤剖面 1m 的深度基准。 

由于某些区域的土壤无论是绝对（发育）年龄还是相对（发育）年龄都较低，其土层厚度可能较薄，

尤其是山区土壤，其深度多达不到 1m，所以，剖面挖掘的深度，视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定。  

对于深度无法达到 lm 剖面，在计算土壤有机碳密度时按实际深度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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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森林土壤发生层划分 

表A.1 主要发生层描述 

层次  符号 描述 

基本 

发生层 

有机层 O 枯枝落叶层，可细分为 L 层（分解较少）、F层（半分解）、H 层（分解强烈） 

腐殖质层 A 腐殖质积累，颜色较暗，土壤孔隙较多，具有淋溶作用 

淀积层 B 土壤紧实，具有核状、块状和棱状结构，通常可见上部土层淋溶来物质在此淀

积 

母质层 C 含有母岩风化产物，颜色较浅 

母岩层 R 坚硬的基岩，如花岗岩、玄武岩、石英岩或硬结的石灰岩、砂岩等 

特定 

发生层 

漂洗层 E 硅酸盐粘粒和铁、铝淋失，颜色较浅，质地较上下层次偏轻 

潜育层 G 呈蓝灰色至灰白色 

矿 质 结 壳

层 

K 位于 A层之上，如盐结壳、铁结壳 

过渡层 AB或 BC等 兼有 2 种基本发生层次特性的土层 

若两种土层的物质互相混杂，且可明显区分出来，则以“/”标示，如 B/C 

 

 

 



LY/T XXXXX—XXXX 

10 

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地形分类及描述 

表B.1 大地形分类 

 

名称 描述 

山地 海拔高度 500m 及以上，起伏较大，相对高差 200m 及以上 

丘陵 海拔高度 500m 以下，起伏较小，相对高差 200m 以下 

高地 地势相对周围地区隆起 

平原 地面起伏微弱的广阔平地 

盆地 四周高，中部低，呈盆状 

谷地 地势低洼并向某一方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