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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与评价结果验证

  （以华南区为例）



主要内容

一

三

四

二



v 新时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耕地质量保护工作，“十三五”规划提

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深入推进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全面提升耕地质量。



v 《耕地质量等级》国

家标准的发布与实施

，为全国耕地质量等

级评价工作的开展，

提供了统一的技术标

准。



v 通知要求按照《耕地

质量等级》国标，以

县域为单位，开展耕

地质量等级评价，在

此基础上逐级汇总完

成9大区耕地质量评

价工作。

前言



v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华南区开展了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工作，该工

作得到了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的大力支持，在中心

的统一领导下，广东省耕地肥料总站作为牵头省农业部门联合广

西、海南、福建、云南省土肥站组织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

研究所作为主要的技术支撑单位参与此项工作。

前言



v 2017.07 广州 华南区耕地质量区域汇总评价技术方案会商会

主要内容：

1、了解了5个省（区）省

级耕地质量评价与基础数

据库建设情况。

2、部署了耕地质量变更调

查点位布设任务，明确了

数据甄别遴选与补充调查

的内容及标准。

3、确定了华南区4个二级

区评价指标权重，建立15

个指标的隶属函数。



v 2017.10 海口 华南区耕地质量区域汇总评价数据质量分析会

主要内容：

1、集中审查了5个省（区

）甄别遴选属性数据，并

收集了相关数据资料。

2、建立了有机质及主要营

养元素分级标准。

3、确定了华南区耕地质量

评价报告与设施蔬菜地专

题调查评价报告的主要内

容、人员分工与任务时间

节点。



v 2018.05 广州 华南区耕地质量评价结果分析会

主要内容：

1、以座谈、现场演示与质

询等方式对评价结果进行

验证。

2、对华南区耕地质量评价

报告主要内容与进度进行

了安排。



一

（1）选取评价指标

（3）华南区地形地貌特点

（2）邀请专家

（4）确定分区指标权重的方法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n 严格按照《耕地质量等级》国标中的规定，由13个基础性指标和1个

补充性指标组成。

基础性指标：地形部位、有效土层厚度、有机质含量、耕层质地、土壤容重

、质地构型、土壤养分状况、生物多样性、清洁程度、障碍因素、灌溉能力、

排水能力、农田林网化程度

补充性指标：酸碱度

（1）选取评价指标

n 土壤养分状况，考虑到氮与有机质含量有很大的相关性，选取了

“有效磷”和“速效钾”，共计15个评价指标。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专家来源：

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海南省农科院土肥所、福建农

林大学、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云南瀚哲科技有限公司以及

华南各省（区）土壤肥料总站的领导、专家，共计13人。

（2）邀请专家

专家领域：

土壤肥料、生态环境、地理信息、植物营养、作物栽培、农业经济等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3）华南区地形地貌特点

1、资料收集与准备

华南区地形地貌图、行政区划图、土壤图、土壤养分状况、耕地排灌条
件等相关资料。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3）华南区地形地貌特点

中国地形图

（网络资料）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3）华南区地形地貌特点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3）华南区地形地貌特点

2、闽南粤中农林水产区

地形以平原、丘陵为主，包括珠江三角洲平原、潮汕平原、漳州平原、
泉州平原。

土壤养分状况好，对耕

地质量的影响相对较弱；

土壤管理是制约农业

生产的重要因素。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3）华南区地形地貌特点

3、粤西桂南农林区

地形有平原、山地、丘陵，包括浔郁平原、茂名沿海平原，西部山区。

耕层理化性状重要，

石灰岩地区，酸碱度差异明显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3）华南区地形地貌特点

4、琼雷及南海诸岛农林区

中部是山地，海拔中部高，四周低，地形以丘陵、台地为主，沿海也有
平原分布。

地形部位对耕地质量影响小；

降雨丰富，流域面积小，灌溉

条件对耕地质量影响比较大。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3）华南区地形地貌特点

5、滇南农林区

地形地貌以山地、峡谷为主。

地形部位对耕地质量影响大；

土壤有机质、有效磷、

速效钾的差异明显 。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4）确定分区指标权重的方法

1、按照层次分析法，

建立目标层、准则层

和指标层层次结构。

结合四个二级农业区的地形地貌、养分丰缺状况、排灌条件等特点，

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特尔菲法相结合，确定4个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4）确定分区指标权重的方法

2、采用特尔斐法给各准则层、指标层打分。

所有参与评价指标权重确定的专家展开充分讨论，对准则层、指标

层内各因素的重要性形成一个共识。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4）确定分区指标权重的方法

2、采用特尔斐法给各准则层、指标层打分。

所有参与评价指标权重确定的专家展开充分讨论，对准则层、指标

层内个因素的重要性形成一个共识。

分析准则层、指标层相互重要性基础上，专家打分。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4）确定分区指标权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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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4）确定分区指标权重的方法

专家打分情况统计表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4）确定分区指标权重的方法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4）确定分区指标权重的方法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4）确定分区指标权重的方法

指标权重分析：

闽南粤中农林水产区：

灌溉、排水能力权重较大，养
分状况的比重相对较低。

粤西桂南农林区：

灌溉能力的权重最大，耕层理
化性状也相对较大，酸碱度的
权重居第五位。



一、建立分区评价指标权重

（4）确定分区指标权重的方法

指标权重分析：

滇南农林区：

地形部位权重最大，养分状况

比重也较大，有机质、有效磷

、速效钾的权重合占25%，其

他三个区20%左右。

琼雷及南海诸岛农林区：

灌溉、排水能力的权重居前两
位，而地形部位的权重仅为
0.0898，居第四位。



（1）隶属函数的类型

（3）隶属函数拟合

（2）确定评价指标隶属度

二



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1）隶属函数的类型

根据模糊数学的理论，评价指标与耕地质量之间的关系可分为戒上型函

数、戒下型函数、峰型函数、概念型4种类型的隶属函数。

1、戒上型函数模型

评价因子数值越大，耕地质量水平越高，到了某一临界值后，对耕地质
量的正贡献效果趋于恒定（如有机质、有效土层厚度）。

     式中：yi为第i因素评语；ui为样品观测值；ci为标准指标；ai为系数；
ut为指标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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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1）隶属函数的类型

2、戒下型函数模型

评价因子数值越大，耕地质量水平越低，到了某一临界值后，对耕地质
量的负贡献效果趋于恒定（如坡度）。

           式中：ut为指标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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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1）隶属函数的类型

3、峰型函数模型

评价因子其数值离一特定的范围距离越近，相应的耕地质量水平越高（
土壤pH）。

           式中：ut1、ut2为指标上、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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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概念型函数模型

评价指标性状是定性的，非数值性的，与耕地质量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

关系。如地形部位、耕层质地等，采用特尔斐法直接给出隶属度。



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2）确定评价指标隶属度

对部分评价指标选项进行归并、补充。

地形部位



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2）确定评价指标隶属度

对部分评价指标选项进行归并、补充。

有机质

结合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养分分级标准补充指标选项。



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2）确定评价指标隶属度

1、地形部位

2、质地构型

依据土壤剖面，1m土体内不同质地土壤的排列组合形式来确定。

采用特尔斐法对每个评价指标选项进行打分，求平均值。



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2）确定评价指标隶属度

3、灌溉、排水能力

灌溉能力：依据水源类型、灌溉方式等综合判断灌溉用水量在多年灌溉
中得到满足的程度。

排水能力：依据排水方式、排水设施等综合判断农田保证作物正常生长
，及时排除地表积水，有效控制和降低地下水位的能力。



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2）确定评价指标隶属度

4、耕层质地

5、障碍因素

依据对植物生长构成障碍的类型确定。

土壤有机质、养分含量偏低的贫瘠土壤；土壤普遍存在酸化；排水不畅
造成土壤潜育化；受海潮浸渍影响；土壤中出现漂洗层、砾石层等障碍
层次情况等。



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2）确定评价指标隶属度

6、农田林网化程度、生物多样性、清洁程度

农田林网化程度：指通过调查农田四周林带保护面积及农田总面积，

计算农田林网化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农田的基础设施水平）。

生物多样性：水田>水浇地>旱地；与土壤有机质含量有相关性。

清洁程度：清洁（污染的耕地需要单独进行污染评价）。

指标选项分值差异小，

弱化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2）确定评价指标隶属度

7、酸碱度

8、土壤容重

9、有效土层厚度



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2）确定评价指标隶属度

10、有机质、有效磷、速效钾



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3）隶属函数拟合

概念型：9个（直接给出隶属度）

灌溉能力、地形部位、排水能力、耕层质地、质地构型、障碍因素、农

田林网化程度、生物多样性、清洁程度

函数型：6个

峰型：酸碱度、土壤容重

戒上型：有机质、速效钾、有效磷、有效土层厚度



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1、峰型函数：酸碱度为例

（3）隶属函数拟合



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3）隶属函数拟合

1、峰型函数：酸碱度为例

求出系数、标准指标 



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2、戒上型函数：有效土层厚度为例
选择戒上型函数，录入有效土壤厚度及其对应的隶属度进行拟合。

（3）隶属函数拟合



二、建立各指标隶属函数

拟合土壤容重、有机质、速效钾、有效磷的隶属函数，并通过特尔菲法

确定相关指标的上下限值，得到最终的拟合函数。

（3）隶属函数拟合



三

（2）计算耕地质量综合指数

（3）划分耕地质量等级

（1）评价数据处理



三、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1）评价数据处理

空间数据

1、评价单元图：土地利用现状图、行政区划图、土壤图叠加形成。

2、点位图：依据各省（区）甄别遴选数据中的坐标信息生成。

3、行政区划图等基础数据：空间校准方式进行拼接。



三、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1）评价数据处理

属性数据

1、评价单元属性赋值

地形部位：
       依据评价单元所在地貌名称、等高线、耕地连片程度判读。

灌溉能力、排水能力、质地构型、耕层质地、有效土层厚度、容重：
       依据采样点位调查数据、各省区省级评价单元。

酸碱度、有机质、有效磷、速效钾：
      采样点分析化验数据空间插值。



三、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1）评价数据处理

属性数据

1、评价单元属性赋值

生物多样性：

“丰富”（水田：有机质含量≥25g/kg；旱地：有机质含量≥30g/kg）

“一般”（水田：有机质含量≥15g/kg；旱地：有机质含量≥20g/kg）

“不丰富”（水田：有机质含量＜15g/kg；旱地：有机质含量＜20g/kg）

农田林网化程度：

“高”（地形部位：平原低阶、平原中阶、宽谷盆地、山间盆地）

“中”（地形部位：平原高阶、丘陵下部、丘陵中部）

“低”（地形部位：丘陵上部、山地坡下、山地坡中）



三、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1）评价数据处理

属性数据

2、面积平差

依据各省（区）最新统计年鉴耕地面积数据，通过计算面积进行平差。



三、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采用累加法计算耕地质量综合指数。
P = ∑（Fi×Ci）
式中：P —— 耕地质量综合指数（Integrated Fertility Index）；
      Fi —— 第i个评价指标的隶属度；
      Ci —— 第i个评价指标的组合权重。

（2）计算耕地质量综合指数



三、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3）划分耕地质量等级

n 《耕地质量等级》将耕地质量划分为10个耕地质量等级，一等地耕

地质量最高，十等地耕地质量最低。

n 区域耕地质量等级划分时，依据耕地质量综合指数确定质量最高等

、最低等级范围，再划分耕地质量等级。



三、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3）划分耕地质量等级

综合考虑：

1、各评价单元频率分布图；

2、四个二级区耕地质量综合指数分布情况；

3、各省（区）一等地和十等地面积比例。

  将最高等范围确定为综合指数≥0.8850，最低等综合指数<0.7002，

2至9等地等距划分，综合指数间距为0.0231。



三、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3）划分耕地质量等级



四

（1）工作准备

（3）评价结果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公报数据比较分析

（2）评价结果分析

（4）评价结果与省级耕地地力评价结果对比分析

（5）评价结果专家验证

（6）耕地质量提升对策与建议



四、评价结果验证

（1）工作准备

1、硬件准备

良好的会议场所、高配置的计算机。

2、人员召集

邀请各个省（区）熟悉本省耕地质量状况的专家以及各省（区）土肥站
的技术骨干；熟悉耕地质量评价工作的相关技术人员。

3、资料准备

收集各省（区）省级耕地地力评价成果资料；

统计各二级农业区、各省（区）耕地质量等级相关表格；

编制耕地质量等级相关成果图件。



四、评价结果验证

（2）评价结果分析

1、华南区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果分析



四、评价结果验证

（2）评价结果分析

1、华南区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果分析

1-3等地占24.95%，4-6等地占39.39%，7-10等地占35.66%。



四、评价结果验证

（2）评价结果分析

2、四个二级区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果分析

中高等面积比较大，1-3等地占35.27%，4-6等地占40.44%。

耕地质量等级相对较高



四、评价结果验证

（2）评价结果分析

2、四个二级区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果分析

呈正态分布，1-3等地占25.27%，4-6等地占52.19%，7-10等地占22.54%。

耕地质量等级居中



四、评价结果验证

（2）评价结果分析

2、四个二级区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果分析

大致呈正态分布，6等地占18.72%，耕地质量整体偏低。



四、评价结果验证

（2）评价结果分析

2、四个二级区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果分析

7-10等地占55.11%，耕地质量相对较差。



四、评价结果验证

（3）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公报数据比较分析



四、评价结果验证

（3）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公报数据比较分析

1-3等地占21.19%，4-6等地占41.38%，7-10等地占37.43%



四、评价结果验证

（3）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公报数据比较分析

1-3等地占21.19%，
4-6等地占41.38%，
7-10等地占37.43%，
加权平均等为5.62等。

1-3等地占24.95%，
4-6等地占39.39%，
7-10等地占35.66%，
加权平均等为5.41等。

    2014年等级公报数据                   本次耕地质量等级评价



四、评价结果验证

高等地：

九龙江下游冲积平原、

闽江口南岸滨海平原

低等地：

东部沿海地区、

西部山区(安溪县、安南市)

磷>50mg/kg
  钾≈150mg/kg 

滨海盐土
滨海风沙土
典型赤红壤 

山地丘陵
土壤酸化 

（4）与省级耕地地力评价结果对比分析

1、福建省



四、评价结果验证

（4）与省级耕地地力评价结果对比分析

1、福建省

耕地质量等级分布与

省级评价基本一致。



四、评价结果验证

（4）与省级耕地地力评价结果对比分析

1、福建省



四、评价结果验证

高等地：

相对开阔的河谷地区

低等地：

全省广泛分布

地形部位差
地形部位权重高11.54%
旱地比例高74.89%

（4）与省级耕地地力评价结果对比分析

2、云南省

排灌条件好，土壤肥沃
有机质、磷钾含量高 



四、评价结果验证

（4）与省级耕地地力评价结果对比分析

2、云南省

耕地质量等级分布与

省级评价差异较大。



四、评价结果验证

（4）与省级耕地地力评价结果对比分析

2、云南省



四、评价结果验证

（5）评价结果专家验证

    由相关技术人员现场操作，对华南各省（区）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

果逐一进行专家验证。发现评价等级与实地高、低产区有出入的地方，

直接查看评价相关属性，进行综合分析，找出原因，立即修改，通过反

复细致的验证与修正，使评价结果更加科学合理。



四、评价结果验证

（5）评价结果专家验证



四、评价结果验证

（5）评价结果专家验证

1、云南省（文山州）
耕地质量等级分布图                  

质量等级较低原因：

1、山地为主，地形部位权重大；

2、旱地比例较高，占74.89%。

3、排灌条件赋值偏低；

4、生物多样性赋值偏低。



四、评价结果验证

（5）评价结果专家验证

旱地等级1-3等地面积为

881万亩，占旱地面积的

比例为28.31%。

专家意见：

1、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

有的旱地灌溉条件也相对较好。

2、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云南

省7828个采样点土壤有机质含量

平均值为30.31g/kg。



四、评价结果验证

（5）评价结果专家验证

    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初始结果）                   耕地质量等级评价（修正）

1、云南省（文山州）



四、评价结果验证

（5）评价结果专家验证

2、福建省（漳州市） 耕地质量等级分布图                  

质量等级偏高原因：

1、灌溉能力权重最大；

2、灌溉条件赋值偏高。

专家意见：

1、西部山地、丘陵为主，水田（水

旱轮作），灌溉条件差；

2、沿海围海造田，盐斑田、砂质田

，保水性能差。



四、评价结果验证

（5）评价结果专家验证

2、福建省（漳州市）
    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初始结果）                   耕地质量等级评价（修正）



四、评价结果验证

（6）耕地质量提升对策与建议

    通过对评价结果的分析、验证，找出质量等级较差的耕地的分布区

域，结合点位调查数据、评价指标属性以及专家建议，分析制约农业生

产的障碍因素，并提出培肥改良的措施与建议。

华南区耕地障碍因素：

    土壤酸化、灌溉不足、渍潜、瘠薄、盐碱等



四、评价结果验证

（6）耕地质量提升对策与建议

1、土壤酸化

原因：热带、亚热带地区，脱硅富铝化的成土过程；长期施用化肥，尤

其是酸性或生理酸性肥料；环境污染。

改良建议：

1、增施有机肥；适当控制氮肥用量，降低土壤硝态氮含量；提倡施用

碱性的钙镁磷肥；

2、合理施用石灰、白云石粉、生物炭等中和土壤酸性。



四、评价结果验证

（6）耕地质量提升对策与建议

2、灌溉不足

原因：山地丘陵，坡耕地为主，耕地地块空间分布零散，灌溉设施不健

全；降雨季节分配不均，山塘水库等水源条件不足。

改良建议：

1、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实施，逐步完善田间灌溉设施；

2、推进现代节水灌溉工程技术，开展喷灌、滴灌工程，发展节水农业；

3、建设雨水集蓄利用工程，调节农业生产季节性用水；

4、优化耕作制度，调整和优化种植结构，提倡水旱轮作。



请批评指正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