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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试点实施指南

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国

发〔2022〕4号）要求，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

案》《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试点工作方案》，制定《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试点实施指南》。

一、准备工作

（一）工作平台与数据库建设

1.工作内容

开发运维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平台（平台桌面端、

外业调查采样 APP、样品流转 APP、质量控制 APP）和数据

库等，实现土壤三普工作全流程、全对象、全用户的数字化

管理。

2.组织方式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平台工作

组（以下简称全国土壤普查办平台工作组）会同专家技术指

导组的平台技术组（以下简称平台技术组）负责第三次全国

土壤普查工作平台研发与运维，编制数据库规范，建立数据

库；指导建立省级土壤三普信息化管理系统和数据库。省级

土壤普查办负责建立省级数据库，并根据实际需要，在国家

工作平台基础上探索建立个性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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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措施

（1）工作平台开发运维。按照土壤三普工作流程，构

建国家工作平台。平台桌面端集成工作调度、样点任务管理、

样品制备管理、样品检测管理、全程质量控制、技术指导、

全程追溯等功能模块。外业调查采样 APP要实现样点任务认

领、样点任务变更、样点导航、数据提交等功能。样品流转

APP要实现采样样品接收、制成样品分发和接收反馈、样品

入库等功能。质量控制 APP要实现外业核查、样品制备检查、

测试化验质控等功能。工作平台分不同层级用户设置相应权

限，实现土壤三普工作全流程分类分级数字化管理。各省可

在国家工作平台预留接口上开发本省个性化平台，并制订相

应运维管理制度，做好日常运行维护。

（2）工作平台试点应用。组织省级土壤普查办、外业

调查采样队伍、检测实验室、质量控制实验室等不同类型用

户，开展工作平台试点应用，收集整理有关问题，进一步完

善工作平台。

（3）数据库建设与运维。按照《土壤普查数据库规范

（试行）》要求，国家级数据库主要储存和管理全国工作底

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图、地形图等）、过程数据（样

点布设、调查采样、检测分析等数据）、成果数据（土壤类

型图、属性图、专题图、专题数据清单等）等。省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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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储存和管理本省工作底图、过程数据、成果数据等，实

现与国家级数据库的数据共享。国家级和省级数据库要按照

信息化安全管理要求，构建安全可靠的数据存储与管理系统

和环境，制订管理制度，做好日常运行维护。

4.时间进度

1—6月开发工作平台和构建数据库；5—12月试点应用

与功能完善。

（二）土壤类型名称校准

1.工作内容

以《中国土壤分类与代码》（GB/T 17296-2009）为基础，

形成《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暂行土壤分类系统（试行）》（以

下简称《暂行土壤分类系统》），依此对土壤二普县级土壤

类型中同土异名、同名异土等分类问题和不规范命名进行校

准，指导样点布设和外业土壤类型校核，完善全国土壤分类

系统。

2.组织方式

顶层设计组牵头起草和完善《暂行土壤分类系统》，平

台技术组牵头负责组织各省开展土壤类型校准，全国土壤普

查办可根据技术力量较弱省区的需要和申请，协调有关技术

力量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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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措施

（1）《暂行土壤分类系统》起草。顶层设计组牵头，

会同平台技术组、外业技术组以《中国土壤分类与代码》

（GB/T 17296-2009）为基础，起草土壤三普《暂行土壤分类

系统》。

（2）省级土壤类型校准。平台技术组根据《土壤类型

名称校准与完善工作指南（试行）》，牵头组织和指导各省

开展土壤类型校准修订工作，将土壤二普县级土壤类型归并

到《暂行土壤分类系统》，并汇总和修订各省土壤类型校准

结果。

（3）《暂行土壤分类系统》完善。顶层设计组牵头，

会同平台技术组、外业技术组，对校准和修订结果进行审核，

形成全国土壤类型校准成果；并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完善《暂

行土壤分类系统》，供土壤三普使用。

4.时间进度

1—3 月完成试点县土壤类型名称校准；3—7 月完成试

点县和盐碱地普查县土壤类型名称修订；8月完成《暂行土

壤分类系统》；9月完成省级土壤类型校准与审核、《暂行

土壤分类系统》修订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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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底图制作与样点布设

1.工作内容

组织收集数字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地形图、遥感

影像等基础数据，进行坐标变换、投影转换、空间配准等预

处理；将土壤图和土地利用现状图叠加形成工作底图，综合

考虑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地形地貌高程变异等因素开

展样点布设，生成样点布设图；开展样点校核和任务分发。

2.组织方式

全国土壤普查办平台工作组会同平台技术组负责组织

收集数字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地形图、遥感影像等基

础数据，开展数据预处理，制作工作底图，形成预布设样点

并下发；省级土壤普查办组织对下发的预布设样点进行校核

并反馈结果；全国土壤普查办平台工作组会同平台技术组对

反馈结果审核确认，并进行任务分发。顶层设计组会同平台

技术组和外业技术组研究制定剖面样点布设方案，剖面样点

布设以省域为单元。

3.工作措施

（1）基础数据准备。按照《土壤普查工作底图制作与

采样点布设技术规范（试行）》要求，收集数字土壤图、土

地利用现状图、地形图、地质图、行政区划图、土地利用变

更调查成果数据、数字高程模型、遥感影像、气象资料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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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数据，并进行坐标变换、投影转换、空间配准、镶嵌剪裁

等预处理。

（2）工作底图制作。将土壤图和土地利用现状图叠加，

形成的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盐碱荒地叠加图层与土壤

类型套合图作为工作底图，作为样点布设、成果汇总的基础。

（3）样点布设。遵循差异性、全面性和代表性原则，

综合考虑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地形地貌高程变异等因

素进行表层样点预布设。剖面样点预布设采用土种图布点法

和环境协变量布点法。

（4）样点校核。结合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及变更

调查成果数据、地形地貌图、遥感影像等对预布设样点的合

理性、典型性、可到达性等进行校核，并根据本省实际情况

和需求加密样点。

（5）样点任务下发。组织对预布设样点的反馈结果进

行审核确认、编辑赋值，赋予样点编码、经纬度、行政区划

位置、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地形地貌等信息，明确样

点调查、样品采集、指标测试等任务清单，实行“一点一码”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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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时间进度

1—2 月完成基础数据准备；2—4 月完成工作底图制作

和样点布设；4—7月完成表层样点和剖面样点校核；7月完

成样点任务下发。

（四）技术培训

1.工作内容

落实普查工作的总体思路、技术路线、重点任务、工作

要求等，重点培训土壤三普工作方案、技术规程规范、信息

化工作平台应用、底图制作、样点布设、外业调查采样、内

业测试化验、质量控制、成果汇总、报告编制等内容。

2.组织方式

全国土壤普查办内业工作组牵头会同平台工作组、外业

工作组、盐碱地普查专题组按工作内容组织开展国家层面培

训，重点对专家技术指导组专家、省级专家队伍和省级管理、

技术人员等进行培训。省级土壤普查办负责组织省级层面培

训，重点对省级专家队伍、市县级管理和技术人员、一线实

操人员等进行培训。

3.工作措施

（1）制定培训计划。按照分层次、分区域的原则，制

定年度培训计划，确定年度培训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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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选师资力量。国家级培训师资力量主要由是专

家技术指导组专家，全国土壤普查办及其委托的技术支撑单

位的相关管理和技术人员等组成。省级培训师资力量主要由

省级专家队伍，省级土壤普查办及其委托的技术支撑单位的

相关管理和技术人员等组成。

（3）编制培训教材。全国土壤普查办内业工作组牵头

会同平台工作组、外业工作组组织编制培训材料、作业指导

书，制作网络课件，并由顶层设计组组织专家论证。省级土

壤普查办可依据国家相关培训教材编制本省培训教材。

（4）培训与考核。通过专家讲课、现场示范、上机实

操、线上培训等多种方式开展培训。采取闭卷考核、实操考

核和开放式考核等方式进行考核，考核通过后颁发培训证书。

（5）培训结果应用。培训结业证书是承担外业调查采

样、内业测试化验等关键环节的必要条件。外业调查采样专

业队技术领队，承担土壤样品制备人员、检测人员、技术负

责人和管理负责人必须持证上岗。

4.时间进度

6月底前完成专家技术指导组专家、省级专家队伍和省

级管理、技术人员培训与考核；7—10月开展核心环节专题

培训；10—12月开展试点成果汇总专题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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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家指导

1.工作内容

解读试行的土壤三普技术规程规范等，指导土壤普查技

术方法应用和现场操作，跟踪技术路线试点验证情况，发现

并解决试点过程中重要疑难技术问题，编制技术答疑手册，

论证完善技术规程规范。

2.组织方式

专家咨询组负责土壤普查相关基础理论、技术原理，以

及重大技术疑难问题的咨询。专家技术指导组负责解读并跟

踪完善技术规程规范、指导技术方法应用、解决重要疑难技

术问题、编制技术答疑手册，会同省级专家开展土壤调查采

样现场和在线技术指导。省级土壤普查办组织专家加强相关

技术指导，建立省级表层土壤调查采样专家技术指导机制，

形成与专家技术指导组会商解决疑难问题的工作机制。

3.工作措施

（1）制定工作计划。按照土壤三普工作要求，制定技

术指导工作计划，明确指导任务、责任分工，组织开展相应

技术指导工作。

（2）分区包片指导。依据土壤三普工作任务，充分发

挥专家技术、地域等优势，实行任务分区包片负责制，将指

导任务落实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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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集体研究。对土壤三普发现的重要疑难技术

问题，实行集体研究制度，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建议，集体研

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4.时间进度

4 月中旬成立专家咨询组和技术指导组；6 月下旬组织

专家向一线调查人员解读调查方案、培训和外业指导工作；

7 月指导试点县样品交汇与预处理；8—10月提供检测方法

和数据的质控指导工作；10—11月底开展土壤数据校验、土

壤类型判别、土壤图定界等工作指导；12月开展试点工作问

题总结研讨。

二、重点内容

（六）外业调查与采样

1.工作内容

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试行）》，结合

各省实际情况，统筹衔接土壤生物与盐碱地调查与采样，制

定外业调查采样工作方案、准备外业调查采样物资、组建外

业调查采样队伍、开展外业调查采样等。

2.组织方式

全国土壤普查办外业工作组会同外业技术组指导省级

土壤普查办组织开展外业调查与采样。省级土壤普查办组织



11

开展外业调查与采样，并统一组建剖面样点调查采样队伍。

鼓励基层相关技术人员深度参与外业调查采样。

3.工作措施

（1）制定工作计划。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

规范（试行）》，结合本省实际情况，明确调查采样任务、

时间节点等，制订工作计划。

（2）准备调查采样物资。省级土壤普查办组织外业调

查采样队伍收集与采购数据文献类、摄录装备类、集成软件

类、采样工具类、辅助材料类、生活保障类等物资。各地视

需求配备野外安全防护与应急用品。

（3）组建调查采样队伍。每个外业调查采样队的技术

领队应具有土壤学专业相关背景，并持有全国土壤普查办或

省级土壤普查办颁发的培训证书。其中，剖面样点调查采样

技术领队应从事过土壤分类、土壤剖面调查工作，具有中级

以上职称、并持有全国土壤普查办颁发的土壤剖面调查培训

证书。

（4）开展外业调查与采样。开展外业工作前，须熟悉

工作区的成土环境、土壤类型、人为影响等情况，必要时提

前进行现场踏勘。外业工作过程中，利用调查采样 APP完成

任务认领，开展样点定位和局地代表性核查，在电子围栏内

确认代表性采样点，调查样点基本信息、地表特征、自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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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环境、土壤利用信息，拍摄景观照片。针对表层样点，采

集表层土壤混合样品、土壤容重样品、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

样品等，观测耕地样点耕作层厚度等。针对剖面样点，挖掘

标准土壤剖面，拍摄剖面照片，划分和命名土壤发生层，观

察和记录土壤剖面性状、土体性状，鉴定和校核土壤类型，

校核土壤类型图斑边界。采集剖面土壤发生层样品、土壤容

重样品、第一个发生层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纸盒土壤

标本、整段土壤标本等。通过调查采样 APP完成调查信息填

报与审核，做好与样品流转中心或检测实验室的对接，完成

样品转送。

4.时间进度

4—6月制订工作计划，准备物资、组建队伍；6—10月

开展外业调查与采样。

（七）内业测试化验

1.工作内容

确定分区分类的检测指标和检测方法，明确检测实验室

相关资质、检测条件、测试化验能力，确认国家级和省级质

量控制实验室。制定样品制备、保存、流转、检测、质控等

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土壤样品的制备、保存、流转、检测、

抽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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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方式

全国土壤普查办内业工作组会同内业技术组组织确定

分区分类的检测指标和检测方法、检测实验室及国家级质量

控制实验室相关要求。省级土壤普查办负责组织实施样品制

备、流转和保存，选定检测实验室与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

统筹土壤样品理化指标、生物指标等检测工作。全国土壤普

查办外业工作组会同外业技术组负责组织土壤生物样品的

流转、保存和检测等工作。

3.工作措施

（1）确定实验室。全国土壤普查办明确土壤普查检测

实验室相关要求，组织专家对省级土壤普查办初筛推荐的检

测实验室进行复核，相关名单供各地选用，并组织确认国家

级质量控制实验室。省级土壤普查办确定土壤普查相关检测

实验室和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

（2）样品制备流转。省级土壤普查办根据本区域土壤

样品采集数量情况，制定样品制备、保存和流转方案，统筹

安排相关工作。按照《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

要求，样品制备实验室完成一般样品、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

土壤剖面样品的制备；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负责质控样品、

密码平行样品添加，样品转码等工作，并流转至检测实验室

和土壤样品库等。全国土壤普查办外业工作组会同外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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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按照《土壤生物调查技术规范（试行）》要求，开展土壤

生物样品制备和流转。

（3）样品检测。全国土壤普查办内业工作组会同内业

技术组负责组织确定分区分类的检测指标和检测方法，组织

国家级质量控制实验室开展质量控制及有关检测方法试验

验证。省级土壤普查办对本区域土壤样品检测工作进行统筹，

制定样品检测计划，包括样品检测指标、检测方法、质量控

制、检测数据上报等要求；组织选择符合相关资质、检测条

件、测试化验能力的检测实验室，开展土壤样品理化性状等

指标检测工作；确认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开展质量控制工作，

对检测数据进行审核确认。其中，样品检测实验室负责土壤

样品制备、土壤理化性状指标检测等，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

负责样品转码、流转、抽检等。全国土壤普查办外业工作组

会同外业技术组组织有关土壤生物样品检测机构开展土壤

生物指标检测。

4.时间进度

3月、6月和 12月组织开展三批检测实验室筛选工作；

7—11 月组织开展样品制备、保存和流转工作；8—11 月组

织开展样品检测、数据上报和结果审核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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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土壤生物专题调查

1.工作内容

选择江苏省为试点区域，统筹衔接土壤三普其他表层土

壤样品采集、剖面样品采集等外业调查采样工作，同步一体

化开展土壤生物试点专题调查。重点调查土壤微生物群落、

线虫和蚯蚓等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及生物功能等。

2.组织方式

全国土壤普查办外业工作组会同外业技术组在试点区

域，确定土壤生物调查样点，组织专门队伍，完成土壤生物

样品采集、运转与测试分析等工作，形成土壤生物调查试点

报告。江苏省土壤普查办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3.工作措施

（1）制定工作计划。按照《土壤生物调查技术规范（试

行）》，结合江苏省剖面样点布设情况，明确采样任务、时

间节点等，制订工作方案。

（2）组建专门队伍。组建 3支专门队伍，每队由 3—4

名具备土壤微生物和土壤动物调查专业背景的人员组成。

（3）准备采样物资。准备蚯蚓保藏盒、酒精、干冰、

冷藏箱/车载冰箱、无菌采样袋等土壤生物调查专用物资以及

野外调查采样常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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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调查采样。根据《土壤生物调查技术规范（试

行）》，基于代表性、随机性和等量性原则，采用分区随机

采样法采集土壤生物样品。采集 0—20cm深度土壤微生物和

土壤线虫样品，采集 0—30cm深度、1.0m×1.0m样方内的土

壤蚯蚓样品。依据技术规范要求，转送土壤生物样品。

4.时间进度

6—8月完成工作计划制定、调查物资准备、专门队伍组

建；9—10月开展外业调查工作与实验室分析测试；11—12

月进行数据汇交与成果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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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盐碱地普查

1.工作内容

利用遥感影像划定盐碱地范围，布设采样点，开展外业

调查采样与内业测试化验，制定盐碱地分类分级标准并完成

分类分级，开展盐碱地利用潜力评价等。

2.组织方式

全国土壤普查办盐碱地调查专题组与内业工作组牵头、

会同平台工作组和 4家片区单位（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

业生态研究所、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南京土壤研究所、

中国农业大学分别技术支撑东北区、新疆区、滨海区、西北

区（不含新疆））技术支撑盐碱地普查；盐碱地所在省级土

壤普查办负责组织实施盐碱地普查。其中，平台工作组负责

组织盐碱地普查县工作底图制作和外业调查采样点布设等；

4家技术支撑单位分别负责片区盐碱地范围划定、技术培训

与指导、盐碱地分类分级与制图和成果汇总等；盐碱地省土

壤普查办负责组织本区域盐碱地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检测化

验、质量控制、数据分析和成果汇总等。

3.工作措施

（1）划定盐碱地范围。利用土壤图及相关盐碱地调查

成果，结合区域遥感数据、地形数据和流域数据等，构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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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区盐碱地划定模型，结合最新土地利用数据进行空间叠

置分析，划定盐碱地范围，形成 1:5万县级盐碱地分布图。

（2）制作底图和布设样点。利用 1:5万县级盐碱地分布

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制作县级盐碱地普查工作底图，规

划布设盐碱地土壤表层采样点。

（3）开展外业调查采样。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

技术规范（试行）》要求，通过外业调查采样 APP进行野外

定位、信息采集，实地调查与采集表层土壤样品等。

（4）组织内业测试化验。按照《土壤制备与检测技术

规范（试行）》要求，结合盐碱地土壤特征，组织开展土壤

样品测试化验，并按照土壤三普有关要求加强质量控制。

（5）盐碱地分类分级与制图。制定盐碱地分类分级标

准，以县级为基本单位，完成盐碱地分类分级和结果制图。

（6）数据分析和成果汇总。构建盐碱地利用潜力评价

指标体系，对盐碱地利用潜力进行评价，编制盐碱地分布图、

分类分级专题图件和盐碱地普查报告等。

4. 时间进度

4 月底前完成划定盐碱地范围；6 月底完成野外样点布

设与校核；7—8 月开展外业调查采样；8—9 月开展样品测

试化验；11月底前完成盐碱地分类分级、数据分析、利用潜

力评价和报告撰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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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程质量控制

1.工作内容

严格普查工作全流程三级质量控制，即单位内部质量保

证、省级质量监督检查和国家级质量监督检查。同时，开展

土壤生物专题调查质量控制。

2.组织方式

（1）国家级质量控制。全国土壤普查办内业工作组会

同内业技术组、外业技术组组织开展外业调查采样质量监督

检查工作，并与外业技术指导相结合。全国土壤普查办内业

工作组组织国家级质量控制实验室开展样品制备、保存与流

转、检测的质量监督检查，并与样品制备流转、测试化验技

术指导相结合；组织专家开展国家级数据质量抽查校核。全

国土壤普查办外业工作组会同外业技术组负责组织开展土

壤生物试点专题调查质量控制。

（2）省级质量控制。省级土壤普查办负责组织开展外

业调查采样质量监督检查，并与外业技术指导相结合。省级

土壤普查办委托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开展样品制备、保存与

流转、检测的质量监督检查，并与样品制备流转、测试化验

技术指导相结合；组织开展省级数据监督检查。

（3）单位内部质量控制。外业调查采样队明确质量检

查员，负责内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县级土壤普查办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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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人员检查县域内全部采样点位外业调查采集信息。

样品制备实验室明确实验室和制样小组样品制备质量检查

员，负责开展内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样品管理员负责样

品保存和管理。承担任务的检测实验室负责样品检测的内部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3.工作措施

（1）国家级质量控制。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外业调查

采样、样品制备流转、样品检测、数据审核等环节质量监督

检查内容、专家责任分工等，组织开展质量监督检查。

（2）省级质量控制。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外业调查采

样质量监督检查内容、专家责任分工等，明确样品制备流转、

检测、数据审核等环节质量监督检查措施、检查方式等，并

接受国家级监督检查和工作指导，组织开展质量监督检查。

完善基层技术人员参与审核外业调查采样点位上传信息工

作机制。

（3）单位内部质量控制。制定工作方案。做好内部人

员培训，完善内部质量管理制度，落实内部质量检查人员和

有关管理人员，开展内部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4.时间进度

（1）国家级质量控制。6—11月开展外业调查采样质检；

7—11 月开展样品制备、保存与流转质检；8—11 月开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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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验证考核、留样抽检和飞行检查等；7—12月开展数据质

检。

（2）省级质量控制。6—11月开展外业调查采样省级质

检；7—11 月开展样品制备、保存与流转质检；7—11 月开

展密码平行样、质控样等质量控制，留样抽检和检查等；7

—11月开展省级数据质检。

（3）单位内部质量控制。6—11月开展外业调查采样质

控；7—11 月开展样品制备、保存与流转质控；7—11 月开

展样品检测质控。

三、试点成果

（十一）土壤类型制图

1.工作内容

以二普土壤图和剖面样点数据以及土壤三普剖面样点

数据等为基础，确定土壤三普剖面样点土壤类型，按照《土

壤类型图编制技术规范（试行）》，开展试点县土壤类型数

字制图更新工作。

2.组织方式

全国土壤普查办外业工作组会同外业技术组和平台技

术组，分区指导省级土壤普查办组织土壤类型鉴定与制图更

新工作，组织审核土壤类型鉴定和制图更新结果。省级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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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办组织基础数据准备、土壤类型鉴定，开展试点县土壤

类型制图更新工作。全国土壤普查办可根据技术力量较弱省

区的需要和申请，协调技术力量予以支持。

3.工作措施

（1）基础数据准备。准备校准的试点县二普土壤图和

土壤类型清单、试点县土壤二普剖面样点数据、土壤三普剖

面样点数据及所在图斑土壤类型野外校核结果、土壤改良与

管理方面资料、成土环境因素数据（气候、母质、地形、植

被、土地利用及变化、遥感影像等）。

（2）土壤类型鉴定。土壤类型鉴定工作以内业为主，

基于土壤三普剖面点位的遥感影像、成土环境、剖面形态、

土壤理化属性等信息，结合成土过程判断，依据土壤分类学

知识，判定土壤类型。对有争议的土壤类型进行野外复核。

土壤发生分类鉴定至土种，土壤系统分类鉴定至土族。

（3）土壤类型制图更新。以土壤二普土种图为基础，

主要针对土种图缺失、土壤类型和边界错误、土壤类型发生

变化等问题，结合土壤三普剖面调查及所在图斑土壤类型野

外校核结果、成土环境因素数据，考虑山地丘陵和平原不同

的景观特点，采用数字土壤制图和遥感勾绘等相结合的技术

方法，把剖面点及所在图斑的土壤类型野外校核结果推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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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县整个县域范围，形成试点县土壤三普土壤类型图。原

则上，制图比例尺为 1:5万，制图单元的分类级别到土种。

（4）结果评价与审核。采用样点交叉验证和土壤剖面

调查专家野外踏勘验证两种方式评价土壤类型制图的精度。

审核土壤三普土壤类型和土壤制图结果。

4.时间进度

4—9月开展基础数据准备；9—11月开展土壤类型鉴定

与制图更新；11月开展结果评价与审核。

（十二）土壤属性及专题图制图

1.工作内容

制作土壤质地、pH 值、有机质、养分等属性图，土壤

质量评价、土壤退化与障碍、土壤利用适宜性等专题图。

2.组织方式

顶层设计组组织专家建立土壤质量、土壤退化与障碍、

土壤利用适宜性等分级评价指标等。省级土壤普查办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按照《土壤属性图与专题图编制技术规范（试

行）》，编制土壤属性图与专题图。平台技术组负责土壤属

性与专题制图技术指导与质量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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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措施

（1）基础数据准备。省级土壤普查办收集土壤类型图、

土壤利用现状图、数字高程模型、遥感影像等，组织有土壤

制图基础的专业技术人员，完成相关环境变量的提取。

（2）土壤属性制图。根据试点县地形地貌、气候条件、

土壤属性等，对比选择最优土壤制图模型，进行土壤属性制

图。相同地形区相邻县域尽量采用统一土壤制图模型。

（3）土壤专题制图。省级土壤普查办根据各地实际情

况，采用土壤质量、土壤退化与障碍、土壤利用适宜性分级

评价指标等，制作试点县相关土壤专题图。

（4）制图结果审核。省级土壤普查办组织审核土壤制

图结果。土壤属性图审核采用交叉验证、统计不确定性等方

法，土壤专题图审核采用实地校验等方法。

4.时间进度

7—9月完成基础数据准备；9—11月制作土壤属性图与

专题图，开展制图结果审核。

（十三）土壤样品库建设

1.工作内容

编制国家土壤样品库建设规范，初步构建国家土壤样品

库，保存剖面土壤发生层样品和纸盒土壤标本及典型整段土

壤标本。编制省级土壤样品库建设规范，初步构建省级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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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库，保存全部表层土壤样品，结合需求保存典型整段土

壤标本。

2.组织方式

全国土壤普查办负责组织国家土壤样品库建设，组织制

作省级土壤普查办协助采集的 38 个剖面样点的国家级整段

土壤标本，一式三份。省级土壤普查办组织汇交全部剖面土

壤发生层样品和纸盒土壤标本至国家土壤样品库，参照国家

土壤样品库建设要求，初步构建省级土壤样品库，保存全省

表层土壤样品，结合本省实际需求，采集、制作与保存整段

土壤标本。

3.工作措施

（1）建设规范制订。根据剖面土壤发生层样品、纸盒

土壤标本、整段土壤标本等样品和标本类型、保存条件等需

求，编制国家和省级土壤样品库建设规范，并形成建设初步

方案。

（2）土壤样品库初步构建。开展土壤样品库选址、开

发土壤用品库信息化管理系统，包括样品入库、数据校验、

二维码标签生成、定位检索、样品出库等全流程系统功能，

初步构建土壤样品库。

（3）样品入库。按照《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

（试行）》，完成待入库土壤样品制备，土壤样品和标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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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流转到国家和省级土壤样品库。38个剖面样点典型整段土

壤标本，一式三份，按要求采集完成后，妥善转送至标本制

作单位。样品清单（数量、编号、寄件人等）及采样信息（成

土环境信息、样点照片、景观照片等）需随样寄出或提供电

子版，以便接收核对。

（4）样品制作保存。组织人员进行装瓶、标签制作等

剖面样品入库前处理。整段土壤标本制作按要求进行晾干土

柱、钻孔处理、浸胶处理、粘贴麻布、标本修饰、喷胶定型

等工作。国家土壤样品库建成后，按照《土壤质量 土壤样

品长期和短期保存指南》（GB/T 32722-2016），安排专人负

责样品长期保存。省级土壤样品库参考国家土壤样品库的要

求进行样品制作与保存。

4.时间进度

7—10 月制订建设规范；6—12 月开展土壤样品库初步

构建，样品采集、制作、流转与入库。

（十四）数据与成果报告汇总

1.工作内容

开展普查数据整理分析，编制试点工作报告、技术报告、

土壤质量评价专题报告、耕地质量等级报告、土壤退化与障

碍因素专题报告、土壤适宜性评价专题报告、土壤利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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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特色农产品产地土壤特征专题报告、盐碱地利用

潜力评价报告及土壤生物试点专题调查报告等。

2.组织方式

顶层设计组牵头会同其他专业技术组提出土壤普查成

果清单、组织数据汇总、编制试点技术报告，全国土壤普查

办综合组牵头会同其他工作组编制试点工作报告。省级土壤

普查办负责本试点区域内数据汇总，编制相关报告等。盐碱

地普查专题组负责编制全国盐碱地利用潜力评价报告，全国

土壤普查办外业工作组会同外业技术组负责组织编制土壤

生物试点专题调查报告。

3.工作措施

（1）数据整理分析。组织专家对土壤立地条件与利用

信息、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测试化验等数据进行整理，结合

相关历史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模型模拟等方法对物理、化

学、生物性状等指标进行分析，解析土壤质量演变规律及主

控因素。

（2）报告编制。组织收集基础资料、检索文献，基于

数据分析和图件编制，按要求撰写试点工作报告、技术报告、

土壤质量评价专题报告、耕地质量等级报告、土壤退化与障

碍因素专题报告、土壤适宜性评价专题报告、土壤利用分析

专题报告、特色农产品产地土壤特征专题报告、盐碱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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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评价报告、土壤生物试点专题调查报告等，并组织咨询

论证。

4.时间进度

10 月底前完成省级数据填报汇总；11 月底前完成国家

级数据填报与整理分析；12月底完成试点区数据与成果报告

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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