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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ham House 报告称木质生物质能源的利用使气候变化更严重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2017 年 2 月 23 日发布

由独立环境政策分析员、 Chatham House 副研究员和英国绿色联盟合伙

人邓肯·布莱克（Duncan Brack）撰写的《利用木质生物质发电和供暖

对全球气候的影响》（Woody Biomass for Power and Heat: Impacts on 

the Global Climate）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利用木质生物质发电并不

会削减碳排放，反而可能会增加。正如几年前围绕生物燃油展开的争议,

利用木质生物质发电和供暖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已经成为备受争议的主

题，但几乎没有达成共识。报告概述了就此展开的争论，旨在为决策者

提供决策建议。 

报告指出，近年来利用木材发电和取暖越来越普遍，但这一现象引

起很多争议。支持者认为，利用木材发电和供暖是因为木材是可再生能

源，相对便宜和易获取，对全球气候变化减缓和森林工业都有好处。虽

然可以使用包括有机废弃物、农业废弃物和能源作物等来替代木材以生

产生物质能源和供暖, 但这些替代物往往能量密度低, 使用成本高且

较难收集和运输。因此，木材，尤其是木质颗粒, 现在是全球市场主要

的固体生物质产品，而且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仍是生物质燃料的选择。 

批评者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燃烧木质生物质获取能源时排放到

大气中的碳多于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碳，并且对天然林的保护和依赖森

林的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在国家政策框架中，木质生物质被列为可再

生能源的来源，获得财政和管理方面的支持，而获得支持的理由是：木

质生物质与其他再生能源一样是碳中和（carbon-neutral）能源。然而，

批评者认为，在燃烧时，它并不是碳中和的;如果木质生物质在有氧的

环境下被燃烧，它就会产生 CO2。这一论点越来越多地表明，使用木质

生物质作为能源用途燃烧时可能对全球气候产生消极的影响。碳中和这

一分类源于下列两个假设之一或两者全部。首先，生物质的碳排放是自

然循环的一部分,在这个循环中，森林生长过程吸收了为获取能源而燃

烧木材后排放的碳。第二，根据国际温室气体排放规则，生物质的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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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核算要在土地利用部门进行，而非能源部门。 

报告得出的主要结论及为决策者提供的决策建议如下： 

    一、木质生物质并不是碳中和的 

    由于树木生长会吸收碳，生物质燃烧释放的碳就可以被忽略的这一

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首先，木质生物质原料的能源密度低于化石燃料，

其自身所含水分较高而氢含量较低，作为能源用途燃烧时，木材原料每

产生一个单位的能所释放的温室气体要比化石燃料释放得多。其次，燃

料燃烧技术的效率也会决定单位能源的碳排放量。专门以木材为原料的

电厂其效率一般要低于化石燃料电厂，产生单位能量释放到大气中的CO2

更高。最后，木质生物质对气候的影响还包括木材在被采伐、收集、加

工和运输整个供应链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报告建议，在评估燃烧木质生物质获取能源对气候的影响时应考虑

以下几个方面：：①应该充分考虑森林碳储量的变化。为了获取能源而

采伐树木，碳的净排放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增加，因为被伐树木丧失

了其未来的碳贮存能力，尤其是原始林中的成熟木，他们的碳吸附率非

常高。即便重新造林，要恢复到能吸收碳的状态至少也得需要 10-20 年，

甚至更长。②随着森林碳储量的变化，全面分析评估燃烧木质生物质原

料获取能源对气候的影响时，需要把燃烧所致排放（通常要高于化石燃

料的排放）以及在采伐、收集、加工及运输整个供应链过程中的排放都

要考虑在内。这些因素中有些还并未被确定，未来仍需开展进一步的相

关研究。③如果以生物质能源具有调节气候变化为由对其提供财政和管

理方面的支持，支持对象应该仅限于那些短期能削减碳排放的原材料。

④在实践中，对燃烧木质生物质获取能源的支持应该仅限于锯材厂废弃

物以及消费后的废弃物。而燃烧较慢腐烂的森林剩余物和整棵树意味着

其碳排放会比使用化石燃料的碳排放还要高，碳留存时间达几十年。  

二、温室气体核算时应该考虑生物质来源地的排放 

生物质原料燃烧时零排放的观点部分是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UNFCCC）和《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国际温室气

体报告和核算框架而来。为了避免在能源部门（燃烧生物质时）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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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部门（采伐生物质时）内重复计算生物质能源的排放，UNFCCC 和《京

都议定书》规定只在土地利用部门计算生物质能源的排放，因此造成了

生物质能源燃烧时碳排放的巨大漏算。 

    加拿大、日本、新西兰、俄罗斯等《京都议定书》缔约方退出了 2013

年开始实施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而美国虽曾于 1998 年签署

了《京都议定书》，但 2001 年 3 月，美国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

体的义务”为由，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这些国家都是木质生

物质的重要出口国，从这些核算框架外的国家进口生物质原料肯定会漏

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所规定的减排。 

报告建议，在现有框架内采取以下 4 个步骤以减少漏算排放的可能

性：①《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所有缔约方都应该在其国家核

算过程中把土地利用部门包括进来。②森林经营参考水平应该包含关于

利用生物质获取能源时可能产生排放的详细信息，包括生物质的来源及

其导致的排放。③应该要求那些进口生物质用作能源的国家报告生物质

来源地国家是否或者如何核算基于生物质的排放。如果生物质的出口国

没有核算其排放，或者出口国已经将其生物质能源需求纳入其核算基

线，相应部分的排放就应由进口国全部核算。④利用本国生物质生产能

源的国家应该协调其能源和土地利用两个部门的核算方法，要同等重视

来自两个部门的排放以避免部门之间的碳泄露，可能的话应使用相同的

基准进行核算。在所有国家核算基准都应该是统一的。 

三、制定利用木质生物质获取能源的可持续性标准 

避免或降低因利用木质生物质获取能源时对气候产生影响的方法

之一就是应用先决条件，即生物质必须达到可持续性标准，最大限度地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然后才有资格获得给予可再生能源的管理和财政资

助。2016 年底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对固体生物质的可持续利用标准的建

议。许多欧盟成员国已经采用或正在规划采用一些把生物质对环境影响

降到最低的标准，比利时、丹麦、荷兰和英国的标准最为详尽。一般来

说, 这些标准都由两个部分组成: 其一、与化石燃料相比, 生物质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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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气体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必须降到最低程度；其二，生物质来源地的森

林经营必须具有合法性和可持续性。迄今为止, 除欧盟外，还没有其它

国家制定国家生物质可持续利用标准。  

    报告对制定木质生物质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标准提出如下建议：①可

靠的可持续利用标准必须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影响和森林经营的

合法性与可持续性。②通过全面的生命周期分析法对每一种生物质原料

进行分析，以支持其排放温室气体的事实的存在，包括在供应链排放过

程中森林碳储存的变化。但这一计算方法复杂，部分要依赖于反事实推

理（如果木材没有被用作能源, 那么木材及其来源地的森林情况会如

何？），因此难以在现实中使用。③比较实用的方法就是限制生物质能

源的使用合法性，为那些最可能减少碳净排放的原料（或具有低碳回收

期的原料）提供支持，如锯材厂废弃物和消费后的废弃物。④应制定政

策确保不会对生物质行业改变生物质原料（如锯材厂剩余物）其他用途

（如纤维板）转而用于生产能源给予鼓励性补贴，因为生产纤维板比生

产能源产生碳排放的影响要低得多。⑤除了这些排放标准外, 还应利用

合法的和可持续来源的土地标准来保护森林的经营方式。   （张建华） 

 

新的全球标准将确保国际植物和种子贸易更加安全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7 年 4 月 13 日消息：《国际植物保护公

约》（IPPC）管理机构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CPM）4 月 5-11 日在韩国

仁川举行了第 12 届会议（CPM-12），会议取得重大进展。一项新的植

物检疫全球标准获得通过，以确保植物和种子国际贸易在获取丰厚利润

的同时也更具安全性。 

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粮食和农产品不断流动。船舶在各个港口

间穿梭，每年有 5 亿多个大型集装箱将各种货物运送到世界各个角落。

但非常不幸的是，货物有时可能成为农业有害生物的藏身之地。这些农

业有害生物一旦上岸，将给农作物造成破坏。通过网上交易得到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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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农产品贸易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导致各国很难确保所有货物免受病

虫害的影响。 

FAO 指出，种子贸易可能带来的有害生物传播的危险更令人担忧。

应对这些风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种子公司经常在多个国家实

施育种计划，然后将其运往世界各地进行清选、处理、检验和包装，然

后再被转售和转运。 

通过提出风险评估和测试的统一方法，新标准将有助于协调各国应

对国际种子贸易的复杂性，从而促进每年价值约120亿美元的种子贸易，

同时确保此类货物的运输为全球日益增加的人口提供粮食供应保障。

CPM 还进一步审议了进口监管制度准则，以及一系列防止有害生物钻入

木质包装材料的处理措施和防止果蝇侵蚀柑橘类水果的方法。CPM 还寻

求批准将 2020 年设立为“国际植物健康年”（IYPH 2020）的提案，之

前提交的关于 IYPH 2020 提案的决议草案已获 FAO 理事会批准。 

FAO 表示，IPPC 的工作对于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保

护世界植物健康需要可持续的农业、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保护生物多

样性和促进安全贸易。FAO 关于建设一个没有饥饿世界的愿景只能通过

没有限定有害生物的健康植物才能实现。                  （张建华） 

 

BVRio 发布大数据分析平台加强非法采伐木材核查 

 

汤森路透基金会（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2016 年 12 月 22

日消息：想要购买巴西木材又担心其是否为非法来源的那些公司，现在

可以通过巴西环保组织 BVRio 开发的“负责任的木材交易电商平台”

（Responsible Timber Exchange），确保他们不会买到被盗伐的木材。 

BVRio 开发的“负责任的木材交易电商平台”于 2016 年 11 月发布，

包含多个模块，其中最重要的大数据分析平台。通过收集巴西各个政府

部门的公开数据，参考全球森林观测（Global Forest Watch）的卫星

地图，帮助木材购买方核实木材的来源，并核查采伐证、特许权证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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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证明文件的真伪。BVRio 运营总监 Mauricio de Moura Costa 告诉汤

森路透社基金会，该平台能够确认巴西境内木材供应链各个环节的违法

性风险，可使买方轻松地开展尽职调查，购买到合法木材，同时帮助巴

西国内遵纪守法的企业在竞争中取胜。 

    根据巴西环保署（IBAMA）数据统计，巴西拥有世界最大的热带雨

林，境内 90%的毁林都是因为非法采伐。Costa 说，全球热带木材贸易

中，一半以上热带木材被认为是非法采伐的木材。那些盗伐木材的公司

往往涉及其他罪行, 如强迫劳动或非法征地，最为人所知的就是迫使土

著人民离开家园并对环境造成危害。 

一、BVRio 平台运作程序 

BVRio 平台利用官方数据和检查报告，为查询平台大数据的用户提

供木材采伐和销售的个人和公司是否使用过奴役劳动、是否有未纳税行

为或是否其他环境违法行为。这些数据和案例都是巴西各州或联邦政府

部门发布的。 

在巴西要合法采伐木材，采伐者必须先向有关当局提交森林经营规

划。该规划包括可采伐的木材量以及木材来源地说明。Costa 说，BVRio

平台对这些经营规划和其它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确保采伐地或加工企

业的木材合法性，确保利用该平台查询的公司能准确地核查采伐等相关

证明文件，并能跟踪木材从森林到锯材厂以及到出口市场的合法性。截

至本报道，已有 200 多家公司利用 BVRio 平台查验其采购木材的合法性，

包括买卖双方。根据相关反馈信息，准确率达 99%。 

一家名为 Amata 的巴西林业公司在向美国和欧洲客户出售木材。该

公司CEO，Dario Guarita Neto在给汤森路透基金会的电邮中表示，Amata

非常清楚 BVRio 平台的关注点，就是利用该平台为他们经过认证的木材

找到最好的买家。 

Neto 说，Amata 90% 的产品用于出口，因为巴西国内市场到处都是

从非法渠道得到的价格便宜的木材。那些从公共林地或受保护林地盗伐

树木的公司需要付出的成本非常低，因为他们不必应对环境评估，不用

交税，也不用为认证其林产品而应对那些官僚机构。因此，与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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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法木材竞争，合法木材经营商是无法取胜的。 

环保人士指出，在巴西毁林率连年下降的情况下，2015 年乱砍滥伐

却上升了 29%，而非法采伐相对容易并能从中获利应是造成毁林率上升

的部分原因。                       

二、BVRio 平台木材供应链并不完善 

尽管一些木材公司对新平台寄予厚望, 但环保人士认为 BVRio 平

台过于依赖政府的数据。由于腐败、网络犯罪等原因，这些数据是可以

人为操控的，因此并不能保证这些数据的准确性。 

绿色和平组织的资深环保人士 Daniel Brindis 认为,尽管 BVRio 会

确认这些文件，但文件本身是否准确才是问题所在。Brindis 认为，与

洗钱一样，在巴西，非法采伐的木材经常是通过合法的生意被变身为合

法的。林地所有者经常夸大他们自己林地上可以采伐的木材量，因为这

样可以使盗伐的木材进入到木材供应链，随后被卖到锯材厂。 

    因此，虽然利用该平台购买木材比盲目从市场购买情况会好些，但

是平台的数据库仅涵盖了两个省的数据，还无法满足木材从森林到锯材

厂的完全可追溯性。                                    （张建华）      

 

荷兰、日本和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倡议成立气候适应全球卓越中心 

 

联合国环境署（UNEP）新闻中心 2017 年 2 月 6 日消息：荷兰当日

宣布将与日本和 UNEP 联合成立“气候适应全球卓越中心”（Global 

Centre of Excellence on Climate Adaptation，GCEA），帮助频繁遭

受自然灾害侵袭的脆弱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包括制定适应规划、发展气

候适应型作物、水资源管理以及利用新技术来提高农业效率的潜力。中

心成立的目的并不是通过减少 CO2 的排放以阻止气候变化，而是汇集相

关知识，为如何适应气候变化产生的后果提供建议。 

《巴黎协定》的签署已使各国将气候变化适应列为全球最优先考虑

的事项，联合倡议建立 GCEA 是兑现协定诺言的重要步骤。参与中心建

设的还包括荷兰和日本的一些科研机构和政府机构，以及世界资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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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WRI）、世界气象组织（WMO）、全球环境基金（GEF）、欧洲投资

银行(EIB)等数十个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以支持世界各国有效地适应

气候变化，变得更加具有恢复力。                       （张建华） 

 

埃及利用废水培育人工林 

 

根据水网络网站（https://thewaternetwork.com）2016 年 8 月相

关消息报道：联合国指出全球荒漠化继续恶化，每年有约 1 200 万 hm
2

土地成为荒漠。埃及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国家，约为 0.1％，境

内所有森林均为人工林，而荒漠占其国土面积的 96％。为防治荒漠化，

埃及研究人员发现可利用废水灌溉树木，培育人工林。经过 15 年的实

践，证明此方法非常有效，可使荒漠中的树木生长茂盛。目前这一方法

已引起德国营林公司的兴趣。 

研究人员在处于荒漠的 Serapium 人工林开展此项实践活动。

Serapium 人工林距离埃及首都开罗只有 2 小时车程，面积共 200 hm
2
，

土壤严重缺少养分，十分贫瘠，并不适合树木生长。自 1990 年代起，

埃及政府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支持下，与欧洲多家机构合作，

开始在此营建人工林，期间研究人员发现利用废水浇灌树木，可以为土

壤提供多种养分，而不再需要另外施肥。用于浇灌的废水需要经过两道

处理工序，首先利用过滤机械将水中的垃圾和脏物过滤掉；然后在水中

添加氧气和微生物，使水中富含磷和氮，与商业用化肥的成分极其相似。 

经过 15 年的培育，乡土树种和外来树种，包括市场价值较高的桉

树和桃花心木都可在 Serapium 这片林地中找到。其中桉树的出材率是

同一龄级的德国松树人工林出材率的 4倍。 

埃及采用这一技术培育人工林，不但可以使土壤逐渐肥沃，而且还

可以出产所需的林木资源。以往，埃及需要进口这些资源。如果埃及能

使其80％的废水浇灌人工林，那么将有65万hm
2
的荒漠能转化为人工林。

然而，由于缺乏资金，埃及并未大范围使用这一技术。 

不过，切记，通过这种技术处理的废水不能用于农作物灌溉。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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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些养分过高，不适合一些作物的生长，同时水中细菌有可能污染

水果和蔬菜，只有用于人们日常消费范畴外的植树才是安全的。（陈洁） 

 

世界银行资助莫桑比克政府的森林投资项目 

 

全非洲网2017年 3月 9日报道:世界银行批准了4 700万美元预算，

用于资助莫桑比克政府的森林投资项目，以阻止森林过度砍伐。该项目

还将通过改进森林和土地管理实践，为农村社区创造机会。 

世界银行指出，莫桑比克自然资源丰富，有 4 000 万 hm
2
天然林。

其中，近 2 700 万 hm
2
为生产性森林。据估计，近年来这些森林为莫桑

比克经济作出的贡献超过 3 亿美元，但其森林正在以每年 0.35％的速度

消失，每年丧失的面积约 14 万 hm
2
。 

世界银行莫桑比克总监马克·兰德尔（Mark Lundell）指出，目前，

莫桑比克的毁林已经威胁到该国农村的生计、野生动物的生境和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并造成了严重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此次的森林投资项

目非常重要。该项目将侧重于对森林遭受快速砍伐的卡波德尔加多省北

部的奎宁巴国家公园和赞比西亚省中部的吉尔国家保护区展开资助。该

项目的负责人 Andre Aquino 表示，项目将“促进社区参与森林管理、

农林业发展、可持续木炭生产和退化地区的再造林恢复”，将使项目开

展地区的 16.3 万个家庭受益。 

全部预算包括：国际开发协会（IDA）提供的 1 500 万美元贷款、

战略气候基金提供的 1 320 万美元贷款和 880 万美元赠款以及莫桑比克

森林景观综合管理多方捐助者信托基金的 1 000 万美元。   （廖世容） 

 

森林管理卫星监测计划简介 

 

国际土地和木材服务公司(LTS International ltd，LTS)网站

（ltsi.co.uk）消息：总部在英国的 LTS 正在开展森林管理卫星监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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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SMFM，2017-2019 年）的研发工作。该计划旨在通过建立和完善现

有的国际性计划来提高森林退化评估和干旱林景观监测的知识和能力。

SMFM 计划将支持所选定国家开发地球观测（Earth Observation，EO）

的能力。通过对所选定合作国实际使用的 EO 处理方法展开评估，该计

划将开发和试验新的或经过改进的方法来处理和分析新的卫星 EO 数据

集。SMFM 计划由世界银行出资，所选定的参与国为莫桑比克和赞比亚。 

SMFM 计划的开发目标是“通过开发全球适用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包

括 REDD+）的技术知识和能力，让各国掌握经过改进了的卫星监测热带

干旱林景观和评估森林退化的方法。”此目标的设定基于以下 6 点考虑：

①全世界干旱林的毁林率和退化率最高；②森林退化是热带干旱林所面

临的一项挑战，直接影响着这些森林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性；③大

多数国家仍然不具备足够的监测能力，特别是不具备使用卫星 EO 技术

的能力；④对森林退化的认识不同，源于对退化成因、对特殊森林产品

和服务的利益以及对所考虑的时间和空间尺度的认识存在差异；⑤由于

受到对不同类型森林退化进行评估的技术制约，大部分热带国家对森林

退化过程和森林状况还缺乏全面的了解；⑥监测森林退化需要具备适用

于热带和亚热带多种类型森林的监测工具，而且可以用各种直接和间接

的替代方法来检测森林退化。 

SMFM 计划将完成的任务包括：①开发和传授适用于热带干旱林生态

系统监测和森林退化评估的卫星 EO 方法和知识；②开发新的地球观测

方法以监测热带干旱林景观和评估森林退化；③绘制次国家范围干旱林

和森林退化地图，便于森林监测和经营规划；④通过开展关于新的卫星

EO 方法和数据的培训提高国家监测热带干旱林景观和评估森林退化的

技术能力；⑤增进全球对运用新的卫星 EO 方法和数据监测热带干旱林

和评估森林退化的了解。 

最近在卫星 EO 数据提供方面取得的进展让人们对地球有了全新的

认识，为突破森林监测能力上的限制提供了机会。欧洲航天局哨兵使命

（Sentinel Missions）、美国陆地卫星 8（Landsat 8）提供了信息的

开放获取，使可获信息量剧增。因此必须具备经过改进的 EO 方法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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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才能充分发挥新的哨兵使命的性能。                  （周吉仲） 

 

莫斯科大学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校藏数字化植物标本库“诺亚方舟” 

 

中国科技部官网 2017 年 2 月 20 日消息:莫斯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俄罗斯科学基金资助的“诺亚方舟”项目框架下，对莫大生物系植物标

本库进行逐一扫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图像扫描标本库之一。 

该校储存植物标本数字化工作始于 2015 年春季，用一年半时间完

成了对东欧、西伯利亚和远东、克里米亚、高加索、蒙古、非洲和南亚

等国家地区大量代表性植物群系的扫描工作。新建的数据库是俄罗斯最

大的植物多样性与繁殖信息库，不仅供专业人士使用，也可为想更多了

解植物方面知识的业余爱好者提供服务。 

使用该数字化植物标本库时，仅需输入植物的拉丁语名称或利用高

级搜索功能即可。所有图像具有高分辨率，从而使研究样本的个别片段

时，无需对所关注的细节部分进行单独扫描。 

该标本库现共有 78.6 万个扫描样本，其数量居世界大学之首，仅

次于巴黎、莱顿、北京、纽约和华盛顿等地世界几大科学中心的收藏量。 

莫斯科大学植物标本库具有世界意义，最早关于该库藏的记载可追

溯至 1780 年。该标本库是先进的植物多样性研究与档案中心之一，库

藏共计有 101.1 万个样本，汇集了与卡尔·林奈和詹姆斯·库克相关的

珍贵历史藏品，也有后续植物研究学家的大量资料。该标本库经常增补

新的数字化样本。                                     （张建华） 

 

【本期责任编辑  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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