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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l 本次介绍的耕地质量调查采样方法与实践主要是我

们省在耕地地力评价项目中的一些思考和做法，仅

供参考。

l 耕地质量调查主要包括样点布设、样品采集、现场

调查，以及后期的数据资料审核等工作。

l 采样点位布设是否科学、调查内容是否全面、取样

地块是否正确、采样数量是否合适、数据资料是否

符合实际等等是耕地地力评价的基础，每个环节都

至关重要。就好比是盖大楼，基础打好了，大楼的

质量才有保障。



引 言

基础工作的重要性还在于：

1.获得的技术成果准确、可被长期利用。比如我

省出版的《山东土壤》《山东土种志》及图件，

因为资料的准确度高，在我省各相关行业被广泛

采用。

2.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比如说县域耕地地力

评价工作需经费30万元，如果在采样、调查等环

节出现问题，后续的评价再科学，其成果没有可

信度，30万元就是浪费。



引 言

3.具有现实的指导性。通过科学扎实的基础工作，

可以准确找出当地耕地存在的问题、耕地动态变化

。如我省土壤酸化、设施蔬菜地土壤盐渍化则是在

耕地地力评价项目中发现的土壤新的障碍因素。

4.对领导负责。耕地质量责任制考核已实施，如果

我们取样不准确，就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区域肥力变

化数据，就是对当地领导的不负责任。



主要内容

一、布点

二、采样

三、野外调查

四、数据资料审核



一、布     点



布点前期准备

  在省级层面上

1.省站要组织省级技术骨干对项目进行学习、讨

论，达成共识。从省的层面上把握方向，形成指

导意见、工作规范等。如2008年，根据国家方案

用于县域耕地地力评价要求400个样点以上，根

据山东实际，我省确定2000个左右。

2.省站对市级及项目县集中培训，或重点项目县

进行培训。会上讲解与实地操作效果最好。



布点前期准备

最有效的一次培训形式是：组织每市1-2名技术骨干，

集中到项目县青州市，统一食宿，租赁7辆小面包分7

个小组，早晨7点出发，分组采样。晚上组织组长开

会，对采样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及时讨论。我省采样调

查的一些规定大部分是在那段工作期间形成的，有一

些也被国家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采纳。

  3. 协调技术依托单位为各项目县准备图件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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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点前期准备

在县域层面上

1.要组织一支技术队伍，按省里方案要求执行。技

术人员要认真仔细学习有关要求，明确工作任务。

每个项目要求和目的都不一致，一定要深刻领会。

2.要收集掌握本区域土壤类型及分布、面积，耕地

利用现状、各种作物种植面积等资料。

3.图件准备：一是蔬菜地分布图，蔬菜地属于耕地

范畴，但土地利用现状图中没有蔬菜地现状图斑，



布点前期准备

需要布点前进行野外补充调查。要求按设施类型，

如日光温室、大拱棚、小拱棚、露天菜地补划。上

一轮县域耕地地力评价这项工作已有基础，目前的

变更调查只需变更即可。

 二是县域土地利用现状图（有蔬菜地图斑）、土壤

图、以及两图叠加的评价单元工作底图。



布点的方法原则

1.按照采样总数量和规定的密度进行布点。

2.要在每个项目县具体布点。无论是省级汇总还是市

域汇总，布点都要在县级图上，这样点位信息显示的

比较清晰。按省站给出的指导意见，全省要统一方法。

3.县域要组织一帮技术骨干进行布点，涉及土肥、种

植、蔬菜、果树专业，一定邀请乡镇技术人员参加，

因为他们特别熟悉当地情况。如蔬菜地分布图，若没

有提前补调，乡镇技术人员在室内就可补划个大概，

野外核查就可完成。



布点的方法原则

 4.综合考虑：布点要考虑涵盖县域地形地貌、土

壤类型、肥力高低、利用类型与作物种类等。蔬

菜地要考虑设施类型、蔬菜种类、种植年限等，

果园还要考虑树龄、产量水平等等。所有因素都

考虑全面，才能保证采样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同时再兼顾空间分布的均匀性。这样才能保证获

取信息及成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才能提高工作

效率，节省人力和资金。 



布点的步骤

   以2008年测土配方施肥与耕地地力评价项目，规定每
县地力评价2000个土样为例，在有山区、平原，有大田
作物和蔬菜、果树的青州市布点：

  1.全县大概分配采样点数

  青州市基本情况：耕地面积115万亩，其中粮田83万亩，
蔬菜地32万亩，粮田中水浇地44万亩、旱地39万亩，蔬
菜地中日光温室10万亩、大拱棚和小拱棚9万亩、露天菜
地13万亩。有褐土、潮土、砂姜黑土、粽壤4个农业土壤
类型，耕地面积分别占81%、17%、2%、0.1%。山区55%、
平原45%。



布点的步骤

    根据全县基本情况， 技术组确定采样平均密度

575亩一个点，根据粮田密度小、蔬菜地密度大；

蔬菜地设施栽培密度大，露天栽培密度小；平原

密度小、山区密度大的原则要求，初步确定粮田

与蔬菜地约为1：2的密度关系，则83万亩粮田采

样1100个，一个点平均750亩，32万亩蔬菜地采

样900个，一个点平均350亩。然后再根据各种类

型、种植种类等细分。



布点的步骤

   2.布设点位图

   在全县土地利用现状图与土壤图套合的工作底

图上，布设点位图。青州市工作底图上有1700

个评价单元，2000个点要在这些评价单元内进

行布设，一般大的评价单元2个点，小的评价单

元1个点，保证每个单元有点，力求点位均匀分

布。如果评价单元大于2000个，在点位布设时，

要充分考虑评价单元的典型性和均匀性。据与

评价专家讨论，当评价单元大于采样数量，最

好先对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图有关单元归并。



布点的步骤

l 在实际操作中，一个县2000个点一下很难布好、

数清楚。可采用全县采样点位按乡镇粮田和蔬菜

地面积再分配，形成各乡镇采样点位分配表。然

后以乡镇为单位，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布设。实际

采样过程中，也是以乡镇为单位分组、采样，这

样青州市初步的点位图即可形成。



布点的步骤

  3.点位调整

l 所有乡镇点位布设完成后，根据作物种植类型、

土壤类型进行统计，如水浇地、旱地、设施蔬菜

地、露天菜地、褐土、潮土等，当某一种类型与

开始初设的点位数差异较大时，要进行调整。

l 如果耕地地力评价点位与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要求

的4000个点位同时布设时，在评价点位的基础上，

加密点位，但两者通过颜色或其他方式区别。野

外采样时，要求在调查表、土样标签上标注p。



室内布点



布点的步骤

  4.耕地地力变更调查的点位布设

   在已形成的县域点位图上，根据耕地地力变更每

10000亩一个点位的要求，按典型性、均匀性的原则

布点。山东要求各项目县2018年的土样采集与2017

年的土样采集统筹考虑，即除了定位监测点外，今

年不重复在去年点位上采样，另外布点采样。其目

的是将2017年和2018年作为一个时间阶段，这样参

与变更调查的样点相对多一些，养分统计样本大一

些，评价结果、统计结果会更准确。



二、采  样



采样时间

总体要求在前茬作物成熟或收获后，下茬作物尚未

施用底肥前采样。

l 大田采样:小麦玉米一年两作的耕地要在秋季采

样。两季施肥根据秋季采样分析结果，进行统筹

安排，玉米施肥原则上不进行采样。

l 种植棉花、花生、甘薯的春田及部分露天菜地可

在春季采集。



采样时间

l 设施蔬菜地采样：主导蔬菜收获后、晾棚期间

（6月）采集。

l 果园在果品采摘后的第一次施肥前（11-12月）

采集。

  根据以上采样时间及采样数量，提前安排采样

人员及装备等。这四个阶段的采样时间原则上年

年如此，以便数据对比。



采样物资准备

l 工作底图（标注的点位图））

l 不锈钢取土钻

l 卫星定位仪

l 调查表、土袋、标签、环刀、文件夹板

l 晾土架、晾土盒、2mm土壤筛



工具展示





采样的组织方式

l 在2015年前，由县农业局统一组织协调人员、车

辆等，人员由农业局技术骨干和乡镇技术人员组

成，一般组成6-10个采样组，每个组要有布点人

员参加。同时，化验室积极配合，要有专人接收

样品。

l 目前，实行社会化服务，采样、化验交给第三方

完成，省站要求，县土肥站要自己布点，全程参

与采样。



采样的方法步骤

　1.野外采样田块确定

l 采样小组根据点位图（小麦-玉米），到点位所在

的村庄，首先向农民了解本村小麦玉米的种植及

产量情况，确定具有代表性的田块，田块面积要

求在1亩以上。田块的主人要是当地的典型农户。

l 在确定的田块中央用GPS定位仪进行定位，记录。

同时，修正室内确定的点位，并标注。



选择典型地块（设施番茄）



   为什么要在一个地块采样？

l 土壤普查时集体经营，施肥管理水平一致，采样

面积很大，一般以生产队的耕地为采样单元。

l 目前农户分散经营，户与户之间差异较大。如果

沿用大面积采样的老办法，户与户掩盖了许多信

息，无法指导农民科学施肥，也无法填表、分析

等。



为什么选择典型农户采样？

l 在一个典型地块采样，基本能够反映出本区域大

概的地力水平、施肥状况与作物产量等。典型农

户是本区域的示范户，能够准确反映采样单元、

施肥状况和产量水平的对应关系，对指导科学施

肥具有针对性，对周边农户有样板引导作用。



不户户采样指导生产的依据

 据采样论文介绍：养分空间分布存在规律性

l 村与村的变异> 取样方之间的变异> 农户与农户

的变异。村与村土壤养分平均值的差异达到极显

著(A=0.01)水平。

l 即虽然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生产方式实施多年,但

土壤养分地域性的差异仍然大于农户间的差异，

说明不需要户户采样。



采样的方法步骤

  2.土样的采集方法　

§ 工具：不锈钢土钻。不要用铁锹！

§ 采样：一般要求采用 “S”法、棋盘法或“ｘ” 法，

均匀随机采取15-20个采样点。蔬菜地按照沟、垄面

积比例确定沟、垄取土点位的数量。果园要在树冠

范围内由树干向外的2/3处采集，选择8-10棵树，每

棵树对角采两点。



采样的方法步骤

§ 采样深度：大田0－20cm，蔬菜地0－25cm或20cm。 

果园0－20cm、20-40cm。深度内均匀获取。

§ 采土量：充分混合后，四分法留取，评价点位

1.5kg，一般点位1kg。

§ 标签：一式两份，取样袋内外各具。



“S”法布点

长方形地块采用“S”法



“棋盘”法布点

方形地块和不规则地块采用“棋盘”法



养分在水平方向、垂直方向上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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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垄比例

沟垄比例  3：7

采土方法决定于蔬菜地施肥方法



果树采样位置



“四分法”



采样的方法步骤

  3.容重的采集

l 在典型地块选择一个典型区域，一定为自然状态，

采集3个环刀样，垂直取样，室内烘干后取平均值。

大田在7-12厘米采集，蔬菜地要选择栽培蔬菜的

部位，第一层在10-15厘米 ，第二层在35-40厘米。 



技术人员仔细采集样品



重视采样质量

ü实践证明，采样误差远远大于化验误差！ 1亩地、

20厘米、容重1.35克/立方厘米，约土重18万公斤。

取土1.5公斤，占12万分之一。

   所以，必须重视采样质量！



形成点位图

l 县域小麦玉米大田、蔬菜地及春季作物所有布设

的点位完成采样后，室内根据实际采样点位修正

图，形成县域耕地地力评价点位图。

l 山东所有在山农大等技术依托单位评价的县，都

是采用点位图挂接属性。其原因是在工作中，发

现GPS定位有样点漂移现象。 



三、野外调查



调查前的准备

  1.表格准备

  调查表格采用项目提供的表格（省根据实际情况

适当增加内容，如变更调查表增加了耕地利用类

型），为了方便野外调查，也可以把表格内容分解

制成野外调查用表。如一张表分解成两张表等。

  2.模拟填写

  要组织调查人员学习填写要求，统一填写规范，

进行模拟填写。



调查前的准备

  3.室内预填写

  表格的部分内容需要在室内完成，如土类、亚类、

土属、土种、障碍类型及深度、盐渍化类型等，这

些都可以从土壤图中获取，布点的同志最清楚，布

设点位时已涉及到。凡能在室内填写的都应填写。

这样可节省野外调查时间、又准确。要求表格内容

一定完整、准确，不能缺项。





野外调查填写要求

  1.对室内填写的项目进行野外校验。

  2.按规范要求准确填写，遇到问题及时沟通。

  3.找不到户主不得调查采样。

  4.对一些填写项目的处理

  有效土层厚度：石质土小于15厘米，粗骨土15-60

厘米，棕壤性土、褐土性土60-100厘米，有夹黏、

夹沙层大于30厘米的已影响作物根系下扎的填写

以上厚度，其他均填写大于一米。

   



野外调查填写要求

  盐渍化程度：范围限定在盐渍化地区，在野外主

要填写对作物的影响程度。评价时，最好先形成

盐渍化图，插值的方法不符合实际。2016年-2017

年山东省专题对大田盐渍化变化进行了调研，形

成了盐渍化分布图，全省盐渍化面积已由1029万

亩减少到576万亩。  



野外调查填写要求
l 灌溉能力：按照灌溉次数进行对应，充分满足-四

水、满足-3水、基本满足-2水、不满足-1水。灌

溉能力在评价中权重较大，插值误差较大，影响

评价结果。山东评价时，先形成灌溉能力分布图。

l 地下水埋深：变化较大，要在野外调查填写，室

内资料基本不能用。

l 产量水平：前三年的年度平均产量。

l 耕地利用类型：小麦-玉米、日光温室等。



野外调查方法

1.选择有一定知识的典型农户。

2.调查时要贴近百姓，用老百姓的语言，特别在调查

施肥时，不能直接问今年化肥施了多少N、P2O5、K2O，

要进行引导，有的数据要自己折算。调查者提前要了

解当地常用的肥料品种、含量、每袋重量，一般农户

某种作物施肥大概范围，如某区一般小麦实物量65公

斤、折纯28公斤左右，玉米一般要小于小麦施肥量等。

超过这个范围，就要进一步调查。同时多查看肥料袋

子上的信息等。

3.不忘宣传党的惠农政策，科学施肥技术。



四、数据资料审核



调查表格的审核

l 在野外采样、调查工作结束后，马上召集县技术

人员，最好要让具体调查人员参加，集中对野外

调查表进行集中审核，保证准确，不缺项。

l 审查依据：现状图、土壤图、点位图、本区域农

业生产水平、种植习惯、施肥调查数据、产量数

据等。



化验数据的审核

  1.化验数据标准化

l 统一单位及小数位数：pH、有机质g/kg，1位；全

氮g/kg，2位；碱解氮mg/kg，整数；有效磷mg/kg，

1位；速效钾mg/kg ，整数；微量元素mg/kg，2位；

中微量元素交换性钙、镁有效硅、有效硫以

（mg/kg）表示，整数。

l 土壤有效磷、速效钾等都用单质表示。



化验数据的审核

  2.化验数据筛选

   用Excel的排序功能对每种养分排序，同时把对

应的种植类型与产量水平、土壤类型等进行关联，

对前后5-10%的数据重点审查。可疑数据核对原始记

录，或返回化验室重新分析或剔除。

  同时与化验室人员进行沟通。化验室容易出现的

问题，一是有机物体在土样处理前不进行剔除，据

室内对比分析，当不处理土样为1时，处理的土样为

0.85.二是有效磷分析时，室内温度没按要求控制。

三是存在干扰因素，盐渍化土壤，有效钾、有效硼

数据往往高。



化验数据的审核

  3.化验数据给出取舍范围

l 即对化验数据限定高限和底限，如几种养分的限

定值：大田有机质2-30，全氮0.1-2.5，有效磷4-

85，速效钾37-320，有效硼0.1-5，有效锌0.2-10；

pH4-9。蔬菜地因施肥量较大，则不能这样限定。

l 确定限定值的前提就是你要对本区域养分含量有

个大概的了解。或查阅研究资料、或自己进行专

题研究。



化验数据的审核

l 如审查全省的养分情况：要了解全省平均值，有机质

13.5，全氮0.91，有效磷30.1，速效钾125，有效硼

0.62，有效锌1.65等等。借用专题研究结果，如全省

有效钾据研究即使风沙土几乎没有黏粒的土壤，速效

钾最低37，如果分析数据小于37就为可疑数据。

l 好处：审核快、平均值偏差小。

l 缺点：从不同方面分析养分数据时，出现的高值和低

值几乎一样，如不同利用类型有机质、不同土壤类型

有机质高值和低值基本一致，给人不可信的感觉。



小  结

  容易出现的问题

l 布点：考虑不周到、顾此失彼，想得到某种结果时，

但由于没有提前设计获取不到。

l 采样：目的地不明确或没有布点、采样地块没有代

表性、采样深度不准确、采样分点不足、不同部位

取样量不一致、调查表格缺项。

l 分析化验：操作不规范，分析项目及分析数量不足。

l 数据资料：缺项、不规范、异常数据多。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