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发热带森林火灾的原因是什么？ 

 

雨林本质上是不易燃烧的。雨林火灾与毁林有关，而毁林往往由农业生产驱动导致。 

 

火灾在雨林生态系统中并非正常现象。这些潮湿、浓密的森林一般易燃物质极少。全球只有

4%的森林火灾缘于闪电、极端天气事件等自然原因，其他森林火灾都是因为有意清空土地或

粗心疏忽等人为因素造成的。 

 

热带地区的火灾与毁林有关，当地民众通过焚林清空土地并维持土壤肥力，从而生产牛肉、

大豆、棕榈油、纸张、纸浆等产品。农民砍伐植被，待其晾晒干燥后再放火焚烧，从而清除

原始森林，开垦农地。这种方式能够改变土壤特性并增加土地肥力。同时，农民也会烧垦已

经清空的土地。例如，养牛牧场主可能会利用烧垦技术清除牧场杂草。大火会越过原本预期

的边界，延伸到周边森林。 

 

全球对产自热带雨林及相邻地区的商品需求高涨。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和大豆出口国，而

中国是巴西大豆出口最大的市场。例如，中国从马托皮巴（Matopiba）的北塞拉多（Northern 

Cerrado）地区进口的大豆占该地区总产量的 48%，欧盟是该地区第二大进口方，占 17%。牛

肉的情况没有这么极端，虽然 2019 年巴西向全球出口了价值 75 亿美元的牛肉，80%的牛肉

产量依然用于国内消费。  

 

许多火灾发生在亚马逊和马托皮巴地区的陆地，那里生产运往大企业的商品。在巴西，大豆

贸易商邦吉（Bunge）和嘉吉（Cargill）种植园附近发生的火灾数量比其他主要大豆贸易商

的总和还多。JBS、Marfrig and Minerva 三家屠宰商在潜在购买区的火灾总量占全球十大

屠宰公司的 60%。在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度尼西亚，2019 年 160 万公顷土地被焚烧。

2019 年，印尼 10 个棕榈油公司旗下的特许采伐区内火灾警报次数达到 1.5 万次。 

 

仅凭扑灭火灾并不能有效杜绝与毁林有关的人为火灾，而应解决导致毁林的根本问题。各国

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和激励措施，可影响每年森林火灾的发生程度。对于企业而言，供应链与

毁林挂钩将产生真正的名誉风险，在各国政府和投资者对此类风险的意识不断提高的情况

下，企业如果不能防止此类风险，将会在获取市场许可和融资方面面临诸多困难。 

 

国家政策和公司决策可对与毁林有关的产品施加下行压力，从而降低森林火灾发生的概率。

2019 年雀巢（Nestle）公司停止从嘉吉公司采购巴西大豆，时尚品牌 H&M 和鞋业制造商 VF 

公司宣布不再采购巴西皮革。2020 年，管理资产总额达 3.7 万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呼吁巴

西政府停止毁林，并对控制有违环保政策的做法。 

 

巴西 

2020 年毁林增加了 50%，而且该国即将迎来强烈的林火季 

 

2019 年 8 月，巴西遭遇了 2010 年以来最严重的林火季。整个国家超过 3000 万公顷的稀树

草原、农田、森林被烧毁，占巴西陆地面积的 3.7%。该月发生的火灾数量接近 2018 年的三

倍，也是 2010 年以来的最高值。研究发现，2019 年森林地区发生的火灾与毁林有关，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森林流失面积达 1 万平方公里，年流失量为 2009 年以来最高。2020

年，巴西又将迎来一个强烈林火季，6 月火警数量创下 13 年以来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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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巴西火灾的大幅增加发生在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上台后，

他得到了巴西农业企业和农民的支持，因为他们希望削弱亚马逊保护方面的法律。此后，博

索纳罗将巴西环保执法机构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自然资源管理局（Ibama）的预算削减了 25%。 

 

同时，巴西政府还提出一项法案，允许矿业和农业公司在原住民保护区内经营。同时，还提

出了另一项法案，向清空公共土地用于农业生产或采矿的所谓“定居者”授予土地保有权，

这加剧了土地掠夺，在国内和国际反对该法案的巨大压力下，该法案未能通过。然而，巴西

随后又提出了一项类似法案，同情农业公司的农村党团会议试图在该国忙于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之时迅速投票通过这部法案。 

 

印度尼西亚 

 

清空土地用于建立棕榈油和纸浆种植园是造成印尼森林火灾的主要原因 

 

清空土地用于建立棕榈油和纸浆种植园是造成印尼森林火灾的主要原因。工业规模种植园占

到印尼毁林总量的近一半。印尼政府主要利用临时禁伐令禁止清空原始森林地区，但是却无

法保证禁伐令得到有效执行，也无法确保现有种植园上的保护区得到充分保护。由此导致的

后果是，2015 年至 2018 年，100 多万公顷受保护森林被烧毁。 

 

政府制定的生物燃料政策推高了棕榈油需求。尤其是 2020 年 1 月启动的 B30 计划，该计划

旨在确保所有生物燃料产品中的棕榈油含量至少达到 30%。印尼棕榈油业者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Indonestian Palm Oil Growers）称赞该项目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印尼政府提出《创造就业综合法》（Omnibus Law on Job Creation），对至少 79 个现行法律

进行 1000 多项修订，这将极大削弱环保监管力度。该提案或将加剧森林火灾，因为根据该

提案，刑事指控将不适用于违反环保法规的商人。进一步放松政府对泥炭地保护的措施也提

高了火灾风险。 

 

森林火灾的影响 

 

健康 

 

森林火灾对人类健康产生有害影响。火灾造成的烟雾会将颗粒物散入空气：细小的颗粒物会

污染空气，进入人类肺部，可能会引起呼吸系统甚至心血管疾病。 

 

最让人担忧的是最细小的颗粒物——PM2.5：它们能使距离火灾数百公里以外的空气受到毒

害。吸入这些污染物会造成短期或长期呼吸系统疾病，如咳嗽、哮喘、肺炎、慢性阻塞性肺

病、肺癌等。虽然研究显示，火灾增加了 65 岁以上老年人与心脏有关疾病的医院就诊次数，

但森林火灾引起的烟雾与心血管疾病有关的证据还未有定论。除老年人外，最可能受到健康

影响的是儿童、孕妇、已患病人群和消防员。 

 

热带泥炭地火灾对人类健康尤其有害，同时还特别难以扑灭。为建立棕榈油和纸浆种植园，

印尼泥炭地多数被抽干、焚烧。泥炭地火灾燃烧每单位碳排放的颗粒物是草原及森林火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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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到六倍。这对于印尼而言尤其麻烦，因为该国拥有全球 36%的热带森林泥炭地，面积超过

2000 万公顷。大面积的泥炭地已被抽干，植被被清除，因此易于燃烧。2019 年印尼火灾造

成近 100 万人患上急性呼吸道感染。 

 

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火灾对健康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WHO）、欧洲公共卫生联盟

（European Public Health Alliance）等卫生机构警告，生活在污染地区的人群感染新冠

病毒的风险更大。分析显示，即便疫情爆发前几年颗粒物污染水平微量上升，都与新冠肺炎

死亡率上升 15%有关。森林火灾也会引发大规模紧急疏散，迫使人们住在过度拥挤的避难所，

不可能保持社交距离，由此促进新冠病毒的传播。比如在 2016 年加利福尼亚的火灾中有 8

万人被疏散。 

 

由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急诊和住院人数增加，林火季也会对业已不堪重负的卫生体系带来更大

压力。由于新冠病毒在全国蔓延，巴西的重症监护室已经饱和。政府报告称，4 月亚马逊州

（Amazonas）病床使用率已达到 96%。如果疫情在山火季还不受控制，巴西和印尼的卫生系

统都可能面临严峻考验。 

 

气候变化 

尽管气候变化正在造成许多地区森林火灾加剧，但近期巴西和印尼森林火灾激增并不能由干

旱气候来解释。不过，这些火灾和气候变化之间存在关系。土壤和植被被焚烧后，会释放储

存的温室气体，从而造成碳排放。2019 年，巴西亚马逊地区火灾排放了 3.29 亿吨二氧化碳，

相当于前一年该国排放量的 80%以上。2019 年夏，印尼火灾排放了 3.6 亿吨二氧化碳。泥炭

地火灾的破坏力尤其巨大：虽然树木再生可以平衡部分森林火灾产生的排放，但当泥炭地发

生火灾时，会释放出储存数千年的碳，而且无法（靠树木再生）替代。亚马逊森林大火排放

的黑碳与热带安第斯山脉的冰川融化有关。气候变化也会增加厄尔尼诺年份出现的频率和强

度，目前该现象约每五年出现一次。厄尔尼诺年份会导致旱灾增加，干旱气候条件更易使人

为毁林造成的火灾失控。 

 

经济 

森林火灾会产生经济后果，在全球因新冠肺炎疫情陷入衰退的背景下尤其严重。火灾会造成

各种经济后果，如医疗卫生服务成本上升，树木、农作物和房屋受损，航班和交通延误，学

校被迫停课，民众疏散等。即使低强度火灾也会造成高达 50%的树木死亡，并减少森林为当

地民众创造的价值。世界银行（World Bank）估算，2019 年印尼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到 52 亿美元，相当于该国 GDP 的 0.5%。其中，1.57 亿美元与直接破坏有关，50 亿美元是

经济活动受影响而产生的损失。但是这些成本还未涵盖所有损失，如由于健康问题造成教育

质量下降，印尼与欧洲国家贸易关系恶化导致对印尼的棕榈油需求下降等。由于火灾造成自

然资本减少，其他国家也遭受了火灾带来的经济影响。例如，有证据表明，火灾会改变天气

模式，从而减少当地农作物产量。这也会对农作物价格产生连锁反应。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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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为造成的火灾面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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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 2017 年的论文指出，过去 18 年，全球火灾面积大约减少了 25%，以稀树草地和草原为

主，主要原因是由于农业扩张。 

 

 

澄清亚马逊的火灾危机  

2019 年林火季后，四名学术人员联名向全球变化生物学（Global Change Biology）期刊编

辑写信，对亚马逊地区火灾的性质和程度进行评估，并与巴西政府所称“正常”年份进行对

比。他们发现 2019 年 8 月活动火灾达到 2010 年以来最高水平。 

 

保护区防止亚马逊毁林火灾 

这份 2009 年的论文分析了保护区在保护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以及防止森林火灾方面的有效性。

该论文得出结论：保护区显然能够防止毁林火灾，但其程度取决于保护区受保护的水平。 

 

亚马逊生物质燃烧加速热带冰川融化  

这份 2019 年的论文表明，亚马逊流域火灾排放的黑碳造成安第斯山脉热带冰川融化。论文

发现，2010 年林火季高峰期，当地径流增加了 4.5%。 

 

对印尼婆罗洲油棕榈小农将泥炭地和森林转变为种植园的建模分析  

这份 2019 年的论文，对印尼婆罗洲棕榈油种植园扩张的责任方进行分析，发现由于普通土

壤上的合适土地日益稀缺，独立小农越来越多地将泥炭地转变为种植园，而且从事此类破坏

活动的小农可能属于原住民群体而非经验丰富的油棕榈种植者。 

 

粮食安全 

 

亚马逊农业面临的气候风险表明有充分理由保护当地生态系统 

这份 2019 年的论文探讨了新的研究领域，分析巴西南部亚马逊地区的毁林、气候变化和粮

食安全之间的关系。通过建模，作者发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毁林可能会造成农作物产量下降，

并可能对粮食安全造成影响。 

 

土地清空后巴西玉米产量受到气候负面影响   

发表于 2020 年的这份论文通过建模，分析了不同农业土地使用情景可能会对巴西赛拉多地

区的气候条件产生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在所有情景下，土地用途变化导致的天气变化造

成玉米产量下降，但大豆产量未有明显变化。 

 

气候变化 

 

模拟亚马逊地区气候变化和毁林相应引起的林火动态  

 

这份 2011 年的论文分析了气候变化和毁林对亚马逊地区的林火及碳排放的影响。报告发现

南部和西南亚马逊地区林火可能会大幅增加，尤其是在准备铺路的高速公路沿线和农业地

区。 

 

林火在在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项目（REDD+）中至关重要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pdf/10.1111/gcb.1487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660414/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aaf044/pdf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aaf044/pdf
https://esajournal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fee.212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893-020-0560-3
http://www.geog.leeds.ac.uk/projects/amazonica/papers/silvestrini_et_al_2011.pdf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6320712001772


 

这份 2012 年的论文分析表明，林火会影响由联合国发起的减少毁林所致排放项目（即 REDD+

项目），因为林火破坏了树木碳储存的永久性，并对生物多样性和减贫产生威胁。 

 

健康 

 

气候变化下的林火烟雾暴露：对受灾社区民众的呼吸系统健康造成危害  

 

这份 2019 年的论文分析了当前关于呼吸系统健康和山火烟雾暴露的文献资料，包括气候变

化下的预期影响。论文发现，未来林火烟雾对呼吸健康的影响或将不断扩大。 

 

系统性回顾非职业性林火烟雾暴露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该文献综述发表于 2015 年，分析了林火烟雾暴露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报告指出，大部分研

究表明，林火烟雾与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风险上升有关，但还需要对死亡率和心血管发病

率进行更多研究。2016 年的一篇论文提供了类似的文献综述。 

 

林火烟雾暴露与人类健康：公共卫生问题日益严重，研究严重不足  

 

这份 2017 年发表的关于林火烟雾对人类健康影响的文献综述，强调了研究存在的差距。报

告着重分析了林火烟雾暴露造成的长期健康影响，及烟雾暴露后的康复、儿童烟雾暴露引发

的健康问题等。 

 

农业火灾与新生儿健康  

这份 2019 年的论文分析了林火烟雾暴露对未出生胎儿的影响。报告发现，孕晚期烟雾暴露

会降低出生体重、缩短妊娠期、降低子宫内生存率。 

 

新冠肺炎疫情 

 

空气污染是否是造成意大利北部新冠肺炎死亡率极高的因素之一？   

 

这份 2020 年的论文并未具体研究林火问题，而是分析意大利新冠肺炎死亡率与空气污染之

间的关系。论文发现，在污染物较高地区生活的人更易患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之前也有两

篇论文对英国和美国空气污染和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还有一篇论文研究中国

的有关情况。 

 

经济 

 

林火烟雾暴露的负面健康影响的经济成本：综述  

 

2010 年文献综述综合评估了与林火烟雾有关的健康问题的经济影响，得出结论：该成本应

成为林火管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对此类成本性质的认识依然有限。 

 

亚马逊地区烧垦的经济成本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74372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13935114003788?via%3Dihub
https://ehp.niehs.nih.gov/doi/full/10.1289/ehp.1409277
https://ehp.niehs.nih.gov/doi/full/10.1289/ehp.140927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8892756/
https://www.mitpressjournals.org/doi/abs/10.1162/rest_a_00806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69749120320601
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4.16.20067405v5
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4.05.20054502v2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86/1476-069X-2-15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86/1476-069X-2-15
https://www.fs.fed.us/rm/pubs_other/rmrs_2010_kochi_i001.pdf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1800904000424?via%3Dihub


这份 2004 年的论文分析了亚马逊地区焚林烧垦的总成本。虽然烧垦能使农民以较低成本清

空土地，但失控的林火却会造成损失。1996 年至 1999年，亚马逊林火造成的成本约占该地

区 GDP 的 0.2%。 

 

2015 年 9 月至 10 月亚洲赤道地区严重雾霾造成的公共卫生影响   

 

这份 2016 年的报告对 2015 年印尼婆罗洲林火造成的雾霾进行了评估，雾霾造成印尼、马来

西亚、新加坡超过 100300 人超额死亡（即比一般环境背景值下多造成的死亡人数）。 

 

政府间报告 

政府间报告也提供了宝贵的火灾信息和论文资料，特别是以下部分：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全球升温超过工业革命前 1.5 摄氏度影响的特别报

告第三章，对全球气温上升时林火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关于气候变化和土地特别报告的第二章，包含林火和气候变化方

面的内容。《决策者摘要》（Summary of Policymakers）提供了实用地图，标注报告中其他

林火出现的地点。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生物多样性报告，特别是第 2.1

章，包含了关于林火信息，及伐木和毁林在自然衰退方面发挥的作用。 

 

绘制林火和毁林地图 

 

在收集毁林率和林火探测数据方面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和工具。根据不同因素使用不同的数据

源： 

- 如何界定毁林和林火； 

- 不同卫星探测小面积毁林的能力； 

- 数据更新的频率； 

- 是否产生国家或国际数据； 

- 数据是否官方（由公共权威机构提供） 

 

火灾数据 

 

人们利用卫星收集火灾信息，该数据并不能探测到实际火灾，而是提供火灾指标，如热度和

烟雾等。 

 

全球层面有两个主要数据源：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运行的两颗卫星可收集近实时活动林火数据。VIIRS 卫星

拥有高分辨率，但其数据仅能追溯到 2012 年。MODIS 卫星分辨率较低，但时间序列较长，

能够追溯到 2001 年。欧盟的全球林火信息系统（Global Wildfire Information System, 

GWIS）也利用 VIIRS 和 MODIS 卫星提供的数据探测活动林火。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11/9/094023
https://www.ipcc.ch/sr15/chapter/chapter-3/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4/2019/11/05_Chapter-2.pdf
https://www.ipcc.ch/srccl/chapter/summary-for-policymakers/
https://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ipbes_global_assessment_chapter_2_1_drivers_unedited_31may.pdf
https://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ipbes_global_assessment_chapter_2_1_drivers_unedited_31may.pdf
https://earthdata.nasa.gov/earth-observation-data/near-real-time/firms
https://gwis.jrc.ec.europa.eu/about-gwis/technical-background/active-fire-detection/


 

2. 美国国家海 洋和大 气管理局 （ the U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e 

Administration， NOAA）拥有自己的卫星，与 NASA 分开单独进行报告。 

 

受到普遍援引的“全球森林观察火灾”（Global Forest Watch Fires）数据结合 NASA 和 NOAA

卫星提供的信息。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巴西语缩写为 INPE）使用来自 NOAA 的数据。印尼

未成立国家空间研究所，因此可利用“全球森林观察火灾”提供的数据追踪火警。 

 

毁林数据 

 

全球层面有两个主要的数据集。 

 

1. “全球森林观察”结合来自 NASA 和 NOAA 的卫星数据，每年探测林木覆盖流失情况，该

工具提供的数据被广泛援引。“全球森林观察”及其姐妹工具“全球森林观察火灾（Global 

Forest Watch Fires）”均为智库机构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负责

召集。 

 

2.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UN Food &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FAO）也收集全球森林

资源评估（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FRA）。政府对划分为生产林的土地自行

报告，并以此为基础评估森林覆盖水平。同时评估报告也分析森林状况、管理和使用情况。 

 

点击此处了解以上两个数据源的更多差异。 

 

巴西将上述两个数据源分别用于： 

 

1. 国家空间研究所（INPE）的数据是运行时间最长的数据集。INPE 运行着两个森林流失监

测系统。第一个是 PRODES，利用中国-巴西 CBERS 卫星和印度 RISR-2 卫星数据，计算每年

的毁林情况。第二个是 DETER，利用上述两颗卫星的传感器每月探测植被退化、采矿和伐木

情况。Mapobias 是由非政府组织和科技公司进行的合作项目，能够验证、完善 DETER 提供

的毁林警报，并对巴西亚马逊地区之外的其他生物群落进行监测。 

 

2. IMAZON 是独立的巴西研究机构，运行着毁林警报系统。该机构成立于 2007 年，每月发

布森林流失数据。 

 

PRODES 数据与“全球森林观察”数据在两个方面存在差异。首先，PRODES 是以每年 7 月到

次年 8 月为年周期进行计算，而“全球森林观察”是以每年 1 月到 12 月作为年周期进行计

算。这就意味着两个数据集收集的是不同毁林阶段的数据。其次，两个系统针对受火灾影响

的土地面积收集的数据规模不同。这就意味着它们提供的每年毁林损失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点击此处，了解更多的技术差异。  

 

https://www.ospo.noaa.gov/Products/land/fire.html
https://fires.globalforestwatch.org/home/
http://satelite.cptec.inpe.br/home/index.jsp
https://www.globalforestwatch.org/
http://www.fao.org/forest-resources-assessment/en/
http://www.fao.org/forest-resources-assessment/en/
https://e360.yale.edu/features/conflicting-data-how-fast-is-the-worlds-losing-its-forests
http://terrabrasilis.dpi.inpe.br/app/dashboard/deforestation/biomes/amazon/increments
https://earth.esa.int/web/guest/missions/3rd-party-missions/potential-missions/cbers
http://terrabrasilis.dpi.inpe.br/app/map/alerts/
http://alerta.mapbiomas.org/en/sobre-o-projeto
https://imazon.org.br/en/about-us/
https://blog.globalforestwatch.org/data-and-research/what-to-know-about-2019-tree-cover-lo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