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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祝雄、刘国强、吴秀丽、刘树人、马国青、张国斌、雷渊才、夏朝宗、陈健、侯瑞萍、

安天宇、郝月兰、呼海涛、张蓉、王栋、王福祥。

Ⅲ

犔犢／犜３２５３—２０２１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术语

１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有关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和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方面的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和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方面的相关工作。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一般术语

３．１．１

气溶胶　犲狉狅狊狅犾

空气中悬浮的固态或液态颗粒物，其大小一般在几纳米至１０μｍ之间，可在大气中驻留至少几个

小时。气溶胶既包括颗粒物也包括悬浮的气体。气溶胶有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类来源。气溶胶可通过几

种方式影响气候：通过散射和吸收辐射直接影响；通过作为云凝结核或冰核，改变云的光学特性和云的

生命周期而产生间接影响。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大气气溶胶，都起源于两种不同的路径：初级颗

粒物的排放，然后从气态前体形成二级颗粒物。大部分气溶胶来源于自然。

３．１．２　

温室气体　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犵犪狊犲狊，犌犎犌狊

大气中由自然或人为产生的，能够吸收和释放地球表面、大气本身和云所发射的陆地辐射谱段特定

波长辐射的气体成分。该特性可导致温室效应。水汽（Ｈ２Ｏ）、二氧化碳（ＣＯ２）、氧化亚氮（Ｎ２Ｏ）、甲烷

（ＣＨ４）和臭氧（Ｏ３）是地球大气中主要的ＧＨＧ。此外，大气中还有许多完全由人为因素产生的ＧＨＧ，

如《蒙特利尔协议》所涉及的卤烃和其他含氯和含溴物。除ＣＯ２、Ｎ２Ｏ和ＣＨ４ 外，《京都议定书》还将六

氟化硫（ＳＦ６）、氢氟碳化物（ＨＦＣ）和全氟化碳（ＰＦＣ）定义为ＧＨＧ。

３．１．３

温室效应　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犲犳犳犲犮狋

大气中所有红外线吸收成分的红外辐射效应。温室气体（ＧＨＧｓ）、云和少量气溶胶吸收地球表面

和大气中其他地方放射的陆地辐射。这些物质向四处放射红外辐射，但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放射到太空

的净辐射量一般小于没有吸收物情况下的辐射量，这是因为对流层的温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降低，辐射

也随之减弱。ＧＨＧ浓度越高，温室效应越强，其中的差值有时称作强化温室效应。人为排放导致的

ＧＨＧ浓度变化可加大瞬时辐射强迫。作为对该强迫的响应，地表温度和对流层温度会出现上升，就此

逐步恢复大气顶层的辐射平衡。

３．１．４

气候变化　犮犾犻犿犪狋犲犮犺犪狀犵犲

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典型的为３０年或更长）的气候变

动。气候变化不但包括平均值的变化，也包括变率的变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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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定义为：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

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

３．１．５

二氧化碳当量　犮犪狉犫狅狀犱犻狅狓犻犱犲犲狇狌犻狏犪犾犲狀狋

为统一度量整体温室效应的结果，需要一种能够比较不同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度单位，由于二氧化碳

增温效应的贡献最大，因此，规定二氧化碳当量为度量温室效应的基本单位，用作比较不同温室气体排

放的量度单位。通过全球增温潜势进行换算。

３．１．６

全球增温潜势　犵犾狅犫犪犾狑犪狉犿犻狀犵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犌犠犘

在一定时期（通常为１００年）内，排放到大气中的１ｋｇ温室气体的辐射强迫与１ｋｇ二氧化碳的辐

射强迫的比值。

３．１．７

碳强度　犮犪狉犫狅狀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

按另一个变量（如国内生产总值、产出能源的使用或交通运输等）单位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３．１．８

碳固定　犮犪狉犫狅狀狊犲狇狌犲狊狋狉犪狋犻狅狀

增加除大气之外碳库的碳储量的过程。

３．１．９

碳排放　犮犪狉犫狅狀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煤炭、天然气、石油等化石能源燃烧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以及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活动

产生的温室气体向大气的排放，以及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间接温室气体向大气的排放。

３．１．１０

人为排放　犪狀狋犺狉狅狆狅犵犲狀犻犮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狊

人类活动引起的各种温室气体、气溶胶，以及温室气体或气溶胶的前体物的排放。这些活动包括各

类化石燃料的燃烧、毁林、土地利用变化、畜牧业生产、化肥施用、污水管理，以及工业流程等。

３．１．１１

直接排放　犱犻狉犲犮狋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狊

在定义明确的边界内各种活动产生的物理排放，或在某一区域、经济部门、公司或流程内产生的

排放。

３．１．１２

间接排放　犻狀犱犻狉犲犮狋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狊

在定义明确的范围内，如某个区域、经济部门、公司或流程的边界内各种活动的后果，但排放

是在规定的边界之外产生的排放。例如，如果排放与热量利用有关，但物理排放却发生在热量用

户的边界之外，或者排放与发电有关，但物理排放却发生在供电行业的边界之外，那么这些排放可

描述为间接排放。

３．１．１３

适应　犪犱犪狆狋犪狋犻狅狀

针对实际的或预计的气候及其影响进行调整的过程。在人类系统中，适应有利于缓解或避免危害，

或利用各种有利机会。在某些自然系统中，人类的干预也许有助于适应预计的气候及其影响。

３．１．１４

适应能力　犪犱犪狆狋犻狏犲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某个系统、机构、人类及其他生物针对潜在的损害、机遇、或后果进行调整、利用和应对的能力。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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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犝狀犻狋犲犱犖犪狋犻狅狀狊犉狉犪犿犲狑狅狉犽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狀犆犾犻犿犪狋犲犆犺犪狀犵犲，犝犖犉犆犆犆

该公约于１９９２年５月９日在纽约通过，并于１９９２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由超过１５０个国家和

欧洲共同体签署，公约在控制气候变化领域有着基石意义。公约由序言、二十六条正文和二个附件组

成。包括公约目标、原则、承诺、研究与系统观测、教育培训和公众意识、缔约方会议、秘书处、公约附属

机构、资金机制和提供履行公约的国家履约信息通报及公约有关的法律和技术等条款。

ＵＮＦＣＣＣ也是负责支持公约实施的联合国秘书处的名称，其办公室位于德国波恩。本秘书处，在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的相助下，旨在通过会议和有关各项战略的讨论取得共识。公约的

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个能使气候系统免受危险的人为干预的水平上”。在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公约包含了针对所有缔约方的承诺。公约中的附件一缔约方的共同目

标是在２０００年前将未受《蒙特利尔议定书》管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恢复到１９９０年的水平。公约于

１９９４年３月开始生效。１９９７年ＵＮＦＣＣＣ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３．１．１６

附件犐国家和非附件犐国家　犃狀狀犲狓犐狆犪狉狋犻犲狊犪狀犱犖狅狀犃狀狀犲狓犐犘犪狉狋犻犲狊

根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Ｉ国家包含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２４个经济合作组织（ＯＥＣＤ）成

员国，俄罗斯等１４个经济转型国家，此外还有欧盟、摩纳哥、支敦士登。其他的缔约国则通称为非附件Ｉ

国家，非附件Ｉ国家全部是发展中国家。附件Ｉ国家和非附件Ｉ国家承担部分共同的义务，包括制定关

于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国家清单，制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全球变暖的国家计划，开发节能减

排的科学技术，促进节能减排的技术交流，植树造林大力营造温室气体的吸收汇，普及公众绿色知识。

３．１．１７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犐狀狋犲狉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犪犾犘犪狀犲犾狅狀犆犾犻犿犪狋犲犆犺犪狀犵犲，犐犘犆犆

由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于１９８８年组织设立，ＩＰＣＣ是一个政府间科

学机构，牵头评估气候变化的国际组织，其作用是对与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相关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

济信息进行评估。旨在提供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认知状况、气候变化原因、潜在影响和

应对策略的综合评估。本组织的工作与政策具有相关性，但又对政策保持着中立关系，不对政策作任何

指令或规定。

ＩＰＣＣ共有三个工作组和一个专题组组成。工作组和专题组由技术支持小组（ＴＳＵ）予以协调。三

个工作组分别是：第一工作组是气候变化的自然科学基础；第二工作组是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和脆弱

性；第三工作组是减缓气候变化。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题组的主要目标是制定和细化国家温室气体排

放和清除的计算和报告方法。

３．１．１８

京都议定书　犓狔狅狋狅狆狉狅狋狅犮狅犾，犓犘

１９９７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气候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国际性公约。为发达国家

的温室气体放量规定了标准，即：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附件Ｉ国家）的工业二氧

化碳排放量比１９９０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５．２％。

３．１．１９

缔约方会议　犮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狅犳狋犺犲狆犪狉狋犻犲狊，犆犗犘

ＵＮＦＣＣＣ公约的最高机构，缔约方自１９９５年起每年召开一次缔约方会议（ＣＯＰ）以审查和评估应

对气候变化的进展情况。

３．１．２０

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三可”原则）　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狉犲狆狅狉狋犻狀犵犪狀犱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犕犚犞

根据制定的相关温室气体核算、报告的指南或方法学，完成相应区域、机构、组织或项目的温室气体

排放和清除的量，监管或管理机构也可按相应的指南或方法学对其进行核查的原则，是国际社会、组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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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构对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核算监测与报告的基础要求。

３．２　林业碳汇

３．２．１

森林　犳狅狉犲狊狋

最小面积０．０５ｈｍ２～１．０ｈｍ
２ 的土地上，郁闭度（或同等存量水平）大于１０％～３０％、就地树高度达

到２ｍ～５ｍ。森林可为由具有不同高度层次的树木和下层灌木覆盖很大部分地面的郁闭林或疏林组

成。幼年天然林地和树冠密度可达到１０％～３０％或树高２ｍ～５ｍ的所有种植园均包括在森林范围

内；由于人类干扰（如采伐或自然因素）暂时无林木但可望恢复为森林的，通常看成是森林的一部分，也

属森林范围。

我国定义：森林是指土地面积大于或等于０．０６７ｈｍ２，郁闭度大于或等于０．２，就地生长高度可达到

２ｍ以上（包含２ｍ）的以树木为主体的生物群落，包括天然与人工幼林，符合这一标准的竹林，以及国家特

别规定的灌木林，行数在２行以上（含２行）且行距小于或等于４ｍ或冠幅投影宽度在１０ｍ以上的林带。

３．２．２

森林碳汇　犳狅狉犲狊狋犮犪狉犫狅狀狊犻狀犽

森林植物群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其固定在森林植被和土壤中的所有过程、活

动或机制。

３．２．３

林地　犳狅狉犲狊狋犾犪狀犱

这一类别包括拥有与国家温室气体（ＧＨＧ）清单中用来界定森林的阈值相一致的木本植被的所有

土地，在国家一级细分为经营和非经营林地，并且也按《２００６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规定的生

态系统类型细分。它还包括其植被目前低于但可望超过林地类别阈值的系统。

３．２．４

森林管理　犳狅狉犲狊狋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林地管理和使用的做法体系，旨在实现森林生态（包括生物多样性）、经济和社会功能可持续性。

３．２．５

森林清查　犳狅狉犲狊狋犻狀狏犲狀狋狅狉狔

测量森林面积、数量和分布状况的调查系统，通常采用连续抽样调查进行。

３．２．６

立木材积　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狏狅犾狌犿犲

活立木或枯立木的带皮体积，是指自树干根基部到树梢、并大于一定胸径范围的主干带皮体积（材

积），我国活立木材积测定最小起测胸径为５．０ｃｍ。

【统计定义】。

３．２．７

活立木蓄积量　犵狉狅狑犻狀犵狊狋狅犮犽

所有活立木材积总量，包括森林、疏林、散生和四旁乔木材积。

　　注：单位为立方米。

３．２．８

森林蓄积量　犳狅狉犲狊狋狊狋狅犮犽

森林内达到检尺范围的所有立木材积总量（单位：立方米）。

３．２．９

毁林　犱犲犳狅狉犲狊狋犪狋犻狅狀

人为直接引起的林地向非林地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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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０

造林　犪犳犳狅狉犲狊狋犪狋犻狅狀

通过栽植、播种和／或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方式，将至少５０ａ以来的无林地转化为有林地的人为直接

活动。

３．２．１１

再造林　狉犲犳狅狉犲狊狋犪狋犻狅狀

森林或林地经人为砍伐殆尽之后，透过自然或人为的方式，使其再次成林的过程。《京都议定书》第

一个承诺期中的再造林活动，是指在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３１日至今无森林的土地上重新恢复森林。

３．２．１２

疏林　狅狆犲狀犳狅狉犲狊狋狊

是其树冠郁闭度大于或等于１０％及小于２０％的稀疏乔木植物组成的群落。

３．２．１３

经营林　犿犪狀犪犵犲犱犳狅狉犲狊狋

所有人类干预和相互作用的森林（主要包括商业性管理、木材采伐和薪柴、商品木材的生产和利用

以及为实现国家规定的景观或环境保护而管理的森林），具有确定的地理边界。

３．２．１４

库（或碳库）　狆狅狅犾（犮犪狉犫狅狀狆狅狅犾狊）

具有累积或释放碳的能力的库或系统，碳库的实例有森林生物量、土壤和大气层。森林碳库，通常

包括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落物、枯死木和土壤有机质五个碳库。其单位为质量单位。此外，木质

林产品也可以视作是一个碳库。单位是质量单位。

３．２．１５

生物量　犫犻狅犿犪狊狊

生态系统中植物地上、地下、活和枯死的有机干物质，例如树木、作物、草及其枝叶、根等。生物量包

括地上和地下生物量。

３．２．１６

干物质　犱狉狔犿犪狋狋犲狉（犱．犿．）

已经烘干后的有机物的重量。

３．２．１７

地上生物量　犪犫狅狏犲犵狉狅狌狀犱犫犻狅犿犪狊狊

土壤层以上以干重表示的植被所有活体的生物量，包括干、桩、枝、皮、种子、花、果和叶及草本植物。

３．２．１８

地下生物量　犫犲犾狅狑犵狉狅狌狀犱犫犻狅犿犪狊狊

所有活根生物量，通常不包括难以从土壤有机成分或枯落物中区分出来的细根（直径≤２．０ｍｍ）。

３．２．１９

枯死木　犱犲犪犱狑狅狅犱

枯落物以外的所有死生物量，包括枯立木、枯倒木以及直径≥５．０ｃｍ的枯枝、死根和树桩。

３．２．２０

枯落物　犾犻狋狋犲狉

土壤层以上，直径小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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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２１

低活性粘土土壤　犾狅狑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犮犾犪狔（犔犃犆）狊狅犻犾狊

含有低活性粘土（ＬＡＣ）矿物质的土壤为高度风化的土壤，以１∶１的粘土矿物质和非晶态氧化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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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氧化铝为主（粮农组织分类中包括：淋溶土、强风化弱粘淀土、铁铝土）。

３．２．２２

高活性粘土土壤　犺犻犵犺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犮犾犪狔（犎犃犆）狊狅犻犾狊

含有高活性粘土矿物质的土壤是轻度至中度风化的土壤，硅化粘土矿物质比例为２∶１（粮农组织

分类包括：变性土、黑钙土、黑土、淋溶土）。

３．２．２３

腐殖质层　犺狌犿狌狊犺狅狉犻狕狅狀

该层主要由呈细粒分布的有机物质组成（但仍在矿质土层的上层）。肉眼可辨的植物残余部分依然

存在，但数量比细粒分布的有机物质少得多。该层可含有矿质土壤颗粒。

３．２．２４

土壤有机碳　狊狅犻犾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犪狉犫狅狀

一定深度内（通常为１．０ｍ）矿质土和有机土（包括泥炭土）中的有机碳，包括难以从地下生物量中

区分出来的细根（小于２ｍｍ）。

３．２．２５

收获木质林产品　犺犪狉狏犲狊狋狑狅狅犱狔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犎犠犘

包含木材纤维类产品和部分非木材纤维的竹藤类产品。这里主要是指以木质材料为原料加工的各

类产品，包括圆木、工业圆木、薪材（包括木炭）、锯木、木板、其他工业原木（产品）、纸浆、纸和纸板以及回

收纸等木材纤维产品。

３．２．２６

基本木材密度　犫犪狊犻犮狑狅狅犱犱犲狀狊犻狋狔

烘干树干重量与新鲜树干体积（不包括树皮）的比值。它是以干物质质量计算的木材生物量。

３．２．２７

生物量扩展系数　犫犻狅犿犪狊狊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犅犈犉

树木地上生物量与树干生物量的比值。

３．２．２８

生物量换算和扩展系数　犫犻狅犿犪狊狊犮狅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犪狀犱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犅犆犈犉

树木地上生物量与树干材积之比，单位：吨干物质／米３。

３．２．２９

碳循环　犮犪狉犫狅狀犮狔犮犾犲

碳循环是一种生物地质化学循环，指碳元素在地球上的生物圈、岩石圈、水圈及大气中交换。碳的

主要来源有４个，分别是大气、陆上的生物圈（包括淡水系统及无生命的有机化合物）、海洋及沉积物。

通过化学、物理和生物过程进行从库到库的碳交换。与氮循环和水循环一起，碳循环包含了一系列使地

球能持续存在生命的关键过程和事件。碳循环描述了碳元素在地球上的回收和重复利用，包括碳沉淀。

３．２．３０

碳密度　犮犪狉犫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

单位面积的碳储量。通常指有机碳。

３．２．３１

碳通量　犮犪狉犫狅狀犳犾狌狓

碳循环过程中，在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二氧化碳从一个库向另一个库的转移量。

３．２．３２

碳中和　犮犪狉犫狅狀狀犲狌狋狉犪犾

碳补偿通过计算某活动、工业生产或其他相关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然后通过造林、森林

经营等碳汇项目产生的碳汇量（减排量）抵消了相应的排放量，以实现碳排放与碳清除相互抵消，达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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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目的。

３．２．３３

碳储量　犮犪狉犫狅狀狊狋狅犮犽

一个库中碳的数量，单位：吨碳（ｔＣ）。

３．２．３４

碳储量变化　犮犪狉犫狅狀狊狋狅犮犽犮犺犪狀犵犲

碳库中的碳储量由于碳增加与碳损失之间的差别而发生的变化。当损失大于增加时，碳储量变小，

因而该碳库为源；当损失小于增加时，该碳库为汇。

３．２．３５

汇　狊犻狀犽

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任何过程、活动或机制。

３．２．３６

源　狊狅狌狉犮犲

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任何过程或活动。

３．２．３７

排放系数　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

与活动数据有关和排放出的化合物数量系数。在给定运行条件下对某一类活动的排放系数通常是

基于测量数据的样本得到的平均代表性排放率。

【清单定义】

３．２．３８

燃烧效率　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以二氧化碳形式释放的燃烧碳的比例。

３．３　碳汇交易

３．３．１

碳交易　犮犪狉犫狅狀狋狉犪犱犻狀犵

《京都议定书》为促进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国际公法作为依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即是温

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在６种被要求减排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ＣＯ２）为最大宗，所以这种交

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ｔＣＯ２ｅ）为计算单位，通称为“碳交易”。其交易市场称为碳市（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３．３．２

碳交易机制　犮犪狉犫狅狀狋狉犪犱犻狀犵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

碳交易机制是规范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一种制度。碳资产原本并非商品，也没有显著开发价值。

１９９７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到２０１０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

二氧化碳、甲烷等在内的６种温室气体数量要比１９９０年减少５．２％。但由于发达国家能源利用效率高，

能源结构优化，新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的成本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

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同一减排量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不同成本，形成价格差。发达

国家有需求，发展中国家有供应能力，碳交易市场便由此产生。

为了达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球温室气体减量的最终目的，依据公约的法律架构，《京都

议定书》中规定了３种排减机制：清洁发展机制（Ｃｌｅ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ＤＭ），联合履约

（Ｊｏｉｎｔ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Ｉ）和排放贸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ｅ，ＥＴ）。

３．３．３

清洁发展机制　犮犾犲犪狀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犆犇犕

《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的机制之一。它允许缔约方与非缔约方联合开展二氧化碳等温室

７

犔犢／犜３２５３—２０２１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气体减排项目。这些项目产生的减排数额可以被缔约方作为履行他们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量。

３．３．４

排放贸易　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狊狋狉犪犱犲，犈犜

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的机制之一。它是在附件一国家的国家登记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ｓ

ｔｒｙ）之间，进行包括“减排量单位”（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ＥＲＵ）、“核证减排量”（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

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ＥＲｓ）、“分配数量单位”（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ａｍｏｕｎｔｕｎｉｔ，ＡＡＵ）、“清除单位”（ｒｅｍｏｖａｌｕｎｉｔ，ＲＭＵ）等

减排单位核证的转让或获得。也就是发达国家将其超额完成的减排义务指标，以贸易方式直接转让给

另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

３．３．５

联合履约　犼狅犻狀狋犻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犑犐

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是附件一国家之间在“监督委员会”（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监督下，进行减排量单位核证与转让或获得，所使用的减排单位为“减排量单位”（ＥＲＵ）。

作为可交易的商品，ＥＲＵｓ可以帮助附件一国家实现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承诺。

３．３．６

碳排放权　犮犪狉犫狅狀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狉犻犵犺狋

依法取得的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

３．３．７

排放配额　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狊犪犾犾狅狑犪狀犮犲狊

是政府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指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是碳排放权的凭证和载体。１单位配额相

当于１吨二氧化碳当量。

３．３．８

额外性　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犻狋狔

拟议的减缓项目、减缓政策或气候融资的减排项目活动所产生的项目减排量高于基线减排量的情

形。这种额外的减排量在没有拟议的减排项目活动时是不会产生的。林业碳汇项目的额外性是指碳汇

量高于基线碳汇量的情形，并且这种额外的碳汇量在没有碳汇造林项目活动时是不会产生的。

３．３．９

泄漏　犾犲犪犽犪犵犲

由于减排项目活动引起的、发生在项目活动边界外的、可测定的温室气体源排放的增加量。泄漏还

指在某块土地上进行的无意识的固碳活动（例如植树造林）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某种活动，该活动可以

部分或全部抵消最初行动的碳效应。无论是一个项目、县、州、省、国家，还是世界中的区域，每个层面都

可能发生泄漏现象。

３．３．１０

核算　犪犮犮狅狌狀狋犻狀犵

将报告的排放量和清除量与承诺量进行比较并按国际规则或方法学进行的相关调查和计算。

３．３．１１

碳预算　犮犪狉犫狅狀犫狌犱犵犲狋

碳库间或碳循环的某个具体环圈（例如大气层生物圈）间碳交换的平衡。碳库预算的审查提供了

判断是源或汇的信息。

３．３．１２

碳信用　犮犪狉犫狅狀犮狉犲犱犻狋

国际有关机构依据《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发给温室气体减排国、用于进行碳贸易的凭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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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碳信用通常等于吨或相当于１吨二氧化碳的减排量。

３．３．１３

碳价　犮犪狉犫狅狀狆狉犻犮犲

排放或固定二氧化碳（ＣＯ２）或ＣＯ２ 当量的价格，也可指碳税率或按排放许可额度的价格。碳价格

是有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机制决定了碳价格的高低。排放限额决定了碳排放权的需求，设置的温

室气体排放限制越高，对排放权的需求也越小，若供给不变，则碳价格下降。从技术层面来看，技术意味

着减排的机会成本，在传统技术下要为减排支付成本，清洁技术的推广应用会得到额外的补偿，因此，这

对清洁技术的研发和使用起到激励作用。在很多用于评估减缓经济成本的模型中，碳价通常被用来作

为表示减缓政策努力程度的替代参数。

３．３．１４

碳金融　犮犪狉犫狅狀犳犻狀犪狀犮犲

由《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或称碳融资和碳物质的买卖。即服务于限制温室

气体排放等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融资、碳排放权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

３．３．１５

基线　犫犪狊犲犾犻狀犲

用于衡量变化大小的一些数据。项目活动的基线是合理地代表一种在没有拟议的项目活动时会出

现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情景。

３．３．１６

基线情景　犫犪狊犲犾犻狀犲狊犮犲狀犪狉犻狅

在没有拟议的项目活动时，项目边界内的活动的未来情景。

３．３．１７

打捆　犫狌狀犱犾犲

将几个小型碳交易机制项目活动放在一起，作为一个项目活动或活动组合，而不失各个项目活动的

具体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技术或措施；位置；简化基准线方法学应用。每个更小的捆内的各个项目活

动属于同一类型，每个小捆中的项目的产出能力不得超过相关产出类型的小规模上限。

３．３．１８

拆分　犱犲犫狌狀犱犾犲犱

将一个大型项目活动拆分成多个小型项目活动。大型项目活动或大型项目活动的任何组成部分，

都能采用正常的碳交易机制程式和程序。

３．３．１９

活动规划　狆狉狅犵狉犪犿犿犲狅犳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犘犗犃

为执行政府政策／措施或者实现规定的目标（例如物质激励制度和自愿项目），由私人或者公共实体

自愿参与协调并执行的活动。在某一规划方案之下，可以通过添加不限数量的相关碳交易机制规划活

动使之与没有此规划方案活动的情景相比，产生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或者增加温室气体汇的效益。

３．３．２０

部分项目活动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狆狉狅犼犲犮狋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犆犘犃

在基准线方法定义指定的区域内实施的一个或者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减排或者增汇措施。

３．３．２１

项目参与方　狆狉狅犼犲犮狋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

就如何分配所考虑的项目活动产生的经核证的减排量（ＣＥＲｓ）所作出决定的缔约方或私营和／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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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实体。

３．３．２２

项目活动　狆狉狅犼犲犮狋犪犮狋犻狏犻狋狔

一项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措施、操作或行动。

３．３．２３

项目边界　狆狉狅犼犲犮狋犫狅狌狀犱犪狉狔

由对拟议项目所在区域的林地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项目参与方（项目业主）实施森林经营碳汇项

目活动的地理范围。一个项目活动可在若干个不同的地块上进行，但每个地块应有特定的地理边界，该

边界不包括位于两个或多个地块之间的林地。项目边界包括事前项目边界和事后项目边界。

３．３．２４

项目情景　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犮犲狀犪狉犻狅

拟议的项目活动下，对ＧＨＧ排放趋势情景的预测。

３．３．２５

利益相关方　狊狋犪犽犲犺狅犾犱犲狉

受到或可能受到所拟议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或导致实施此种活动的行动影响的公众，包括个

人、群体或社区。

３．３．２６

指定政府主管部门　犱犲狊犻犵狀犪狋犲犱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犪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犇犖犃

缔约方要想参加ＣＤＭ 项目，需要设立负责监管ＣＤＭ 的指定国家主管机构。有关缔约方需要向

ＵＮＦＣＣＣ秘书处提供有关其ＤＮＡ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从ＵＮＦＣＣＣ的网站上查询。指定国家主管

机构（ＤＮＡ）是指依照国内法律和政策以及国际ＣＤＭ 规则，负责对ＣＤＭ 项目实行批准程序的政府部

门。在我国，指定国家主管机构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ＮＤＲＣ），其负责对国家ＣＤＭ 理事会审核并

修订后的项目进行批准程序。

３．３．２７

指定经营实体　犱犲狊犻犵狀犪狋犲犱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犲狀狋犻狋狔，犇犗犈

定经营实体（ＤＯＥ）在碳交易机制程序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负责请求和实施碳交易机

制项目活动的合格性、核实和核证温室气体（ＧＨＧ）源人为减排量、以及向碳交易机制理事会提出申请

审核ＣＥＲｓ的独立实体。每个指定经营实体都是仅为某种碳交易活动（从事的部门范围）而得到授权

的，有可能是国有部门或国际机构。

３．３．２８

核证　犮犲狉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由指定的经营实体（ＤＯＥ）提出的书面保证，即在一个具体时期内某项目活动所实现的温室气体源

人为减排量已被核实。

３．３．２９

核证减排量　犮犲狉狋犻犳犻犲犱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狉犲犱狌犮狋犻狅狀狊，犆犈犚

一单位符合碳交易机制原则及要求，且经联合国执行理事会（ＥＢ）签发的交易机制或ＰｏＡｓ（活动规

划类）项目的减排量，一单位ＣＥＲ等同于一吨的二氧化碳当量，计算ＣＥＲ时采用全球变暖潜力系数

（ＧＷＰ）值，把非二氧化碳气体的温室效应转化为等同效应的二氧化碳量。

３．３．３０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犆犺犻狀犲狊犲犮犲狉狋犻犳犻犲犱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狉犲犱狌犮狋犻狅狀，犆犆犈犚

我国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施行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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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并在国家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简称ＣＣＥＲ。

３．３．３１

计入期　犮狉犲犱犻狋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

项目情景相对于基线情景产生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时间区间。项目参与者应当将计入期起始

日期选定在自愿减排项目活动产生首次减排量的日期之后，计入期不应当超出该项目活动的运行周期。

项目参与方可选择固定计入期或可更新计入期两种。

３．３．３２

固定计入期（也称为计入期固定）　犳犻狓犲犱犮狉犲犱犻狋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犪犾狊狅犮狉犲犱犻狋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犳犻狓犲犱）

是用来确定计入期期限的两个备选方案之一。在该方案中，项目活动的减排额计入期期限和起始

日期只能一次性确定，即一旦该项目活动完成登记后不能更新或延长。

３．３．３３

可更新计入期（也称为计入期可更新）　狉犲狀犲狑犪犫犾犲犮狉犲犱犻狋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犪犾狊狅犮狉犲犱犻狋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狉犲狀犲狑

犪犫犾犲）

是用来确定计入期期限的备选方案之一。在该方案中，林业碳汇项目可为２０年。这一计入期最多

可更新两次，即最大为６０年。

３．３．３４

注册　狉犲犵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

执行理事会（ＥＤ）或国家规定的管理机构正式接受一个经确认合格的项目活动为一项碳汇交易机

制项目活动。注册是核实、核证及颁发与这一项目活动相关的经核证排减量（ＣＥＲｓ）或国家核证减排量

（ＣＣＥＲ）的先决条件。

３．３．３５

核实　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由指定的经营实体（ＤＯＥ）定期独立审评和事后确定已登记的碳交易机制项目活动在核实期内产

生的、经监测的温室气体（ＧＨＧ）源人为减排量。

３．３．３６

监测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

收集和归档所有对确定基准线，测量某一减排项目（ＣＤＭ 或自愿减排项目）活动在项目边界内的

温室气体（ＧＨＧ）源人为排放量以及泄漏所必要的并可适用的相关数据。

３．３．３７

基线碳汇量　犫犪狊犲犾犻狀犲狀犲狋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犵犪狊狉犲犿狅狏犪犾犫狔狊犻狀犽狊

基线净温室气体汇清除

是基线情景下项目边界内各碳库中的碳储量变化之代数和。

３．３．３８

项目碳汇量　犪犮狋狌犪犾狀犲狋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犵犪狊狉犲犿狅狏犪犾犫狔狊犻狀犽狊

实际净温室气体汇清除

是项目情景下项目边界内所选碳库中的碳储量变化量，减去由碳汇造林项目活动引起的项目边界

内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量。

３．３．３９

项目减排量　狀犲狋犪狀狋犺狉狅狆狅犵犲狀犻犮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犵犪狊狉犲犿狅狏犪犾犫狔狊犻狀犽狊

净人为温室气体汇清除

由于造林项目活动产生的净碳汇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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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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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４０

透明和保守的　狋狉犪狀狊狆犪狉犲狀狋犪狀犱犮狅狀狊犲狉狏犪狋犻狏犲

以透明和保守的方式确定基线所做的假设条件，并且所做的选择是可证实的。在变量和参数值的

不确定情景时，对基线所作的预测不过高估计某一碳交易机制项目活动的减排量，则该基线的确定即被

视为是偏保守的。

３．３．４１

重点排放单位　犽犲狔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狌狀犻狋狊

满足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确定的纳入碳排放权交易标准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温室气体排放

单位。

３．４　林业温室气体清单

３．４．１

清单　犻狀狏犲狀狋狅狉狔

机构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排放源的量化表。

３．４．２

排放因子　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

量化每单位活动的气体排放量或清除量的系数。排放因子通常在给定的一组操作条件下，基于测

量样本数据得到具有代表性的平均活动水平的排放率。

３．４．３

农地　犮狉狅狆犾犪狀犱

包括可耕地和耕地，以及农林系统中植被低于林地阈值且与国家选择的定义相一致的土地。

３．４．４

农田管理　犮狉狅狆犾犪狀犱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和休耕的或暂时不用于作物生产的土地做法体系。

３．４．５

决策树　犱犲犮犻狊犻狅狀狋狉犲犲

一个描述具体规定步骤的流程图。在依据优良作法原则编制清单或清单分量时，需要按此顺序

进行。

３．４．６

干扰　犱犻狊狋狌狉犫犪狀犮犲狊

减少或重新分配陆地生态系统碳库的过程。

３．４．７

专家评价　犲狓狆犲狉狋犼狌犱犵犿犲狀狋

经过仔细审议且详实记录的定性或定量评价，这些评价由一个或数个有特定领域专门技能的人员

在没有不含糊观测证据的情况下做出。

３．４．８

措施　犿犲犪狊狌狉犲狊

在气候政策中，措施是促进气候变化减缓的技术、流程和做法。例如，可再生能源技术、废弃物最少

化流程以及公共交通做法等。

３．４．９

优良做法　犵狅狅犱狆狉犪犮狋犻犮犲

优良作法是一套规范，目的是确保温室气体清单准确性，即在当前判断能力情况下，既不过高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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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低估算碳排放，而且从实际操作方面尽可能地减少不确定性。

优良作法包括选择适合国家实际情况的估算方法、国家层面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不确定性的量

化以及有利于提高透明度的资料存档与报告。

３．４．１０

草地　犵狉犪狊狊犾犪狀犱

这一类别包括牧场和不被视为农田的牧草地。它还包括植被未能达到林地标准的且通过人为干预

未能达到林地标准的类别。草地还包括从荒地到休闲区的所有草地，以及农业和林牧系统，分为管理和

非管理两类，同国家定义一致。

３．４．１１

湿地　狑犲狋犾犪狀犱狊

这一类型包括全年或一年部分时间被水覆盖或处于水饱和状态且不属于林地、耕地、草地或定居地

类型的土地（例如泥炭地）。这一类型可按通用定义细分为管理和非管理类型，即它包括属于管理分类

的水库和属于非管理分类的天然河流和湖泊。

３．４．１２

聚居地　狊犲狋狋犾犲犿犲狀狋狊

这一类别包括所有开发的土地，包括任何规模的运输基础设施和人类居住地，除非它们已被列入其

他类别之下。这应与国家选择的定义相一致。

３．４．１３

其他土地（作为一种土地利用类型）　狅狋犺犲狉犾犪狀犱（犪狊犪犾犪狀犱狌狊犲犮犪狋犲犵狅狉狔）

这一类型包括裸土、岩石、冰和所有不属于任何其他５种类型的未管理的土地。在可获得数据的情

况下，它允许认定的土地总面积与全国面积匹配。

３．４．１４

牧场管理　犵狉犪狕犻狀犵犾犪狀犱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用于畜牧生产的土地上旨在调控所产饲料和牲畜的数量和类型的一套做法。

３．４．１５

全年毛总增量　犵狉狅狊狊犪狀狀狌犪犾犻狀犮狉犲犿犲狀狋

在参考期内按规定的最小胸径（各国不同）测量的所有树木的蓄积平均年增量。包括已被采伐或死

亡的树木的增量。

３．４．１６

定义的统一　犺犪狉犿狅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犱犲犳犻狀犻狋犻狅狀狊

在这一背景下，指使定义标准化或增强定义间的可比性和一致性。

３．４．１７

可比性　犮狅犿狆犪狉犪犫犻犾犻狋狔

缔约方报告的清单中排放和清除估算应该在缔约方间进行比较。因此，缔约方应该使用缔约方大

会（ＣＯＰ）通过的方法和格式来进行估算和报告清单。

３．４．１８

相关性　狉犲犾犲狏犪狀犮犲

确保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恰当地反映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服务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用户的决策

需要。

３．４．１９

完整性　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狀犲狊狊

清单包括全地域覆盖的所有源和汇以及包括《１９９６年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修订本》中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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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气体，还包括个别缔约方特定的其他有关的源／汇类别。

３．４．２０

一致性　犮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犮狔

清单在数年时间范围内，对其所有要素应该内在一致。如果对基准年和所有其后年份使用同一方

法，如果使用一致的数据集估算源排放或汇清除，那么清单是一致的。

３．４．２１

透明性　狋狉犪狀狊狆犪狉犲狀犮狔

报告编制者应该清楚地解释清单所用的假定和方法，披露任何有关的假定，并恰当指明所引用的核

算与计算方法学，以及数据来源，以促使清单编制的重复性和评估清单。

３．４．２２

基准年　犫犪狊犲狔犲犪狉

清单的启始年。目前一般是以１９９０年为基准年。

３．４．２３

活动　犪犮狋犻狏犻狋狔

在给定的时期和界定的区域内，所发生的一项作业或一系列作业。

３．４．２４

活动数据　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犱犪狋犪

在一定的时间内，引起温室气体源排放或清除的人类活动数量的大小。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

和林业（ＬＵＬＵＣＦ）部门，土地面积、蓄积、经营管理系统、石灰和肥料的使用等数据均是活动数据的

例子。

３．４．２５

关键类别　犽犲狔犮犪狋犲犵狅狉狔

在国家清单体系内占有优先位置的类别，无论是其排放绝对值，还是排放趋势的估算或这两个方面

都对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总量产生重要的影响。

３．４．２６

土地覆盖　犾犪狀犱犮狅狏犲狉

土地表面覆盖的植被类型。

３．４．２７

土地利用　犾犪狀犱狌狊犲

清单编制中是在一个土地单位上开展的活动类型。

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Ｇｏｏ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ＬａｎｄＵｓｅ，

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ＧＰＧＬＵＬＵＣＦ）中，这一术语用于界定土地利用类别，这些土地类别是

土地覆盖（例如森林、草地、湿地）和土地利用（例如耕地、定居地）种类的混合体。

３．４．２８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犾犪狀犱狌狊犲，犾犪狀犱狌狊犲犮犺犪狀犵犲犪狀犱犳狅狉犲狊狋狉狔，犔犝犔犝犆犉

是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的一个部分，涵盖直接由人类引起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

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不包括农业排放。

３．４．２９

农业、林业和其他行业土地利用　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犲，犳狅狉犲狊狋狉狔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犾犪狀犱狌狊犲，犃犉犗犔犝

是《２００６年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明确的规定清单报告内容，涵盖直接由人类引起的土

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ＡＦＯＬＵ与ＬＵＬＵＣＦ相比，避免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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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交叉问题。

３．４．３０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　狉犲犱狌犮犻狀犵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狊犳狉狅犿犱犲犳狅狉犲狊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犳狅狉犲狊狋犱犲犵狉犪犱犪狋犻狅狀，

犚犈犇犇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激励措施，使其减少因森林破坏等导致的碳排放，从而为储存在森林中的碳创造

金融价值的做法，所以，也是一种通过避免毁林实现减缓的机制。ＲＥＤＤ＋比再造林和森林退化更为广

泛，包括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管理及加强森林碳储存的作用。这个概念第一次提出是在２００５年蒙特利尔

召开的ＵＮＦＣＣＣ第１１次缔约方大会（ＣＯＰ）上，２００７年在巴厘岛召开的 ＵＮＦＣＣＣ第１３次ＣＯＰ高度

承认了这个概念并将其纳入了“巴厘岛行动计划”，呼吁建立“关于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

排放量（ＲＥＤＤ）和发展中国家森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管理及加强森林碳储存作用相关活动的政策方法

和积极的激励措施（ＲＥＤＤ＋）”。

３．４．３１

经营草地　犿犪狀犪犵犲犱犵狉犪狊狊犾犪狀犱

在其上开展人为活动的草地，如放牧或收割干草等活动。

３．４．３２

年净增量　狀犲狋犪狀狀狌犪犾犻狀犮狉犲犿犲狀狋

在给定参考期内，按规定的最小胸径测量的所有树木的总增量减去自然死亡量的年平均量。

３．４．３３

净净核算　狀犲狋狀犲狋犪犮犮狅狌狀狋犻狀犵

报告年的碳汇或碳源减去基准年的碳汇或碳源。《京都议定书》中第３．４条规定了放牧地管理、耕

地管理和植被恢复的核算法。

３．４．３４

总净核算　犵狉狅狊狊狀犲狋犪犮犮狅狌狀狋犻狀犵

该方法根据项目经营管理的碳汇增长率和消耗率的比例直接计算报告年的净碳汇或碳源。该方法

一般比净净核算法结果大。

３．４．３５

有机土壤　狅狉犵犪狀犻犮狊狅犻犾狊

符合以下ｉ和ｉｉ或ｉ和ｉｉｉ所列要求的土壤为有机质土壤（粮农组织，１９９８年）；

厚度为１０ｃｍ 或以上。当混合深度为２０ｃｍ 时，小于２０ｃｍ 厚的一层必须有１２％或更多的有

机碳；

如果土壤几天仍没有达到饱和水，而且有机碳（大约３５％的有机质）含量超过２０％（按重量）；

如果土壤常处于水分饱和情形并符合下列任何一个条件：

（ｉ）如果无粘粒，有机碳至少为１２％（按重量）（约２０％的有机质）；

（ｉｉ）如果粘粒含量在６０％或以上，有机碳至少为１８％（按重量）（约３０％的有机质）；或

（ｉｉｉ）介于二者之间，中间量的粘土有成比例的有机碳量。

３．４．３６

泥炭土（也叫有机土）　狆犲犪狋狊狅犻犾（犪犾狊狅犺犻狊狋狅狊狅犾）

一种典型的湿地土壤，水位高而且有机质层至少４０ｃｍ厚（排水不畅的有机质土）。

３．４．３７

做法　狆狉犪犮狋犻犮犲

对土地、与土地有关的碳库储量或对温室气体与大气的交换产生影响的一项或一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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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８

报告　狉犲狆狅狉狋犻狀犵

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供估算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过程。

３．４．３９

恢复力　狉犲狊犻犾犻犲狀犮犲

某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处理灾害性事件、趋势或扰动，并响应或重组，同时，保持其必要功能、定位

及结构，并保持其适应、学习和改造等能力的能力。

３．４．４０

分辨率　狉犲狊狅犾狌狋犻狅狀

可以确定有关土地覆盖或利用情况的最小土地单位。高分辨率指可分辨的土地单位小。

３．４．４１

植被恢复　狉犲狏犲犵犲狋犪狋犻狅狀

在有关地点，通过建立覆盖面积至少为０．０５ｈｍ２ 的植被以增加碳储量，而且不满足形成森林定义

的另一种直接人为活动。

３．４．４２

砂质土　狊犪狀犱狔狊狅犻犾狊

包括砂粒含量超过７０％和粘粒含量低于８％的所有土壤（不管分类如何）［基于标准质地测量（粮农

组织分类包括：砂土、砂质岩成土）］。

３．５　林业碳汇统计分析

３．５．１

绝对误差　犪犫狊狅犾狌狋犲犲狉狉狅狉

是最大可容许误差，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实际范围，与被估计的变量值大小无关。

３．５．２

准确度　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某一排放或清除估算正确程度的一个相关测量指标。即在当前判断能力情况下，估算值不高于或

低于真实排放或清除值，且在实际操作情况下减少不确定性，估算才能说是准确的。应该使用符合优良

做法指南的适当方法，以提高清单的准确性。

【清单定义】

准确度也叫准确性，指在试验或调查中某一变量指标或性状的观测值与其真值的接近程度。

【统计定义】

３．５．３

正态分布　狀狅狉犿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正态（或高斯）分布有下列方程给出的概率密度函数，并由两个参数（均值μ和标准方差σ）来定义。

【统计定义】

３．５．４

均匀分布　狌狀犻犳狅狉犿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一致或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被限定在所有数值有均等机会出现的范围内。如果该范围的上限和下

限分别是犪和犫，概率密度函数（ＰＤＦ）是关于犪和犫的简单函数（定义概率密度函数的两个参数）。

【统计定义】

３．５．５

算术平均值　犪狉犻狋犺犿犲狋犻犮犿犲犪狀

数值的总和除以数值个数。

【统计定义】

６１

犔犢／犜３２５３—２０２１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３．５．６

偏差　犫犻犪狊

观测方法的系统性误差，其误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知道的。它产生于使用没有正确校准的测量

设备，或者从一个错误统计总体中采样，或者偏爱某一统计总体的一些采样等。

【清单定义】

按照某一抽样方案反复进行的抽样，估计值的数学期望与待估参数之间的离差。偏差的表达式是：

个别测定值与测定的平均值之差。偏差与估计量方差不同，估计量方差是由于抽样的随机而产生的一

种随机性误差，没有系统性，偏差则是偏于某个方向的系统性误差。此外，估计量方差可以随样本量的

增大而减小，而偏差与样本量无关。所以，在抽样调查中应该努力避免。偏差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种

是估计量本身是有偏差的，这时估计量的数学期望与总体参数不一致；另一种情况是非抽样误差因素的

影响。

【统计定义】

３．５．７

百分位数　狆犲狉犮犲狀狋犻犾犲

如果将一组数据从小到大排序，并计算相应的累计百分位，则某一百分位所对应数据的值就称为这

一百分位的百分位数。可表示为：一组狀个观测值按数值大小排列。如，处于狆％位置的值称第狆 百

分位数。

３．５．８

置信度　犮狅狀犳犻犱犲狀犮犲

用于表示测量值或估算值的信任程度。清单估算有信度并不是指这些估算值更加准确或精确，而

是根据证据的类型、数量、质量和一致性（如机理认知、理论、数据、模式、专家判断）以及就这些证据达成

一致的程度，对某一发现有效性的表述。它将最终有助于就数据是否用于解决问题建立一个共识。这

里置信度的用法同统计中置信区间术语的用法差别非常大。

【清单定义】

３．５．９

置信区间　犮狅狀犳犻犱犲狀犮犲犻狀狋犲狉狏犪犾

某一数量的真实数值所位于的可信范围。可信程度可以通过概率来表达，其数值与区间的大小相

关。它也是一种可以表达不确定性的方式。

实际上，置信区间可被定义为概率值，如９５％，平均值狓 两端的信度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信度限

制Ｌ１和Ｌ２可以从概率密度函数计算得到，这意味着利用狓估算某一数量的真实值有９５％机会位于

Ｌ１和Ｌ２之间。通常Ｌ１和Ｌ２分别为２．５％和９７．５％。

【统计定义】

３．５．１０

误差　犲狉狉狅狉

在统计领域里，是指一个量的观测值或计算值与其真实值（但通常未知）之差；特指统计误差，即一

个量在测量、计算或观察过程中由于某些错误或通常由于某些不可控制的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变化偏

离标准值或规定值的数量，它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

【统计定义】

３．５．１１

估算　犲狊狋犻犿犪狋犻狅狀

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过程。

【清单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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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量化的观测值确定并依据估算公式或估计量而对变量数值或其不确定性的评估。其结果可

以表达为：

（１）　一种点估算，估算的数值，可以用于对某一参数的近似（例如，根据抽样标准方差估算总体标

准方差），或者

（２）　一种区间估算，它是指估算值在某个区间的可信程度。

【统计定义】

３．５．１２

估计量　犲狊狋犻犿犪狋狅狉

是利用抽样数据确定如何计算某一总体参数抽样估计值的公式。例如，排放因子经常估计为一组

测量的平均值。对某一总体参数可以有一种以上的估计量，每一个估计量通常有其自己的抽样特性，除

其他以外包括一致性和无偏差性。

点估计量的例子包括算术平均值狓，它对期望值（平均值）是通用的估计量，以及抽样方差（狊２），它

对方差是通用的估计量。

【统计定义】

３．５．１３

极值　犲狓狋狉犲犿犲狏犪犾狌犲

一次抽样调查中样本的最大和最小数值。极值统计理论是有关对大量采样值来估计这些极值分

布的。

【统计定义】

３．５．１４

可能性　犾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某个特定结果的发生几率，可采用概率估算。清单报告中是用一套标准术语予以表述：对于不确定

性事件发生／产生特定结果的概率或概率区间，如果是＞９９％，则表述为‘几乎确定’；如果是＞９０％，则

为‘很可能’；如果是＞６６％，则为‘可能’；如果是３３％至６６％，则为‘或许可能’；如果是＜３３％，则为‘不

可能’；如果是＜１０％，则为‘很不可能’；如果是＜１％，则为‘几乎不可能’。

３．５．１５

均值　犿犲犪狀

通过抽样方法对总体平均数的估计，其数学期望值是概率分布抽样数值趋向的值。样本均值或算

术平均是作为对总体均值的估计量。它是一个无偏的和内在一致的总体均值（期望值）估计量，还是一

个有其自身方差值的随机变量。样本均值是所有样本数值之和除以样本单元数。

３．５．１６

中值　犿犲犱犻犪狀

中值或总体中值是一个数值，它将概率密度函数（ＰＤＦ）积分分成两个部分。对于对称概率密度函

数，它相当于均值。中值是第５０个总体百分点。

样本中值是总体中值的估计值。它是将有序抽样分成两个等量部分的数值。如果有２狀＋１个观

测值，中值取为有序抽样第狀＋１个样的特征值。如果有２狀个观测值，中值取为第狀个样品和第狀＋１

个样品两者的平均值。

３．５．１７

元数据　犿犲狋犪犱犪狋犪

关于数据的信息；即说明哪些参数和变量存储在数据库中：它们的位置、记录时间、可存取性、代表

性、所有者等。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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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８

模型　犿狅犱犲犾

统计定义：模型是对某些自然规律特征进行抽象量化，它可以简化或忽略某些特征，以更好地集中

在较为重要的要素上。可以通过数学方式把相关影响因子建立一定的关系式，即称之为模型，如生长模

型、生长量扩展关系模型等。

３．５．１９

变异系数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

变异系数（νｘ）是抽样统计估计中，标准方差σｘ 与平均值μｘ 的比值，即νｘ＝σｘ／μｘ。它还常指样本

的变异系数，它是样本标准方差与样本平均值的比值。

【统计定义】

３．５．２０

变异性　狏犪狉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由于总体中真实异质性或多样性导致的观测差异。由于试验条件与试验误差的影响，使各次测定

或观察值有所不同，测定值的此种性质，称为变异性。变异性可以从内在的随机过程或性质和结果有未

知的重大影响的过程中推导得到。变异性通常不能通过进一步测量或研究而减少，但可以通过样本方

差等数量来描述其特征。

【统计定义】

３．５．２１

精度　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

根据规定条件对同一对象的某特征值重复观测或对某参数的重复估计彼此之间的接近程度，与不

确定性是相反意义，即更精确的事情，则不确定性也较小。

【清单定义】

３．５．２２

概率　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

就某一随机事件而言，是介于０和１之间的真实数值。有两种方式解释：一种解释是把概率当作相

对频率的特征（如占相应某事件所有结果的比例）；另一种解释是把概率当作可信程度的指标。

【统计定义】

３．５．２３

不确定性　狌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

是描述一个与测定结果相关的数值，它描述数值离差的特征，此数值可合理地归因于所测定的量

（如样本方差或变异系数）。

【统计定义】

一个普通但不精确的术语，它指因没有确认的源和汇或没有透明性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清单分

量）。

【清单定义】

３．５．２４

不确定性分析　狌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是对拟合建立的模型的一种精度分析，分析旨在对由模型自身或输入参数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模型

输出值的不确定性提供量化的指标，同时分析各因子的相对重要性。

【统计定义】

９１

犔犢／犜３２５３—２０２１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３．５．２５

敏感性　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

敏感性是一数量如何响应另一相关数量变化的指标。数量犢 的敏感性受另一数量犡 变化的影响，

可以定义为犢 的变化除以犡 的变化。

【统计定义】

３．５．２６

敏感性分析　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研究有关因素发生某种变化对某一个或一组关键指标影响程度的一种不确定分

析技术。其实质是通过逐一改变相关变量数值的方法来解释关键指标受这些因素变动影响大小的

规律。

【统计定义】

３．５．２７

验证　狏犪犾犻犱犪狋犻狅狀

是一种统计学上将数据样本切割成子集的实用方法。在给定的建模样本中，拿出大部分样本子集

进行建模型，留小部分样本子集用刚建立的模型进行预报，并求这小部分样本的预报误差。

【统计定义】

验证是建立合理方法和基础的过程。对排放清单而言，验证包括检查以确保清单得以按照报告指

导意见和指南完整地汇编。它检查清单内在一致性。合法的使用验证是对某项法案或产品给予官方确

认或批准。

【清单定义】

３．５．２８

总体　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

报告、调查等对象的总和。

【统计定义】

３．５．２９

样本　狊犪犿狆犾犲

从总体中照一定方法抽取的一组有限观测值的单元。

【统计定义】

３．５．３０

简单随机抽样　狊犻犿狆犾犲狉犪狀犱狅犿狊犪犿狆犾犲

从某一总体中选择的狀项样本，这种方法使每一可能的样本都具有被选中的相同概率。

【统计定义】

３．５．３１

方差　狏犪狉犻犪狀犮犲

方差或总体方差是概率密度函数（ＰＤＦ）的一个参数，它表达总体的变异性。它是随机变量的第二

阶中心矩。样本方差可以定义为对离差的变量，等于观测值与观测平均值之差的平方总和除以被观测

次数与１的差。

【统计定义】

３．５．３２

样本均值方差　狏犪狉犻犪狀犮犲狅犳狊犪犿狆犾犲犿犲犪狀

取自总体的抽样均值本身是一个有其特征行为和方差的随机变量。对这些抽样均值，方差的适合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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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不是抽样方差，抽样方差估计与单一简单数值相关的变率，但是低值且等于抽样方差被抽样总量

去除。

【统计定义】

３．５．３３

概率密度函数　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犱犲狀狊犻狋狔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概率密度函数（ＰＤＦ）是描述总体概率行为特征的数学函数。它是一个函数犳（狓），定义某一连续随

机变量犡 选取狓附近数值时的相对可能性，且定义当犡 取狓和狓＋犱狓间数值被犱狓去除的概率，其中

犱狓是一个无限小数。

【统计定义】

３．５．３４

概率分布　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给出概率的函数，其随机变量取自给定数值，或者属于一组给定的数值。对随机变量所有数值而

言，概率等于１。

【统计定义】

３．５．３５

自助重抽法技术　犫狅狅狋狊狋狉犪狆狋犲犮犺狀犻狇狌犲

是一种需要大量计算的统计方法，一般采用从一套数据中反复重新取样，以评估参数估计的变

异性。

３．５．３６

自下而上建模　犫狅狋狋狅犿狌狆犿狅犱犲犾犾犻狀犵

一种建模方法，该方法从详细的小尺度（即样地／林分／生态系统尺度）过程着手，估计较大尺度（区

域／国家／洲／全球）的结果。

３．５．３７

自上而下建模　狋狅狆犱狅狑狀犿狅犱犲犾犾犻狀犵

一种建模方法，旨在根据大尺度（区域／国家／洲／全球）的测量值推断较小尺度的过程和参数。

３．５．３８

蒙特卡洛方法　犿狅狀狋犲犮犪狉狅犾犿犲狋犺狅犱

利用电子计算机反复进行清单计算，每次运算时用不确定的排放因子或模型参数以及用户在初规

定的不确定性分布中随机选取的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和／或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经常很大，并且可能不

是正态分布，在此种情况下，用以组合不确定性的传统统计规则变得非常近似。蒙特卡洛分析可以通过

产生清单估计的不确定性分布来处理这一情形，它同排放因子、模型参数和活动数据的输入不确定性分

布是一致的。

【清单定义】

３．５．３９

不确定性传递　狆狉狅狆犪犵犪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犻犲狊

不确定性传递规则确定如何从代数角度将与输入数值相关的不确定性量化同用于清单编制过程中

的数学公式结合起来，以便获取输出数值对应的不确定性量化值。

【统计定义】

３．５．４０

统计量　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

是一个样本随机变量的函数。

【统计定义】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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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４１

随机误差　狉犪狀犱狅犿犲狉狉狅狉

随机误差（又称偶然误差）是指测量结果与同一待测量的大量重复测量的平均结果之差。是由于在

测定过程中一系列有关因素微小的随机波动而形成的具有相互抵偿性的误差，其产生的原因是分析过

程中种种不稳定随机因素的影响。随机误差的大小和正负都不固定，但多次测量就会发现，绝对值相同

的正负随机误差出现的概率大致相等，因此它们之间常能互相抵消，所以可以通过增加平行测定的次数

取平均值的办法减小随机误差。

３．５．４２

随机变量　狉犪狀犱狅犿狏犪狉犻犪犫犾犲

在不同的条件下由于偶然因素影响，其可能取各种不同的值，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但这些取值

落在某个范围的概率是一定的，此种变量称为随机变量。随机变量可以是离散型的，也可以是连续

型的。

【统计定义】

３．５．４３

系统性误差　狊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犮犲狉狉狅狉

系统误差是通常一个未知量的真值与通过一组无限观测样本均值估计得到的平均观测值的差值。

系统误差是分析过程中某些固定的原因引起的一类误差，它具有重复性、单向性、可测性。即在相同的

条件下，重复测定时会重复出现，使测定结果系统偏高或系统偏低，其数值大小也有一定的规律。

３．５．４４

相对误差　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犲狉狉狅狉

最大容许误差，它是估计变量数值的一部分。

３．５．４５

标准差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

总体标准差是方差的正平方根。它由样本标准差所估计，这一标准差即为样本方差的正平方根。

【统计定义】

３．５．４６

质量保证　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狊狊狌狉犪狀犮犲

质量保证活动包括一套规划好的评审规则系统，由没有直接涉足清单编制／制定过程的人员进行评

审，以此确保数据质量目标得以实现，它还保证清单代表在目前科学知识水平和数据获取情况下排放和

汇的最佳估算，而且支持质量控制（ＱＣ）活动的有效性。

【清单定义】

３．５．４７

质量控制　狇狌犪犾犻狋狔犮狅狀狋狉狅犾

质量控制是一个常规技术活动系统，它在清单编制时测量和控制其质量。质量控制系统主要包括：

１）提供定期和一致检验来确保数据的内在一致性、正确性和完整性；

２）确认和解决误差和疏忽问题；

３）将清单材料保留并存档，同时记录所有质量控制活动。

质量控制活动包括一般方法如对数据采集和计算进行准确性检验，对排放计算、测量、估算不确定

性、信息存档和报告使用业已批准的标准化规则。较高级别质量控制活动包括对源类别、活动和排放因

子数据及方法的技术评审。

【清单定义】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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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４８

时间序列　狋犻犿犲狊犲狉犻犲狊

受随机过程影响且在连续时间点（通常是等距的）观测的数值序列。

【统计定义】

４　缩略语

ＡＡＵ：配额单位（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ａｍｏｕｎｔｕｎｉｔ）

ＡＦＯＬＵ：农业、林业和其他行业土地利用（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ｕｓｅ）

ＢＣＥＦ：生物量换算和扩展因子（Ｂｉｏｍａｓ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ＢＥＦ：生物量扩展因子（Ｂｉｏｍａｓｓ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ＣＤＭ：清洁发展机制（Ｃｌｅ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ＣＥＲ：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ＥＲｓ：核证减排量（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２ｅ：二氧化碳当量（ＣＯ２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ＯＰ：ＵＮＦＣＣＣ的缔约方大会（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ｅｓ）

ＣＰＡ：部分项目活（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Ｔ：排放贸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ｅ）

ＤＮＡ：指定政府主管部门（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ＤＯＥ：指定经营实体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ｉｔｙ）

ＧＨＧ：温室气体（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ａｓ）

ＧＰＧＬＵＬＵＣ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优良做法指南（Ｇｏｏ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

ＬａｎｄＵｓｅ，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ＧＷＰ：全球变暖潜能值（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ＡＣ：高活性粘土（Ｈｉｇｈ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ｌａｙ）

ＨＷＰ：收获木质林产品（Ｈａｒｖｅｓｔｗｏｏｄ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ＰＣ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ｎｅｌ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ＪＩ：联合履约（Ｊｏｉｎｔ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Ｃ：低活性粘土（Ｌｏｗ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ｌａｙ）

ＬＤＣｓ：最不发达国（Ｌｅａ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ＬＦＨ：枯枝落叶发酵层腐殖质（Ｌｉｔｔｅｒｈｏｒｉｚｏｎ，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ａｎｄｈｕｍｕｓｈｏｒｉｚｏｎ）

ＰｏＡ：活动规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ＲＥＤＤ：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ｄ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ｄｅｇｒａｄａ

ｔｉｏｎ）

ＵＮＦＣＣ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ＶＥＲｓ：核实减排量（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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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索引

犅

百分位数 ２０………………………………………

报告 １９……………………………………………

变异系数 ２２………………………………………

变异性 ２３…………………………………………

标准差 ２６…………………………………………

不确定性 ２３………………………………………

不确定性传递 ２５…………………………………

不确定性分析 ２３…………………………………

部分项目活动 １１…………………………………

犆

草地 １５……………………………………………

拆分 １１……………………………………………

措施 １５……………………………………………

犇

打捆 １１……………………………………………

低活性粘土土壤 ７…………………………………

地上生物量 ６………………………………………

地下生物量 ６………………………………………

缔约方会议 ４………………………………………

定义的统一 １６……………………………………

犈

额外性 １０…………………………………………

二氧化碳当量 ２……………………………………

犉

方差 ２４……………………………………………

分辨率 １９…………………………………………

腐殖质层 ７…………………………………………

附件犐国家和非附件犐国家 ３……………………

犌

概率 ２３……………………………………………

概率分布 ２５………………………………………

概率密度函数 ２５…………………………………

干扰 １５……………………………………………

干物质 ６……………………………………………

高活性粘土土壤 ７…………………………………

估计量 ２１…………………………………………

估算 ２１……………………………………………

固定计入期（也称为计入期固定） １３……………

关键类别 １７………………………………………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１３…………………………

犎

核实 １３……………………………………………

核算 １０……………………………………………

核证 １２……………………………………………

核证减排量 １２……………………………………

恢复力 １９…………………………………………

毁林 ５………………………………………………

汇 ８…………………………………………………

活动 １７……………………………………………

活动规划 １１………………………………………

活动数据 １７………………………………………

活立木蓄积量 ５……………………………………

犑

基本木材密度 ７……………………………………

基线 １１……………………………………………

基线情景 １１………………………………………

基线碳汇量 １４……………………………………

基准年 １７…………………………………………

极值 ２１……………………………………………

计入期 １３…………………………………………

间接排放 ２…………………………………………

监测 １３……………………………………………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 １８……………

简单随机抽样 ２４…………………………………

京都议定书 ４………………………………………

经营草地 １８………………………………………

经营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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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 ２３……………………………………………

净净核算 １８………………………………………

聚居地 １５…………………………………………

决策树 １５…………………………………………

绝对误差 １９………………………………………

均匀分布 ２０………………………………………

均值 ２２……………………………………………

犓

可比性 １６…………………………………………

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三可”原则） ４………

可更新计入期（也称为计入期－可更新） １３……

可能性 ２２…………………………………………

枯落物 ７……………………………………………

枯死木 ６……………………………………………

库（或碳库） ６………………………………………

犔

立木材积 ５…………………………………………

利益相关方 １２……………………………………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３………………………

联合履约 ９…………………………………………

林地 ５………………………………………………

犕

蒙特卡洛方法 ２５…………………………………

敏感性 ２３…………………………………………

敏感性分析 ２３……………………………………

模型 ２２……………………………………………

牧场管理 １６………………………………………

犖

泥炭土（也叫有机土） １９…………………………

年净增量 １８………………………………………

农地 １４……………………………………………

农田管理 １５………………………………………

农业、林业和其他行业土地利用 １７………………

犘

排放贸易 ９…………………………………………

排放配额 １０………………………………………

排放系数 ８…………………………………………

排放因子 １４………………………………………

偏差 ２０……………………………………………

犙

气候变化 １…………………………………………

气溶胶 １……………………………………………

清单 １４……………………………………………

清洁发展机制 ９……………………………………

全年毛总增量 １６…………………………………

全球增温潜势 ２……………………………………

其它土地（作为一种土地利用类型） １６…………

犚

燃烧效率 ９…………………………………………

人为排放 ２…………………………………………

犛

森林 ４………………………………………………

森林管理 ５…………………………………………

森林清查 ５…………………………………………

森林碳汇 ４…………………………………………

森林蓄积量 ５………………………………………

砂质土 １９…………………………………………

生物量 ６……………………………………………

生物量换算和扩展系数 ７…………………………

生物量扩展系数 ７…………………………………

湿地 １５……………………………………………

时间序列 ２７………………………………………

适应 ３………………………………………………

适应能力 ３…………………………………………

收获木质林产品 ７…………………………………

疏林 ６………………………………………………

算术平均值 ２０……………………………………

随机变量 ２６………………………………………

随机误差 ２６………………………………………

犜

碳储量 ８……………………………………………

碳储量变化 ８………………………………………

碳固定 ２……………………………………………

碳价 １０……………………………………………

碳交易 ９……………………………………………

碳交易机制 ９………………………………………

碳金融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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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密度 ８……………………………………………

碳排放 ２……………………………………………

碳排放权 １０………………………………………

碳强度 ２……………………………………………

碳通量 ８……………………………………………

碳信用 １０…………………………………………

碳循环 ８……………………………………………

碳预算 １０…………………………………………

碳中和 ８……………………………………………

统计量 ２６…………………………………………

透明和保守的 １４…………………………………

透明性 １６…………………………………………

土地覆盖 １７………………………………………

土地利用 １７………………………………………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１７………………

土壤有机碳 ７………………………………………

犠

完整性 １６…………………………………………

温室气体 １…………………………………………

温室效应 １…………………………………………

误差 ２１……………………………………………

犡

系统性误差 ２６……………………………………

相对误差 ２６………………………………………

相关性 １６…………………………………………

项目边界 １２………………………………………

项目参与方 １１……………………………………

项目活动 １２………………………………………

项目减排量 １４……………………………………

项目情景 １２………………………………………

项目碳汇量 １４……………………………………

泄漏 １０……………………………………………

犢

验证 ２４……………………………………………

样本 ２４……………………………………………

样本均值方差 ２４…………………………………

一致性 １４…………………………………………

优良做法 １５………………………………………

有机土壤 １８………………………………………

元数据 ２２…………………………………………

源 ８…………………………………………………

犣

再造林 ５……………………………………………

造林 ５………………………………………………

正态分布 ２０………………………………………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３……………………

直接排放 ２…………………………………………

植被恢复 １９………………………………………

指定经营实体 １２…………………………………

指定政府主管部门 １２……………………………

质量保证 ２６………………………………………

质量控制 ２６………………………………………

置信度 ２０…………………………………………

置信区间 ２１………………………………………

中值 ２２……………………………………………

重点排放单位 １４…………………………………

注册 １３……………………………………………

专家评价 １５………………………………………

准确度 １９…………………………………………

自上而下建模 ２５…………………………………

自下而上建模 ２５…………………………………

自助重抽法技术 ２５………………………………

总净核算 １８………………………………………

总体 ２４……………………………………………

做法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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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

犪犫狅狏犲犵狉狅狌狀犱犫犻狅犿犪狊狊 ６………………………………………………………………………………………

犪犫狊狅犾狌狋犲犲狉狉狅狉 １９………………………………………………………………………………………………

犪犮犮狅狌狀狋犻狀犵 １０…………………………………………………………………………………………………

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１９……………………………………………………………………………………………………

犪犮狋犻狏犻狋狔 １７………………………………………………………………………………………………………

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犱犪狋犪 １７…………………………………………………………………………………………………

犪犮狋狌犪犾狀犲狋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犵犪狊狉犲犿狅狏犪犾犫狔狊犻狀犽狊 １４………………………………………………………………

犪犱犪狆狋犪狋犻狅狀 ３……………………………………………………………………………………………………

犪犱犪狆狋犻狏犲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３……………………………………………………………………………………………

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犻狋狔 １０…………………………………………………………………………………………………

犪犳犳狅狉犲狊狋犪狋犻狅狀 ５…………………………………………………………………………………………………

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犲，犳狅狉犲狊狋狉狔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犾犪狀犱狌狊犲，犃犉犗犔犝 １７…………………………………………………………

犃狀狀犲狓犐狆犪狉狋犻犲狊犪狀犱犖狅狀犃狀狀犲狓犐犘犪狉狋犻犲狊 ３…………………………………………………………………

犪狀狋犺狉狅狆狅犵犲狀犻犮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狊 ２……………………………………………………………………………………

犪狉犻狋犺犿犲狋犻犮犿犲犪狀 ２０……………………………………………………………………………………………

犅

犫犪狊犲狔犲犪狉 １７……………………………………………………………………………………………………

犫犪狊犲犾犻狀犲 １１……………………………………………………………………………………………………

犫犪狊犲犾犻狀犲狀犲狋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犵犪狊狉犲犿狅狏犪犾犫狔狊犻狀犽狊 １４……………………………………………………………

犫犪狊犲犾犻狀犲狊犮犲狀犪狉犻狅 １１……………………………………………………………………………………………

犫犪狊犻犮狑狅狅犱犱犲狀狊犻狋狔 ７……………………………………………………………………………………………

犫犲犾狅狑犵狉狅狌狀犱犫犻狅犿犪狊狊 ６………………………………………………………………………………………

犫犻犪狊 ２０…………………………………………………………………………………………………………

犫犻狅犿犪狊狊 ６………………………………………………………………………………………………………

犫犻狅犿犪狊狊犮狅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犪狀犱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犅犆犈犉 ７…………………………………………………………

犫犻狅犿犪狊狊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犅犈犉 ７……………………………………………………………………………

犫狅狅狋狊狋狉犪狆狋犲犮犺狀犻狇狌犲 ２５…………………………………………………………………………………………

犫狅狋狋狅犿狌狆犿狅犱犲犾犾犻狀犵 ２５………………………………………………………………………………………

犫狌狀犱犾犲 １１………………………………………………………………………………………………………

犆

犮犪狉犫狅狀犫狌犱犵犲狋 １０………………………………………………………………………………………………

犮犪狉犫狅狀犮狉犲犱犻狋 １０………………………………………………………………………………………………

犮犪狉犫狅狀犮狔犮犾犲 ８…………………………………………………………………………………………………

犮犪狉犫狅狀犱犲狀狊犻狋狔 ８………………………………………………………………………………………………

犮犪狉犫狅狀犱犻狅狓犻犱犲犲狇狌犻狏犪犾犲狀狋 ２……………………………………………………………………………………

犮犪狉犫狅狀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２………………………………………………………………………………………………

犮犪狉犫狅狀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狉犻犵犺狋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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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犪狉犫狅狀犳犻狀犪狀犮犲 １１………………………………………………………………………………………………

犮犪狉犫狅狀犳犾狌狓 ８…………………………………………………………………………………………………

犮犪狉犫狅狀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 ２………………………………………………………………………………………………

犮犪狉犫狅狀狀犲狌狋狉犪犾 ８………………………………………………………………………………………………

犮犪狉犫狅狀狆狉犻犮犲 １０…………………………………………………………………………………………………

犮犪狉犫狅狀狊犲狇狌犲狊狋狉犪狋犻狅狀 ２…………………………………………………………………………………………

犮犪狉犫狅狀狊狋狅犮犽 ８…………………………………………………………………………………………………

犮犪狉犫狅狀狊狋狅犮犽犮犺犪狀犵犲 ８…………………………………………………………………………………………

犮犪狉犫狅狀狋狉犪犱犻狀犵 ９………………………………………………………………………………………………

犮犪狉犫狅狀狋狉犪犱犻狀犵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 ９…………………………………………………………………………………

犮犲狉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１２…………………………………………………………………………………………………

犮犲狉狋犻犳犻犲犱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狉犲犱狌犮狋犻狅狀狊，犆犈犚 １２………………………………………………………………………

犆犺犻狀犲狊犲犮犲狉狋犻犳犻犲犱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狉犲犱狌犮狋犻狅狀，犆犆犈犚 １３………………………………………………………………

犮犾犲犪狀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犆犇犕 ９………………………………………………………………………

犮犾犻犿犪狋犲犮犺犪狀犵犲 １………………………………………………………………………………………………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 ２２……………………………………………………………………………………

犮狅犿犫狌狊狋犻狅狀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９………………………………………………………………………………………

犮狅犿狆犪狉犪犫犻犾犻狋狔 １６………………………………………………………………………………………………

犮狅犿狆犾犲狋犲狀犲狊狊 １６………………………………………………………………………………………………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狆狉狅犼犲犮狋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犆犘犃 １１…………………………………………………………………………

犮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狅犳狋犺犲狆犪狉狋犻犲狊，犆犗犘 ４……………………………………………………………………………

犮狅狀犳犻犱犲狀犮犲 ２０…………………………………………………………………………………………………

犮狅狀犳犻犱犲狀犮犲犻狀狋犲狉狏犪犾 ２１…………………………………………………………………………………………

犮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犮狔 １６…………………………………………………………………………………………………

犮狉犲犱犻狋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 １３……………………………………………………………………………………………

犮狉狅狆犾犪狀犱 １４……………………………………………………………………………………………………

犮狉狅狆犾犪狀犱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１５………………………………………………………………………………………

犇

犱犲犪犱狑狅狅犱 ６……………………………………………………………………………………………………

犱犲犫狌狀犱犾犲犱 １１……………………………………………………………………………………………………

犱犲犮犻狊犻狅狀狋狉犲犲 １５…………………………………………………………………………………………………

犱犲犳狅狉犲狊狋犪狋犻狅狀 ５…………………………………………………………………………………………………

犱犲狊犻犵狀犪狋犲犱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犪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犇犖犃 １２………………………………………………………………………

犱犲狊犻犵狀犪狋犲犱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犲狀狋犻狋狔，犇犗犈 １２………………………………………………………………………

犱犻狉犲犮狋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狊 ２………………………………………………………………………………………………

犱犻狊狋狌狉犫犪狀犮犲狊 １５…………………………………………………………………………………………………

犱狉狔犿犪狋狋犲狉（犱．犿．） ６……………………………………………………………………………………………

犈

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 ８，１４…………………………………………………………………………………………

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狊犪犾犾狅狑犪狀犮犲狊 １０………………………………………………………………………………………

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狊狋狉犪犱犲，犈犜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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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狉狅狊狅犾 １…………………………………………………………………………………………………………

犲狉狉狅狉 ２１…………………………………………………………………………………………………………

犲狊狋犻犿犪狋犻狅狀 ２１…………………………………………………………………………………………………

犲狊狋犻犿犪狋狅狉 ２１……………………………………………………………………………………………………

犲狓狆犲狉狋犼狌犱犵犿犲狀狋 １５……………………………………………………………………………………………

犲狓狋狉犲犿犲狏犪犾狌犲 ２１………………………………………………………………………………………………

犉

犳犻狓犲犱犮狉犲犱犻狋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犪犾狊狅犮狉犲犱犻狋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犳犻狓犲犱） １３………………………………………………………

犳狅狉犲狊狋 ４…………………………………………………………………………………………………………

犳狅狉犲狊狋犮犪狉犫狅狀狊犻狀犽 ４……………………………………………………………………………………………

犳狅狉犲狊狋犻狀狏犲狀狋狅狉狔 ５………………………………………………………………………………………………

犳狅狉犲狊狋犾犪狀犱 ５……………………………………………………………………………………………………

犳狅狉犲狊狋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５…………………………………………………………………………………………

犳狅狉犲狊狋狊狋狅犮犽 ５…………………………………………………………………………………………………

犌

犵犾狅犫犪犾狑犪狉犿犻狀犵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犌犠犘 ２……………………………………………………………………………

犵狅狅犱狆狉犪犮狋犻犮犲 １５………………………………………………………………………………………………

犵狉犪狊狊犾犪狀犱 １５……………………………………………………………………………………………………

犵狉犪狕犻狀犵犾犪狀犱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１６…………………………………………………………………………………

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犲犳犳犲犮狋 １……………………………………………………………………………………………

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犵犪狊犲狊，犌犎犌狊 １……………………………………………………………………………………

犵狉狅狊狊犪狀狀狌犪犾犻狀犮狉犲犿犲狀狋 １６……………………………………………………………………………………

犵狉狅狊狊狀犲狋犪犮犮狅狌狀狋犻狀犵 １８………………………………………………………………………………………

犵狉狅狑犻狀犵狊狋狅犮犽 ５…………………………………………………………………………………………………

犎

犺犪狉犿狅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犱犲犳犻狀犻狋犻狅狀狊 １６………………………………………………………………………………

犺犪狉狏犲狊狋狑狅狅犱狔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犎犠犘 ７………………………………………………………………………………

犺犻犵犺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犮犾犪狔（犎犃犆）狊狅犻犾狊 ７………………………………………………………………………………

犺狌犿狌狊犺狅狉犻狕狅狀 ７………………………………………………………………………………………………

犐

犻狀犱犻狉犲犮狋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狊 ２……………………………………………………………………………………………

犐狀狋犲狉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犪犾犘犪狀犲犾狅狀犆犾犻犿犪狋犲犆犺犪狀犵犲，犐犘犆犆 ３………………………………………………………

犻狀狏犲狀狋狅狉狔 １４……………………………………………………………………………………………………

犑

犼狅犻狀狋犻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犑犐 ９……………………………………………………………………………………

犓

犽犲狔犮犪狋犲犵狅狉狔 １７…………………………………………………………………………………………………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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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犲狔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狌狀犻狋狊 １４…………………………………………………………………………………………

犓狔狅狋狅狆狉狅狋狅犮狅犾 ４………………………………………………………………………………………………

犔

犾犪狀犱犮狅狏犲狉 １７…………………………………………………………………………………………………

犾犪狀犱狌狊犲 １７……………………………………………………………………………………………………

犾犪狀犱狌狊犲，犾犪狀犱狌狊犲犮犺犪狀犵犲犪狀犱犳狅狉犲狊狋狉狔，犔犝犔犝犆犉 １７…………………………………………………………

犾犲犪犽犪犵犲 １０………………………………………………………………………………………………………

犾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２２……………………………………………………………………………………………………

犾犻狋狋犲狉 ７…………………………………………………………………………………………………………

犾狅狑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犮犾犪狔（犔犃犆）狊狅犻犾狊 ７………………………………………………………………………………

犕

犿犪狀犪犵犲犱犳狅狉犲狊狋 ６………………………………………………………………………………………………

犿犪狀犪犵犲犱犵狉犪狊狊犾犪狀犱 １８…………………………………………………………………………………………

犿犲犪狀 ２２…………………………………………………………………………………………………………

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狉犲狆狅狉狋犻狀犵犪狀犱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犕犚犞 ４…………………………………………………………

犿犲犪狊狌狉犲狊 １５……………………………………………………………………………………………………

犿犲犱犻犪狀 ２２………………………………………………………………………………………………………

犿狅犱犲犾 ２２………………………………………………………………………………………………………

犿狅狀狋犲犮犪狉狅犾犿犲狋犺狅犱 ２５…………………………………………………………………………………………

犖

狀犲狋犪狀狀狌犪犾犻狀犮狉犲犿犲狀狋 １８………………………………………………………………………………………

狀犲狋犪狀狋犺狉狅狆狅犵犲狀犻犮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犵犪狊狉犲犿狅狏犪犾犫狔狊犻狀犽狊 １４……………………………………………………

狀犲狋狀犲狋犪犮犮狅狌狀狋犻狀犵 １８…………………………………………………………………………………………

狀狅狉犿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２０…………………………………………………………………………………………

犗

狅狆犲狀犳狅狉犲狊狋狊 ６…………………………………………………………………………………………………

狅狉犵犪狀犻犮狊狅犻犾狊 １８…………………………………………………………………………………………………

狅狋犺犲狉犾犪狀犱（犪狊犪犾犪狀犱狌狊犲犮犪狋犲犵狅狉狔） １６………………………………………………………………………

犘

狆犲犪狋狊狅犻犾（犪犾狊狅犺犻狊狋狅狊狅犾） １９……………………………………………………………………………………

狆犲狉犮犲狀狋犻犾犲 ２０……………………………………………………………………………………………………

狆狅狅犾（犮犪狉犫狅狀狆狅狅犾狊） ６……………………………………………………………………………………………

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 ２４…………………………………………………………………………………………………

狆狉犪犮狋犻犮犲 １９……………………………………………………………………………………………………

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 ２３……………………………………………………………………………………………………

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 ２３…………………………………………………………………………………………………

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犱犲狀狊犻狋狔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２５………………………………………………………………………………

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２５……………………………………………………………………………………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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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狉狅犵狉犪犿犿犲狅犳犪犮狋犻狏犻狋犻犲狊，犘犗犃 １１……………………………………………………………………………

狆狉狅犼犲犮狋犪犮狋犻狏犻狋狔 １２……………………………………………………………………………………………

狆狉狅犼犲犮狋犫狅狌狀犱犪狉狔 １２……………………………………………………………………………………………

狆狉狅犼犲犮狋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 １１…………………………………………………………………………………………

狆狉狅犼犲犮狋狊犮犲狀犪狉犻狅 １２……………………………………………………………………………………………

狆狉狅狆犪犵犪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犻犲狊 ２５………………………………………………………………………………

犙

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狊狊狌狉犪狀犮犲 ２６……………………………………………………………………………………………

狇狌犪犾犻狋狔犮狅狀狋狉狅犾 ２６………………………………………………………………………………………………

犚

狉犪狀犱狅犿犲狉狉狅狉 ２６………………………………………………………………………………………………

狉犪狀犱狅犿狏犪狉犻犪犫犾犲 ２６……………………………………………………………………………………………

狉犲犱狌犮犻狀犵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狊犳狉狅犿犱犲犳狅狉犲狊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犳狅狉犲狊狋犱犲犵狉犪犱犪狋犻狅狀，犚犈犇犇 １８…………………………………

狉犲犳狅狉犲狊狋犪狋犻狅狀 ５…………………………………………………………………………………………………

狉犲犵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 １３…………………………………………………………………………………………………

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犲狉狉狅狉 ２６………………………………………………………………………………………………

狉犲犾犲狏犪狀犮犲 １６……………………………………………………………………………………………………

狉犲狀犲狑犪犫犾犲犮狉犲犱犻狋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犪犾狊狅犮狉犲犱犻狋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狉犲狀犲狑犪犫犾犲） １３……………………………………………

狉犲狆狅狉狋犻狀犵 １９……………………………………………………………………………………………………

狉犲狊犻犾犻犲狀犮犲 １９……………………………………………………………………………………………………

狉犲狊狅犾狌狋犻狅狀 １９……………………………………………………………………………………………………

狉犲狏犲犵犲狋犪狋犻狅狀 １９…………………………………………………………………………………………………

犛

狊犪犿狆犾犲 ２４………………………………………………………………………………………………………

狊犪狀犱狔狊狅犻犾狊 １９…………………………………………………………………………………………………

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 ２３……………………………………………………………………………………………………

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２３…………………………………………………………………………………………

狊犲狋狋犾犲犿犲狀狋狊 １５…………………………………………………………………………………………………

狊犻犿狆犾犲狉犪狀犱狅犿狊犪犿狆犾犲 ２４……………………………………………………………………………………

狊犻狀犽 ８……………………………………………………………………………………………………………

狊狅犻犾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犪狉犫狅狀 ７…………………………………………………………………………………………

狊狅狌狉犮犲 ８…………………………………………………………………………………………………………

狊狋犪犽犲犺狅犾犱犲狉 １２…………………………………………………………………………………………………

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狏狅犾狌犿犲 ５………………………………………………………………………………………………

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 ２６………………………………………………………………………………………………………

狊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犮犲狉狉狅狉 ２６……………………………………………………………………………………………

犜

狋犻犿犲狊犲狉犻犲狊 ２７…………………………………………………………………………………………………

狋狅狆犱狅狑狀犿狅犱犲犾犾犻狀犵 ２５…………………………………………………………………………………………

２３

犔犢／犜３２５３—２０２１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狋狉犪狀狊狆犪狉犲狀犮狔 １６………………………………………………………………………………………………

狋狉犪狀狊狆犪狉犲狀狋犪狀犱犮狅狀狊犲狉狏犪狋犻狏犲 １４………………………………………………………………………………

犝

狌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 ２３…………………………………………………………………………………………………

狌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２３………………………………………………………………………………………

狌狀犻犳狅狉犿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２０………………………………………………………………………………………

犝狀犻狋犲犱犖犪狋犻狅狀狊犉狉犪犿犲狑狅狉犽犆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狀犆犾犻犿犪狋犲犆犺犪狀犵犲，犝犖犉犆犆犆 ３…………………………………

犞

狏犪犾犻犱犪狋犻狅狀 ２４……………………………………………………………………………………………………

狏犪狉犻犪犫犻犾犻狋狔 ２３…………………………………………………………………………………………………

狏犪狉犻犪狀犮犲 ２４……………………………………………………………………………………………………

狏犪狉犻犪狀犮犲狅犳狊犪犿狆犾犲犿犲犪狀 ２４…………………………………………………………………………………

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１３…………………………………………………………………………………………………

犠

狑犲狋犾犪狀犱狊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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