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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主要生态机制（ CO2 施肥效应、氮沉降增加、污染、全球气候变化、土
地利用变化和土地管理） ，阐述了土地利用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系统造成
的碳储量变化． 主要从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管理两方面对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进行论述： 森林砍伐后变
为农田和草地，使生态系统中植被和土壤碳贮量大大降低； 农田和草地弃耕恢复为森林，以及农田保护性
管理措施的利用，能够使大气中的碳在植被和土壤中得到汇集； 森林恢复过程中植被可以大量汇集大气
中的碳，而由于农田耕种历史不同以及土壤空间异质性，导致土壤碳汇集速率差异极大； 保护性农田管理
措施（ 诸如免耕、合理的种植制度、化肥的施用等） 可以影响土壤理化特性、作物根系生长以及残茬数量
和质量、土壤微生物数量和活性，维持和提高土壤碳含量水平． 土地利用碳排放核算主要从陆地生态系统
的植被碳和土壤碳入手，综述了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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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人类开始普遍关注有关
全球碳循环的研究，特别是导致全球变暖和碳排放
增加的人类活动，如化石燃料的燃烧和土地利用活
［1］
动对碳排放的影响 ． 其中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
影响最大的人为驱动因素之一要算土地利方式的变
化，其对大气 CO2 浓度急剧增加的影响仅次于人类
［2］
燃烧化石燃料 ． 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的影响表现
在两方面： 一是直接影响土壤有机碳的分布及含量 ，

土地利用碳排放机理
［5］

对陆地碳汇形成机制的影响可分为两大类 ：
第一类是影响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生长以及腐烂分
解速率的生理代谢机制，包括有效营养物质的增加、
大气 CO2 浓度增加、气温升降、降雨变化，以及能够
提高森林生长速率的任何生态机制，而这些机制往
往受到人类活动的间接影响； 第二类是干扰和恢复
机制，包括自然干扰和土地利用变化和管理的直接
［6］
影响 ．

二是间接影响土壤有机碳的含量和分布 ，间接影响

1． 1

是通过影响与土壤有机碳的形成和转化有关的因
［3］
子 ．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会导致大气 CO2 浓度的增

1． 1． 1

加，其主要是因为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会导致土壤
中的碳素释放到大气中，从而导致土壤储存的碳和
植被生物量减少，而大气 CO2 浓度的增加又会进一
步影响全球变暖和与大气 CO2 浓度增加有关的气
［4］

候变化

． 因此，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机理和效

应成为当今的一个研究热点问题 ．

生理代谢作用及生态机制
CO2 施肥作用

主要在热带的全球 CO2 施

［7］
肥作用形成了 0． 5 ～ 2． 0 Pg C / 年的碳汇 ． 然而有
研究表明，温度的升高会抵消甚至超过 CO2 施肥作
用带来的 NPP 增加，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温度的升高
［8］
可能导致微生物异养呼吸作用的增强 ． 一些实验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营养物质的限制，在未来 50 年
内当 CO2 浓度增加至 550 ～ 650 mg / kg，NPP 将在超
［9］
过目前 10% ～ 20% 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 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对土壤碳循环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以下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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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 1） CO2 浓度的升高对气候变化有驱动作用，
［10］
这就加速了土壤有机碳的分解 ； （ 2） CO2 浓度升
高会刺激土壤微生物种群的增长，主要是因为 CO2
浓度的升高增加了微生物的碳供应和根系的碳通
量； （ 3） 大气 CO2 浓度通过影响地表植被的生长来
影响土壤碳的归还量，特别会对凋谢物的分解速度
［11］
造成影响 ； （ 4） 大气 CO2 浓度的升高促进光合作
用的进行，然而光合作用产物主要分布在植物根系
的生长和分泌物的增加这两种形式，这就导致了土
壤碳的积累和循环过程会受到根系生长和吸收能力
［12］
变化的影响 ．
1． 1． 2 氮沉降作用 生态系统 NPP 增加有很多限
［13］
制因子，其主要限制因子是有效态 N 的不足 ． 森
林氮沉降的这种施肥作用不仅能延长土壤有机质的
［14］
滞留时间，还可以促进 NPP 的增加 ． 全球人为氮
沉降的增加导致了约 0． 2 ～ 2． 0 Pg C / 年碳汇的增加
（ 主要发生在北半球） ［7］． 然而沉降的氮很大一部分
并没有为植物所用，其可能被固定在土壤中，也可能
［5］
流失到生态系统之外 ． 此外，生态系统的氮积累
有一定的限度，如果到达了一定程度，就可能出现氮
［10］
饱和现象 ，也有可能在超过某个临界值后，生态
系统的氮 积 累 会 引 起 生 态 系 统 退 化，从 而 减 少 碳
［15］
储量 ．
1． 1． 3 污染 如 SO2 和臭氧等诸多污染物质会直
接影响到光合速率，其主要是通过增长叶面积来减
缓光合速率，或是通过进入气孔来破坏光能合成组
［13］
3－
2－
织 ． 降雨会导致 NO 和 SO4 沉降，沉降又进一
步引起土壤酸化，土壤酸化再次造成以下 3 种影响：
（ 1） 削弱了有效营养元素（ Ca2 + 、Mg2 + 、K + ） 的吸收；
（ 2） 增强了 Al 的流动性和毒性； （ 3） 增加了森林土
［16］
壤中 N 和 S 的储量 ． 臭氧浓度的升高会减缓森林
［17-18］
，臭氧对森林 NPP 的危害比例将呈现
生长速率
增长趋势，可能从 1990 年的 25% 增加到 2100 年的
50% ［19］． 尽管臭氧和酸雨对 NPP 的影响通常是引
起其减少，但这两者对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实际影
响程度目前人们还不能确定． 如果它们减少有机质
分解的作用大于减少 NPP 的作用，也许能引起碳储
［5-6］
．
量的增加
1． 1． 4 气候变化 UNFCCC 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
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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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候改变 ． 气候变化 （ 例如温度、湿度和辐射变化
等） 通过影响光合作用 （ 碳的输入 ） 和呼吸作用 （ 碳
的输出 ） ，进 而 影 响 陆 地 生 态 系 统 的 碳 汇 形 成 机
［6］
制 ． 而且全球气候变化也会通过影响土壤呼吸 ，
进而影响土壤碳储量，这种影响包括短期影响和长
期影响． 短期内的气候变暖会降低土壤的碳储量 ，因

2013 年

为它能够引起异养呼吸增加，然而生态系统的呼吸
作用对温度变化的适应程度很强，因此长时间尺度
［13］
内呼吸速率并不是温度的线性增函数 ． 而且在温
度升高的同时，土壤中有机营养元素 （ 有机氮等 ） 的
矿化速率加快，这有助于植物中有效营养的吸收和
NPP 增加［21-22］． 除一些沙漠外，土壤呼吸随温度的
升高而增强，这可以从集中于土壤变暖的研究中找
［23-26］
． 温 度 每 升 高 10 ℃ ，土 壤 呼 吸 的 增 加
到依 据
［27-29］
． 研究表明，土壤
值，即 Q10 关系值大约为 2． 0
CO2 的排放率与地表温度之间具有极显著的指数函
［30］

数关系 ． 几乎所有全球气候变化的模型都预测土
［31-32］
，而全
壤碳的损失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之一
，
球变暖将促进土壤碳素损失 尤以热带生态系统为
［33］
敏感 ．
1． 2

干扰和恢复机制

导致陆地碳循环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土地利
用方式的变化，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退化生态系统
的恢复以及土地利用的管理方式等途径可以改变植
被和土壤的碳库．
1． 2． 1 土地利用变化 土地利用变化有渐变和变
［34］
换型之分 ． 土地利用渐变是指对生态系统过程、
群落结构、种群动态产生明显影响，但不发生土地利
用类型的变化以及植被类型的变化，如天然林向人
工林的转变、传统粗放农业向现代集约农业的转变 、
草场过度放牧引起的生态系统退化等． 土地利用变
换型是指由一种土地利用类型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
用类型，这就会引起附着在土地上的植被功能型发
生变化，如林地 （ 森林生态系统 ） 向草地 （ 草地生态
系统） 的转换． 渐变型土地利用方式通过不断地积
累也可导致变换型的发生． 总体来看，土地利用变化
对陆地碳贮量的影响取决于生态系统类型 （ 植被类
［35］
．
型） 和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 地类的变化）
1． 2． 2 土地利用管理和退化生态系统恢复 生态
系统的恢复、保护与管理实践可以储存、维持和增大
［36］
土壤碳库 ． 人为干扰因素 （ 如森林砍伐与土地开
垦） 对土壤生态因子的影响较大，随着干扰程度的
加剧，土壤理化性质将会变差，进而引起土壤有机质
含量的下 降，最 终 会 导 致 土 壤 稳 定 性 团 聚 体 减 少
30% ［37］．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PCC） 的《土
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特别报告中指出，森
林砍伐会导致 CO2 排放量的增加，而通过造林和再
造林措施可以降低 CO2 排放量，其量从 1． 79 Pg C /
［6］

年降低到 1． 20 ～ 1． 59 Pg C / 年 ，退化生态系统的
恢复以及土地利用管理水平的提高会增强陆地生态
系统的碳汇，据估计由于提高土地利用管理水平 ，
2010 和 2040 年将分别达到 1． 3 和 2． 5 Pg C / 年［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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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

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土地利用的变化造成陆
地生态系统向大气输入的净碳通量为 2 Pg / 年，其中
绝大部分来自热带地区，其中由林地转化成农田和
草地的释放量约占 85% ，森林砍伐后收获木材及木
［39］
． 1850—1990 年，由
材加工品释放的碳约占 15%
于土 地 利 用 变 化 而 引 起 的 CO2 释 放 到 大 气 中 约
124 Pg C，大概相当于同时期化石燃料燃烧释放量
的一半，其中主要是来自森林生态系统 （ 约为 108
Pg C，其中热带森林占 2 /3，温带和极地森林约占 1 /
3） ，其余少量的释放主要是中纬度草地的过度放牧
［40］
和农田耕种引起的 ． 总的来看，土地利用对陆地
生态系统碳贮量的影响取决于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35］
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 ．
2． 1 森林、草地、湿地、农田等土地覆被类型间的
转换
许多研究表明，林地转变为耕地后会导致有机
碳的损失，主要表现在 20 ～ 30 年内，而损失量多达
20% ～ 50% ，其中大部分的损失来自于地表有机质
的侵蚀，而在这期间变化速率最大的时候是在用地
［41-42］
． 之后变化速率会逐渐
类型转变的最初几年里
降低，降低至一定水平会逐渐达到平衡 （ 大约是原
来森林的 50% ） ，主要是在 20 年内，并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林地转变为耕地后有机碳的损失依自然植
被类型、气候变化、土壤类型、管理方式和时间的变
［43-44］
． 就全球尺度而言，森林转变为农田
化而变化
土 壤 有 机 碳 储 量 平 均 下 降 幅 度 为 20% ～
40% ［41，44-45］． 天然林向耕地转变对土壤有机碳的影
响表现在两方面： （ 1） 由于植被面积的减少，造成陆
地表层的土壤有机质输入量减少； （ 2） 人类活动对
陆地生态系统表层土壤的产生干扰，从而减少了表
层土壤有机碳的输入，例如人类在对耕地的管理过
［46-47］
． 同时翻耕改变了土壤温度、湿
程中除草活动
度、空隙状况和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环境 ，这样会使土
壤变得疏松，增强微生物活性，从而加快土壤有机质
［48］
的分解与消耗速率 ． 有研究结果显示，在林地转
变为草地 12 ～ 25 年 左 右 土 壤 有 机 碳 含 量 将 减 少
4% ～ 22% ［49-51］，也有研究发现林地向草地转变会
［52-57］
，有的研究
导致有机碳蓄积量增加 9% ～ 10%
假设热带森林转变为草地和牧场时，发现土壤碳将
［58-59］
．
损失大约 25%
据估计，草地中的碳量存储在土壤中的量占总
量的 90% ，其余 10% 存储在生物量中，在草地中贮
存的 碳 总 量 约 为 266． 3 Pg，占 陆 地 生 态 系 统 的
12． 7% ［60］． 大多数研究表明： 草地开垦为农田会使

． 与森林转变为
土壤碳素总量损失 30% ～ 50%
农田引起土壤有机质损失的机制相似，草地转变为
农田也表现在 2 个方面： （ 1） 草地开垦为农田过程
时的挖掘和耕耘等活动会导致草地贮存在土壤中有
机碳的大量释放； （ 2） 开垦活动改善了土壤的温度
和湿度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壤的呼吸作
［2］
用，加速了土壤有机质的分解 ．
农田转变为森林或草地，或是通过土地撂荒和
自然演替转变为牧场等，一般会导致土壤有机碳增
［2］
加 ． 有研究人员以中国黄土高原地区为例，对其
退耕还林后土壤有机碳储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实
施退耕还林后，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将
30 年后，黄
明显增加，如果对其实施分步优化退耕，
土高原土壤有机碳储量可增至 1 266． 8 Tg，而整个
［62］
． 耕地转
地区的有机碳储量总体可增长 19． 21%
变为草地对土壤有机碳蓄积量增加的作用主要来源
［2］
于生物量以及凋落物 ． 耕地和草地转化为林地的
初期土壤有机碳含量会降低，然而随着人工林的恢
复，土壤有机碳也能够逐渐恢复平衡态 ，而且新的土
壤有机碳达到平衡的时间会因地区以及树种的不同
［63］
而表现出差异性 ．
湿地转变为农田和林地会导致土壤碳储量的降
低，据估计，在过去近 200 年中，湿地开垦后土壤碳
［64］
［65］
素损失约为 4． 1 Gt ． 宋长春等 对三江平原开
垦后土壤碳变化的研究证实了湿地及垦殖后农田土
壤呼吸通量与土壤温度 （ 0 ～ 5 cm） 呈正相关关系，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温度与土壤 CO2 通量呈弱的相
［66］
关关系，但受光照辐射条件的影响较大 ．
2． 2 农用地、未利用土地等向建设用地的转化
导致植被中碳储量减少的原因中耕地向建设用
地转化是主要的，然而在不同区域耕地转化为建设
用地对植被碳储量变化的影响不同，且不同土地利
［67］
用类型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 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向
建设用地的转化也会对土壤碳库产生影响 ，土地转
化为聚居地的过程中，会带来之前用地类型上城镇
的发展和扩展，从而引起土壤中的机械性扰乱、发展
中土壤的掩埋或收集等现象，进而影响土壤碳库． 例
如，近年来江苏省建设用地对碳排放的贡献率达到
很到的水平，最高甚至达到 96% 以上，据统计，江苏
［68］
省建设用地的碳排放每年可达0． 109 Pg C ．
2． 3 农业生产活动对碳循环的影响
翻耕强度的加剧会加速土壤呼吸速率，并且在
耕后 的 很 短 时 间 会 激 发 土 壤 CO2 通 量 的 释 放 高
［69］
峰 ． 高强度的农业生产活动 （ 例如翻耕等 ） 会导
致土壤呼吸强度增加，加速土壤有机质的分解，从而
［70］
使贮存在土壤中的有机碳减少 ． 同样传统的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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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也会导致土壤碳的流失，有数据显示传统耕作
［71］
每年导致了土壤中碳流失大约为 0． 8 Pg ．
施肥对土壤碳的影响表现在单施肥 、配合施肥、
施肥类型以及土壤类型等，研究发现单施化肥或配
施有机肥均表现为碳的净固定，而不施肥则表现碳
［72］
的净排放 ． 对于红壤旱地，如果坚持长期有机肥
料与无机 肥 料 配 合 施 用，土 壤 有 机 质 会 从 开 始 的
11． 5 g / kg 上升到 24． 3 g / kg［73］． 对于玉米和小麦轮
作植物，轮作期内土壤年呼吸总量在施用有机肥时
显著高于单施化肥，土壤呼吸量不会因为有机肥施
［74］
用量的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 ． 在免耕农田施加氮
肥，其土壤呼吸速率会因为微生物的活性减小而减
缓，天然草场的土壤呼吸速率也可能在施肥后有所
［75］
降低 ． 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植被类型、不同肥料
类型、施肥方式的不同和施肥时间的长短等都会对
土壤呼吸产生不同的效果，施肥对土壤呼吸的影响
［76］
也不一样 ．
轮作是保持和提高农业生态系统持续性的重要
［77］
管理措施 ． 粮草轮作以及在轮作中增加有较高生
物量产出和较高秸秆碳氮比的作物的种植 ，结合秸
秆还田可以有效地降低传统种植制度对土壤有机碳
的衰减效应； 栽培作物的顺序不同也会影响作物根
系和作物残体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对土壤有机碳产
［78］
生影响 ．
2． 4

土地利用管理对碳存储的影响

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以及管理作为陆地碳汇形
成原因之一，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造林对
陆地碳汇最明显的影响是在人工林生物量中积累
碳，与生物量相比，积累在土壤中的碳要少得多． 人
工造林的碳汇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木材的末
［77］
端应用 ． 所以，目前碳循环研究开始从原来的对
植被碳和土壤碳研究转向包括木材产品中的碳研
究，许多计算造林碳吸收模型都包含了对木材产品
［78-79］
．
中的碳模拟
从时序上看，中国土壤有机碳库损失的主要途
径有生态退化、土壤侵蚀和湿地开垦 3 大类，从区块
上看，中国土壤有机碳库损失可能主要发生在生态
［80］
［81］
系统严重退化的地区 以及湿地开垦地区 ． 城
市绿化以及农业四旁绿化实际上具有相当的碳汇能
力，然而这类研究往往被忽略．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随着中国农田防护林建设以及四旁绿化造林活动的
［82］
增加，植被表现出来的碳汇相当可观 ． 而且城市
森林的生物量和生长量比草坪、花坛和灌丛要大得
多，就以广州市城市森林生态系统为例 ，研究发现建
成区的林地净固碳以地上植被部分为主 ，而土壤固
［83］
碳量不足前者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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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碳排放核算

与陆地碳循环密切相关的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
包括： 林地、草地和农田的相互转化； 旱地与湿地的
相互转化； 木本植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引起的土地
［35］
覆被 变 化； 城 市 用 地 与 非 城 市 用 地 的 转 化 ．
《1996IPCC 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把其分为： 林地与草
地的相互转化、森林与其他木本植物生物量的变化 、
土地使用 后 的 废 弃、贮 存 在 土 壤 中 有 机 碳 的 量 变
［84］
化 ．《2006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则引入
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
［38］
GPG-LULUCF》
中使用的 6 种土地利用类别 （ 即
林地、农田、草地、湿地、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 ） ，并
将这些土地类型进一步细分为保持型土地利用方式
［84］
的土地和转化型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地 ． 目前来
看，可较全面、综合地评价土地利用的碳排放效果的
［85］
体系属 IPCC2006 的体系 ．
3． 1

陆地生态系统碳排放核算进展

现如今，人类活动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
的影响越来越强烈，其中通过对土地利用类型的改
变以及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来影响陆地生态系统植
［86］
被和土壤的碳蓄积量 ，土地利用方式和覆被变化
以及土地利用管理等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平衡的影响
［87］
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内容 ．
3． 1． 1 植被碳 陆地生物圈中，森林植被是主体，
［88］
． 陆地生态系统植
约占离地生物量总量的 85%
，
被碳核算 的 模 型 有 很 多 其 中 包 括 中 国 科 学 院 在
1988 年建立的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 CERN） ，这
个网络包括了农田、森林、草地、沙漠、沼泽、湖泊、海
洋等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的试验站 ，
这些试验站主要是用来对植被生产力进行长时间的
［89］
生态系统监测，并可以定点定位观测 ． 1990 年代
中期开始，研究者们开始进行野外实测，并将野外实
测资料与中国森林资源清查资料结合，开始从国家
［90］
尺度对森林生物量及其变化进行探讨和估算 ． 在
最近的 20 多年中，有研究显示，森林碳库由 70 年代
到 1998 年增加 0． 37 Pg C，这主要由于人工造林在
［91］
这 20 多 年 增 多 ． 之 后，研 究 人 员 发 现 了 China
Flux 模型，这一模型是采用涡度相关技术，这一技术
［92］
能够长期观测较精确的生态系统生产力 ． 后来，
研究者在模型和分析技术上有所提高，开始进行生
产力的模型模拟和空间格局分析，这些分析是基于
［85］
大量生产力测定和通量观测工作 ．
3． 1． 2 土壤碳 对土壤碳的研究，大多数是以中国
第 1 次土壤普查资料以及第 2 次中国土壤普查资料
为基础，有学者在此基础上结合了 1∶ 400 万中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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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分布图进行估算，结果显示中国土壤总有机碳库
为 100 Pg（ 其中不包括台湾省 ） ，也有学者只运用第
2 次中国土壤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得出的结果为
92 Pg［93-94］． 近 10 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不再采
用单一的土壤普查资料，有的采用第 2 次中国土壤
普查资料并结合生态系统植被、土壤碳库分配模型，
还有一些以不同比例尺的植被图和土壤图为面积依
据来估计，在测定的精确性上，研究成果也有所提
［85］
高 ． 有研究对第 2 次中国土壤普查资料进行刷
选，对同一地区中具有相同土壤属性和气候条件的
耕地土壤与非耕地土壤样本进行的配对检验 ，结果
显示这两者的土壤有机碳储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在总体上会导致了土壤碳的
［95］
释放 ．
3． 2

能源和工业源碳排放核算进展

目前，很多研究人员从宏观分析层面对国家碳
减排进行分析，并以国民经济增长、综合能源的消耗
［68］
及化石燃料的消费作为基础资料 ． 这是因为近几
十年来化石燃料燃烧、产品使用和生产工艺等对大
气 CO2 浓度增加的贡献率达到 70% ～ 90% ． 一方
面，农用地中林地、草地、农地，以及建设用地中商业
用地、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等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
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大多相同 ； 另一方面，建
设用地是能源和工业源碳排放的主要土地利用方
式．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非建设用地向建设用
地转化的刚性需求是存在的． 这也就表明，能源和工
业源碳排放也是由于土地利用方式向建设用地转化
［85］
刚性所导致的间接土地利用碳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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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影响着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储量，学者们从植被
碳和土壤碳对土地利用碳排放进行核算 ． 植被碳核
算方面，草地、灌木、农田、湿地等生态系统植被碳循
环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森林碳储量方面； 土壤
碳核算方面，中国对土壤碳汇的测算数据甚少 ，研究
主要集中在土壤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有机碳的
影响方面． 然而，目前的研究没有对土地上所承载的
自然过程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统筹起来 ，全面考虑
碳排放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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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ation of the Effects of Land Use Changes on Carbon Emission
ZHANG Ting1 ，CAI Hai-Sheng2* ，WANG Xiao-ming
（ 1． Agriculture and Ecology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Poyang Lake Watershed in Jiangxi Province，
Jiangxi Agriculture University，Nanchang Jiangxi 330045，China；
2． Ecology Key Laboratory of Poyang Lake in Nanchang，Jiangxi Agriculture University，Nanchang Jiangxi 33004，China）

Abstract： Bases on the impact of a major ecological mechanisms of the terrestrial ecosystem carbon stocks （ CO2 fertilization effect，increased nitrogen deposition，pollution，global climate change，land use change and land management） ，the impa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terrestrial ecosystem structure and function was described，as well as changes of system carbon stock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land use carbon emissions from land-use change and
land management，deforestation into farmland and grassland greatly reduces ecosystem vegetation and soil carbon
storage． Farmland and grassland abandonment revert to forest，and the use of farmland protective management measures，can make the atmosphere in the vegetation and soil carbon get together． The forest vegetation recovery progress
can collect a lot of pooled atmospheric carbon，however，because of farmland farming history and different soil spatial heterogeneity，which lead to soil carbon collection rate vary enormously． Protective farmland management measures （ such as zero tillage，reasonable cropping system，fertilizer application，etc． ） can affect the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crop root growth and residue quantity and quality，soil microbial quantity and activity，maintain
and improve soil carbon content level． Land use carbon emissions accounting mainly from vegetation and soil carbon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 carbon，review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land use change； carbon emission； mechaniz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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