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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干扰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和碳通量, 生态模型缺少干扰信息导致区域碳循环估算的不确定性. 林龄

结构是分析干扰对森林碳循环影响的重要替代因子, 同时也是评估区域尺度森林生态系统碳汇潜力的重要参数.
本研究整合全国森林清查资料和卫星遥感数据获得两套林龄数据, 结合过程模型InTEC模型分析多源林龄资料对
我国1901~2010年森林生态系统碳平衡的影响, 结果表明林龄5年的误差将会导致我国森林碳汇不确定性25%; 同
时基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森林未被大规模砍伐和大规模植树造林的假设, 调整各个地区不同森林类型的林龄结
构, 模拟分析林龄结构变化对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碳平衡时空格局的影响, 结果表明森林管理(森林砍伐和植树造
林等)和自然干扰所导致我国森林生态系统过去100年内所损失的碳汇为3.80 Pg C. 林龄数据在大尺度碳模拟的应
用能有效提高碳循环模拟的空间精度, 有助于阐明碳循环模型研究中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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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森林每年大约从大气中吸收2.4 Pg C[1],

接定义样地尺度的林龄, 但是很难扩展到区域尺

在全球碳循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森林生态系统碳

度 [7]. 遥感是监测区域尺度上森林变化的有效工具,

[2]

循环动态较大程度依赖于林龄结构 , 而林龄是决定

但是存在着森林生长初期光谱的敏感性以及冠层郁

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和通量的关键因子 [3,4], 并且被

闭后光谱的饱和问题 [13]. 因此迫切需要融合清查和

认为能在大尺度碳循环模型中减少模拟的不确定

遥感资料来分析林龄的变化特征 [14], 同时结合过程

性 [5~7]. 由于详细的空间林龄信息难以获取, 目前缺

模型来提高区域碳收支的模拟精度 [1,10,15].

少足够的研究来评价现有林龄资料及其对区域碳循

林龄不仅涉及到森林生态系统不同生长阶段的

环模拟的不确定性. 因此深入研究林龄数据的不确

碳源/碳汇功能, 同时也反映了森林受到自然干扰和

定性及其对森林碳收支估算的影响将有助于提高区

森林管理等影响 [16]. 森林碳循环的许多组分都与林

域碳循环模拟精度, 以及更好地评价气候与森林碳

龄相关, 包括粗木质残体、土壤碳、生物量、总初级

循环过程的交互作用.

生产力(GPP)、净初级生产力(NPP)、净生态系统生产

林龄是决定区域碳收支强度的重要因子, 同时

力(NEP)等 [1,17~20]. 许多研究表明幼龄林的生产力要

也可以作为主要干扰信息的替代产品 [6~12], 而森林清

比 老 龄 林 更 大 [17], 森 林 NPP 随 着 林 龄 增 加 而 下

查和遥感是获取林龄数据的主要手段. 森林清查直

降 [21~24].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老龄林具有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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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功能 [25], 例如基于全球观测数据集的整合分析

(Jmax)等. 气候变化(温度和水分等)主要通过调节光

结果表明, 北方温带和热带老龄林分别占全球碳汇

合作用的关键参数, 从而影响NPP[8].

的10%和29%[1,26]. 因此不同林龄的森林生态系统呈
现碳源/碳汇的不确定性.

在InTEC模型中, 历史年NPP主要采用初始NPP
结合气候变化对NPP的影响以及林龄的综合效应来

很多研究报道过去100年我国森林面积在1949年

模拟 [8]. 基于生态遥感过程模型BEPS模拟的参考年

附近达到了最低值, 随后森林面积快速增加主要归

(2001 年 )NPP[30] 作 为 benchmark 调 整 初 始 年 (1901

因于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计划 [27,28]. 但是早期的植树

年 )NPP, 调整结果直到2001年 NPP模拟结果与参考

造林工程并不成功, 根据历史森林清查数据表明森

年NPP的绝对值小于阈值(2001年NPP值的1%). 初始

林面积主要在1977~1981年最小, 大规模植树造林集

年份 (1901年)的 NPP和林龄结 合平均气候 状况通过

中在20世纪80~90年代, 同时1949年的森林面积与80

Spin-up估算初始植被和土壤碳库 [31]. 模型采用每个

年代相差不大 [29]. 由此可见1950年后发生的大规模

像元参考年NPP, NPP与林龄的关系以及气候、CO2

森林砍伐以及干扰(自然灾害等)导致森林面积的下

浓度和氮沉降对 NPP的影响来模拟历史 (1901~2010

降, 而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又维持了森林面积. 因此,

年)NEP动态.

本研究假设从1950年开始没有大规模的森林管理活

InTEC模型已成功用于模拟加拿大北部森林过

动以及干扰的发生, 2001年成熟林和老龄林覆盖整个

去100年的碳收支动态 [6,32]. 同时该模型也多次应用

森林地区. 首先整合全国森林清查资料和卫星遥感

于我国森林碳动态研究 [7,9,33,34]. 模型中的关键模块

数据获得的两套林龄数据, 结合过程模型分析多源

NPP和林龄的方程采用非线性函数,

林龄资料对我国1901~2010年森林生态系统碳平衡的

各个地区不同森林类型的林龄, 利用过程模型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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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4个参数(A, b, c和d)最初和样地指数相关[6]. 由

过去100年我国森林碳收支, 分析林龄变化对我国森

于缺乏区域尺度的样地指数来扩展这个关系到大尺

林碳平衡时空格局的影响, 估算森林管理和自然干

度上, 气候因子(年均温)用来代替样地指数来估算这

扰所导致我国森林过去100年所损失的碳汇.

4个参数 [6]. 由于模型最初用于北方森林, 加拿大与

影响, 定量化评价林龄的估算误差引起森林碳平衡
的不确定性. 同时基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森林未被
大规模砍伐以及大规模植树造林的假设, 调整中国

我国年均温差异较大, 采用原有的温度函数来反演这

1

材料与方法

些参数将导致NPP和林龄的关系有较大的偏差. 因此
采用第4次森林清查得到林龄和同期BEPS模型模拟

1.1

模型介绍

的NPP来构建我国主要森林类型NPP与林龄的定量化

InTEC(integrated terrestrial ecosystem carbon
budget)模型 [8] 是用于模拟森林生态系统碳通量和碳

关系, 用于提高了InTEC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 [10].

库大小的生物地球化学机理模型, 考虑了干扰(直接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碳释放)和非干扰因子(气候、CO2和氮沉降). 该模型

InTEC模型主要采用气象数据、土壤数据、遥感

主要包括3个主模块: (1) 基于Farquhar瞬时叶片模型

数据(土地覆盖类型)以及林龄信息驱动, 模型模拟时

通过阳生叶和阴生叶分离扩展到冠层尺度模拟GPP

间尺度为年, 空间尺度为1 km, 覆盖整个中国森林

对非干扰因子的敏感性; (2) 利用改进的Century模型

地区.

模拟土壤碳氮动态; (3) 建立NPP与林龄的经验型关

模型中主要采用年平均温度、生长季温度以及年

系来模拟干扰后森林再生格局. 该模型基于瞬时叶

总降水量气象资料. 1901~1998年气象数据来自于英

片尺度Farquhar模型尺度扩展的冠层光合模块来估

国气候研究中心(UK Climate Research Unit, http://

算NPP. Farquhar模型中光合作用主要受到RUBP碳同

www.cru.uea.ac.uk/data). 1999~2010年气象数据根据

化阶段和RUBP再生阶段的限制, 关键参数包括气孔

国 家 气 象 信 息 中 心 的 站 点 数 据 (http://data.cma.gov.

导度(gs)、最大羧化速率(Vcmax)、最大电子传输速率

cn/)采用ANUSPLIN插值得到. 土壤数据是根据第二
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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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土 壤 普 查 的 5405 个 剖 面 得 到 中 国 土 壤 质 地 数 据
[35,36]

入数据不变的情况下, 分别利用两种不同来源的林

. 土地覆

龄分布图(图1)来驱动InTEC模型, 分析林龄的不确

盖数据由TM解译的30 m分辨率土地利用与1:250万

定性所导致我国过去100年森林碳平衡的差异; 其次,

(0~30 cm), 包括黏粒、砂粒、粉粒含量
植被图融合得到

[37,38]

.

模型采用了两类林龄数据(图1, 2), 目的在于评价
两种数据来源的林龄信息对区域森林碳平衡的影响.

利用现实林龄和假设成熟林林龄结构驱动InTEC模
型来估算各种自然和人为干扰所导致我国森林过去
100年所损失的碳汇.

(1) 清查林龄(Forest age_FID)(图1(a)): 2001年中

假设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

国林龄空间分布图是根据1989~1993年第4次全国32
个省市的森林普查数据得到 [39], 同时采用统计方法

森林砍伐工程, 因此2001年整个中国都是覆盖着成

栅格化 [7].

age_FID)(图4(a))来生成假设状态下的2001年成熟林

(2) 遥感林龄(Forest age_RS)(图1(b)): 根据全国
森林资料详查资料和生长季AVHRR NDVI采用降尺
度方法定量估算中国林龄分布图 [40].

熟林或者老龄林. 因此选用实际林龄分布图(Forest
和老龄林林龄图(Forest age_mature)(图4(b)).
(1) 如果某个像元实际的林龄大于或者等于51,
保留原始的林龄值.

清查和遥感得到的林龄数据不仅在龄组频数分

(2) 如果某个像元实际林龄小于51, 表明该像元

布上存在着差异(图2), 而且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差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被砍伐或者干扰. 因此根据《全

异(图1). 基于两套林龄分布图和我国行政边界统计
了各省(台湾和香港除外)的平均林龄, 分析两者的相

国森林资料统计》林分各优势树种的树种类型和《国

关性可以发现除了青海、西藏自治区和重庆三个省市

分表 [41] 的树种类型(表S1)确定各种植被类型的成熟

清查林龄和遥感林龄差异较大, 其他各省清查林龄

林龄组范围. 如果某像元实际林龄小于51, 那么确定

和遥感林龄有较好的相关性(R2=0.59, P<0.0001). 青
海、西藏自治区和重庆清查林龄和遥感林龄有较大偏
差原因在于NDVI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存在一定的误差.

1.3

模型模拟
模型模拟分为两个部分(图3): 首先, 在其他输

家森林资料清查主要技术规定》优势树种(组)龄组划

该像元的植被类型和南北地区, 根据统计的成熟林
龄组范围随机赋值.
综合人工林起源和天然林起源运用下式统计各
种优势树种在南、北方成熟林龄级的林龄范围:

ci ,min =  ci ,天然林 min +ci ,人工林min  2,

图 1 两种数据来源的中国林龄空间分布
Figure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forest age derived from inventory data and remote sensing data

206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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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林, k=1,2分别表示南方和北方, j表示属于第t类植
被类型第j种优势树种, m是指属于第t类植被类型优
势树种的数量.
以秦岭淮河为界确定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省份.
北方: 北京市、天津市、黑龙江省、辽宁省、吉
林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甘
图 2 清查和遥感得到中国林龄频数分布图
Figure 2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China’s forest age derived from
inventory data and remote sensing data

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南省、
山东省、青海省.
南方: 云南省、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湖北
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西省、江苏省、浙江省、上
海市、福建省、西藏自治区、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
区、海南省.
因为InTEC模型需要设定参考年份的NPP来回溯
过去100年的森林碳平衡状况, 因此对于实际林龄和
假 设 的 成 熟 林 林 龄 分 布 情 况 所 达 到 参 考 年 (2001
年)NPP的状态有所不同. 因此需要分别设定参考年的
NPP空间分布. 对于实际林龄情况, 采用BEPS模型结
合 MODIS 数 据 拟 合 的 2001 年 NPP为 参 考 年 NPP[7,31].
成熟林林龄数据所对应的参考年NPP利用NPP和林龄
的定量化函数重新估算[10]. 对于成熟林林龄更新的像
元, 分别采用该像元植被类型的NPP和林龄关系以及
更新的林龄来估算该像元成熟林NPP(图4).

图 3 研究框架
Figure 3 The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ci ,max =  ci ,天然林 max +ci ,人工林 max  2,

从我国现实森林林龄频数柱状图可以看出, 林
龄所占面积有较大差异(图5). 其中1~50年森林面积
(3)

最大, 达到1.29×106 km2; 而大于160年的森林面积仅

式中, Ci,min是指某个树种(i)成熟林的最小林龄, Ci,天然林min

占0.4%. 东南地区的森林林龄比较小, 集中在1~40

是指该i树种天然林的成熟林龄组的最小林龄, Ci,人工林min

年之间, 而大于120年的森林主要分布在四川地区.

是指该i树种人工林的成熟林龄组的最小林龄; Ci,max

东北森林地区的林龄介于两者之间, 多为40~120年.

是指某个树种(i)成熟林的最大林龄, Ci,天然林 max是指该i

整体趋势上看, 我国森林的林龄明显从西部过渡到

树种天然林的成熟林龄组的最大林龄, Ci,人工林 max是指

东 部 . 成 熟 林 林 龄 频 数 分 布 图 (图 5)呈 现 单 峰 分 布 ,

该i树种人工林的成熟林龄组的最大林龄. Ci,min~Ci,max

所有的像元林龄都大于等于51. 61~80林龄组所占面

就是该i树种成熟林龄组范围.

积最大, 达到总森林面积的40%; 51~60和81~100林

根据不同优势种所属的植被功能性(针叶林、阔

龄 组 所 占 面 积 相 当 , 分 别 占 总 森 林 面 积 的 25% 和

叶林和针阔混交林), 将式(2)和(3)分别代入式(4)和

23%. 从成熟林林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 东南森林地

(5)来统计针叶林、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在北方和南

区集中在60~80年, 东北地区的东部地区多为60~100

方成熟林的龄组范围:

年的森林.

1 m
g (tk ) min =  C jk ,min ,
m j 1

(4)

2

结果和讨论

m

g (tk ) max =

1
 C jk ,max ,
m j 1

(5)

式中, g(tk)min和g(tk)max表示t植被类型k地区成熟林的
最小林龄和最大林龄, t表示针叶林、阔叶林和针阔混

2.1

基于清查和遥感林龄信息的中国陆地碳收支
模拟及其不确定性
基于两种来源的林龄分布图模拟得到我国森林年
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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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现实林龄和假设成熟林空间分布
Figure 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forest age for actual forests and mature forests

现出较大的碳汇, NEP增加到212±15 Tg C a1(清查)
和179±16 Tg C a1(遥感). 基于两种方法得到的林龄
数据导致森林NEP的模拟结果差异要远大于NPP的
结果. 这主要由于清查和遥感得到的林龄频数分布
有所差异, 遥感得到的林龄41~80龄组的比例略高,
因此基于遥感得到林龄的NEP模拟结果较早恢复到碳
图 5 中国现实林龄和假设成熟林频数分布图
Figure 5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China’s forest age for actual
forests and mature forests

汇水平(图6). 原因可能是森林异养呼吸同样受到了林
龄的调节. 研究表明相对老的森林积累地上凋落物和
根, 可能会降低异养呼吸 [44]. 在本研究中, 由于遥感
得到的林龄相对较老, 同一自然年的异养呼吸相对较

2

1

均NPP在1901~2010年的平均值分别是445±4 g C m a
2

低, 将导致遥感得到的森林NEP要高于清查结果.

1

a (遥感). 两种方法得到的年

清查和遥感得到的两类森林林龄所占面积由于

均NPP年际变异趋势一致, 从1901~1969年间两者几

森林定义不同有所差异, 因此可能会导致中国森林

乎没有差异, 从1970年后基于遥感林龄模拟得到的

碳收支总量的差异 [10]. 因此为了剔除森林面积差异

年均NPP略大于清查资料的结果(图6). 20世纪80年代

的影响, 提取了两个林龄空间图的重叠部分, 重新统

开始, 我国森林年均NPP增加速度加快, 这主要与我

计了重叠区域的NEP动态. 重叠区域清查资料得到

(清查)和466±5 g C m

[29]

. 两种模拟

的平均林龄为50年, 而遥感得到平均林龄为55年, 两

结果都表明我国森林年均NPP最高值出现在1998年,

者平均林龄相差5年; 但是两者林龄结构也有所不同,

这与许多研究表明我国近20年NPP在1998年出现最高

遥感41~60龄组所占全部重叠面积的27%, 超过清查

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植树造林项目有关

[42,43]

. 研究预测植树造林后森林

5%( 图 7). 由 遥 感 数 据 得 到 重 叠 部 分 1983~2010 年

NPP在前50年增加, 然后下降, 因此我国森林NPP可

NEP多年平均值要超过清查数据得到碳汇的25%. 这

值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能一直增加到21世纪30年代然后有所下降

[7~9]

.

在1901~1949年期间, 我国森林NEP基本在零附

与林龄的误差将导致碳汇和生产力不确定性
12%~22%和5%~9%的研究结果 [6]相一致.

近小幅波动, 表现为中性. 在1950~1987年期间转化
为碳源, 每年排放碳量分别为114±12 Tg C a1(清查)
和21±30 Tg C a1(遥感). 而在1988~2010年, 森林呈
2068

2.2

林龄结构改变对中国陆地碳收支的影响
假 设 2001年 中 国 全 部 覆 盖 成 熟 林 以 及 老 龄 林 ,

论 文

Pg C. 这主要归因于成熟林龄组61~80占了整个森林
面积的40%, 增加了陆地碳汇.
目前成熟林及老龄林是否固碳是全球森林碳汇
估算的热点和不确定性 [45]. 以往很多研究认为森林
生产力达到最高值以后会下降, 老龄林NPP通常是
其NPP最大值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 [46,47], 呈现中性碳
汇 [48,49]. 但是基于森林不同生态系统的证据表明森
林百年以上将会持续固碳 [25,26], 例如研究表明北方
图 6 基于两种不同来源林龄模拟我国 1901~2010 年森林NPP和NEP
时空动态
Figure 6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NPP and NEP in China’s forests
during 1901–2010 based on process-based model coupled with inventory
data and remote sensing data

温带和热带老龄林分别吸收全球10%和29%碳汇 [1,26].
也有研究表明老龄林NPP随林龄变化在不同生态区
域有所差异, 通常生产力高的生态区老龄林持续吸
收碳, 而生产力低的生态区老龄林NPP没有明显的
下降 [50]. 整合遥感和清查的林龄和干扰数据模拟美
国森林碳库和碳储量的研究表明幼龄林的减少将会
增加美国陆地碳汇, 而老龄林的减少却产生相反的
作用 [51]. 而在本研究中, 因为模拟时间段较短, 无法
明确辨识老龄林的固碳能力, 但是通过同一年份的
现实林和成熟林的比较, 还是可以发现成熟林大大
有效提高了我国陆地碳汇.
基 于 InTEC 模 型 和 现 实 林 龄 分 布 模 拟 表 明 在
1982~1999年期间我国森林(包括灌丛), 每年吸收碳
0.108 Pg C. 这与基于3种方法得到20世纪80和90年

图 7 遥感和清查数据林龄结构百分比
Figure 7 The age structure derived from inventory data and remote
sensing data

年均NPP从1901年的489 g C m2 a1增加到2010年的

代 我 国 森 林 碳 汇 0.137±0.058 Pg C a1 的 结 果 相 符
合 [52], 而高于基于森林清查资料生物量的变化估算
同时期我国碳汇结果(0.021 Pg C a1)[29]. 因此我国20
世纪80和90年代森林碳汇要低于美国同期0.30~0.58

a , 其中1901~1949, 1950~1987和1988~

Pg C a1[53], 而与欧洲森林碳汇(0.14~0.21 Pg C a1)

2010年期间年均NPP分别为487±2, 562±6和635±4 g C

相接近 [54,55]. 20世纪90年代我国成熟林的比例(29%)

m2 a1 (图8(a)). 成熟林年均NPP年际变化趋势与现

要 远 低 于 美 国 (41%)[56,57], 而 在 假 设 成 熟 林 情 景 下 ,

650 g C m

2

1

实森林相似, 但是成熟林年均NPP要大于现实森林

1982~1999年我国森林碳汇将会达到0.23 Pg C a1,

的年均NPP, 特别是在20世纪60~90年代成熟林年均

其结果与同时期的美国森林碳汇相接近.

NPP要比现实森林高29%(图8(a)).
成熟林情景下, 重新估算了我国过去100年森林

3

结论

NEP的时空动态(图8(b)). 1901~1949年期间, 森林表

整合全国森林清查资料和卫星遥感数据获得两

现为碳源, 每年释放碳量为0.17±0.12 Pg C, 1930~

套森林林龄数据, 结合过程模型InTEC模型分析多源

1

1949年期间碳源最大达到0.4 Pg C a . 而在1950年
1

林龄资料对我国1901~2010年森林生态系统碳平衡的

后, 森林转化为碳汇, 其值达到0.21±0.08 Pg C a .

影响, 定量化评价林龄的估算误差引起的森林碳平

与现实森林的模拟结果相比, 两者NEP的差值在20

衡时空变异的不确定性. 同时基于20世纪50年代初

世纪70年代末达到最高值, 为0.50 Pg C a1, 而两者

森林未被大规模砍伐的假设, 调整各个地区不同森

的累积差异在1994年达到了最大值4.97 Pg C. 两种

林类型的林龄结构, 利用过程模型模拟分析20世纪

模拟结果显示如果在1950年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森

中期林龄变化对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碳平衡时空格局

林砍伐事件, 我国森林碳汇在1901~2010年增加3.80

的影响, 综合估算各种干扰导致我国森林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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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现实森林和成熟林过去 100 年NPP(a)以及NEP(b)变化
Figure 8 Inter-annual variabilities of NPP (a) and NEP (b) in actual forests and mature forests over the last century

过去100年内所损失的碳汇.

汇25%的不确定性;

(1) 通过比较遥感和清查林龄数据的估算结果,

(2) 假设2001年中国森林全部是成熟林和老龄

发现不同林龄信息导致我国森林碳收支年际差异,

林 , 其 过 去 100年 的 碳 汇 要 比 现 有 的 森 林 结 构 增 加

遥感林龄驱动的我国森林较早恢复到碳汇水平; 并

3.80 Pg C, 同时20世纪80和90年代碳汇结果与同期

且平均5年的林龄误差导致1983~1999年森林平均碳

的美国森林碳汇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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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dynamics of China’s forests during 1901–2010: The
importance of forest age
ZHOU Lei1, WANG ShaoQiang1, ZHOU Tao2, CHI YongGang3 & DAI Ming2
1

Key Lab of Ecosystem Network Observation and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Resource Ec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Vege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3, China

The forest ecosystem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long-term carbon sequestration. The magnitude of a forest carbon sink is
determin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intrinsic biotic factors (i.e. forest age) and extrinsic environmental driving factors (i.e.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nitrogen deposition). The mechanism of how forest age affects the carbon balance is still
unclear. Furthermore, forest age is a useful surrogate variable for analyses of the impact of disturbances on forest carbon
and an important parameter for assessing carbon mitigation potential of forests at regional scale. Without considering
forest age, large uncertainties exist in the simulating forest carbon cycle at regional scale.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effect of forest age information on carbon uptake of China’s forests based on a process-based model (Integrated Terrestrial
Ecosystem Carbon budget, InTEC model) in the last century, with integration of two forest age maps at 1 km spatial
resolution which were derived from inventory data and remote sensing AVHRR NDVI.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in China’s forests during 1901–2010 based on InTEC model coupled with inventory data and
remote sensing data was similar with each other. Meanwhile, the comparison approach indicated that the errors of 5 years
in forest age might cause uncertainties of 25% in simulated net ecosystem productivity of China’s forests. We also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forest age in ecosystem process-based model and the uncertainties of carbon balance of
China’s forest ecosystem during 1901–2010. Besides, the hypothesis assumed that no large-scale deforestation occurred
since1950s and mature forests (and older forests) were covered the whole China. We adjusted forest age structure for
different forest types and regions to simulate the effect of changes in forest age on distribution of carbon balance in China.
The important finding is that the loss of carbon sink in China’s forests induced by disturbances (i.e. deforestation,
afforestation or natural disturbances) is about 3.80 Pg C during last century. Based this hypothesis, China’s forests in the
last two decade manifested a large carbon sink (0.23 Pg C a1). Currently, many process-based models are not capable of
reflecting the impact of land disturbances because the explicit forest age information are lacking. Our study incorporated
the forest age in models successfully and explored the effect of forest age on the simulating carbon balance of forests.
The application of forest age in large-scale carbon modeling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simulated carbon dynamics and
explore the uncertainties in carbon cycle models.
forest age, carbon sink, carbon sources, ecosystem, modeling
doi: 10.1360/N972015-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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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S1 优势树种(组)龄组划分表
Table S1 the classification of age class of dominant tree species
龄组划分
树种

地区

起源

幼龄林(年)

中龄林(年)

近熟林(年)

成熟林(年)

过熟林(年)

代码1

代码2

代码3

代码4

代码5

龄级
划分

红松、云杉、柏木、紫
杉、铁杉

北方
北方
南方
南方

天然
人工
天然
人工

60以下
40以下
40以下
20以下

61~100
41~60
41~60
21~40

101~120
61~80
61~80
4l~60

120~160
8l~120
8l~120
6l~80

16l以上
12l以上
121以上
8l以上

20
10
20
10

落叶松、冷杉、樟子松、
赤松、黑松、银杏

北方
北方
南方
南方

天然
人工
天然
人工

40以下
20以下
40以下
20以下

41~80
21~30
41~60
21~30

81~100
31~40
61~80
3l~40

101~140
4l~60
8l~120
4l~60

14l以上
6l以上
121以上
6l以上

20
10
20
10

油松、马尾松、云南松、
思茅松、华山松、高
山松

北方
北方
南方
南方

天然
人工
天然
人工

30以下
20以下
20以下
10以下

31~50
21~30
2l~30
11~20

5l~60
31~40
31~40
2l~30

61~80
41~60
4l~60
31~50

81以上
61以上
61以上
51以上

10
10
10
10

杨、柳、桉、檫、泡桐、
木麻黄、楝、枫杨、
软阔杜仲、漆树、油
桐、乌桕

北方
南方

人工
人工

10以下
5以下

11~15
6~10

16~20
11~15

21~30
16~25

31以上
26以上

5
5

桦、榆、木荷、枫香、
珙桐乔木紫胶寄主
树、橡胶、腊树、八
角

北方
北方
南方
南方

天然
人工
天然
人工

30以下
20以下
20以下
10以下

31~50
2l~30
2l~40
11~20

51~60
3l~40
4l~50
2l~30

6l~80
41~60
51~7O
31~50

81以上
61以上
71以上
51以上

10
10
10
10

栎、柞、槠、栲、樟、
楠、椴、水、胡、黄、
硬阔肉桂、栎类

南北
南北

天然
人工

40以下
20以下

4l~60
21~40

61~80
41~50

81~120
51~70

121以上
71以上

20
10

杉木、柳杉、水杉

南方

人工

10以下

11~20

2l~25

26~35

36以上

5

毛竹

南方

人工

1~2

3~4

5~6

7~10

11以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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