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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森林对人类福祉的贡献是非常广阔和深

远的。森林在消除农村贫困，确保粮

食安全和提供体面的生计上起着基础性的作

用。它们提供前景良好的中期绿色增长机

会，并提供重要的长期生态系统服务，比如

清洁的空气和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气候

变化的减缓。

林业在粮农组织的战略框架中占据重要

地位，这个战略框架大力促进一个解决有关

粮食生产、农村发展、土地使用和自然资源

的可持续管理等重大问题的综合途径。

然而，为了从当前和后代的利益出发明

智地管理我们的森林，至关重要的是对世

界森林的状况和发展的趋势有一个清醒的 

认识。

全球森林资源评估（FRA）恰恰能让我

们做到这一点。自从1948年第一份FRA发布

后，粮农组织定期汇报世界森林的状况， 

为国际社会提供最好的可用信息和技术。

FRA 2015正处于一个森林和可持续发展

的决定性时期。现在面向2030年的发展议

程已被制定，包括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对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来说，森林和它们在

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上的作用和服务 

至关重要。

一个全球性和包容性的气候变化协议 

——其中森林是一个关键部分——于2015年

12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会议达成，并已由195个国家签署。 

2015年并有第十四届世界林业大会在南非

德班举行。作为这十年来最大的国际森林

事件，大会第一次在非洲举行并发布了FRA  

2015。

FRA 2015显示出一个鼓舞人心的降低毁

林率和森林碳排放量以及增加可持续森林 

管理能力的趋势。所收集信息的可靠性也 

大有提高——国家森林评估应用于大约83％

的全球森林面积，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一个

实质性的增长。

可以得出两大结论：一、我们现在对 

世界森林的状况拥有丰富可靠的信息； 

二、变化的趋势是积极的，在世界的所有

地区都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例子。 

不过，这种积极的趋势有待加强，尤其是在

那些进展缓慢的国家。

FRA 2015是各个国家、包括约300名国

家协调员、合作伙伴和粮农组织共同努力的

结果。由六个合作伙  伴和流程开展的森林资

源协同问卷调查涵盖了世界森林的88％。这

种持续的合作努力正在改善数据的一致性并

同时减轻各国的报告负担。此外，FRA 2015

还首次引入数据质量指标。

评估结果有各种格式可供选择，包括 

本综合性文件、一份包含汇总表格的案头参

考和一份《森林生态与管理》杂志的特刊。

FRA 2015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我鼓励

你们对本报告所包含的信息加以充分利用。

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

粮农组织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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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森林变化情况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森林和森林管理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来说，这一

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积极发展。尽管在全范围

内，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对粮食和土

地需求量的增加，世界森林面积持续下滑， 

但森林净损失率减少了50%以上。同时，人

们对可持续森林管理（SFM）关注达到了空

前的高度：更多的土地被划分为永久性森

林，更多的测量、监测、报告、规划和利益

相关者的参与在进行之中，有关SFM的法律

框架得到了普遍的采用。在森林不断满足人

们对林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

更大区域被划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1990年全世界共有41.28亿公顷的森

林，到2015年面积已减少到39.99亿公顷，

森林占全球陆地的面积则由1990年的31.6%

减少到2015年的30.6%1。然而，砍伐森林或

森林转化为其它用地比这更为复杂。森林的

增减无时不在发生，并且即使使用高分辨率

卫星影像来监测森林的增加也非易事。天然

林和人工林面积的变动随着国情和森林类型

的不同也明显相异。

我们可将森林面积的变化描述成一个 

增长（森林扩展）和减少（森林砍伐）的过

程。森林总面积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一幅 

全部森林资源组合正在如何改变的画面。 

天然林面积的变化也许是一个较好的关于 

自然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动态的指标。

1990年至2015年间的森林面积净损失

为1.29亿公顷天然林，相当于整个南非的 

面积,代表着0.13%的年度净损失率。但综合

起来看：森林每年净损失率已从1990年代的

0.18%减缓到在过去五年里的0.08%。在2010

年到2015年间，森林年损失量为760万公

顷，年增长量为430万公顷，结果为森林面

积每年净减少330万公顷。 

森林面积减少最多的区域是在热带， 

特别是在南美和非洲，尽管这些地区的损失

1 在2015年陆地总面积的基础上计算。

率在过去五年里已有实质性的下降。从1990

年到2015年，人均森林面积从0.8公顷下降

到0.6公顷。人均森林面积减少最多是在热

带和亚热带地区，随着人口增长和林地被转

化为农业和其他用地，这种情况出现在每一

个气候域（除了在温带区域）。

世界森林中的大部分是天然林，在2015

年有报告的天然林占全球森林面积的93%，

也即37亿公顷。2010年至2015年间有报告

的天然林面积每年净损失650万公顷。这与

1990年至2000年间的每年1060万公顷相比，

天然林的年度净损失量有所下降。 

大多数天然林属于“其它天然再生林”

（占74%）的类别，其余的26%为原生林。根

据各个国家的报告，自1990年以来已有3100

万公顷的原生林被改造或清理。这并不一

定意味着原生林已改作其它土地用途。当原

生林被改造但未清理时，就会变成天然再生 

（次生）林，或在某些情况下成为人工林。

自1990年以来，人工林面积增加了逾

1.05亿公顷。1990年至2000年间的年均增长

量为360万公顷。2000年至2005年间达到590

万公顷的年均增长顶峰，随后由于东亚、欧

洲、北美、南亚和东南亚种植的减少，增长

减缓至2010至2015年间的年均330万公顷。

在1990至2011年间木材的采伐量略有 

增加，同时对木质燃料的依赖仍然很强， 

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2011年的全球年度木

材采伐量达30亿立方米，其中49%用作木质

燃料。 

在2015年，大约31%的世界森林被主要

划分为用材林，与1990年相比减少了1340万

公顷。此外，接近28%的被报告的森林被划

分为多用途林并在1990年至2015年间减少了

3750万公顷。对多用途林的管理可同时提供

广泛的产品和服务。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对13%的世界森林的

首要管理目标，自1990年以来，1.5亿公顷

的森林已被主要作为保护区来管理。划分用

于水土保持的森林面积也有所增加，现在占

报告国家的森林面积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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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5年里，全球森林生物碳储

量减少了近110亿吨（Gt），这主要是由将 

林地转作他用以及较小程度上的森林退化 

所致。

一些指标显示出在过去25年里可持续 

森林管理（SFM）取得了进步。世界森林的

96%处于支持SFM的政策和法规的保护之下。

大多数国家在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会为利益

相关者提供进言的机会。

森林资源数据在近年来已经有所改进。

截至2014年，拥有全球大约83%森林面积的

112个国家报告说已经或正在对国家森林 

资源进行评估（根据实地清查、遥感或二者

相结合），其中大部分是在过去五年里做出

或更新过的。

由管理计划覆盖的森林面积也有所 

增加。到2010年为止，由管理规划覆盖的 

面积超过森林总面积的一半，其中作为生产

和保护用途的几乎各占一半。这些管理规划

大多要求规范社会和社区的参与以及高保

护价值森林的界定。森林管理规划对超过 

一半的规划覆盖区域收入了有关水土保持的

方案。然而，在增加管理规划覆盖下的森林

面积方面挑战依然存在。

国际森林管理认证体系覆盖的面积2 

从2000年的1400万公顷增加到2014年的4.38

亿公顷，其中58％是在森林认证体系认可 

计划（PEFC）的覆盖下，42％则在森林管理

委员会（FSC）的认证计划之内。

大多数森林的产权为公有，但社区和

个人所有的森林比例从1990年的15%增加到

2010年的18%。这一增长的大部分发生在中

等偏上收入的国家。私营企业对公有林的 

经营权的持有大量增加——在公有林面积中

的比例从1990年的6%增加到2010年的14%。

2 报告的数字只包括由FSC和PEFC计划覆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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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5年里，世界森林以活跃和不

同的方式变化。各国现在对自身拥有的森林

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了解，我们

因此对全球森林变化的趋势也有一个更为

清晰的认识。森林面积损失率正在下降，可

持续森林管理的指标也显示出积极的进展。

与此同时，重要的挑战仍然存在。完善的

政策、法令和规则的存在并不总是与有效的

激励或强制执行同步。尽管增加了努力，

但不可持续的森林行为和森林转换仍明显 

存在，并且在一些国家里从森林利用中得

到的利益并不能有效地惠及当地社区。粮农 

组织的《2015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

(FRA 2015)记录了森林管理方面的进展， 

以及为当前和未来几代人的利益而迈向SFM

所需要的持续不断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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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力 
第一份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发布于

1948年，其主要的着眼点是评估木材的供应

情况。此后，为应对日益增涨的信息需求，

各种全球性的评估不断演进，并包括进对森

林资源和SFM的许多方面的描述。FRA 2015

是来自155个国家的贡献和编制国家报告的

国家协调员的辛勤工作的结果，这些报告以

一种通用格式呈报当前的政府森林统计。

当1948年开始进行森林资源评估时，联

合国粮农组织是唯一收集和报告全球森林资

源信息的组织。今天则有很多国际和地方组

织参与到对森林资源数据进行测量、监测和

报告的活动中，他们大多采用遥感技术，除

了对树木覆盖面积的估算外，很少或没有其

它信息。2011年，代表着大约100个国家和

世界88%的森林面积的六个国际组织31联合起

来编制了森林资源协同问卷调查（CFRQ）。

这些组织现在共同收集了超过FRA森林资源

评估程序所收集的变量总数的60%的数据。

然后这些数据会分享给CFRQ合作伙伴，其结

果是数据一次采集多次使用。这样既降低了

报告的负担，也增加了各组织之间的数据一

致性。在此过程中，CFRQ合作关系也有助于

规范数据收集的定义和时间。　

在遥感领域的合作也至关重要。全球遥

感调查由约100个国家的200多名专业人员

承担。另外，与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JRC）的密切合作使我们得以共享技术进

步，并分担基于陆地卫星数据的全球森林变

化分析的工作量。

快捷数据指南
使用此文件时，应考虑到FRA 2015的数

据库和分析有一些独特的属性。如需了解更

多信息和信息来源，请参阅本文件结尾的数

据来源部分或访问FRA网站：(www.fao.org/
forest-resources-assessment)。

用于分析的主要类别为：

3 中部非洲森林委员会，粮农组织，欧洲森林，国际热

带木材组织，蒙特利尔进程，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1.	 区域和次区域：同于FRA 2010中使用的 

地理区域和次区域分组。

2.	 气候域：FRA国家数据按主导气候域（热

带、亚热带、温带和寒带）为每个国家

分类(图1)。例如，美国有寒带、温带和

亚热带森林，但由于其最大的森林面积

处于温带气候域，因此其国家数据被划

分到温带。

3.	 收入类别：这些分析使用的是截至2013

年七月的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图2）。 

FRA 2015通过引入一个层级系统提供了

数据质量指标，这个系统中的大多数变量

是根据预先确定的一系列定义按国别加以 

标注。分层级的主要目的是标明数据质量

主要是数据的年代和原始数据源的性质。 

3级是最新的也是最可靠的数据源，2级为年

代较早也不够完整，1级则为专家评估（见

数据来源部分）。

图1  按气候域划分的国家

寒带极地 亚热带温带 热带

图2  按收入类别划分的国家

高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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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界森林变化情况

a	变量可能重叠
b	除非另有说明，变化是指1990年至最近报告年份期间。符号“~”表示变化率≤0.05％。	
c	数据可用性类别：
H	=	高（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75-100％）
M	=	中（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50-74％）
L	=	低（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25-49％）
-	=	很低（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25％）
*	=	趋势数据不可用
空白	=	不适用
d	并非所有国家都报告天然林和人工林面积，因此总和不等于森林总面积。
e	立木蓄积量和碳储量数字包括粮农组织估计未报告的国家。

全球 
(234个国家和地区)

变量(单位，年代)a 总计
变化
方向b

年变 
化率b

(%)

数据可用性c 
(状态/趋势)

森林面积与特征

森林面积(百万公顷，2015)  3 999 ↓ -0.13 H/H

其它林地面积(百万公顷，2015) 1 204 ↓ -0.10 H/H

其它带有树木覆盖的的土地面积(百万公顷，2015) 284 ↑ 0.52 M/M

平均年度植树造林量(百万公顷，2015) 27 ↑ 1.57 H/M

天然林(百万公顷，2015)d 3 695 ↓ -0.24 H/H

人工林(百万公顷，2015) 291 ↑ 1.84 H/H

年净森林变化量(百万公顷，2010-2015) -3.3   H/*

年净天然林变化量(百万公顷，2010-2015) d -6.5   H/*

年净人工林变化量(百万公顷，2010-2015) 3.3   H/*

产出

森林蓄积量(十亿立方米，2015)e 531 ~ 0.03 H/H

森林蓄积量(每公顷立方米，2015)e 129 ↑ 0.16 H/H

地上地下碳生物量(十亿吨，2015) e 296 ↓ -0.15 H/H

地上地下碳生物量(每公顷吨，2015)e 73 ~ -0.02 H/H

用材林(百万公顷，2015) 1 187 ~ -0.05 H/H

多用途林(百万公顷，2015) 1 049  ↓ -0.16 H/H

木材采伐量合计(百万立方米, 2011)  2 997  ↑ 0.41 H/H

防护功能及选择性生态系统服务

水土保持(百万公顷，2015) 1 015 ↑ 0.53 H/M

生态系统服务，文化精神价值(百万公顷，2015)  1 163 ↑ 0.59 M/M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百万公顷，2015) 524 ↑ 1.75 H/H

原生林(百万公顷，2015) 1 277 ↓ -0.10 H/H

保护区内森林面积(百万公顷，2015) 651 ↑ 1.98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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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234个国家和地区)

变量(单位，年代)a 总计
变化
方向b

年变 
化率b

(%)

数据可用性c 
(状态/趋势)

干扰

带有入侵树种的面积(百万公顷，2010) 79 ↑ 11.33 L/L

过火林地面积(百万公顷，2010)  65   H/*

林冠覆盖面减少的林地面积(百万公顷，2000-2010) 185   M/*

可持续森林管理(SFM)进展测定

具有支持可持续森林管理政策的国家（最新适用年份） 146   H/*

具有支持可持续森林管理立法和规章制度的国家（最新适用

年份）
144   H/*

位于永久林地使用土地上的林地面积（百万公顷，2010） 2 166    H/*

具有管理方案的林地面积（百万公顷，2010） 2 100   H/*

经一项国际方案认证的林区面积（百万公顷，2014） 438 ↑   H/H

带有全国性利益相关者平台的国家（最新适用年份） 126   H/*

自2010年以来有国家森林评估的森林面积（百万公顷，2014

年）
3 126   H/*

有标准和指标报告覆盖的森林面积（百万公顷，最新适用 

年份）
3 078   H/*

由国家森林报告定期汇报状态的森林面积（百万公顷，最新

适用年份）
3 530   H/*

产权

公有（百万公顷，2010） 2 969  ↓ -0.24 H/H

私有（百万公顷，2010） 774 ↑ 1.00 H/H

不详（百万公顷，2010） 141 ↓ -1.19 H/H

经济/生计

森林内雇员 (百万人, 2010) 12.7 ↓ -0.45 H/L

森林内活动总增加值(十亿美元, 最新年份) 116   H/*

林业部门总增加值 (十亿美元, 2011) f 606    

a	变量可能重叠
b	除非另有说明，变化是指1990年至最近报告年份期间。符号“~”表示变化率≤0.05％。	
c	数据可用性类别：
H	=	高（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75-100％）
M	=	中（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50-74％）
L	=	低（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25-49％）
-	=	很低（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25％）
*	=	趋势数据不可用
空白	=	不适用
d	并非所有国家都报告天然林和人工林面积，因此总和不等于森林总面积。
e	立木蓄积量和碳储量数字包括粮农组织估计未报告的国家。
f	2014年，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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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58个国家和地区）

变量(单位，年代)a 总
计

变化
方向b

年变 
化率b

(%)

数据可
用性c 
(状态/
趋势)

森林面积(百万公
顷，2015)

624 ↓ -0.49 H/H

天然林（百万公
顷，2015）d 600 ↓ -0.54 H/H

人工林（百万公
顷，2015）

16 ↑ 1.34 H/H

年净森林变化量(百万
公顷，2010-2015)

-2.8   H/*

年净天然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d

-3.1   H/*

净人工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

0.2   H/*

森林蓄积量（十亿立
方米，2015）e 79 ↓ -0.37 H/H

森林蓄积量（每公顷
立方米，2015）e 128 ↑ 0.13 H/H

地上地下碳生物量 
（十亿吨，2015）

60 ↓ -0.43 H/H

地上地下碳生物量 
（每公顷吨，2015）e 96 ↑ 0.07 H/H

用材林（百万 
公顷，2015）

165 ↓ -0.77 H/M

多用途林（百万 
公顷，2015）

133 ↓ -0.46 H/M

木材采伐量合计 
（百万立方米，2011）

614 ↑ 2.12 H/H

水土保持（百万公
顷，2015）

50 ↓ -0.15 M/L

生态系统服务，文化
精神价值（百万公
顷，2015） 

67 ↓ -0.30 L/L

生物多样性保护 
（百万公顷，2015）

92 ↑ 0.75 H/M

原生林（百万 
公顷，2015）

135 ↓ -0.45 H/H

保护区内森林面积 
（百万公顷，2015）

101 ↑ 0.66 H/M

过火林地面积（百万
公顷，2010） 

19   H/*

林冠覆盖面减少的 
林地面积（百万 
公顷，2000-2010）

50   H/*

具有管理方案的林地
面积（百万公顷， 
2010）

140   H/*

经一项国际方案认证
的林区面积）百万 
公顷，2014）

6.4 ↑   H/*

所有权公有（百万 
公顷，2010）

535 ↓ -0.49 H/H

所有权私有(百万公
顷，2010)

71 ↓ -0.16 H/H

所有权不详 (百万公
顷，2010)

2.0 ↓ -13.39 H/H

林业雇员（千人， 
2010)

1 109 ↑ 2.48 M/L

亚洲（48个国家和地区）

变量(单位，年代)a 总
计

变化
方向b

年变 
化率b

(%)

数据可
用性c 
(状态/
趋势)

森林面积（百万 
公顷，2015）

593 ↑ 0.17 H/H

天然林（百万 
公顷，2015）d 462 ↓ -0.24 H/H

人工林（百万 
公顷，2015）

129 ↑ 2.17 H/H

年净森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

0.8   H/*

年净天然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d -1.0   H/*

净人工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

1.8   H/*

森林蓄积量（十亿 
立方米，2015）e 55 ↑ 0.28 H/H

森林蓄积量（每公顷
立方米，2015）e 93 ↑ 0.11 H/H

地上地下碳生物量 
（十亿吨, 2015）

36 ↓ -0.23 H/H

地上地下碳生物量 
（每公顷吨，2015）e 61 ↓ -0.41 H/H

用材林（百万 
公顷，2015）

247 ~ -0.03 H/H

多用途林（百万 
公顷，2015)

129 ↓ -1.19 H/H

木材采伐量合计  
(百万立方米, 2011) 

780 ↑ 1.62 H/H

水土保持（百万 
公顷，2015）

195 ↑ 1.74 H/H

生态系统服务, 文化
精神价值（百万公
顷，2015） 

43 ↑ 1.55 M/M

生物多样性保护 
(百万公顷，2015)

86 ↑ 1.28 H/H

原生林（百万 
公顷，2015）

117 ~ 0.03 H/H

保护区内森林面积 
（百万公顷，2015）

115 ↑ 1.71 H/H

过火林地面积（百万
公顷，2010） 

1.4   H/*

林冠覆盖面减少的林
地面积（百万 
公顷，2000-2010）

54   M/*

具有管理方案的 
林地面积（百万 
公顷，2010）

410   H/*

经一项国际方案认证
的林区面积（百万 
公顷，2014）

14 ↑   H/*

所有权公有（百万 
公顷，2010）

453 ↓ -0.65 H/H

所有权私有（百万 
公顷，2010）

134 ↑ 5.32 H/H

所有权不详（百万 
公顷，2010）

1.0 ↓ -6.27 H/H

林业雇员（千人， 
2010）

9 939 ↓ -0.51 H/M

a	变量可能重叠
b	除非另有说明，变化是指1990年至最近报告年期间。符号“~”表示变化率≤0.05％。	

c	数据可用性类别：

H	=	高（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75-100％）
M	=	中（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50-74％）
L	=	低（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25-49％）
-	=	很低（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25％）
*	=	趋势数据不可用
空白	=	不适用
d	并非所有国家都报告对天然林和人工林面积，因此总和不等于森林总面积。
e	立木蓄积量和碳储量数字包括粮农组织估计未报告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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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50个国家和地区）

变量(单位，年代)a 总计
变化
方向b

年变 
化率b

(%)

数据可
用性c 
(状态/
趋势)

森林面积（百万 
公顷，2015）

1 015 ↑ 0.08 H/H

天然林（百万 
公顷，2015）d 929 ~ 0.01 H/H

人工林（百万 
公顷，2015）

83 ↑ 1.11 H/H

年净森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

0.4 H/*

年净天然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d 0.01 H/*

净人工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

0.4 H/*

森林蓄积量（十亿 
立方米，2015）e 115 ↑ 0.40 H/H

森林蓄积量（每公顷
立方米，2015）e 113 ↑ 0.32 H/H

地上地下碳生物量 
（十亿吨, 2015）

45 ↑ 0.37 H/H

地上地下碳生物量 
（每公顷吨，2015）e 45 ↑ 0.29 H/H

用材林（百万 
公顷，2015）

511 ↓ -0.27 H/H

多用途林（百万 
公顷，2015)

238 ↓ -0.49 H/H

木材采伐量合计  
(百万立方米, 2011) 

681 ↓ -0.29 H/H

水土保持（百万 
公顷，2015）

123 ↑ 1.37 H/H

生态系统服务, 文化
精神价值（百万公
顷，2015） 

122 ↑ 1.51 H/H

生物多样性保护 
(百万公顷，2015)

53 ↑ 2.31 H/H

原生林（百万 
公顷，2015）

277 ↑ 0.48 H/H

保护区内森林面积 
（百万公顷，2015）

46 ↑ 2.92 H/H

过火林地面积（百万
公顷，2010） 

2.6 H/*

林冠覆盖面减少的林
地面积（百万 
公顷，2000-2010）

18 H/*

具有管理方案的 
林地面积（百万 
公顷，2010）

950 H/*

经一项国际方案认证
的林区面积（百万 
公顷，2014）

167 ↑ H/*

所有权公有（百万 
公顷，2010）

897 ~ -0.02 H/H

所有权私有（百万 
公顷，2010）

108 ↑ 0.94 H/H

所有权不详（百万 
公顷，2010）

8.1 ↑ 12.13 H/H

林业雇员（千人， 
2010）

671 ↓ -2.00 H/-

a	变量可能重叠
b	除非另有说明，变化是指1990年至最近报告年期间。符号“~”表示变化率≤0.05％。	

c	数据可用性类别：

H	=	高（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75-100％）
M	=	中（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50-74％）
L	=	低（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25-49％）
- =	很低（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25％）
* =	趋势数据不可用
空白	=	不适用
d	并非所有国家都报告对天然林和人工林面积，因此总和不等于森林总面积。
e	立木蓄积量和碳储量数字包括粮农组织估计未报告的国家。

北美洲和中美洲（39个国家和地区）

变量(单位，年代)a 总计
变化
方向b

年变 
化率b

(%)

数据可
用性c 
(状态/
趋势)

森林面积（百万 
公顷，2015）

751 ~ -0.01 H/H

天然林（百万 
公顷，2015）d 707 ↓ -0.11 H/H

人工林（百万 
公顷，2015）

43 ↑ 2.51 H/H

年净森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

0.1 H/*

年净天然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d -0.4 H/*

净人工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

0.5 H/*

森林蓄积量（十亿 
立方米，2015）e 96 ↑ 0.29 H/H

森林蓄积量（每公顷
立方米，2015）e 129 ↑ 0.30 H/H

地上地下碳生物量 
（十亿吨, 2015）

36 ↑ 0.23 H/H

地上地下碳生物量 
（每公顷吨，2015）e 48 ↑ 0.24 H/H

用材林（百万 
公顷，2015）

124 ↑ 0.82 H/H

多用途林（百万 
公顷，2015)

391 ↓ -0.20 H/H

木材采伐量合计  
(百万立方米, 2011) 

513 ↓ -1.48 H/H

水土保持（百万 
公顷，2015）

534 ↑ 0.19 H/H

生态系统服务, 文化
精神价值（百万公
顷，2015） 

642 ~ 0.04 H/H

生物多样性保护 
(百万公顷，2015)

127 ↑ 1.08 H/H

原生林（百万 
公顷，2015）

320 ~ -0.04 H/H

保护区内森林面积 
（百万公顷，2015）

75 ↑ 0.98 H/H

过火林地面积（百万
公顷，2010） 

3.9 H/*

林冠覆盖面减少的林
地面积（百万 
公顷，2000-2010）

10 M/*

具有管理方案的 
林地面积（百万 
公顷，2010）

430 H/*

经一项国际方案认证
的林区面积（百万 
公顷，2014）

222 ↑ H/*

所有权公有（百万 
公顷，2010）

458 ↑ 0.10 H/H

所有权私有（百万 
公顷，2010）

244 ↓ -0.10 H/H

所有权不详（百万 
公顷，2010）

34 ↓ -0.62 H/H

林业雇员（千人， 
2010）

186 ↓ -0.92 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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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变量可能重叠
b	除非另有说明，变化是指1990年至最近报告年期间。符号“~”表示变化率≤0.05％。	

c	数据可用性类别：

H	=	高（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75-100％）
M	=	中（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50-74％）
L	=	低（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25-49％）
-	=	很低（报告国家代表<森林总面积的25％）
*	=	趋势数据不可用
空白	=	不适用
d	并非所有国家都报告对天然林和人工林面积，因此总和不等于森林总面积。
e	立木蓄积量和碳储量数字包括粮农组织估计未报告的国家。

大洋洲（25个国家和地区）

变量(单位，年代)a 总计
变化
方向b

年变 
化率b

(%)

数据可
用性c 
(状态/
趋势)

森林面积（百万 
公顷，2015）

174 ↓ -0.08 H/H

天然林（百万 
公顷，2015）d 169 ↓ -0.12 H/H

人工林（百万 
公顷，2015）

4.4 ↑ 1.82 H/H

年净森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

0.3   H/*

年净天然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d 0.3   H/*

净人工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

0.03   H/*

森林蓄积量（十亿 
立方米，2015）e 35 ↑ 0.08 H/H

森林蓄积量（每公顷
立方米，2015）e 202 ↑ 0.15 L/L

地上地下碳生物量 
（十亿吨, 2015）

16 ~ 0.05 H/H

地上地下碳生物量 
（每公顷吨，2015）e 92 ↑ 0.13 H/H

用材林（百万 
公顷，2015）

13 ↑ 2.38 H/H

多用途林（百万 
公顷，2015)

54 ↑ 4.06 H/L

木材采伐量合计  
(百万立方米, 2011) 

63 ↑ 2.53 H/H

水土保持（百万 
公顷，2015）

37 ↑ 0.09 H/-

生态系统服务, 文化
精神价值（百万公
顷，2015） 

123 ↓ -0.15 H/M

生物多样性保护 
(百万公顷，2015)

36 ↑ 0.84 H/L

原生林（百万 
公顷，2015）

27 ↓ -2.11 H/-

保护区内森林面积 
（百万公顷，2015）

27 ↑ 4.49 H/-

过火林地面积（百万
公顷，2010） 

2.6   H/*

林冠覆盖面减少的林
地面积（百万 
公顷，2000-2010）

5   L/*

具有管理方案的 
林地面积（百万 
公顷，2010）

46   H/*

经一项国际方案认证
的林区面积（百万 
公顷，2014）

13 ↑   H/*

所有权公有（百万 
公顷，2010）

97 ↓ -0.16 H/L

所有权私有（百万 
公顷，2010）

72 ↑ 0.09 H/L

所有权不详（百万 
公顷，2010）

1.4 H/L

林业雇员（千人， 
2010）

16 ↑ 0.55 H/-

南美洲 (14个国家和地区)

变量(单位，年代)a 总计
变化
方向b

年变 
化率b

(%)

数据可
用性c 
(状态/
趋势)

森林面积（百万 
公顷，2015）

842 ↓ -0.40 H/H

天然林（百万 
公顷，2015）d 827 ↓ -0.43 H/H

人工林（百万 
公顷，2015）

15 ↑ 2.38 H/H

年净森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

-2.0   H/*

年净天然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d -2.2   H/*

净人工林变化量（百
万公顷，2010-2015）

0.4   H/*

森林蓄积量（十亿 
立方米，2015）e 150 ↓ -0.28 H/H

森林蓄积量（每公顷
立方米，2015）e 178 ↑ 0.12 H/H

地上地下碳生物量 
（十亿吨, 2015）

103 ↓ -0.31 H/H

地上地下碳生物量 
（每公顷吨，2015）e 122 ↑ 0.09 H/H

用材林（百万 
公顷，2015）

127 ↑ 1.21 H/H

多用途林（百万 
公顷，2015)

104 ↑ 6.44 H/H

木材采伐量合计  
(百万立方米, 2011) 

346 ↑ 0.17 H/H

水土保持（百万 
公顷，2015）

76 ↓ -0.3 M/M

生态系统服务, 文化
精神价值（百万公
顷，2015） 

167 ↑ 6.60 M/M

生物多样性保护 
(百万公顷，2015)

130 ↑ 3.92 H/H

原生林（百万 
公顷，2015）

400 ↓ -0.32 H/H

保护区内森林面积 
（百万公顷，2015）

287 ↑ 2.89 H/M

过火林地面积（百万
公顷，2010） 

36   H/*

林冠覆盖面减少的林
地面积（百万 
公顷，2000-2010）

47   H/*

具有管理方案的 
林地面积（百万 
公顷，2010）

125   H/*

经一项国际方案认证
的林区面积（百万 
公顷，2014）

15 ↑   H/*

所有权公有（百万 
公顷，2010）

528 ↓ -0.38 H/-

所有权私有（百万 
公顷，2010）

145 ↑ 0.70 H/H

所有权不详（百万 
公顷，2010）

95 ↓ -1.90 H/-

林业雇员（千人， 
2010）

734 ↑ 10.59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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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森林进行负责和可持续的管理需要

一种兼顾各方的方法，包括可持续

性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由于

范围广泛，对三大支柱中任何一个所取

得的进展进行有实际意义的衡量都是复杂

的，即使在一些具有相关数据的收集资

源的国家，也常常难以完全达到。然而， 

对如何使管理和投资决策更适应于满足 

当代和未来几代人的需求和期望，对发展

做出衡量的指标能够提供指导。

可持续性指标的定义  
可持续性指标是一套以科学为基础的

评估系统，可向广大的利益相关者和机

构单位，包括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 

组织、慈善组织、研究人员和公众提供对

SFM的进展进行定义、评估、监测和报告

的具有一致性的方法。可持续性指标可用

于鉴定森林管理活动中的变化，以保持并 

促进森林的健康发展。

可持续性指标的 
重要性

FRA 2015的指标提供了一幅关于世界 

森林资源的现状图，最为重要的是提供了过

去25年间的变化情况。所有这些由各个国家

向FRA和全球社区提供的信息，奠定了一个

影响森林和林业的政策、实践和投资发展的

基础。

鉴于世界森林和从森林获取社会效益的

复杂性，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指标能够对可

持续森林管理的进展进行充分的评估。应该

考虑一整套的指标以获得一个全面的了解。

联合国大会于2015年采用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s），由FRA提供的信息中也有一些

可作为与森林有关的指标被用于监测实现

这些目标的进展，更为具体的是，FRA将为 

SDG的指标15.1.1（森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

的比例）提供帮助，并为指标15.2.1（实现

SFM的进度）提供相关信息。

通过FRA的报告进程提供的大量数据由

各国通过一个完善、统一、透明和可追溯的

报告过程直接提供。此外，标准化的报告方

法学和统一变量的应用意味着国家统计数据 

可以在区域和全球层面进行汇总并在长时期

内受到监控，从而满足SDG对监测和报告的

要求。为了进一步从事SDG的监控，FRA将继

续加强各国按照SDG的监控要求进行报告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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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面积的变化

森林面积变化指标的重要性
为了对森林进行可持续管理，了解森林

面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是很

重要的，因为这样的变化在长时期内可能会

导致森林减少（如森林转化为农业用地） 

或增加（如造林）。由于森林提供世界上

大部分的林产品和一些生态环境服务，如

水源净化、土壤侵蚀控制和固碳作用，了解

当前森林资源和森林变化的多种方式就至

关重要。森林还发挥着碳汇和碳源的作用， 

因此，通过对土地使用的变化来监测森林的

增减，就有助于科学家和决策者们估计森林

减少温室气体净排放量的能力。 

林区的生态系统变化往往关系到森林向

全球提供重要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变化，包括

就业、木制品、非木材林产品和各项服务。

了解这些变化可对国家、地区和全球范围的

政策、投资和管理决策提供良好的基础。

森林变化的情况和原因
在过去的25年里，森林面积从41亿公顷

减少到略少于40亿公顷，也即减少了3.1%。

在1990年到2000年之间，全球森林面积的 

净损失率已减缓了逾50%（表1）。这种变化

是两方面结合的结果：一些国家减少了森林 

的损失，而另一些国家扩大了森林。森林 

净面积的变化似乎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稳定

下来。 

图3显示的是截至2015年作为全球陆

地面积一部分的森林面积。森林面积排名

前十位的国家占全球森林面积的大约67% 

（表2）。

占世界森林面积比例最大的为高收入 

国家，其次为中等偏上、中等偏下和低收入

国家。在天然林和人工林面积上也同样如此 

（图4）。

森林面积变化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尤其

是鉴于人口和对林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 

表3和表4展示了森林面积发生最大的减少和

增长的区域，而具有稳定的森林面积的国

家及其在1990至2015年间森林面积的增加和 

减少则在图5中显示。

1990至2015年间将森林转为其它土地使

用最多的是在热带区域，从1990年开始， 

每个测量周期都出现了林地减少（图6）。

而在温带地区每个测量周期内的森林面积都

有所增长，在寒带和亚热带区域变化则相对

很小。

在森林面积减少的同时，人口却增加

了，这意味着人均森林面积在下降——这种 

趋势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之久。人均森林面

积的变化，如同其它森林面积变化的测量

一样，在不同的气候域和气候分区域是不均

衡的（图7）。在寒带、温带地区变化较为

平缓，而在热带地区却有不同——在过去 

森林资源的范围

森林资源的范围是可持续森林管理的一个重要指标。了解森林资源的变化 
对于政策和管理举措，以及指导公共和私人投资都很必要。保障充足的森林 
资源以便为未来几代人提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功用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 
条件。  

表1  1990-2015年全球森林面积变化

    年度净变化

年
森林 

(千公顷)
时期

面积
(千公顷)

年度百分
比(%)a

1990 4 128 269      

2000 4 055 602 1990–2000 -7 267 -0.18

2005 4 032 743 2000–2005 -4 572 -0.11

2010 4 015 673 2005–2010 -3 414 -0.08

2015 3 999 134 2010–2015 -3 308 -0.08

a	按复合年度增长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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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5年森林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0–10%  10–30%  30–50%  50–70%  70–100%

表2  2015年拥有最大森林面积的前十个国家

国家
森林面积 
(千公顷)

占陆地面积
百分比 

占全球森林面积
百分比 

1 俄罗斯联邦 814 931 50 20

2 巴西 493 538 59 12

3 加拿大 347 069 38 9

4 美国 310 095 34 8

5 中国 208 321 22 5

6 刚果民主共和国 152 578 67 4

7 澳大利亚 124 751 16 3

8 印度尼西亚 91 010 53 2

9 秘鲁 73 973 58 2

10 印度 70 682 24 2

总计 2 686 948  67

表3  2010-2015年报告最大年度森林面积 
净损失量的国家

 国家

年度森林面积 
净损失

面积 
(千公顷)

百分比
(%) 

1 巴西 984 0.2

2 印度尼西亚 684 0.7

3 缅甸 546 1.8

4 尼日利亚 410 5.0

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372 0.8

6 巴拉圭 325 2.0

7 津巴布韦 312 2.1

8 刚果民主共和国 311 0.2

9 阿根廷 297 1.1

10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289 0.5

表4  2010-2015年报告最大年度森林面积 
净增加量的国家

国家

年度森林面积 
净增长

面积 
(千公顷)

百分比
(%) 

1 中国 1 542 0.8

2 澳大利亚 308 0.2

3 智利 301 1.8

4 美国 275 0.1

5 菲律宾 240 3.3

6 加蓬 200 0.9

7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89 1.0

8 印度 178 0.3

9 越南 129 0.9

10 法国 113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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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5年按收入类别划分的天然林和 
人工林面积

图6  按气候域划分的年度森林面积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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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90-2015年按国家划分的森林净增加/减少量

25年里人均森林面积几乎减少了一半。在亚

热带地区人均森林面积也下降了35％以上。

在过去的25年间，高收入国家森林面积

变化为积极态势，在2010至2015年间略有增

加（图8）。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已设法减少每

年森林的净损失，从1990至2000年间约180万

公顷的年度净损失转为2010至2015年间的略

有增加。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森林年度净损

失已经从1990年代的340万公顷下降到2010至

2015年间190万公顷，而在低收入国家，则
从1990至2000年间的每年290万公顷下降到

2010至2015年间每年240万公顷。

未来前景展望
热带和亚热带森林的净损失率降低， 

加以温带和寒带地区的稳定或适度增加， 
表明森林损失率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会继续 
降低以致逐渐达到增减持平。随着人口的 

不断增加，可能会有更多的将林地转化为 

净增加

  50–250  250–500  >500

小变化（增加或减少）

         <±50

净减少

  >500  500–250  2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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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用地的持续要求，特别是在热带地区 

（除非在现有农业用地上的农业生产力得到

大幅度提高）。人均森林面积减少，伴随着

木材采伐的稳定增长，表明在未来几年需要

从更少的土地获取更多的木材。 

天然林和人工林的 
面积变化
天然林和人工林面积变化指标的重要性

天然林和人工林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是许

多对森林变化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讨论

的话题。天然林有助于保存基因的多样性，

并保持天然树种的组成、结构和生态活力。

人工林则往往是为了林业生产和/或水土保

持而营造。管理良好的人工林可以提供各种

森林产品和服务，并有助于减轻对天然林的

需求压力。

天然林和人工林面积的变化和原因
在全球范围内，天然林面积在减少而 

人工林面积在增加。到2015年为止，被报告

的天然林占森林总面积的93%。全球年天然

林的净损失量从1990年代的大约1060万公顷

下降到2010至2015年间的650万公顷。

森林与树木覆盖的区别

由粮农组织报告的和由其它组织

报告的森林面积全球数据之间的差

异，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用于推导

信息的方法和对森林的定义不同。

FRA结果表明，森林损失率在全球

范围内稳步下降。其它信息来源则报

道森林损失率在上升。在调查结果上

的差异主要可由以下事实来解释：粮

农组织将森林定义为树木覆盖和土地

使用的组合，而有些组织则只用树木

覆盖来定义森林。

仅仅基于遥感来源的数据库， 

如陆地卫星图像，并不能区分农业生

产系统（油棕榈种植园、咖啡种植园

等）和非主要农业和城镇用地上的树

木覆盖。此外，作为森林经营方案的

一部分暂时被移除、或通过自然干扰

暂时失去树木覆盖的地区，根据粮农

组织的定义仍然被认为是森林，同时

对树木覆盖的遥感分析会解释这些地

区的森林损失。另外，遥感不能很容

易地检测到新建设的森林。

图7  按气候域划分的人均森林面积 图8  按收入分类的年度森林面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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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天然林面积在欧洲，约为9.25亿

公顷（图9），其中约85%在俄罗斯联邦。 

天然林减少最多的地区是南美和非洲，随后

是亚洲及北美和中美洲。在欧洲和大洋洲 

变化趋势则相对稳定。

自1990年以来人工林面积的增加超过

了1.05亿公顷，占世界森林面积的7%。 

在1990至2000年之间的年均增长量为360

万公顷。在2000至2010年的增长高峰期年

均增长达到530万公顷，随后，由于东亚、 

欧洲、北美、南亚和东南亚种植量的减

少，森林面积的增长减缓到2010至2015年

间的每年320万公顷。

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在温带地区，占地

1.5亿公顷，其次是在热带和寒带地区，

各为约6000万公顷。在过去的25年间，所

有气候域的人工林面积都有所增加，最为

显著的是在寒带地区，增长了将近一倍。

在热带和温带地区则分别增加了67%和51% 

（图10）。

未来前景展望

尽管天然林减少速度放缓，但其面积

仍可能继续下滑，尤其是在热带，主要原

因是森林转化为农业用地。另一方面，由

于对林产品和环境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

人工林的面积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里继续

增加。 

图10  按气候域划分的人工林 
1990-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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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郁蔽度减少——
森林退化的征兆？
局部郁蔽度减少指标的重要性

森林退化对生物多样性和大气碳通量

都产生影响并可成为森林转换的先导。然

而，对森林退化的测量由于不同原因而问题 

重重。首先，森林退化是众所周知地难以 

定义。其次，由于森林退化是一种微妙的 

森林变化形式，无论如何定义，都很难用大

多数的测量方式检测。使用遥感数据检测 

森林退化十分困难，特别是使用最常用的中

等空间分辨率的数据，因为退化发生的规模

通常以子像素分辨率出现。这意味着退化的

性质影响到的区域小于遥感像素的检测能力

所及范围。

局部郁蔽度减少的测量方式

局部郁蔽度减少(PCCL)是对2000至2012

年间全部年份数值的总计，因此没有时间

序列估计值来确定其速度或所处位置的变

化。2000至2012年间的PCCL的总面积为1.85

亿公顷，但在各气候域分布不均（图11）。

在热带气候域检测出的PCCL面积最大，超过

1.56亿公顷，或约森林面积的9%。在寒带和

亚热带气候域的PCCL则分别为1.3%和2.1%。

局部郁蔽度减少的变化和原因 
图12显示了按分区划分的PCCL情况。 

森林损失面积大于PCCL面积的是在东非和 

南非（几乎为四倍）、南美（几乎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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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外树木

虽然按照粮农组织和许多其它 

国际组织采用的标准森林定义，林外

树木在技术上不被视为森林，但它们

是在许多森林中可以找到的产品和 

服务的重要来源。在有些国家，它们

提供了木材、水果和其它非木质林产

品等重要物资。FRA 2015对林外树木

面积的报告为2015年的2.8亿公顷， 

这与1990年所报告的2.46亿公顷相比

有所增长；然而，只有占全球森林面

积51％的84个国家报告了这一数据。

尽管在国家层面上测量林外树木比测

量森林要困难和昂贵得多，在许多 

国家林外树木显然是一项重要的自然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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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和中美洲。在南亚和东南亚检测出的

的PCCL面积最大，超过5000万公顷。对南

美的PCCL检测结果约为4700万公顷。西非和

中非位居第三，有大约为3500万公顷的PCCL 

面积。按照在2010年森林总面积中所占比

例来看，PCCL面积最大的分区是中美洲， 

其18%的森林面积被测为PCCL。

未来前景展望

郁蔽度减少产生的原因不仅包括那些可

被视为危害原始森林功能的人为的活动，

也包括作为正常运转的森林生态系统的 

一部分或者被视为加强森林系统的人类管理

活动和自然原因。因此，大面积的PCCL可能

会由火灾引起，其它的则被认为可以受到可

持续森林管理的保护。作为选择性采伐、低

立木密度的维护、火灾、虫害、疾病和/或 

放牧的结果，肯定将会发生更多的PCCL。

不过，这些变化在数量上很可能会与目前

发生的接近。在那些国家层面的努力发生

效应的地区，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

放量（REDD+）的机制可以减缓森林退化的 

速度。

图12  2000-2012年按分区划分的PCCL面积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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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森林管理指标的重要性
在过去几十年中对SFM指标已经开发了

不同的国际进程，并在最近成为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监督和报告框架的一部分。在统一

有关不同标准和指标进程的指标的努力下， 

出现了以下七个主题领域：

•  森林资源的范围

•  生物多样性

•  森林健康和活力

•  森林资源的生产功能

•  森林资源的保护功能

•  社会经济功能

•  政策、法律和体制框架

除了涉及到森林面积的状态和趋势的数

据之外，FRA 2015也收集了本报告中另外呈

报的其它有关碳储量及森林的划分和使用的

数据，以及有关实施SFM的便利框架和操作

方面的具体信息。 

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变化和原因
多项关键指标显示近年来在实现SFM中

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些变化可以概括为

以下方面：

•  森林面积年度净损失率已从1990至2000

年间的0.18％下降到2010至2015年间

0.08％。

•  在保护区内的森林面积有所增加，在 

热带地区增长尤为强劲。

•  约二十二亿公顷成为永久性的森林用地。

•  被划分用于水土保持和具其它生态、 

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森林面积有所增加。

•  在一个管理计划覆盖下的森林面积增加

到21亿公顷（2010年）并在生产和保护

用途之间平均分配。

•  森林管理国际认证在1990年代后期被引

入，经认证的森林现有4.38亿公顷， 

占全球森林面积的11％。

FRA 2015也对与SFM扶持框架（表5）有

关的一些关键指标的当前状态收集信息。 

总共有14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说他们已建立

了支持SFM的政策和法律框架，同时126个 

国家报告有一个全国性的平台以便于利益 

相关者参与政策对话。116个国家和地区定

期报告他们的森林状况，86个国家和地区对

国际标准和指标进程进行定期报告。

森林保有量的 
长期规划
森林保有量规划指标的重要性

并不是现有的全部森林在未来仍将 

存在。在规划长期森林保有量上的指标可以

深入了解历来在保持森林的永久使用上的政

府和私人规划。一些国家有经法律或法规授

可持续森林管理

对可持续森林管理（SFM）的理解因人而异，但通常认为它应该意味着社会、
环境和经济各方面的平衡。联合国将SFM描述为“一个充满活力和不断发展的概
念，（其）目标是为当代和后代的利益而保持和提高所有类型的森林的经济、社
会和环境价值。”4

4 2008年1月31日联大决议A/RES/62/98(www.un.org/en/
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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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留为森林的森林，这些被称为“永久

性森林地产”。在其它国家则没有依法建立

的永久性森林地产，但有永久保留森林的 

意图。这个指标针对永久性森林地产和预期

将留作永久森林用地的其它林区。

森林保有量的变化
据拥有37亿公顷森林总面积的163个 

国家和地区报告，约22亿公顷被预期保留为

永久森林用地。其中接近10亿公顷位于热带

地区（图13）。

图13  2010年按气候域划分的永久森林用
地

表5  为FRA 2015报告的SFM具体指标

SFM指标 汇报国家数 数据可用性

支持SFM的政策和法律框架 140 96%

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国家平台 126 94%

作为永久性森林用地的森林面积 163 93%

对SFM标准和指标进程作出的国家报告 86 77%

计划管理下的森林面积 (FMP) 167 97%

根据生产和保护划分的FMP  109 72%

应包括水土保持的FMP 121 67%

应包括高保护价值森林界定的FMP 118 88%

应包括社会考虑的FMP 116 88%

注：代表性是指以占全球森林面积的比例为具体指标所报告的国家森林面积

图14  2010年按气候域划分的永久性森林
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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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少于150万公顷的永久性森林用地

面积在法律上指定为永久性森林地产。一

半以上的永久性森林地产位于热带地区 

（图14）。

森林管理规划

森林管理规划指标的重要性

森林管理规划是确保能以一种维持长期

的商品和服务供应的方式来管理森林的重要

手段。森林管理规划为不同或多种用途而制

定，如生产、保护和提供环境服务。

森林管理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

森林管理规划（占全球森林面积的98％的

167个国家），这些规划涵盖了其森林面积

的一半以上，相当于约21亿公顷。超过一半

的处于森林管理规划下的面积是在寒带地区

（图15）。很少国家（109个）报告了管理

规划的重点，他们表示，管理规划下的约一

半左右的地区集中于生产，而另一半则专注

于保护。

关于森林管理规划的内容，121个国家

和地区指出，规划应包括水土保持，118个

国家和地区表示，规划应包括高保护价值森

林的界定，而116个国家和地区表示应该包

括社会方面的考虑。 

自1990年以来在一个管理计划下的森林

面积比例在所有气候域都有所增加，除了 

比例稳定在较高水平的寒带地区以外 

（图16）。

未来前景展望

考虑到目前的趋势和对SFM的日益重

视，很可能由管理规划涵盖的森林面积比

重将继续增加。但是，增加管理规划下的 

森林面积，尤其是在热带国家，仍然是一项

挑战。

森林管理认证
森林管理认证的重要性

森林管理的独立认证在1990年代后期被

作为一项自愿工具引入，以促进SFM和来自

可持续管理的森林的产品交易。主要的两大

国际认证体系为：森林管理委员会（FSC）

和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两种体

图16  1990-2010年根据气候域划分的管理
规划下的森林面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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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下的森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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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都包括在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森林管

理的最佳实践标准。

虽然森林管理认证并非实践SFM的一个

完美工具，但它是一个可被监控的重要替代

指征。经第三方验证的认证可以提供一个良

好的迹象，即森林管理者正在对持续改进工

作进行投资，以确保使用最佳的管理实践来

保证森林产品和服务的稳定供应。 

森林管理认证的变化和原因

上述两个森林管理认证体系覆盖的面积

已由2000年的1400万公顷增加到2014年4.38

亿公顷以上，其中58%是在PEFC的覆盖下，

而42%则在FSC覆盖下（图17）。这些数字包

含一些重复计算（约2％）5，因为有一些森

林管理单位经过两种方案认证。国际认证最

快速、持续的增长是在温带和寒带地区。

未来前景展望 

可以预计，通过国际认证体系认证的 

森林面积将继续增加。然而，其它的替代方

案，如自愿合作协议，也可确保森林产品来

自可持续管理的森林。此外，认证是一个 

自愿性和市场驱动的工具，它受产品接受认

证的需求的影响，而后者与一般的经济指标

相关。 

森林监测和报告 
森林监测和报告指标的重要性

森林监测和报告是衡量和传播有关SFM

现状和趋势的信息的重要工具。可靠和最新

的信息是森林管理和各国政府、私营企业、

国际捐助者、个人和民间团体在森林和林业

投资的基础。

森林监测和报告的变化和原因

近年来在森林监测和评估活动下的森林

面积有显著增加。在为发展中国家减少毁

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REDD+）的金融 

工具上的国际谈判已经提供了资金，以支持

国家森林监测系统的开发。 

总共占全球森林面积的83％的112个国

家报告说，它们已经或正在进行基于实地

清查或遥感、或是二者相结合的国家森林评

估。其中，占森林面积的77％的81个国家报

告说，它们已经完成或启动了2010年后的 

国家森林评估。

显示各国对其森林资源的报告能力的另

图17  2000-2014年通过FSC和PEFC国际森林管理认证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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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重复计算的估计来源于“Fernholz and Kraxner, 

2012”：107-116页



27世界森林变化情况

一种方式是考察它们在基于一个层级系统6

的森林面积估计的可靠性评估，在此系统中

3级基于最新和最可靠的数据来源，而1级和

2级则基于旧的数据源、部分清查或专家的

估计。在全球范围内，接近60％的估计森林

面积来源于3级的数据源（图18）。在寒带

和温带区域的国家报告说其森林面积的数据

质量主要为3级，而亚热带和热带区域的国

家主要使用1级和2级的数据。  

各个国家已经为报告它们的森林做出了

重要承诺。总共占全球森林面积的88％的

116个国家报告说，它们定期对本国森林的

状态编写国家报告。占全球森林面积的77％

的86个国家报告说，它们为SFM的标准和指

标的编写报告。这些类型的国家报告对长期

内对变化做出评估非常有用，尤其是当它们

提供有关SFM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综

合信息时，可以对迈向SFM的进程提供深入

的了解。 

未来前景展望
森林监测和报告在近年来的增加表明

各国对改进有关其森林信息的关注正在增

强。这一趋势有望持续，尤其是考虑到基于

REDD+业绩的回报的可能性，它可以更多地

推动热带地区的许多国家进行国家森林的监

测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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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按气候域划分的森林面积在不同 
层级报告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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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生态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

森林在支持和维护生态系统和生态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森林对许多负责
碳、水循环的复杂过程既有依赖又有贡献。它们还调节水流并保持土壤。如何管
理森林将会影响到未来森林在维持遗传和分类变异、生态功能和环境服务方面的
作用。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标的重要性

通过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可使物种得以

生存、演化并能动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条件。这也增强动物和植物的基因库并为

林木育种提供基因贮存。保护生物多样性因

而对世界森林的长期健康和生产力至关重

要。在森林生物多样性上的可靠数据可以指

示各国的生物多样性是在增加还是减少。在

FRA 2015中，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三个指标 

解决：原生林面积，主要划分为生物多样性

保护区的森林面积和保护区内的森林面积。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变化和原因

在2015年原生林占全球森林面积的 

33%，约为13亿公顷。其中一半位于热带地

区。区域层面上面积最大的原生林在南美，

其次是在北美和中美洲。世界上超过一半的

原生林分布于巴西、加拿大和俄罗斯联邦这

三个国家。可提供2015年的原生林状态信

息的国家和地区共有203个，占全球森林面

积的97%。不过，这些国家中很多依靠替代

数据，如国家公园和森林保护区内的森林面

积，来估计原生林的范围。

原生林的面积在热带气候域减少，而在

寒带和温带区域显示出略有增加（图19）。

被报告的增长通常是在国家层面重新归类的

结果——例如，对新的荒野或保护区的划

分——而不是真正的增长。

应该以谨慎的态度看待原生林面积的 

变化，特别是在热带地区。被报告的原生林

中只有33%的面积可列为3级（数据质量最高

的类别），57%的是1级(最不可靠的类别),

说明大多数国家难以估定原生林的范围。

对于原生林面积减少中有多少是森林 

砍伐的结果，又有多少是由于森林经营活动

或其它人类干预而转换成其它类型的森林，

仍然缺乏信息。对原生林和其它自然再生

林随时间作一个年度变化的比较后可以明显 

看到，在过去的25年间报告原生林的减少的

国家中，大约15个国家（占原生林减少总量

的55％）报告了自然再生林面积的增加。 

对其中一些国家来说原生林的减少和其它自

然再生林的增加之间的对应关系尤为明显，

这表明原生林的减少可能主要是由于转换成

其它天然林的原因（图20）。 

图19  按气候域划分的原生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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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一些国家（如巴西）“其它自然

再生林”和原生林均有减少，而人工林则略

有增加，对于变化动态的评估就更为困难。

主要划分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森林面

积占世界森林的13%，也即5.24亿公顷，其中

被报告的面积最大的保护区是在巴西和美国

（表6）。划分给这一用途的森林面积自1990

年起增加了1.5亿公顷，但在过去的五年里

年度增长率放缓。在过去的五年间，非洲、 

亚洲和南美报告说每年划分用于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面积增长各自约为一百万公顷，而欧

洲、北美和中美洲及大洋洲共同报告了大约

60万公顷的增长。 

世界森林的17%位于依法设立的保护区

内，占地6.51亿公顷。南美报告的受保护森

林面积百分比最高（34%），这主要是由于 

巴西有42%的森林位于保护区网络内（表7）。 

保护区森林面积自1990年以来增长了2亿公

顷，但增长率在2010至2015年间减缓。保

护区内的森林面积增长最为明显的是热带， 

自1990年以来，又有新增加的1.43亿公顷的

森林被纳入保护范围（图21）。

图20  1990-2015年报告其原生林面积的年度变化为减少而其它自然再生林面积的年度变化
为增加的部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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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15年主要划分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森林面积排名前十名国家

 国家
主要划分用于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森林面积 
(千公顷)

占所报告森林
面积百分比

1 美国 64 763 21

2 巴西 46 969 10

3 墨西哥 28 049 42

4 俄罗斯联邦 26 511 3

5 澳大利亚 26 397 21

6 刚果民主共和国 26 314 17

7 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 24 313 52

8 加拿大 23 924 7

9 印度尼西亚 21 233 23

10 秘鲁 19 674 27

总计 308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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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前景展望

森林砍伐、森林退化和森林片段化、污

染和气候变化都会对森林生物多样性产生负

面影响。对国家报告的分析证实，尽管在过

去的25年中保护工作不断加强，生物多样

性遭受损失的威胁依然存在并有可能继续，

这反映在原生林的退化或损失上。由于所报

告数据的不可靠性和缺乏更为详细的原生林

变化动态信息，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难以预

料。尽管更多的森林面积很可能会被划分用

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但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

的实质性成果只能通过将保护政策纳入更为

广泛的国家和地方发展计划，并通过更为系

统地考虑权衡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其它社会需

要才有可能获得。可持续性森林管理的扩展

也会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质和碳储量变化

生物质和碳储量变化指标的重要性

森林的生物质和碳储量是森林的生产

能力、潜在能源和固碳能力的重要指标。 

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被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采用以来，森林作为陆地碳沉积地

和二氧化碳来源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生物量和碳储量的变化和原因

世界森林在地上和地下的生物质中储存

的碳约为2,960亿吨7，包含了全部森林碳储

量的几乎一半。碳密度最高的森林在南美、 

西非和中非，仅活生物质的碳储量一项就几

乎达到每公顷120吨。全球平均值为每公顷

74吨。

在过去的25年里，森林生物质的碳储

量减少了近111亿吨，相当于每年减少4.42

亿吨的碳或大约16亿吨的二氧化碳(CO
2
)。 

碳储量减少主要是由林地转换为农业用地、

居住用地和林地退化导致。非洲、南亚和东

图21  按气候域划分的保护区内森林

7 报告的碳储量包括国家报告数据和粮农组织对缺失数

据的估计。

表7  2015年保护区内森林面积最大的前十名国家

 国家
保护区内森林面积

(千公顷)
占国家森林面积

百分比 

1 巴西 206 227 42

2 美国 32 863 11

3 印度尼西亚 32 211 35

4 中国 28 097 13

5 刚果民主共和国 24 297 16

6 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 24 046 52

7 加拿大 23 924 7

8 澳大利亚 21 422 17

9 秘鲁 18 844 25

10 俄罗斯联邦 17 667 2

总计 429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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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以及南美的碳储量损失最大（图22）。

东亚、欧洲和北美的碳储量增长最多。加勒

比海地区、大洋洲、西亚和中亚的碳储量报

告只略有增加。

在过去的25年里，碳储量净减量从1990年代

的每年5亿吨下降到2000至2015年间的每年3

亿吨。这个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南美和中美洲

及亚洲国家已显著减缓了碳储量的减少。仅

巴西一国报告的地上和地下的生物质碳储量

年损失量，就从1990年代的每年2.4亿吨下

降到2010至2015年间的每年约8000万吨。  

未来前景展望

目前全球碳储量减少的趋势很可能

会继续，但预期最终会逐渐趋于增减持

平。REDD+及其它措施的应用有助于增加人

们对森林是陆地碳沉积和二氧化碳来源的认

识。新的数据可能会继续显示森林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变化。由于承认森林和林业可能以

其它方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对木质生物

质的使用可能会增加，如更多使用木质生物

燃料以替代化石燃料。使用改良的较低能耗

建筑材料（如木材和竹子）代替能量密集型

材料（如钢铁和混凝土），将会继续为降低

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采伐的木质林产品

也能在碳存储上发挥作用，有利于温室气体

的封存。

水土保持和环境服务

水土保持和环境服务指标的重要性 

森林提供对水土等自然资源和其它环

境服务的保护。它们减缓水份散失，促成

雨水的浸润和渗透以使土壤和地下水储存

得到补充。这对提供清洁的饮用、农业和

其它用途的水来说至关重要。森林也保护

土壤免受风和水的侵蚀以及崩塌和滑坡的 

破坏。

森林还提供培养生物多样性和各种生态

过程的栖息地，并具有对许多森林用户来

说很重要的文化、宗教和娱乐价值。了解

这些功能是否存在或是否遭到威胁有助于

政府确定森林再造的重点和需求。

水土保持和环境服务的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近三分之一的森林面

积被划分用于水土保持，40％左右用于其

它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服务；然而，不同

气候域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变异（图23）。

在1990至2015年间，各国报告有1.17亿公

顷的森林增加量用于水土保持以及1.5亿公

顷的增量用于其它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服

务，分别相当于470万公顷和600万公顷的

年均增长量。 

图22  1990-2015年森林生物质中的碳储量变化（百万公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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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水保持 其它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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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前景展望

划分用于保护功能的森林面积已略有增

长，而这一趋势很可能会继续。人们对保

留林地的生产和保护功能的重要性的认识

正在增加，参与报告的国家数量很可能会

增多。鉴于当前对林地恢复的关注，极可

能有更多的国家会对更多的森林地区也进

行有关这些功能是否存在的评估，并采取

措施改善森林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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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1990-2015年根据气候域划分的用于土水保持的森林面积变化和用于其它生态系统
和社会文化服务森林面积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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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材林、多用途林和 
木材采伐趋势 

用材林、多用途林和木材采伐趋势指标的

重要性
无论是作为建筑木材、家具、木质燃料、

纸张或其它木制品，木材几乎是每个人生活中

的一部分。跟踪被报告的工业圆材和木质燃

料采伐量可大致了解森林中用于满足这些需求

的木材用量以及这种需求的变化。世界上大部

分的木材来自用材林和多用途林。对一些国家

来说这种跟踪还表明哪些地方对用材林和多用

途林的木材采伐不明显，哪些地方森林以外或

其它林地的树木更为重要。对木材需求趋势以

及供应木材和木质燃料的森林类型进行分析， 

有助于突出对这些森林做出分类以保证木材的

长期供应的重要性。 

经济和
社会效益

可持续森林管理的一个目标是确保森林能够长期提供范围广泛的产品和服务，
包括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用材林、多用途林和木材采伐趋势的变化

原因
近12亿公顷的森林被主要用于生产，其

中一半以上位于高收入国家而只有8％位于

低收入国家（图24）。自1990年以来已有

约1300万公顷的轻微下降。此外，大约十

亿公顷的森林被划分用于多种用途，在大

多数情况下包括生产木材和非木质林产品

（NWFPs）（图24）。划分为多用途林的森

林总面积的大约三分之二位于高收入国家，

只有十分之一位于低收入国家。在过去的25

年间被划分为多用途林的面积减少了大约

3800万公顷；只有中等偏上收入类国家报告

称有所增加。

2011年全球木材采伐量约为30亿立方

米，相当于立木蓄量的0.6%。在1990至2011

年间报告的年度木材采伐量保持稳定，但有

图24  1990-2015年用材林和多用途林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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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的年度变化。在1990年代初期，欧洲的

木材采伐量据报告有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

俄罗斯联邦所报告的采伐量减少。继2007–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欧洲和北美共同报告

了木材采伐量的大幅下降，从2007年的13亿

立方米减少到2009年的10亿立方米。随后，

在2011年又增加到11亿立方米（图25）。其

它区域没有表示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木材采

伐量有明显下降。木材采伐量最高的国家列

于表8。

全球的木材采伐总量中大约一半用作木

质燃料，但作为木质燃料的比例在不同收入

类别国家中有很大差异（图26）。在高收入

国家中木质燃料所占比例约为17%，在中等

偏上收入国家中为40%，而在中等偏下和低

收入国家中则分别达到86%和93%。

未来前景展望
全球对于木制品的需求很可能会继续增

长。由于木材是有利于气候的可再生能源，

在高收入国家木质燃料的比重很可能会增

图25  1990-2011年按地区分类的年度木材采伐量

表8  2011年木材采伐量最高的前十名国家

国家
木材采伐量 
(千立方米)

木质燃料占木材采伐
总量的百分比

1 印度 434 766 88.6

2 美国 324 433 12.5

3 巴西 228 929 50.7

4 俄罗斯联邦 197 000 22.2

5 加拿大 149 855 2.5

6 埃塞俄比亚 104 209 97.2

7 中国 81 184 94.4

8 刚果民主共和国 74 496 9.3

9 尼日利亚 72 633 87.0

10 瑞典 72 103 8.2

 总计 1 739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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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国家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工业圆材 木质燃料

1014

205

291

197

102

637

33

439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加。部分木质燃料来自低质量的木材。在低

收入国家里木质燃料的份额极有可能保持稳

定或减少。尽管明显有很大比例的木材采伐

会来自其它林地、林外树木和划分用于其它

目的的森林，但用材林和多用途林的面积很

可能会保持稳定。 

林业对国内生产总值
的贡献 

自2010年以来，FRA一直按照《全

部经济活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2008

年，ISIC）统一各种程序。根据ISIC，林业

部门的范围可以概括为三个门类的总和：林

业和伐木业（ISIC Rev.4 Division 02）， 

木材工业（ISIC Rev. 4 Division 16）以及

纸浆和造纸业（ISIC Rev.4 Division 17）。 

FRA 2015仅限于报告这一部门的主要生产类

别，即林业和伐木业（ISIC Rev.4 Division 

02）。因此，林业总增加值和就业的统计数

字仅表示林业和伐木业类别内的活动。

林业对GDP的贡献指标的重要性

林业在正规和非正规的经济成分中都对

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做出贡献。

在许多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国家层面上的

林业和伐木业的相对比重在下降。然而最能

感受到林业和伐木业收入经济影响力的是在

地方一级。FRA 2015报告的森林内部活动的

贡献变化在国家层面反映出它在经济上的重

要性。其所增价值按经济总量加权，这一指

标因而反映出林业、伐木业和GDP的绩效。

林业对GDP的贡献的变化及原因
根据《世界森林状况》（2014年，粮农 

组织），2011年林业部门为全球GDP贡献了

估计为6000亿美元的总金额，占全球GDP的

大约0.9％。148个国家向FRA报告的数据 

表明，其林业和伐木业的贡献约为1170亿 

美元。在这一数额中，高收入国家占41％，

图26  2011年按收入分类的工业圆材和木质燃料采伐量

注：数字代表每年百万立方米采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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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低收入国家仅占5％（图27）。然而，在

低收入国家这一贡献占GDP总量的比例接近

1.4％，相对于在高收入国家中只有0.1%的

比例来说要高得多（图28）。

未来前景展望
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家庭对使用木质

燃料的依赖在GDP中所占比重很可能会继续下

降。在可预见的将来，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

国家的木质燃料对GDP的贡献仍将重要。对于

高收入国家来说，由于非林业部门的快速增

长，林业对GDP的贡献相对正在减少。然而，

在所有情况下，林业增加值在国家层面上比

在地方经济中的重要性要小，地方上的社区和 

地区可能会高度依赖与森林相关的收入。

林业就业 
FRA 2015包括有林业和伐木业相当于全

日制劳动力的数据。这里仅指在林区而非整

个林业部门（包括制造业及相关就业）工作

的劳动力。这些数据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种

就业估计（SIC/NACE Rev. 4 activity A02）。 

这些数据是对发表在根据广泛数据源编撰而

成的《2014年世界森林状况》所报告数据的

补充。

林业就业指标的重要性
林业和伐木业（主要是采伐和营林业

务，包括木质燃料和非木质林产品的采集）

的就业对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做出了

贡献。进行林业活动的地方是在农村地区，

那里通常有很少其它就业机会，这就使得此

类就业在这些地区显得尤为重要。衡量并报

告林业就业可提供林区中的农村工作数额。

林业就业的变化和原因
2010年在林业中就业的大约有1270万人

（相当于全日制），其中79%在亚洲（主要

在孟加拉国、中国和印度）。在热带、亚

热带和寒带气候域的林业和伐木业就业保

持相对稳定，而在温带地区有所下降（图

29）。由于缺少数据，特别是缺少非正式

工或小时工的统计数据，森林就业被认为

严重低估。

只有占全球森林面积17％的29个国家报

告所有年份的就业人数和女性就业人数， 

这说明大多数国家没有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那些有分类数据的国家中女性就业率从1990

年的20%增加到2010年的30%。

在林业中女性工作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孟

加拉（60万）、中国（30.1万）和马里（18

万）。女性在就业中比例最大的国家是马里

图27  按收入类别划分的由林业和伐木业
增加的价值

图28  林业和伐木业对GDP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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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蒙古和纳米比亚（均为45%） 

及孟加拉（40%）。孟加拉更新了其森林

政策和法律以加强妇女对社会的林业发展

的参与。蒙古妇女在历史上一直对采集木

质燃料、植树造林和教育等林业活动负

责，而在马里妇女则积极参与木质燃料和

非木质林产品的采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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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木质林产品

非木质林产品是一项重要资源，为许多乡村居民提供生计，并为处理或使用这

些产品的产业提供收入。尽管有其重要性，很难获得可靠和一致的关于非木质林产

品的数据，这主要是由于全球大多数非木质林产品未进入商业市场，而在非商业

性价值上的数据通常是不可靠或是不存在的。只有74个国家报告了非木质林产品的 

采集数据，而其中的大部分数据或为片面或为不完全。不过，一些国家提供了详细

的信息，并且它们所报告的每公顷非木质林产品的采集值相当可观（表9）。

表9  每公顷非木质林产品的采集值最高的前十名国家
国家 NWFP 采集值 (美元/公顷)

1. 韩国 169

2. 葡萄牙 124

3. 捷克共和国 101

4. 突尼斯 98

5. 中国 50

6. 拉脱维亚 44

7. 奥地利 43

8. 波兰 42

9. 印度 35

10.西班牙 34

图29  1990-2010年林业和伐木业就业变化

未来前景展望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世界上大多数地区

生产率的提高，林业和伐木业的就业似乎

很有可能下降。然而。这种下降不太可能

在高木质燃料使用的国家出现，在可预见

的未来，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利用效率不太

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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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产权和经营权

森林产权和经营权指标的重要性 
有关森林所有者和森林管理者的信息是

跟踪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理清产

权和经营权对森林的良好治理以及可持续管

理至关重要。森林产权信息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了解何人控制着森林的管理和使用，而

何人从林业生产中得利或失利。当林权得到 

保障，它可以促进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资本

投资，并在安排促进森林资源的可持续性利

用上发挥作用。

森林产权和经营权的变化和原因 

与1990年相比，2010年有更多的国家报

告森林产权。2010年，全球76%的森林面积为

公有，20%为私有，4%为产权不明（图30）。 

西非和中非是公有林面积比例最高的区域

（99%），其次是西亚和中亚（98%）以及南亚

和东南亚（90%）。私有林面积比例最高的是

东亚和大洋洲（42%），其次是北美（33%）。

在1990年到2010年期间，公有林的面积

减少了大约1.2亿公顷，而私有林则有1.15

亿公顷的增加。私有林增加最多的是中等偏

上收入类别的国家，其私有林的面积几乎增

加了一倍。中国的私有林面积增加了8500万

公顷，这主要是2008年实施的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的结果。

私有林中的个人产权比例在1990至2010

年间从42%增加到56%，同时私营企业、机构

以及地方、部落和土著社区拥有的私有林 

面积有所下降（图31）。尽管社区拥有森林

的相对比例从1990年的19%下降到201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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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2010年森林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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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但实际上社区拥有的森林面积从6000

万公顷增加到6400万公顷。

在全球层面，公有林的经营权由政府

部门占主导地位。1990年至2010年间由私

人公司经营的公共森林的比例从3％增加到 

15％，而政府部门进行管理的面积则由近 

95％下降到82％（图32）。

在2010年由社区管理的公共森林面积

最大的国家是巴西和哥伦比亚，分别为

1.52亿公顷和3000万公顷。东帝汶、圣彼

埃尔和密克隆岛报告的社区管理下的公有

林比例均为100%。

未来前景展望

目前在林权中私有产权增加、以及私

营企业增加了对公有林的经营职责的趋势

很有可能会继续。在许多国家森林经营

权也有望继续从国家下放到地方各级。在 

中等偏上等收入类别的国家，特别是在 

国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森林私有化呈现

继续的态势。

图32  1990-2010年公有林的经营权的 
变化

图31  1990-2010年私有林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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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对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的
重要性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森林的重要性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8拥有世界

森林面积的2％左右，对全球而言可谓微不

足道。然而，对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

森林和树木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

用比在很多大国中更为至关重要。许多岛屿

栖息地也在对生物多样性和特有物种的保护

上具有全球意义。

由于森林在水土保持和灾害风险防御能

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森林管理尤为重要。此外，沿海森林和红

树林对海洋栖息地和海岸侵蚀的防御也非常 

重要。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森林的变化和原因
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最高 

森林覆盖率。事实上，在森林覆盖率排名

前十位的国家中有六个是SIDS。在过去的

25年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森林总面积从

1990年的8060万公顷增加到2015年的8180万 

公顷。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中森林面积最大的 

五个国家拥有SIDS的森林总面积的87%， 

而森林面积最小的34个国家只有全部森林面

积的1.4%（表10）。1990至2010年间，尽管

拥有最少森林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森林

面积有所增长，其增长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

8 美属萨摩亚，安圭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英属维尔京群岛，佛得角，科摩

罗，库克群岛，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格林纳达，关岛，几内亚，几内亚比

绍，圭亚那，海地，牙买加，基里巴斯，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蒙特塞拉

特，瑙鲁，新喀里多尼亚，纽埃，北马里亚纳群岛，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多黎各，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

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新加坡，所罗门群岛，苏里南，东帝汶，汤

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图瓦卢，美属维尔京群岛，瓦努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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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按森林规模划分的森林面积 
年度变化

表10  2015年按森林规模级别划分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森林面积

  国家森林级别 国家数
森林面积

（百万公顷）
占SIDS森林
面积百分比

大 (>200万公顷) 5 70.8 87

中 (20万至 200万公顷) 11 9.9 12

小(<20万公顷) 34 1.1 1

合计 50 81.8

图33  按收入类别划分的森林面积年度变化

每年1万公顷下降到本世纪初前十年的每年

2600公顷。在2010年到2015年间每年森林净

损失量则为900公顷。

在森林面积大的SIDS以及高收入和中

等偏高收入类别的SIDS中森林面积有所

增加，而在中等偏下和低收入类别的SIDS 

（图33）以及森林面积小的SIDS（图34）中

森林面积有所减少。

红树林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里扮演一个

重要的角色。由于类别广泛的植物物种为丰

富的动物物种提供了栖息地，红树林生态系

统不仅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能够作

为保护区防御热带风暴、海平面上升引起的

侵蚀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红树林还具有高居

住和旅游价值的景观效应。全球近1500万公

顷的红树林中约15%（220万公顷）生长于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 

未来前景展望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森林对生物多样性

和社会经济价值仍将保持重要性。由于变化

率的波动性，森林面积的变化难以预测， 

但在近期内不太可能发生大的面积改变。 

看上去唯一的例外会是森林面积在2010至

2015年间有所减少的小SIDS。考虑到这些国

家在过去25年里的森林损失率，这是一个需

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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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和质量

本报告和其它FRA 2015出版物所报告的

大部分数据来自国家报告。FRA 2015中提供

了234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告，其中155个是由

政府林业部门任命的国家协调员撰写的。

其余的来自案头研究，从FRA 2000开始， 

这些研究用于为没有国家任命的协调员或没

有提供国家报告的国家或地区估算森林统计

数值。虽然案头研究数量众多，但总共只

涉及1.3%的全球森林面积。这就意味着， 

在FRA 2015中，全球98.7%的森林面积的相

关数据是由各国自己报告的。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报告间的一致性，

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和培训班来为2015

年的数据收集和报告作指导。FRA 2015

的数据收集还通过森林资源信息管理系统

（FRIMS）——粮农组织的在线数据收集

门户获取。我们向各国提供了填有它们为

FRA 2010提交的数据的模板。

我们要求各国对以前的数字进行修订并

在有新的数据时做出更新，然后估算出2015

年的数字。除了各国报告的数据之外，粮农

组织还与国家协调员合作以提供其它来源的

汇集数据。其中大部分是各国政府以前向联

合国提供的信息，包括人口、土地面积和木

材采伐量。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国家报告都经过

独立的同行评审，评审由粮农组织的工作

人员、森林资源协同问卷调查(CFRQ)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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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和外部专家做出。同行审查意见交由

国家协调员收入国家报告，并在必要时，对

个别的国家报告进行更正之后再收进最终的

FRA 2015数据库中。

提供给各国的报告格式鼓励他们呈报用

于参考和计算的数据。一些国家提供的资料

非常出色，可让读者审查和重新计算提交给

FRA 2015的数值。如需要了解详细情况、

参考文献和具体说明，读者可以参阅国家 

报告9。说明术语和定义的出版物和文件，

以及FRA 2015的使用指南，也可在粮农组织

网站上找到。10

FRA 2015采用了一套类似于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使用的层级分类

工具。所有可能有超过一个数据源的变量都

需要被分层。各国为收录的每个变量的状态

（例如，最新报告）和趋势（例如，两个或

更多报告周期）二者都定义层级。我们要求

各国对每个符合条件的变量指定一个层级

值：1级（专家估计），2级（低强度或不完

全调查以及较旧数据）或3级（高可靠性，

全国范围的近期来源）。FRIMS中有按照这

个一般模式对每一层级的具体定义，并可见

于在线国家报告。

9 见 www.fao.org/forest-resources-assessment/current-assessment/country-reports/en/.
10 见 www.fao.org/forestry/FR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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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森林资源协同调查问卷伙伴组织携手合作

2015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

森林对人类福祉的贡献意义深远。森林提供重要的木材供应，帮助

战胜农村贫困，确保粮食安全并为人们提供体面的谋生方式；森林还提

供前景良好的中期绿色发展机会和重要的长期环境服务，如清洁的空气

和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的减缓。

《2015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建立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全面和可靠的、覆盖23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基础上，显示出令人鼓舞的

迹象：森林管理得到改善，森林砍伐在全球放缓。然而，这些趋势有待

加强，尤其是在那些进展缓慢的国家。

对世界森林进行联合的数据收集、分析和报告：森林 
资源协同问卷调查合作

全世界对得到一致性的常规定义和分担努力的森林信息怀有广泛

的兴趣。森林资源协同问卷调查（CFRQ）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地区域数

据收集合作伙伴共同发起，以联合收集、分析并报告森林数据。森林

资源协同问卷调查与粮农组织自1948年以来所开展的全球森林资源评估

（FRA）直接关联，覆盖了全球104个国家和世界上88%的森林。通过森

林资源协同问卷调查，数据只需一次性收集，却能多次使用，从而降低

了国家协调员的工作量并能提供更加一致的数字。这种方式增加了对 

常规定义的使用，为加强森林统计的共享提供了基础。

为了2015年的报告，六个合作伙伴开展了森林资源协同问卷调查

的工作，它们是：中部非洲森林委员会(COMIFAC/OFAC)，联合国粮农组

织林业部（FRA），森林欧洲组织，国际热带木材组织（ITTO），蒙特

利尔进程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森林资源协同问卷调查

是这些合作组织在简化和统一与森林相关的报告、同时减少各国在提供 

各种报告时所承受的负担方面共同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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