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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估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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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准确估算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并认识其空间分布和时间演变规律是碳循环研究的关键

问题。本文回顾了全球与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在碳储量估算研究方面的若干进展，包括基于各种方

法和资料的主要估算结果及其尚存在的不确定性。重点评述了末次盛冰期和中全新世两个时期

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对8.2kaB.P.以来全球大气C02浓度呈现升高的现象

及其可能原因进行了讨论。全新世中晚期全球大气CO:浓度逐渐升高与旧大陆地区陆地生态系

统碳储量减少的事实是一致的，新石器时期特别是农业文明开始以后人类活动对陆地植被的持

续干预可能是造成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减少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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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和碳储量研究是全球变化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陆地生态系

统碳储量既是陆地生态系统与大气碳交换的基本参数，也是估算陆地生态系统吸收和排放
含碳气体数量的关键要素11]。相对于大气、海洋、岩石圈等碳库而言，陆地生态系统碳库的估

算结果存在较大争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冈。因此，准确了解当前陆地生态系统碳储库的大

小、位置，碳排放和碳吸收通量，切实评估不同类型植被和土壤的碳存储能力，对于通过增加
陆地碳存储量减缓可能的人为气候变化[3]、减少全球碳循环通量与收支评价的不确定性以

及了解碳循环动态的控制与反馈机制，均具有重要意义阴。
    过去全球变化研究为深人了解地球系统的演化机制和演变历程提供了科学基础。作为

全球碳循环中重要的碳库— 陆地生态系统碳库，其碳储量的过去变化是了解碳循环中

地一气相互作用的关键问题之一。由于代用资料和研究技术的局限性，对晚第四纪陆地生态
系统碳储量的估算，目前主要集中在末次盛冰期(20一18kaB.P.)和中全新世(8~6kaB.P.)两个
时期。末次盛冰期(LGM)以来，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存在较大幅度的变化卜均，这种变化会通
过碳循环中的地一气相互作用系统对大气中含碳气体的浓度变化产生影响。在全新世

(Holocene)阶段，冰芯记录116~18)表明，大气c02和c玩浓度也存在一定变化，有些学者[16.‘祠IJ
将这种变化归因于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变化，但目前对其解释还没有达成共识。因此，陆
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时间演变规律将对解释大气中含碳气体的这种变化特征提供参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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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探究末次盛冰期以来尤其是全新世大气中CO:浓度与陆地生态系统演化之间的关系，

对于科学地预测未来大气CO:浓度变化具有实际意义。

    本文评述了全球和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估算的主要结果。对于现代陆地生态系统

碳储量的研究进展，已有学者作了详细的总结咖 ，本文只做简要评述。我们重点回顾国内

外学者对末次盛冰期(LGM)和中全新世(MH)两个时期碳储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若干研
究进展，并对8.2kaB.P.以来全球大气CO:浓度的升高现象及其可能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2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

2.1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估算

    已有的研究表明脚~38]，现代全球植被碳储量的估计范围在500一sooGt，全球土壤碳储量

为700一2500Gt，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为1500一2900Gt(图1)。土壤碳库大致是植被碳

库的1.5一3倍，而凋落物碳库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

四次评估报告I33)给出的现代陆地生物圈植被和土壤碳储量分别为658Gt和2322~2559Gt，
介于上述估计的范围之内。从全球不同植被类型的碳储量情况来看，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主

要在森林地区因;从不同的气候带来看，碳储量主要在热带地区，其次为温带森林和草地，以

以及北方森林、冻原、湿地、耕地及荒漠和半荒漠地区阅，这与全球碳密度的空间分布格局相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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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不同作者给出的现代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

Fig.IEstimatesoftheglobalte二strialcarbonstoragegivenbyd政rentauthors

(横坐标为文献作者及参考文献，纵坐标为计算的碳储量，按照土壤数值大小排列)

一般认为陆地生态系统中，土壤碳库估算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土壤母质(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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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含量、土壤排水层次、矿物结构等)理化结构的复杂和土壤参数(容重、深度、面积等)选取
的不同，另外土壤有机碳密度的空间变异很大，很难确定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代表值[4l];

同时对土壤形成阶段、时间、条件等因素考虑的不充分，所得结果与实际也有很大的差异;受

温度、降水等气候因素的影响，仅仅以有限的样地对其他地区进行外推估计，所得到的碳密

度精度不高，很难用于全球或区域尺度的计算。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在农业、林业等方面

的活动，陆地生态系统土壤碳库有机碳流失严重，这部分碳经由不同过程进人大气、海洋，导

致碳通量和碳收支的变化，引起大气中含碳气体浓度的变化。此外，人类活动还可通过影响

其他自然因子(气候、地形、母质)而对土壤碳存储产生作用。但是，确定时间内植被的恢复以
及人类活动对土壤碳库的影响很难量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陆地碳储量估算的难度。

2.2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估算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研究方兴未艾，并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方精云等138]认为，中

国陆地植被总碳量仅为6.IGt，而土壤有机碳库则高达185.7Gt，其中21%在青藏高原;Ni[42l

基于对植被和土壤碳密度的估计，得到中位水平植被生物量为35.23Gt，土壤有机碳库为

119.76Gt，认为草地、疏林和灌丛、高山植被等植被类型的土壤有机碳库在碳储存方面作用

显著;王效科1431以各林龄级森林类型为统计单元，得出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植物碳储量为

3.26一3.37Gt，同时发现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植物碳密度与所在省份的人口密度呈显著负相关;
潘根兴144]根据二次土壤普查的全国2500个土样分析数据，估算我国土壤总的有机碳含量为

50Gt;李克让14M应用0.5度经纬网格分辨率的气候、土壤和植咖动的大气碳交换(cEvsA)
模型得到土壤碳量为82石SGt，与金峰阅按照土壤类型估算结果妞.77Gt相接近;而解宪丽I4n
基于中国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估算出各植被类型下的lm和20cm土层剖面的土壤碳储量

分别为69.4Gt和23.SGt，低于李克让的结果;王绍强咖 使用实测生物量和植被分布数据对

中国陆地自然植被碳密度和碳储量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陆地总体上表现出东部
地区植被碳密度和碳储量随纬度增加而降低的趋势，但东北地区的寒温带、温带山地针叶林

植被碳密度和碳储量很高;北部地区植被碳密度和碳储量具有随经度减小而递减的趋势，与

前人的结论相一致。最近，周国逸1511在对鼎湖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内成熟森林(林龄>400年)土
壤有机碳进行的观测的结果显示，该森林0一20cm土壤层的有机碳贮量以平均每年每公顷

0.61t的速度增加。这表明成熟森林可持续积累碳，因此可能是重要的碳汇。

    表1列出了中国学者给出的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估算结果。总体来看，各个研究组的估

算结果还存在较大差异，说明距离精确估计中国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还有一定差距。造
成估算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样地自然地理状况的差异性、植被类型划分及土壤界限的不统一、

基础数据测量和使用的差异以及不同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方法的不同等。由于估算范围较大，

目前还无法充分认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对全球变化的重要性。

3末次盛冰期和中全新世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

3.1估算方法及其可靠性

    估算过去的碳储量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l)利用古生态数据重建陆地植被从而得到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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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估算结果比较

T日b.1 nofes吃ma姗 oftheterrestriaicarbonstoragesinC址na

研究方法 植被碳储量 (Gt)

森林生态系统碳库:

3.26~3.73

森林生态系统植被碳

库:6.20

草地生态系统植被碳
库:1.23

土壤碳储量 (Gt)

基于生物量和蓄积量的关系

周玉荣「刘

方精云【381

U[5习

王绍强网

李克让1闷

Ni卜2]

氏ngl冈

方精云155]

于东升【网

王绍强【划

潘根兴网

材积普查方法及土壤碳量的计算公式

森林生态系统土壤碳库:21.02
森林生态系统凋落物层碳库:住89

草地生态系统土壤碳库:74.74

反硝化分解模型 (DNDC)

基于生物量和蓄积量的关系

农田生态系统土壤碳库:2.9~8.9

东北地区植被碳库:
2.81

13.33

中位水平的植物生物
量:35.23
57.9

6.1

东北地区土壤碳库:26.43

大气碳交换模型(CEvSA)

陆地生物圈模型(B10ME3)

古植被图+OBM(osn的ruck生物圈模型)

材积普查方法及土壤碳量的计算公式

基于土壤类型和碳密度资料估计

同上

同上

82.65

119.76

100 .0

185刀

8914

61.5~ 121.1

储量[1th13，罚。通过对抱粉、古土壤、湖泊沉积及其他沉积物的古生态重建，利用其组合定量和

半定量估算当时的植被和土壤碳含量，并外推到整个陆地生态系统。其基本原理与估算现代

碳储量的碳密度方法相一致，但一般不考虑生态系统在不同生长环境的地域差异和随时间
演变的生理变化。从全球来看，由于末次盛冰期以来的古环境代用资料比较贫乏、分散，采用

这种方法对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进行估算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对于古生态资

料丰富的地区，用这种方法估算区域生态系统碳储量还是较理想的。(2)基于大气环流模式
模拟出古气候状况，并运用生物一气候方法或与模型藕合，重建古植被的时空分布，进而计

算碳储量队15州 。虽然在全球或大尺度的计算上优于第一种方法，而且能够模拟出生态系

统对温度和CO:浓度倍增的响应，但是模式参数(如SST、SSH、CO:的浓度等)的设定与选

取，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合，只能得到给定情景下碳储量的估计结果。(3)根据海一陆碳
同位素平衡的原理估计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Igwn。考虑到地质时期碳平衡关系可能与目前有

所不同，同时由于海洋生物循环过程的复杂性，估算的结果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

3.2末次盛冰期和全新世中期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估算

    表2列出末次盛冰期、中全新世和现在三个时期的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比较。采

用各种估算方法所获得的结果相差很大。末次盛冰期阶段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比现代小得

多，估算的现代与LGM的差值一般处于600一1300GtC间;全新世中期(MH)陆地植被覆盖

一般较现代好，大部分碳储量的估算结果也比现在略高，但也有部分学者获得相反结果圆，

差值在一130一350Gtc之间。中国与全球碳储量的变化趋势大体是一致的。Pen酬基于古植被
图和模型的结果显示，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高于末次盛冰期90Gt，低于中全新世
25.S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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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末次盛冰期以来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估算

介b.ZEs恤ma翻绍ofterrestriaicarbonstoragecbaugosincetheLastGlaciaIM血滋口um

碳储量的变化 (差值Gt)
作者 (发表年份)

方法 现在一全新世中期

古生态、古环境

同位素分析

生物气候方法

CARAIB

现在一末次盛冰期

1350

750~1050

1708

270~720

610

幼0

612土105

一710~70

828~1106

BerDCC

DGVM

LPJDGVM

H日dSM3TRIF刊D

一维的海洋模式

                    Adams (1990)f田

                    Cmwley(1995)[9]
        一27 划ams (1998)110]

                    Bird (1994)国

                  C“lwl叮(1995)to]

                    Rentice(19卯)1周

                    Friedlings城(1995)[1习

      一132一92 Francios(1999)师11

                  。to(2002)[3习

      一35 刚即(1995)阅

                  K0ther(2侧又)[3司
      347 Kaplan(2以犯)l胡
        4O Joos(2D04)「网

                  Crucifix(2哪)[间

— 一— 翅娜a(2oo2)圆

600
821
820
540
630

GCM:大气环流模式;DEMETER:地球陆地生态系统与资源的动力和能量模式;CARAIB:生物圈碳同
化作用模式;BemCC:Bem碳循环气候模式;DGvM(IJ呀DGvM爪adSM3esTRIF曰D):全球动态植被模式

13末次盛冰期以来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估算的影响因子

3.3.1植被演变

    末次盛冰期以来植被的自然演变是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Foler闺基于GENEsIS大气环流模式，利用DEME花R生态模式模拟得到全新世中期(MH)
和现代不同植被类型和气候条件下的陆地碳储量变化，认为植被碳库和凋落物碳库的碳量
分别大于现在的4%和10%，土壤碳量则略小于现在，其主要原因是北方森林和草原取代了

原本生产力较低的苔原和荒漠;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研究的基础上，国家和区域尺

度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Velichko等 [l3]利用植被的碳密度方法计算了欧亚大陆北部

LGM和MH时期的碳储量，结果分别为29.gGt和131.4Gt，他们也把冰期和间冰期陆地生态
系统碳储量的变化归结为植被分布的变化;用同样的方法，Liouhimtseva等lllJ对撒哈拉地区

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变化进行了估算，认为LGM阶段碳储量比现代低47~70Gt，MH时期

则比现代高78~143Gt;Mayle等圆在对亚马逊流域碳储量的研究中得到，LGM时期碳储量为
135Gt，不足现在的一半，而MH时期则增加到227Gt，这是因为全新世时期热带常绿林取代
了LGM时期的落叶林。

    产生植被演变的原因包括气候变化影响和人类活动干预。Crucifix冈运用HadSM3-

TRIFFID模型研究认为，C3和C4植物的生长及对水分有效吸收率的差异是末次盛冰期至前
工业革命时期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的主要原因。Ni等16刀基于FOAM模型所输出的现代

(0ka)、全新世中期(6ka)和全新世早期(llka)气候数据，利用Lpl一DGvM模型对中国东北
部、中部、南部三个主要森林覆盖区和北非的萨赫尔地区进行了模拟，认为气候对于植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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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演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加水分的有效吸收率会造成中国地区的树木演变

为草原来缓解干旱所带来的压力，而对萨赫尔地区则减少自然火的出现，有助于草木生长。
因此，在降水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森林和草原的面积会产生相应的变化，陆地生态系统碳储

量也随之变化。这与早先的研究结果圆相一致。何勇等四利用AviM模式模拟中国陆地植被

NPP的分布，认为21kaB.P.的主要影响因子是温度，而降水是影响6kaBP及现代植被NPP

的主要因子。植被这种生物效应，对利用干燥地区和半湿润地区等受水分影响较大区域的降

水重建序列作为进行碳储量估算的古气候背景时，会产生不可避免的误差。

    以上研究似乎表明，在从冰期向间冰期转换阶段，热带地区碳储量的变化比中高纬度陆
地要明显。Brovkin等1网用CLIMBER一2模式估算全新世暖期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结果

比现在高90Gt，认为源于北半球副热带地区的植被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Manslin等圈认为，

在LGM向MH过渡的过程中，全球陆地植被的变化至少会产生1以x〕Gtc的碳储量变化，但
目前的研究还很难给出精确的估算结果。因此，对于千年尺度的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变化
而言，植被演变在大气和陆地之间碳交换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有的研究表明阳11，森

林的演变是碳储量变化的关键，但具体是全球哪个位置的森林植被演变对全球的碳储量起
到主要作用还没有达成共识。

3.3.2土壤因子

    土壤有机质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主要构成部分，LGM以来陆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的

变化也是确定无疑的。但由于古土壤代用资料比植物花粉资料还缺乏，目前重建末次盛冰期

以来全球大陆古土壤有机质序列是不切实际的，一般只能通过模型模拟来推断。模型本身有
很大局限性，很难模拟出长期气候变化和人类干预条件下的真实土壤状态。现代土壤受人类

耕种的影响更加严重网，对于具有相同土壤性质和气候条件的同一地区的耕地土壤和非耕

地土壤样本进行配对检验表明，土壤有机碳储量存在很大差异。
    在区域尺度上，建立土壤有机碳储量时间序列也有很大难度。中国的黄土一古土壤序列

记录了晚中新世以来的气候变化和生态演化历史甩74]，但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古土壤有机碳

含量时间序列数据库。我国北方科尔沁沙地PS.阉、浑善达克沙地和毛乌素沙地等地也有大量

全新世沙丘古土壤序列记录，但获得整个沙地的近1万年来土壤有机碳储量时间序列同样

存在困难。有学者以贵州喀斯特原始森林保护区为例进行了探索网，在贵州茂兰喀斯特原始

森林保护区内农林生态系统发生转变的地域，利用吕‘℃方法测定未受人类干扰情况下的古

土壤有机质含量，可以把时间推至千年以前，作为估算过去土壤碳密度的参考。这比直接利
用现代碳密度估算过去土壤碳储量方法所得结果更有说服力，但仍无法推断更早时期情况。

    鉴于以上分析，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时间演变规律的关键在于提高对古土壤碳储

量估算的精度;在方法上要重点考虑对古环境的恢复、实验技术的提高以及与模型模拟的配

合。这也是对千年尺度以上生态系统碳储量进行精确估算的关键所在。

3.3.3其它因子

COz’’施肥”效应:观测和模型研究表明彻 ，CO:的“施肥”

度增高，植物的光合作用加强，陆地植被获得较高的生产力

效应很明显。随着大气中CO:浓

从而导致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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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从末次盛冰期到全新世，由于CO:的这种“施肥”效应可能引起陆地生态系统碳储
量160一sooGt的增加队611。但是，依据植被一气候关系方法的估算结果一般没有考虑这部分

碳，这导致对全新世中期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估计结果偏小。

    泥炭发育:泥炭是LGM以来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的一个熏要分量。北方泥炭形成
一般始于早、中全新世，有研究认为其储量约为165-54OGt[lq1以咧。近几千年以来，北半球泥

炭或是陆续被埋藏，或是继续发育，一些地区发育速度更快。泥炭有机碳的含量随深度存在

很大的变化151]，加之过去泥炭发育的历史不是很清楚，因此很难对泥炭的贡献进行精确的定

量评价。泥炭的这部分碳量及其变化未纳人陆地碳储量演化的估算中，或者对其描述不准
确，势必会造成额外的误差。

48.ZkaB.P.以来全球大气中CO:浓度升高的可能原因

    研究过去大气成分的组成，尤其是含碳气体的浓度变化，是为更好地探究其目前变化的
规律和科学预测其未来变化的基础。冰芯研究是认识过去大气成分的有效方法之一。冰芯记

录表明阅，冰期时大气中coZ浓度低，一般仅有180ppm左右;而间冰期时大气中c仇浓度

高，一般可达28即pm左右。长期以来对过去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变化的研究多集中在万年
时间尺度上[8.4l酬 ，一般认为千年尺度上的变化不明显。

    但是，Indermuhieet砂1司的研究发现，全新世大气中coZ浓度也存在明显的变化，由10.5

kaB.p.的268ppm缓慢减少到8.ZkaB.p.的26oppm后，突然开始增加，直至IkaB.p.的25即pm
左右，随后的一千年里上下平稳波动直至工业革命前的285即m，这一现象是传统理论所难
以解释的。他们用BemCc模型的模拟表明，7kaB.P.一IkaRP.之间，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导

致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减少了ZooGt左右，认为这是ska以后大气中CO:浓度升高

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后，不同学者就8.2kaBP以来大气中CO:浓度变化的原因展开了研究。
其中主要分为三种观点:其一，认为气候长期变化及其陆地生态系统生物量(可换算成碳储

量)的自然减少州 ;其二，认为可能是海洋过程中碳循环的变化引起的呱叨，这两种解释已有

传统理论的支持;第三种解释认为人类的活动，尤其是前工业时期人为因素引起欧洲和亚洲

等地区森林的退化，可能是造成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并可能是近8千年来

大气中CO:浓度缓慢上升的原因队网。Ren等团，2l.891根据全新世花粉等代用资料分析，认为中

晚全新世中国陆地植被演变的时空分布图式与农业文明的演进和扩散一致，说明人类活动
的干扰是中国近6千年来植被变化的主要原因，并可能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以及全球大

气中CO:浓度增加具有一定贡献。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全新世大气中C02浓度变化可能与
珊瑚礁的堆积阅、CaCO3沉积psl]、太阳辐射参数变化囚、北纬高纬度地区泥炭的发育，浏等因

素有关。尽管意见不一致，但全新世中晚期全球大气中CO:浓度的逐渐升高与旧大陆地区

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减少是一致的，说明旧大陆地区植被和土壤的退化可能是非常重要。

关于旧大陆植被和土壤逐渐退化原因，人类活动及其对陆地植被干预不容忽视188，卿，气候变
化可能也是重要的。二者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以及旧大陆哪些地区的碳储量变化

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对于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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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讨论与展望

蕾等:过去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估算研究

    末次盛冰期以来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估算，不仅要关注植被碳库和土壤碳库的

变化，还要充分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LGM阶段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很低，可能比目

前低600一1300GtC;多数研究者认为全新世中期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比目前高，但给出
的估算结果相差很大。尽管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变化对从冰期到全新世初期大气中含碳

气体浓度的变化贡献微小，但对全新世期间特别是中晚全新世大气中CO:浓度变化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全新世陆地生态系统及其碳储量变化的原因主要有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人类活

动对千年时间尺度的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的影响不应该忽视。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可

能不仅局限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或者最近的几十年。在中国北方，这种影响可能早

在60(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今天北方的植被面貌是历史上几千年人类活动

干预长期累积效应的结果。旧大陆的其他地区森林清除的历史也比较古远，过去几千年森林

覆盖率一般呈不断下降趋势。因此，全新世中晚期全球大气中COZ浓度的升高可能是近

8000年来旧大陆人类活动对植被持续干预的结果。同时在世界很多地区，气候变化、冰川退
缩和海平面上升以及生态系统内部动力过程也是全新世陆地植被和生态系统碳储量演化的

重要因素，同样需要给予极大关注。

    陆地植被随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而发生演替。深入了解不同植被类型的主要建群

种在气候变化和人类干预情况下的历史演化规律，以及不同植被类型或区域土壤有机质含
量的历史变化规律，是过去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估算和碳循环研究中急需解决的关键科学

问题。尽ome6000及其他相关研究计划在重建晚第四纪古植被方面的成果呻 ，有助于推动
全球陆地过去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

    因此，将来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全球和区域陆地古植被和古土壤的精细重建研究，特别要

关注全新世期间的陆地生态系统演变历史，同时发展能够描述和处理自然和人为扰动、植被

演替及能量和碳循环之间相互作用的新一代大气一海洋一陆地藕合模式，开展过去陆地生态

系统碳储量变化模拟研究，了解过去全球碳循环演化机理，为科学预测未来全球陆地生态系

统碳储量和大气中CO:浓度变化奠定基础，同时为制订国家CO:管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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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ProgressesinStudiesoftheTerrestrialCarbonStorage
                ChangeforthePast20kyears

YULeil夕，RENGu叮ul
(1.压borat呵 forClimatestudies，CMA，NationalClimateCenter，Beijing

2.ChineseAcademyOfMeteorolOgicalSciences，Beijingl0008)

Abetract:Estimatingcarbonstorageofterrestrialeco叮stemandunderstandingitsspatialdis-

tributionandtemporalevolutionare thekeytothecarboncyclestudy.Thisarticlesummarizes

somemajorresultsoftheestimationsofterrestrialecosystemcarbonstorageinglobeandChina，

includingtheexistingProblemsanduncertaintiesinthestudies.Progressinstudiesofthecar-

bonstora罗changesincetheLastGlacialMaximum(includingtheMid一Holocene)andthein-

fiuencingfactors，especi习lythepotentialrelationshipsbetwee nthechan罗sandtheanomalous

increaseOftheatmosphericcarbondioxidesince8.ZkaB.P.isevaluated.Amainconclusion

thatcouldbedrawn frOmtheoverviewisthattheincreaseinatmosphericcarbongases(C02、

CH办concentrationsseemscoincidentwiththedeclineoftheterrestrialcarbonstora罗during

themidtolateHolocene，andthesemighthavebeencausedbytheimpactofanthropogenicac-

tivitiesonterrestrialvegetationduringtheagriculturaleraintheoldcontinents.

Keywords:terrestrialecosystem;carbonstorage;LGM;Holocene;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