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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 
本指南适用于大型农场、个体认证农场和团体管理。 
 

什么是致温室效应气体（温室气体）？ 

致温室效应气体（简称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能够吸收和再释放热量，从而使地球大气层温度
升高的任何气体。温室气体自然存在于地球大气中；然而，人类活动（譬如燃烧化石燃料）正

在增加大气温室气体水平。温室气体水平增加会引起地球大气温度升高，导致气候条件（如降

雨量、温度）的变化。 
 

如何计算温室气体？ 

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主要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一氧化二氮（N2O）。这

些气体中的每一种释放到大气中时都会导致不同严重程度的温室效应，具体视各气体在大气中

持续的时间和气体吸收的热量而定。二氧化碳当量（CO2e）一词是用来描述所有温室气体的

标准单位。使用 CO2e 可以将三种气体统一表示为数字，并可以进行同类比较。这是本标准中

要求 6.9.1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和指标的技术测量单位。 

 

为了计算温室气体净排放量，需要确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活动和过程。净排放量的计算

方法是将农场上不同来源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二氧化碳当量计）相加，然后从中减去任

何温室气体清除量。温室气体清除量是指由于良好的作物管理和树木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而

被捕获的碳量。 计算温室气体净排放量的核心要素如下图 1 所示： 
 

 
图 1：计算温室气体净排放量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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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中的温室气体 

 

 

主题 6.9 温室气体减排包含单个自选智能计量表（6.9.1）。智能计量表由证书持有者使用，证

书持有者希望测量和减少生产和/或加工操作中农场主要来源的温室气体（GHG）排放。必须

考虑的关键领域包括化石燃料和电力、肥料、土地利用变化、废物和废水的排放。本文件为生

产商提供了满足要求的相关指南。 

 

对于证书持有者，遵守这一要求所需的四个主要步骤如下： 

• 记录并量化温室气体净排放量。 

• 建立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 制定并实施达到减排目标的策略。 

• 每年监测目标。 
 

为了记录和估计排放量，雨林联盟建议使用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 IPCC）

第 2 级方法的凉爽农场工具（CFT）（https://coolfarmtool.org/）。CFT 是最简单、最全面、

最容易获得的温室气体计算工具之一，有助于生产商计算作物产品的净碳排放量。 

 

凉爽农场工具支持农户确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活动和过程。该工具还使农户很容易确定

能够减少排放量或增加温室气体清除量（碳捕获和碳吸收）的做法。它确定了对减少温室气体

净排放量产生最积极影响的做法。但并未强行要求使用该工具。也可以使用其他任何知名标准

或方法进行温室气体量化工作。 

 

一旦农场或团体管理者计算出温室气体排放量，就需要制定目标，并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

。应将生产商制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为实现这些目标而确定的战略纳入温室气体减排计划

中，并作为农场管理计划的一部分。应定期监测和每年更新温室气体减排计划。这将使管理者

更容易跟踪在智能计量表中测量的进度（6.9.1）。 

 

 

➢ 自选智能计量表 

 

要求 6.9.1生产商记录生产和加工作业中主要来源的温室气体（GHG）净排放量。包括使用化

石燃料和电力、肥料、废物和废水以及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排放。 

 

生产商制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制定和实施实现目标的战略，并每年对照这些目标进行监

控。 

 

指标： 

- 上述来源的温室气体年净排放量总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当量） 

- 每单位最终产品产生的上述来源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当量/每

单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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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凉爽农场工具的见解 

凉爽农场工具可在全球所有国家使用，并可在线获取。凉爽农场工具并不针对特定作物。凉爽

农场工具把排放分为三组活动（或范围）： 

• 范围 1：组织活动或其控制下的活动产生的所有直接排放量。   

• 范围 2：组织购买和使用的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量。  

• 范围 3：组织活动产生的所有其他间接排放量，即，非组织拥有或不受组织控制的来

源产生的排放量。  1  

凉爽农场工具中预先选定了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范围。但农户不必根据下表中列出的凉爽农

场工具的所有 3 个范围来评估其排放量。农场管理和团体管理可仅侧重于范围 1 和范围 2。此

外，供应链成员还可以利用凉爽农场工具对其排放量进行量化和监测，并实施和监测减排。 

 

范围定义 凉爽农场工具中具备的范围 

范围 1：所有直接排放量 

农场边界内或农场拥有或控制的直接排放量

和排放清除量。 

 

• 燃料和能源使用（农场和签约使用） 

• 土壤管理实践 

• 合并的作物残茬 

• 肥料和生物量投入 

• 土地利用变化 

• 林地固碳 

• 废物和废水 

范围 2：与电力使用相关的间接排放量 

与农场或团体管理场所用电产生的相关排放

量。 

• 生产用电 

范围 3：所有其他间接排放量 

与农业系统投入的生产、加工和分配相关的

间接排放量。还包括机器、建筑材料和农场

基础设施中的嵌入排放量。 

• 肥料生产 

• 初级处理 

• 主要分配 

表 1：凉爽农场工具中的净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范围。2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必须与特定时间段（时间边界）和特定地理区域（空间边界）有关。雨林

联盟建议收集数据，并按照年度周期每年计算排放量。空间边界应包括认证农场地理边界内的

所有活动，受生产商控制并受农场活动影响。必须记录农场或农场单位中增加的任何额外区域

，并纳入计算中。从农场或农场单位移走的任何土地必须从计算中排除，包括该土地上有助于

减少排放量或计为清除排放量的任何活动。在收集数据输入凉爽农场工具之前，每个生产商或

团体管理者必须明确定义农场的空间边界。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在文档中添加描述边界的地图

。 

 

 

 

 

 

 

 
1更多信息，请参见温室气体核算体系（https://ghgprotocol.org/） 
2摘自 https://www.goldstandard.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ft_methodology_-_draft_for_public_comment_v1.pdf 

https://www.goldstandard.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ft_methodology_-_draft_for_public_comment_v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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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选智能计量表的实施（6.9.1） 

步骤 1：记录并量化温室气体净排放量 
 

1.1 记录并保存农场生产和加工中的所有温室气体来源，至少包括以下来源：化石燃料和电力

；土地利用变化；农业废物和废水；肥料。凉爽农场工具中涵盖并考虑的排放包括 CO2、

CH4 和 N2O。下表提供了凉爽农场工具所涵盖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的一些例子。 

组成部分 温室气体排放源活动 描述 温室气体 

作物管理 

土地利用转换 
由于其他土地转换为农业用地，土壤和生

物量碳储量产生变化。 
CO2 

耕作变化 耕作实践导致的土壤碳变化。 CO2 

肥料的使用 
肥料生产过程中的排放，以及施用肥料的

沥滤等过程。 
CO2, N2O 

杀虫剂的使用 使用机械施用杀虫剂产生的排放。 CO2 

残茬管理 由于作物残茬的处理方式导致的排放。 CH4, N2O 

覆盖作物 
由于覆盖作物的生长，并将残留物掺入土

壤中，引起土壤碳变化。 
CO2 

粪肥管理 由于施用粪肥而产生的排放。 CH4, N2O 

家畜饲料 家畜饲料生产中产生的排放。 CO2 

燃料 能源使用 

现场作业中使用能源产生的排放，例如耕

作、铺展等。 
CO2 

初级处理中使用能源产生的排放。 CO2 

灌溉过程中使用能源产生的排放。 CO2 

用于运输农场投入品和产品的能源排放。 CO2 

废物 废水 废水中有机物分解产生的排放。 CH4 

表 2：凉爽农场工具中涵盖的温室气体排放源3 

 

1.2 确定在农场上进行的有助于捕获碳的农场活动。下表提供了一些碳库的例子，这些碳库可

以捕获凉爽农场工具中包含的碳。 

碳库 项目 

地上树木和非树木生物量 茎、枝、皮、草、草本植物等。 

地面以下树木和非树木生物量 草、树、草本植物的根。 

枯木 站立及倒下的枯木。 

杂物 落叶、掉落的小树枝。 

土壤有机碳 有机材料。 

木制品 家具、建筑材料等。 

表 3：凉爽农场具中包含的碳库4 

 
3 摘自 https://www.goldstandard.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ft_methodology_-_draft_for_public_comment_v1.pdf 
4 摘自 https://www.goldstandard.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ft_methodology_-_draft_for_public_comment_v1.pdf     

https://www.goldstandard.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ft_methodology_-_draft_for_public_comment_v1.pdf
https://www.goldstandard.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ft_methodology_-_draft_for_public_comment_v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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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使用凉爽农场工具（点击此处获取）计算每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温室气体净排放总量是

农场活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减去碳固存量（见上文碳库）。 

1.4 有效利用该工具计算每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需要以下数据：5 

组成部分 数据要求 

作物数据 

• 作物类型 

• 收获年份 

• 耕作面积 

• 总产量 

• 净产量 

• 农作物残茬数量及管理制度 

• 副产物（副产物类型和相对于主要作物的相对价值） 

 

 

• 结构 

• 有机物百分比 

• 水分平均值 

• 排水 

• 酸度 

农场投入 
• 肥料施用（施用量重量/面积、施用方法、类型、肥料重量） 

• 作物保护投入（杀虫剂、熏蒸剂、杀菌剂——施用目标和剂量） 

燃料和能源 

• 能源（例如，汽油、电力） 

• 消耗量（例如，加仑、千瓦时、成本） 

• 类别（例如，田地（耕地）和加工设施（例如干燥器） 

• 废水（体积、处理工艺） 

用水 • 灌溉能源使用 

碳变化和碳固存 

• 关于土地利用转换的数据 

• 土地耕作年限超过 20 年 

• 覆盖作物种植或销毁 

运输6 

• 方式 

• 每种运输方式和每次事件的货物重量 

• 每个模式和每次事件的运输距离 

表 4：凉爽农场工具中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计算的数据要求 

1.5 计算茶叶、干可可豆等最终产品每单位产生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例如，吨二氧化碳当量/

每千克干可可豆）。即，将每年净总碳当量排放量除以同一报告期间的总收获产量。 

 

1.6 该时期量化的温室气体成为减排目标的基准期。 

 

第 2 步：建立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2.1 根据上述计算，设定低于以上第 1 步量化的排放水平的减排目标（例如温室气体净排放量

减少 5%），包括实现减排的具体期限（例如三年）。 

 
5 此处提供了数据收集模板，以便于录入凉爽农场工具的数据收集过程。 
6 每个运输事件应单独收集数据。 

https://app.coolfarmtool.org/account/login/?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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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为每种排放源设定减排目标，这些目标将有助于减排总值（例如，通过减少废水量和将废

水处理改为更节能的方法，使废水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25%）。 

 

第 3 步：制定并实施达到减排目标的策略 
 

3.1 使用凉爽农场工具运行 “假设” 场景，以不同于当前实践的方式来查看可以实现的减排收益。  

3.2 确定有助于实现第 2 步中确定的减排目标的适当活动。下表给出了一些有助于农场减排的

活动示例，如凉爽农场工具所示。 

 

组成部分 活动 示例 

作物管理 

1. 保护性耕作 从传统耕作向少耕转变。 

2. 减少/转换/改善肥料使用 

减少施肥量。 

从无机肥料转为有机肥料。 

改进肥料的施用。 

3. 减少杀虫剂使用 
减少杀虫剂用量/剂量。 

覆盖护根。 

4. 残茬管理 使用堆肥。 

5. 覆盖作物 在农场种植任何覆盖作物。 

6. 混农林 整合遮荫树，例如与咖啡混作。 

7. 改善粪肥施用 改变粪肥施用方法。 

能源使用 

8. 减少/避免能源使用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 

改变田间活动中使用的能源来源/类型。 

改变初级处理中使用的能源来源/类型。 

改变灌溉中使用的能源来源/类型。 

改变运输中使用的能源来源/类型。 

9. 减少/避免废水排放产生

的温室气体 

减少废水量。 

改变废水处理方法。 

表 5：有助于农场减排的活动 

3.3 为减排活动制定时间表，并将这些目标和时间表纳入温室气体减排计划。该计划也应作为

管理计划的一部分纳入。 

3.4 实施计划中的活动。 

 

步骤 4：每年监测目标 
 

4.1 保存一份农场日志，以记录农场活动数据和农场采取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监测有助于衡

量和跟踪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做的努力。 

 

4.2 每年至少一次，将温室气体减排总量与农场管理计划中所包含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进行比

较。 

 

4.3 按照本指南 1.5 的规定，对最终产品产生的单位净排放量进行新的计算。确保还考虑到了

生产量的变化，因为这将影响整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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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比照为每种排放源设定的减排目标，对比作为温室气体排放源的每种特定农场生产和加工

活动所实现的减排量。 

 

4.5 确定尚未达到目标的任何领域。确定为什么没有达到这些目标，以及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来

解决这些问题和改善这些领域的温室气体减排。 

 

4.6 确定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任何其他领域，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采取哪些行动。 

 

4.7 在第 4.5 和 4.6 步中确定的行动应列入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并作为下一年农场管理计划的

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