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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农村居民点复垦作为当前我国补充耕地资源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保障我国粮食安
全的一项重要工作。农村居民点复垦前的土壤受到较强烈生活、生产活动的长期影响。
复垦过程中的表土剥覆、充填、挖深垫浅、灌排水以及道路等工程建设，对农村居民
点复垦耕地的土壤性质和质量会产生较大影响。复垦的客土来源、上覆客土厚度等，
给复垦耕地的土壤属性和质量带来很大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虽然复垦新增耕地质量
问题业已获得国家和主管部门的一定重视，在《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指导下也开展
了对新增耕地土壤的调查与评价试点，但如何全面揭示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因此，对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的土壤质量进行监测评价，有其充
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的相关研究日渐丰富，但亟需从理论、技术
和实证等方面进一步丰富。特别地，应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立足土壤质量的概念内涵
和相关理论，探索科学合理的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方法。为此，论文在回顾相关研
究进展的基础上，基于可持续性理论，提出了服务于农业生产价值取向下的“土壤本
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土壤环境质量”三维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框架，进一步构建了复
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测算土壤综合质量的指标确权与集成技术。最
后，以南京市浦口区典型农村居民点复垦项目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现有土壤质量评价相关研究鲜能在通用分析框架内对所研究土壤进行综合
质量考察，从可持续性理论的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的重叠圆
范式出发，构建农业土壤综合质量评价的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和土壤环境质
量研究框架，能够就所研究农业土壤能不能种粮食、长不长得好粮食和种植的粮食是
否安全等三方面所指示的土壤质量水平进行全面评价。
I

（2）构建了由有机质、pH、容重、黏粒含量、砾石含量等土壤本底属性相关指
标，以及全氮、全磷、全钾、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等土壤养分元素，和汞、砷、
铅、镉、铬、铜、锌、镍等八大常见土壤重金属污染元素所构成的复垦耕地土壤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无偏权重法、结构熵权法和毒性系数法，分别确定了本底属性
指标之间、养分元素指标之间以及重金属元素指标之间的相对权重。并集成各属性指
标的非线性作用，通过加权叠乘法得到土壤本底质量指数、土壤肥力质量指数和土壤
环境质量指数。最后，通过突变级数法计算得到最终的土壤综合质量指数。所提出的
指标体系突出了复垦新增耕地土壤的特点，评价采用的数学方法符合土壤生态系统各
属性和各分质量间的作用规律。
（3）就案例研究区南京市浦口区典型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而言，复垦耕地
的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综合质量在不同剖面层次上没
有显著差异，非复垦耕地土壤也仅有土壤本底质量呈垂直递减分布。整体来看，不同
利用年限复垦耕地间及其与非复垦耕地间的土壤质量差异除了 0-10cm 外都不显著；
但总体上就土壤肥力质量而言，非复垦耕地优于复垦耕地，而复垦耕地间无显著区别；
就土壤综合质量而言，非复垦耕地>复垦 3a 耕地>复垦 1a 耕地。就所有样本而言，土
壤环境质量最好，其次是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最差。
（4）南京市浦口区所开展的农村居民点复垦新增耕地达到耕种要求，但其土壤
质量低于该区域非复垦原状耕地土壤质量水平，且主要受限于相对较低的土壤肥力质
量。因此，应采用化肥、有机肥等多种措施补充该类复垦新增耕地土壤养分含量，并
应特别注意土壤压实与砾石掺杂等问题。

关键词：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可持续性理论；土壤本底质量；浦
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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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approaches increasing China’s farmlands, rural residential lands
(RRLs) reclamation is a vital task for the food security in China. Soils of RRLs have been
undergoing the long-term influences of daily and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Besides,
constructions in reclamation projects such as topsoil detaching & covering, filling,
deep-digging & shallow-filling, irrigation & drainage system as well as roads will have
great impacts on the properties and quality of reclaimed soils. Furthermore, the
uncertainties of out-soils’ origins and depth also result in unpredictable properties and
quality of reclaimed soils. The soil quality issue of farmlands that are reclaimed from RRLs
has gained increasing governmental attention. However, though several pilot
investigations/evaluations of the RRLs-reclaimed farmland soils have been reported,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such soils’ quality is still limit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ily
and urgently needed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monitoring and quality assessment of the
RRLs-reclaimed farmland soils.
Currently, research on soil quality assessment of RLLs-reclaimed farmlands is
increasingly growing, yet relevant theoretical, techn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still needs
further exploration. Specifically, solid methodology for soil quality assessment of reclaimed
farmlands, which is based on coherent framework and existing literature, is of vital priority.
To this end,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ed related publications and by further combining with
sustainability theories, proposed a three-dimension farmland soil quality assessment
framework, the ―soil intrinsic quality (SIQ) – soil fertility quality (SFQ) – soil
environmental quality (SEQ)‖ triangle. Secondly, we build up a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which is specific to reclaimed soils. Also, corresponding indicator weighting
methods and synthesizing methods are assembled. Finally, a case study of several
RRLs-reclaimed farmland soils in Pukou District of Nanjing is conducted.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could be drawn as follows:
III

(1) Existing literature fails to provide a generic framework to illustrate soil quality
dynamics comprehensively, we therefo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SIQ – SFQ –SEQ‖
triangle framework based on the sustainability theory of the overlapping circles paradigm.
In this generic framework, th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ocietal sustainability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of soil use are emphasized. Our framework is able to answer
general concerns on whether focal soil is suited (SIQ), fertile (SFQ) and health (SEQ) for
agriculture, thus applicable for comprehensive soil quality assessment.
(2) An operational index system for soil quality assessment of reclaimed farmlands is
established in chapter three. It is composed of five SIQ indicators (soil organic matter, pH,
bulk density, clay contents and gravel contents), six SFQ indicators (total N, total P, total K,
available N, Olsen P, and Olsen K) and eight SEQ indicators (Hg, As, Pb, Cd, Cr, Cu, Zi,
and Ni). Weights of SIQ indicators are equally assigned, while those of SFQ indicators
determined by structured entropy methods and SEQ indicators by their relative toxicity.
Finally, indexes of SIQ, SFQ and SEQ are synthesized into the integrated soil quality (ISQ)
index via the catastrophe progression method. Our index system emphas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claimed farmland soils, and corresponding computational methods
adopted are reasonable.
(3) Our empirical study of the 70 RRLs-reclaimed farmland soil samples and 15
reference soil samples in Pukou District of Nanjing showes: a) that the vertical variations of
SIQ, SFQ, SEQ and ISQ of reclaimied soils are insignificant in contrary to the significant
vertically decreasing SIQ trends of those reference samples; b) that the temporal variations
between soils relaimed in 1 year (S-1a), 3year (S-3a) and reference samples (S-reference)
are insignificant except for the 0-10cm topsoils, yet in general soil qualities follow
S-reference > S-3a and S-1a in terms of SFQ and S-reference > S-3a > S-1a in terms of
ISQ ; c) that soil qualities of all studied soil samples follow SEQ (very good) > SIQ (good) >
SFQ (average) as a whole.
(4) The reclaimed farmlands in Pukou District of Nanjing are eligibl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s in terms of soil quality. However, their ISQ is worse than local non-reclaimed
farmlands, restricted by relatively low SFQ. Therefore, measures such as adopting chemical
and organic fertilizers should be taken. Besides,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oil
compaction and gravel remains while conducting reclamation projects.

Keywords: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eclaimed farmland; Soil quality assessment;
Sustainability theories; Soil intrinsic quality; Pukou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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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我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相对不足，因此粮食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广受国内外
关注[1-3]。据报道[4]，2013 年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 90%，按人均年 400 kg 粮食计，
有 1.9 亿中国人依赖进口粮食养活。如何应对当前严峻的粮食安全形势，已经成为我
国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国耕地面积持续下降。21 世纪初全国耕地净损失速率达 13.73╳104 hm2/yr，年净损
失耕地面积约占 2000 年耕地总面积的 0.11%，约 75%的新增城镇用地为占用耕地[5]。
而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空心化”问题日渐凸显。有研究表明，我国典
型村庄的农村居民点宅基地的平均废弃率达 8.4%，平均闲置率达 10.0%，农村居民点
复垦潜力约 54.3%，可实现净增耕地 13%~15% [6]。在此背景下，农村居民点复垦成为
补充我国耕地资源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
农村居民点复垦前的土壤类似于城市封闭土壤，为不透水面所封闭，受到较强
烈的人类生活、生产活动的长期影响。除了土壤压实之外，复垦前的农村居民点封闭
土壤还存在一定的污染风险。农村生活污染主要包括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两个方面[7]，
其中，生活垃圾以有机垃圾（如厨余、瓜果皮壳等）和灰分为主，其次为废纸、塑料、
玻璃、金属、织物等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含量最少（一般低于 5%，典型的有灯泡、
电池等）[8-10]；而生活污水则有厨房污水、生活洗涤污水和冲厕水三大类，含有较多
的动物油脂、油类、化学洗涤用品等污染物质[7, 11]。农村生产污染主要来自畜禽养殖
所产生的排泄物，易致使氮、磷污染和重金属元素富集[12]。由此可见，农村居民点封
闭土壤具有相当的特殊性，有必要单独作为一类土壤类型进行系统研究。
与之密切相关地，农村居民点封闭土壤的复垦过程也较为复杂。土地复垦措施
通常包括：表土剥覆工程、充填工程、挖深垫浅工程、坡面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以
及道路工程等[13]。对农村居民点复垦土壤的性质和质量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表土剥覆工
程，涉及到建筑物拆除、表土覆盖和土地平整等环节。建筑物拆除过程中，各种建筑
垃圾和生活垃圾可能混入土体，原封闭土壤上层的熟化土壤和下层的生土或僵土（母
质或地质沉积物）被扰动后将无规律混合[14]。表土覆盖时，在未预先收集表土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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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通过经济运距内借土覆盖[13]，常用的客土来源主要包括鱼塘、河道淤泥垫平和从
周边地势较高的耕地取土，其中后者是大部分复垦、整理、开发项目的主要客土来源。
我国《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 1036-2013）规定，复垦为耕地时的有效土层厚
度应大于 40cm。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建议，种植农作物时覆土 50cm 以上，耕作
层不小于 20cm[13]。而实际复垦工程中，客土的来源、上覆客土的厚度，则常常因地
制宜，这给复垦耕地的土壤属性和质量带来很大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除此之外，土
地平整环节中较大型机械的使用，也有可能造成土壤的压实和板结，进而影响复垦耕
地的耕种和产出。
鉴于土地复垦在我国土地资源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性，复垦后的土地质量问题业
已获得国家和主管部门的一定重视。我国《土地复垦条例》和《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
法》都强调，土地复垦验收时需核实复垦新增土地的质量，并需提交其评估报告。
《土
地复垦条例》还规定，“复垦为农用地的，负责组织验收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有关部门在验收合格后的 5 年内对土地复垦效果进行跟踪评价，并提出改善土地质
量的建议和措施”。目前，我国对耕地质量及其等级的监测评价业已形成规范技术体
系，并成为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新增耕地等别的年度监测评价也
正逐步全国开展。现有耕地质量评价工作主要依据《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
28407-2012），侧重土地利用属性（如灌溉保证率、排水条件、作物产量等）的分析，
对土壤性质（主要是土壤 pH、土壤有机质和表土质地等）的考虑较初略。但是，新
增耕地特别是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通常面积小、分布散、数量多，其作为土地利用属
性的分等因素与周边原有耕地一般无明显差别，而土壤性质变化较大。因此，现有《农
用地质量分等规程》指导下的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评定结果虽然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
仍需要进一步结合作为耕地质量基础的土壤信息进行深入研究。
同时，复垦耕地在诸土地复垦类型中又具有特殊性。耕地主要用于种植水稻、
小麦、大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在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和食品安全问题上具有重要地位。
但我国现有耕地资源不断被蚕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尽管我国农业投入如
化肥等不断增长，全国粮食产量增速已经陷入停滞局面，科学管理土壤养分元素以提
高农业生产率、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愈加突显[15]。同时，我国土壤污染频发，
耕地土壤的环境质量安全尤其严峻。2014 年全国土地污染调查公报显示，耕地土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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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超标率高达 19.4%，其中 Cd、Ni、Cu、As、Hg、Pb 等为主要污染物[16]。
在此背景下，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的土壤性质与质量更需要特别重视，其关系
到主要来源的增量耕地宜不宜耕种、能不能种好和种出来的粮食会不会受到污染，进
而影响到牵动全局的国家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2008-2013 年《中国国土资源公
报》统计显示，近六年间全国平均每年新增耕地 35.4 万公顷，相当于 18 亿亩的 0.3%，
未来还将持续推进。因此，对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的土壤性质与土壤质量进行监测评
价，有其充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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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1.2.1 土壤质量评价相关研究概述
（1）土壤质量评价的内涵
作为进行土壤质量评价的前提，应首先科学界定土壤质量的概念及其内涵。一般
认为，土壤是地球表层由各种颗粒状矿物质、有机物质、水分、空气、微生物等组成
的有生机的疏松层[17]。土壤质量则是人类视域下对于特定土壤的价值判定，其内涵在
土壤学界尚未取得广泛共识[18-20]，但其重要性已广为承认[21]。土壤质量概念的提出[22]
始于农业领域可持续土壤利用和土地管理的现实需求，主要关注土壤维持作物生长的
生产力相关的属性[23]。直至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学界有关土壤质量的研究多侧重于
土壤侵蚀及其对土壤生产力的影响；80 年代中后期相关研究从可持续农业拓展到土壤
健康的主题，从而使得土壤质量的概念内涵得以进一步丰富并得到农业以外更多领域
的应用[24]。其后，Larson 和 Pierce[25]首次从土壤的多功能视角界定了土壤质量，并稍
后得到美国土壤学会的完善推广，形成学术界关于土壤概念内涵的主流观点[18, 21, 24]。
简单地说，土壤质量是土壤发挥其功能的能力（the capacity of soils to function）；扩展
的定义为，土壤质量是在特定的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边界内，支撑动植物生长、保持
水和空气质量、维持人类健康以及作为栖息地的能力。该定义经赵其国等引入中国[26]，
渐为国内土壤学界所接受。徐建明等进一步提出，土壤质量就是指土壤提供植物养分
和生产生物物质的土壤肥力质量，容纳、吸收、净化污染物的土壤环境质量，以及维
护保障人类和动植物健康的土壤健康质量的总和，首次将土壤质量分为土壤肥力质量、
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健康质量三个维度[27]。
现在，土壤越来被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28]，而非仅仅是农业生产系统。这样一
来，由于土壤作为生态系统具有丰富功能，且土壤利用和土地管理相关利益主体的出
发点各异，对于土壤质量评价也就存在了两种观点[23, 29]：一种观点认为，土壤质量评
价即评估特定土壤对其特定用途的适宜性（functional approach based on specific soil
use）；另一观点认为，土壤质量评价是综合评估特定土壤在其所处生态系统内多大程
度上处于其最佳态（descriptive approach based on soil properties and components）[30, 31]。
前者倾向于突出土壤利用的主要用途取向，是特定利益相关者主导下的土壤质量评价；
后者倾向于在土壤多功能间进行平衡取舍，是反映主要利益相关群体间利益平衡的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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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质量评价。事实上，两种思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操作上都是通过构建能反映利益
相关者或群体价值取向的指标体系，再通过不同的转换函数对表征土壤功能或用途的
属性值进行特定函数转换为评价指标值，最后基于不同综合方法将多指标值综合成土
壤质量指标综合值。区别在于，哪些土壤功能或用途被关注和加以表征，进而表征多
属性的各指标间的相对权重如何[18, 23, 29]。所以，土壤质量评价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部
分：一是确定哪些土壤利用的用途或功能应加以考虑；二是如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即选取哪些属性指标以表征所考虑的土壤功能；三是怎么择用适当的评价方法，即根
据所考虑土壤属性的主客观相对重要性进行指标确权和质量指数计算。
（2）土壤质量的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的选取及其构建，是开展土壤质量评价具体工作的关键。一方面，土壤
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取决于所考察的土壤利用用途或功能；另一方面，土壤利用
用途和功能是不同土壤属性及其之间动态作用的结果，无法得到直接的表征。所以，
操作层面土壤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一般是选取土壤属性指标来反映[23]。土壤属
性是多方面的，可以分为物理属性、化学属性和生物属性[32]，也可以分为本底属性和
动态属性[23]。由于土壤的属性指标非常多，确定适用于特定土壤质量评价要求（目的、
精度、成本等）的最小数据集（Minimum Data Set）成为评价指标研究的重要内容[32, 33]。
据统计[34]，国内相关研究中，肥力指标的选用频率达 43.2%；其次是物理指标，
为 34.7%；化学、环境类指标出现频率为 18.2%，最少的为生态类指标（占 3.3%，如
坡度、坡向、高程等）和生物类指标（仅占 0.7%，如微生物、根密度等）。可见，我
国对土壤质量评价指标的选择侧重土壤理化性质，多应用于土壤功能退化或恢复对土
壤生产力或肥力的影响研究。事实上，国内常将土壤肥力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单独研
究。典型的土壤肥力质量研究如，廖桂堂等[35]综合容重、物理性粘粒、砂粒、粘粒、
粗粉粒、中/细粉粒、pH、CEC、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碱解氮、速效磷、速
效钾等指标，基于 GIS 和地统计学技术，对蒙顶山茶园区域土壤肥力质量的评价研究；
李静鹏等[36]基于典范对应分析和因子分析，综合了土壤 pH 值、有机质、容重、质地、
总孔隙度、毛管持水量、毛管孔隙度 、非毛管孔隙度、土壤含水量、通气孔隙度、
全氮、全磷、全钾、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交换性钙、交换性镁、有效铜、有效
锌、有效铁、有效锰、有效硼等 23 个指标， 定量研究了稀树灌丛、针叶林、针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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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等不同指标恢复类型下的土壤肥力质量变化。关于土壤环境质量
指标更多的是对土壤重金属污染（Cd、Pb、Hg、Cr、Cu、Zn、As、Ni 等）的评价研
究[37-39]，也有部分研究在土壤环境质量研究中考察了土壤有机污染（六六六、滴滴涕、
多环芳烃等）的方面[40, 41]。真正综合评价土壤质量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一致的指标体
系构建框架。如，陈龙乾等[42]从土壤生产力（物理特性、养分状况）和土壤环境质量
（酸性、有毒物质）选取 14 个指标构建的矿区复垦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余海龙
等[43]从物理、化学和生物等三方面选取 15 个因子构建人工植被下土壤质量评价指标
体系；岳西杰等[44]从土壤养分、环境因子、微量元素和生物酶活性等方面选取 14 个
指标构建的黄土丘陵沟壑区果园和农田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也有学者尝试提出新
的评价指标选取和体系构建思路，如王华等[45]借鉴 Glover 等[46]提出的框架，从水分
贮存功能、促使水分运移和提高水分有效性功能、土壤结构退化抑制功能、及稻田作
物品质和产量维持功能四个方面构建了土壤多功能质量评价体系；张华等[47]从养分有
效性、水分有效性和根系适应性三个功能考察评价土壤质量，选用了 10 个符合热带
地区特点的土壤质量指标构建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郭旭东等[48]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框架选取指标的构想；张凤荣等[49]提出依据土壤特性响应的不同时间尺度来择
选评价指标，并进行了初步探讨。
与国内相关研究不同的是，国外基于综合指数法研究土壤质量并非主流，而多是
直接基于土壤质量相关属性指标的单因子分析，部分研究会再辅以综合解读多指标结
果。如 Staben 等[50]对美国华盛顿州 Adams 县的一个草地保护区和小麦休耕轮作农区
土壤的对比研究中，就是选用了 pH、总碳、总氮、碳氮比、微生物生物量碳、总细
菌生物量等 21 个土壤属性指标，以描述性对比的方法研究两类土壤质量的不同；而
Andrews 等[51]关于美国加州中央山谷农区补碳管理措施下土壤质量变化的研究中，则
以 pH、土壤容重、有机质、电导率、阳离子交换量、微生物生物量碳、微生物生物
量氮等 17 个指标对比研究了多种管理模式下的土壤属性变化，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最
终将多指标合成为土壤综合质量指数说明管控模式下的土壤质量得到改善。这些研究
的一个特点是，将影响土壤污染指标纳入土壤质量评价的较少。另外，近些年来国外
部分学者倡议加强生物指标在土壤质量评价中的应用。Schloter 等[52]综述并论证了土
壤微生物指标在评价土壤质量的意义和前景，总结了土壤微生物活动率、生物量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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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构成等方面对土壤利用和土地管理的响应。Bastida 等[30]指出，土壤生物指标比物
理化学指标对土壤利用和土地管理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土壤
生物指标既可以直接加以考虑，也可以通过土壤的物理化学指标（如土壤有机质含量
等）得到间接反映[30]，因为土壤生物指标本身受土壤的物理化学属性影响[53]。总的来
看，国外关于土壤质量评价的研究主要都是基于描述性思路（descriptive approach），
侧重评价所需最小指标集的研究[54]，而不太重视土壤属性指标的综合评价。尽管学界
关于土壤属性的研究中已经就土壤的本底属性、动态属性等分类取得广泛共识[23,

55]

，

研究者们并未基于此形成通用的、规范化的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3）土壤质量的综合评价
土壤质量的综合评价中，在确定土壤质量的评价指标或因子后，就要根据各指标
所表征属性对土壤特定功能或用途的功效，选用不同的转换函数以标准化，进而运用
适当方法进行不同土壤属性间的合成，其关键在于指标归一化函数的确定和合成方法
的选择。多数指标标准化函数是根据植物生长效应曲线，取指标的经验临界值构造转
换函数，包括 S 型、抛物线型、Z 型等[56]。而主要的指标合成方法则有：区域尺度的
多变量指标克里格法[57, 58]和点位尺度的加权土壤综合质量指数法。
多变量指标克里格法是由国外提出，其实质上是均权法，即各指标相对重要性一
致，通过对达到阈值要求的指标数的计数来估计点位土壤质量高低，然后通过地统计
学方法（非参数克里格法）得到未采样点的土壤质量为优良的概率。而加权土壤综合
指数法的研究则更丰富，其核心在于指标权重的确定和合成方法，常用的主客观确权
方法包括专家意见法、AHP 法、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等，而主要合成方法有累加、
叠乘、加乘复合、灰关联法、模糊数学、物元模型法和系统聚类法等[59-61]。
上节讲到国外土壤质量综合评价研究不多[62]，少数指标综合集成评价研究（主要
是土壤肥力质量评价）所运用的方法上也多是常规方法[63]。相比之下，国内的土壤综
合指数评价较多，且近年来出现一些方法创新或改进。在指标确权方法方面，胡月明
等[64]基于模糊变权法，突出较差土壤质量属性的“短板效应”，展示出一定的应用前
景；类似地，秦明周等[65]也基于修订内梅罗公式，提出突出较差土壤质量属性的限制
性作用的土壤综合质量指数。在合成方法的改进方面，付强等[66, 67]尝试基于投影寻踪
方法进行土壤质量评级和分类，从而避免可能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但该方法稍嫌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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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文高[68]尝试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方法进行土壤质量评级，以反映土壤属性与土壤质量
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基于合理建立的神经网络，较通常的加权指数法能更精
细地评价和预测土壤质量等级及其变化。
为解决不同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下所得到的不同地区土壤质量评价结
果的可比性问题，Wang 和 Gong[69,

70]

提出了一种土壤相对质量指数法。但笔者认为，

该指数实质上和常用的加权指数法一样，只不过不进行指标归一化而最后对指标加权
指数进行归一化；而主流所用的加权指数法，则是在指标层次上根据隶属度函数进行
的归一化，更具表征意义。事实上，该方法并未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较广泛运用，但在
相关综述中被较多提及[71, 72]。
此外，陈龙乾等[42]构建的矿区复垦土壤质量评价体系中，较早地将土壤生产力、
土壤环境质量相关指标一起研究，但最后是通过普通加权求和得到的土壤综合质量指
数，而土壤生产力和土壤环境质量是土壤质量的不同维度，是非线性关系。韩平等[73]
对北京郊区 3 个典型田块的土壤质量对比研究中，分别基于模糊隶属度函数模型评价
了土壤肥力质量、基于内梅罗指数法评价了土壤环境质量（以重金属污染程度来表征），
但未能对两个维度的质量进一步综合。类似地，张国印[74]、张文晖[72]同时考虑了土壤
肥力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并将两者视为同等重要以相乘方式得到最终的土壤综合质
量指数；这一方法是假设了土壤肥力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间的线性协同作用，具有理
论局限性。张汪寿等[75]同样基于隶属度函数模型构建了土壤养分指数、基于内梅罗指
数法计算土壤重金属污染指数，并进一步根据土壤污染指数分级，构建了综合考虑土
壤养分正面贡献、土壤污染负面贡献的非线性土壤综合质量指数，且强调了养分元素
和污染元素的“短板效应”；但其土壤污染指数的分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
有待进一步探讨。

1.2.2 复垦耕地土壤相关研究概述
（一）耕地土壤相关研究
首先明确耕地的内涵。我国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21010-2007）
指出，耕地是指以种植农作物（含蔬菜）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
地；以及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垦滩地和海涂；包括水田、水浇地、旱地。我
国农业部《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NYT 1634-2008）则指出，耕地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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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种植粮食作物、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土地。前已述及，由国土资源部主导的耕地
质量评价与等级评定工作侧重土壤利用属性而简化土壤性质。与之相对应地，由农业
部主导的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里，所谓耕地地力和耕地环境质量其实质是指代耕
地土壤的养分水平和（水土）污染情况，即其调查评价的内容实为耕地土壤肥力质量
和环境质量，但最后也未能就如何综合两个方面的土壤质量提出指导意见。
自然条件下土壤质量变化是十分缓慢的，但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土壤质量的变化
异常迅速，耕地土壤质量尤其受到土地利用和农业管理措施等的剧烈影响。有研究[76]
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东部农地土壤质量发生明显变化；其中，除土壤速效
钾下降和酸碱性有所退化外，农地土壤有机质、全氮和速效磷平均含量都增加了；长
江下游和华北地区的平均肥力提高而东北地区则下降，长江下游和东北地区土壤趋于
酸化。陈印军等[77]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国耕地土壤肥力质量总体上稳中有升，
但局部区域耕地土壤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王效举和龚子同的研究[78, 79]指出，土壤肥力
受控于土壤利用方式和土地管理水平，耕地中水田和菜地土壤质量变化好于旱地。郭
旭东等[80]对河北省遵化市低山丘陵区林地开垦土壤的调查数据表明，刚开垦耕地和开
垦 3a 耕地土壤的容重分别增加 14.2%和 39.7%，且开垦 3a 的耕地土壤发生了严重退
化，其有机质、全氮、全钾和速效钾则分别减少了 62.9% 、52.6% 、31%和 60%。
郭宗祥等[81]对江苏省太仓市耕地土壤的调查评价发现，该地耕作土壤日趋酸化，土壤
保肥性和缓冲能力属于中等水平，有机质和全氮含量中等且增加缓慢，有效磷含量虽
明显增加但仍处于较低水平，速效钾含量处于缺乏状态且有降低趋势。侯鹏程等[82]
的数据表明，稻田由于常处还原环境，其土壤环境质量优于旱地、菜地等其他土地利
用类型；其有机质含量也高于旱地、菜地等，但全氮、有效磷和速效钾相比明显要低；
而高中贵等[83]的研究结论与之又不尽相同。可见，人类活动特别是耕作利用，对耕地
土壤属性及质量的影响较为复杂。
（二）复垦土壤相关研究
在土壤质量的相关研究中，复垦土壤由于其土壤受到非常强烈的人为扰动，其土
壤质量问题具有特殊性，得到较多的研究关注。但是，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矿
区复垦土壤和盐碱地复垦土壤。
国外典型的矿区复垦土壤研究如，Insam 和 Domsch[84]对露天矿复垦的林地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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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地土壤的长时间序列研究中发现，总体上复垦林地土壤的有机质恢复速度比复垦
农地要快，复垦农地的土壤有机碳水平需要约 90 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农地水平；
作者还指出因土壤微生物的碳和能量需求主要来自新鲜有机质，其相关属性指标恢复
至正常土壤水平比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恢复要快。Mummey 等[85]对 Wyoming 州某露天
矿复垦的草地和林地土壤的研究表明，正常土壤主要为砂质壤土而复垦土壤则是砾质
粘壤土，复垦土壤的微生物生物量碳和有机质含量等相关属性历经 20 年恢复仍达不
到正常可比土壤的一半水平。Anderson 等[86]也对 Wyoming 州某露天矿复垦了 11~26
年的复垦土壤和对照土壤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复垦土壤容重变大，但质地、pH 和
电导率无显著差异，复垦土壤的微生物生物量碳和有机质含量等相关属性与对照的非
复垦土壤也无显著差异，而不同土地利用下的土壤属性表现出现在差别。Shrestha 和
Lal[87]对 Ohio 州一些新近复垦（小于 1 年）的矿区复垦土壤的研究表明，采矿和复垦
活动给复垦土壤的属性带来了显著变化，且除了容重外，复垦土壤性质的变化对所研
究的三种土壤类型都是一致的；复垦土壤的容重相比对照土壤变大了 54%，土壤 pH
和电导率也显著增加，但土壤有机碳和氮库下降；另外，复垦土壤的表土层和亚表土
层其主要理化性质无显著差异。
国内相关研究也类似，但研究结论上可能因研究区差异而有所不同。如孙泰森等
[88]

对潞安矿业集团五阳矿区采煤塌陷地复垦耕地土壤的（肥力和环境）质量研究发现，

剥离复垦耕地的土壤肥力基本不变，耕层养分比底层高且逐年上升，而混推复垦耕地
土壤的肥力低且空间不均匀；此外，复垦土壤重金属含量变化与复垦所采用的技术和
复垦利用年限关系不大，主要是受外源污染（矿区粉尘和污水）的影响。刘美英[89]
对鄂尔多斯东南部的神府东胜矿区马家塔露天采区复垦林地土壤的研究表明，复垦土
壤的有机质、全氮、碱解氮、速效磷、全钾、pH 值、电导率均显著大于对照的原状
土壤，而阳离子交换量和碳氮比比则反之，复垦土壤的微生物量碳和氮均高于对照土
壤，但微生物量磷小于对照土壤；该研究认为，复垦土壤质量比对照土壤质量要高，
原因可能是研究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导致原状土壤质量较低。张明[90]在对徐州一粉
煤灰充填的采煤塌陷区复垦耕地土壤的研究中，除考察 pH、容重、有机质、营养元
素等常规理化性质发现优于对照土壤外，还研究了复垦土壤可能的重金属污染（Cd、
Cr、Pb、Cu、Zn）情况并发现存在 Cd 和 Cu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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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复垦（开垦）土壤也获得较多关注，但相关研究侧重考察不同复垦利用措
施对土壤的改良作用。如 Qadir 等[91]比较了 Kaller 草和不同剂量石膏处理剂对盐碱地
修复的效果；Ilyas 等[92]发现石膏处理加上作物种植是进行盐碱地表土修复的八种不同
处理措施中最有效的。更直接相关的成果主要是我国的盐碱地复垦研究，这是由于土
地复垦在我国多为较规范化工程推动型，和国外的自由探索式不大一样。相关典型研
究如，Sun 等[93]研究了长江河口某盐碱地复垦工程区不同利用年限下复垦土壤的理化
性质变化，结果发现，随着复垦后利用年限的增加，复垦土壤的水分含量、盐含量、
电导率和粒度大小显著下降，而土壤有机质含量则反之；速效磷先增后减，而土壤硝
态氮、铵态氮和 pH 则变化不大；主要理化性质在复垦 30 年后趋于稳定，其主要受复
垦利用时间长短影响，其次是土地利用类型。单奇华等[94]对自然演化、林业治理和农
业治理三种不同处理模式下的滨海盐碱地复垦土壤研究表明，农业、林业治理模式能
有效降低复垦土壤的含盐量和提高其有机质、全氮、全磷、有效磷和速效钾水平；总
体上，农业治理模式最优，其次为林业治理模式，而自然演化模式效果最差，但三者
差异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王军等[95]对松嫩平原西部一土地整理项目区复垦耕地土壤
的研究表明，复垦后新增耕地盐渍化指标降低、肥力提高，但新增耕地土壤（肥力）
质量仍低于对照耕地土壤水平。
此外，还有少数学者关注了湿地复垦（开垦）土壤和其他类型复垦土壤质量问题。
如曾希柏等[96]研究了三江平原湿地开垦后土壤剖面性质及碳、氮含量随种植年限的变
化，Wang 等研究了湿地开垦为稻田后土壤可溶性有机碳的增加[97]和主要营养元素的
损失[98]，马超群等对陕西高陵县工业用地、坟墓用地、晒谷场、苇地[99]和西安市临潼
区道路交通用地、水利设施用地、疏林地[99]等几种类型复垦整理耕地土壤养分的调查
研究。
近几年来，由于我国政府主导下农村居民点复垦整理工作的大力推进，对农村居
民点复垦土壤的研究才渐受国内学界的重视。其中，我国农村居民点复垦土壤只有极
少部分为园地、林地土壤，主要还是耕地土壤，因此本文的研究讨论重点关注的也是
复垦耕地土壤。顾志权的研究[100]发现，复垦耕地（包括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
养分低、空间变异大，土壤容重高，且无完整的土体构型，基础地力比原状耕地土壤
差，但两者 pH 无明显差异。张雯雯等[101]用速效养分、有机质、pH 值、容重和电导

11

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方法研究

率等 5 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发现泰安市平原土地整理项目区整理后 4 年的复垦
耕地土壤养分分布最不均一，其土壤（肥力）质量较整理后 1 年和 2 年的有显著提高。
王玉婷等[102]较早关注了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的环境质量问题，其调查发现所研
究的宜宾江安桐梓镇土地整理区复垦耕地土壤存在不同程度的 As、Cd、Cr、Cu、Hg、
Ni、Pb 和 Zn 富集，表明存在重金属通量的人为输入。高奇等[103]基于环境污染的非
线性效应提出了一个污染损失模型，并估算了所研究农村居民点复垦新增的耕地由于
土壤重金属污染所造成的损失率约 11.60%，具有一定创新性。

1.2.3 已有研究述评
以上综述表明，尽管耕地土壤质量问题作为事关我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战略的
不容乐观的重大课题，业已获得较为广泛重视，但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作为我国未来
较长一段时间内主要的新增耕地来源，其土壤质量的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这与我国
农村居民点复垦新增耕地的较大规模是很不相称的。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尽管土壤质
量的重要性虽已获得各界的主流认同，但各类相关研究对其内涵、表征指标与评价方
法等仍莫衷一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研究者的不同学科背景所致。另一方面的原
因则在于，新增耕地的验收工作归口国土部门主管，而相关规程则侧重耕地的土地利
用属性而简化了对耕地土壤属性的考察，当然这与土壤调查的较高成本不无关系。随
着我国农村居民点复垦工作的稳定推进及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更高要求，农村居民点
复垦耕地的土壤质量研究，亟需从理论、方法和实证等方面进一步丰富。
值得指出的是，已有研究在土壤肥力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的评价调查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少数研究还对如何综合土壤肥力质量与环境质量进行集成评价进行了一定探
索。此外，相关复垦土壤（工矿地、盐碱地、湿地、交通用地和坟墓用地等复垦土壤）
质量和耕地土壤质量变化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
的质量判断与研究，提供一定参照和借鉴。
总而言之，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研究十分重要且紧迫，但亟需在已有土
壤肥力质量、土壤环境质量等相关研究基础上，立足土壤质量的概念内涵和相关理论，
探索科学合理的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方法。此外，关于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属
性与质量变化的案例研究，还不够丰富，目前远不能为我国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和农户
土地利用决策提供科学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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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1.3.1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目标为：立足土壤质量的概念内涵和相关理论，构建一个通用的土壤
质量研究框架，并提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与综合计算方法，最后将具体技术方法应
用于相关案例研究，以期为农村居民点复垦新增耕地的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为研
究区该类复垦耕地土壤的管理提供参考借鉴。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方法研究
方法论应立足于认识论和本体论。要开展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的监测评
价，重点是明确其评价方法，但首要在于科学地界定土壤质量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需建立在厘清土壤质量及其关联概念的基础上，这是本体论层面上的研究。进一步地，
应该是从认识论层面上辨析“所评价的土壤质量”、“土壤质量”和所涉及“土壤”，
从而明确我们所要评价的土壤质量究竟有怎样的内涵、包含哪些内容。由于土壤质量
已经是对客体的主观认识，是特定价值取向下的土壤利用适宜性，对土壤质量的全面
认识就需要规范性的认识框架。因此，系统总结相关理论，构建全新的土壤质量认识
的通用性可拓框架，是突破已有相关研究不足的关键所在。
然后，基于土壤质量的认识框架，结合复耕耕地土壤的特性，构建复垦耕地土壤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土壤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土壤构成）决定土壤过程，土壤过
程决定土壤功能，土壤功能决定土壤质量的客体基础，对此基础的选择性认识和价值
判断即为土壤质量评价。因此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有三：一是，哪些土壤属性是复垦耕
地土壤质量评价中主要考虑的，反映了什么价值取向？二是，根据什么确定各参评土
壤属性间的相对重要性，反映了怎样的价值取向？三是，用什么方法来反映惨参评土
壤属性间的交互作用，反映了何种价值取向？一方面，土壤具有物理、化学和生物等
方方面面不可穷尽的属性，不可能方方面面都考虑在内；另一方面，土壤具有多功能
性，不同功能间可能是协同的但也可能是拮抗的，而土壤质量作为特定价值取向下的
土壤利用适宜性，其体现的只能是土壤质量认识框架下主要利益相关者对部分土壤利
用功能的需求。
最后，确定综合各土壤属性指标的计算技术与方法。由于各土壤属性间的综合作
用是动态、非线性的，在合理确定参评土壤属性并对各属性单独评价后，需要采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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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方法将单因素评价的结果合成以对土壤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科学的土壤质量综合
评价方法应能同时考虑和各参评因素的权重和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土壤质量评价
结果的影响，而已有评价方法还很难做到这一点，本文将对此进行方法创新。
（2） 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案例研究
应用本文提出的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方法，对南京市浦口区典型复垦项目进行
实证研究。分别采集整理利用了 1a、3a 的复垦耕地土壤和对照的非复垦原状耕地土
壤的剖面土样若干，对比分析复垦耕地土壤质量的相对优劣和时空变化特点。核心内
容有三：一是，复垦耕地土壤质量及其指标的总体变异特征；二是，不同整理利用时
限下复垦耕地土壤质量及其指标的变异特征；三是，不同剖面层次下复垦土壤质量及
其指标的变异特征。

1.3.2 研究意义
从理论方面来看，现有关于土壤质量评价的研究，虽然几种已经应用的评价框架，
但基本都缺乏理论基础，有待规范化，且特别针对复垦耕地土壤特性的评价方法还尚
为鲜见。复垦土壤的基础理化性质受到原位土和客土及整理工程等多方面的影响，且
复垦为耕地则其肥力水平与环境质量水平都应当在土壤质量评价中加以考虑。因此，
发展针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的评价框架与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此外，农村居民
点复垦耕地土壤作为介于人为封闭土壤与自然农业土壤之间一种过渡性土壤类型，研
究其与非复垦农业土壤的主要理化性质差异，特别是重金属污染与养分元素含量的差
异，对于土壤重金属污染整治与主要养分元素的全球循环与储量平衡研究，都将具有
一定启示意义。
从实践方面来看，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作为我国新增耕地的一项持久性重要来源，
评价、调查其土壤质量水平，一方面可为我国的农村居民点复垦工作的技术标准提供
完善方向，为新增耕地的质量管理奠定事实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农村居民点复
垦土壤提供差别化的利用思路。
因此，本研究的开展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且作为较早地针对农村居
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的研究，本文研究成果对后续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的研究方向
也可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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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1.4.1 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逻辑框架与研究思路如图 1-1 所示。

图 1- 1 本文逻辑框架与研究思路
Figure 1- 1 Log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roadmap of this study

首先，通过背景分析和研究回顾，确定本文拟解决的研究目标。其后，通过梳理
土壤质量相关概念和基于可持续性理论，提出土壤质量评价的理论框架。进而，构建
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明确相应的指标确权和综合指数计算方法。然后，
依托典型农村居民点复垦项目的土壤采样，实证研究复垦耕地土壤质量的时空变化特
征。最后，总结本文主要发现，并初步提出管理应用方面的政策建议和后续研究问题。

1.4.2 论文结构
本文的组织结构与图 1-1 基本对应，分五个章节展开，具体章节安排如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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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相关研究进展概述、本文的研究内容和
方案，以及文章的总体组织结构介绍。
第二章为理论框架部分，在界定核心概念和介绍主要理论根基的基础上，引入可
持续性理论，构建土壤质量评价研究通用三角框架。
第三章是技术方法部分，主要包括具体的指标体系构建，不同维度土壤质量指标
的权重确定方法，以及土壤综合质量指数的计算方法。
第四章是实证研究部分，应用所构建的研究框架和相应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从典
型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随复垦时间变异及沿剖面垂直变异两个角度，探究案
例区该类复垦耕地土壤的时空变异特征。
第五章为论文的结论和展望，收束全文，总结了主要工作和发现、研究特色和存
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有待后续研究探讨的问题。

16

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二章 基于可持续性理论的土壤质量评价框架构建

第二章 基于可持续性理论的土壤质量评价框架构建
2.1 土壤质量与评价
尽管本文 1.2.1 小节已经对土壤质量的概念进行了初步介绍，但由于该概念的复
杂性和多语义性，本节首先在本体论层面上将其与相关概念进一步明确，并从认识论
层面上阐明土壤、土壤质量与土壤质量评价三者间的逻辑关联。从而，为分析土壤质
量评价的理论依托和方法论奠定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

2.1.1 土壤质量与相关概念
（1）空气质量、水质量与土壤质量
和空气与水一样，土壤的质量高低对于生物、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及生产力具
有深刻影响[53]。很自然地，人们将空气质量（air quality）、水质量（water quality）与
土壤质量（soil quality）的概念进行类比。空气和水是作为个体的每个人的必需品，
人人需进行呼吸或者饮用等直接摄入，具有较为明确的质量标准与量化方法。但是，
土壤并非如此，其组分构成复杂，其质量水平有赖于各组分间的综合作用，且本身不
是直接消费品。
空气质量，与水质量相类似，反映了其污染程度，是与空气（水）污染相对应的。
进行空气（水）质量评价时，只需根据耐受阈值对主要空气（水）污染因子浓度高低
进行单因子及综合评价即可。因此，空气质量也称环境空气质量，而水质量一般就称
为水环境质量。空气质量的评价，有《空气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5－2012）作为依
据。水质量的评价依据则相对复杂一些，我国的水环境质量标准是根据不同水域类型
或用途由不同主管部门分别制定出台的[104]。例如，有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瓶装饮
用纯净水、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渔业
水质标准等。其中，多种水质标准如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渔业水质标准中的水也不是
直接消费品，而是作为一种生产资料的质量控制。
以上分析可见，就“质量”内涵范围而言，空气质量、水质量约相当于土壤环境
质量的内涵范围。土壤环境质量在我国的评价中，也有《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
－2008）作为依据，也是对主要土壤污染物的浓度作出控制性规定。水资源虽然也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间接消费品的属性，但不是主要生产资料，没有“水生产力”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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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土壤用于耕种时，其除环境质量外的其他组分的综合作用也将对生物量生产等造
成直接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土壤质量比空气质量、水质量内涵要广，至少还具有
土壤肥力、土壤生产力的含义。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土壤质量评价与空气（水）质量
评价具有本质区别，其研究框架应重新建构。
（2）土地质量、土地适宜性与土壤质量
另一组密切关联的概念是土地质量（land quality）与土壤质量（soil quality），事
实上两者间的区别曾一度影响了对土壤质量概念引入必要性的争议[20]。因为土壤质量
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一般无法得到外在物化的直接表征。且土壤质量又与地形地
貌、气候、植被覆盖、管理措施以及土地利用类型等一起，共同决定了土地质量，而
土地质量则在作物产量上可以得到较为直接的反映。从这一角度来看，土壤质量决定
了土地生产力的高低，是土地质量的基础之一，土壤质量概念在生产实践中的具体应
用，依赖于其与其他土地质量要素的共同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谓土地质量，一般指农用地质量（farmland quality）。对于
建设用地，较少应用到土地质量的概念，而是在土地适宜性（land suitability）的叙述
框架下予以刻画。而在农用地质量评价中，所采用的思路大多也是土地适宜性评价的
研究框架。《农用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28405-2012）和《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GBT 18507-2014）中，对农用地与城镇土地虽然都称土地质量，但其评价所考虑的
分等定级因素截然不同，这是因为对其进行适宜性评价时所针对的用途（specific use）
不一样。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针对其特定的主要用途进行
评价，而一般没有将土地作为一个多功能体/生态系统的考量。
以上从评价客体的单一用途来看，土地适宜性的内涵范围大于土地质量，而土地
质量的内涵范围又比土壤质量要大。因此，土壤质量评价所考虑的因子，应限定在与
土壤直接相关的因素范围内，首先是点位尺度的评价，再是外推到景观或区域尺度。
（3）土壤健康、土壤可持续性与土壤质量
土壤健康（soil health）概念的提出，是由于土壤与关联的动植物乃至人体健康的
密切关系，其考虑的主要是植物营养与病虫害程度[23]，度量的是土壤生产营养完全和
安全的食品、、促进人畜和其他生物健康的能力。土壤健康强调土壤作为一个动态生
命系统的生物活性[105]，一般通过微生物属性得到表征，土壤健康水平与土壤污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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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息息相关。此外，一个健康的土壤生态系统，一定具有较高的土壤养分；但具有较
高土壤养分的土壤，却不一定是健康土壤。由于土壤微生物属性（数量、结构、活性、
酶等）变化对土壤生态系统整体状况的敏感性，土壤健康与土壤质量的差异首先表现
是时间尺度上。即土壤健康反映的是较短时间尺度内土壤生态系统变化所显示的“潜
在的”动态变化，是土壤生态系统维持其自身功能持续的能力；而土壤质量则反映了
中长期时间尺度内土壤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内在的”静态状态，是土壤生态系统实
现其自身功能的水平的综合表征。
土壤可持续性（soil sustainability）也称土壤生态系统可持续性（soil ecosystem
sustainability），其源于土壤的可持续利用（sustainable soil use），是土地资源可持续性
（land resource sustainability）的重要内容。它是对不同土壤利用管理模式与其他外在
环境变化（如气候变化等）影响下，土壤生态系统维持其功能可持续的能力的表征[106]。
土壤可持续性强调土壤生态系统的弹性（resiliance），是相对于外界对系统的冲击或
威胁而言。自然条件下，土壤形成速度极慢，每 100~400 年才形成 1cm 表土。因此，
与空气、水资源不同，土壤在人类时间尺度上是不可再生的[53]，土壤可持续性与空气、
水资源的可持续有质的不同。有观点认为，土壤可持续性讲求对土壤生态系统的利用
或影响不会对其本身或其关联系统带来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106]，如土壤退化与土壤
肥力下降；有学者更具体地提出，土壤可持续性可以从土壤生态系统的生态整合性、
自维持活力、抵抗力和自组织力等方面来衡量[107]，并提出了初步的参考指标体系。
可以大致认为，土壤可持续性反映了土壤质量非负面的动态演化，都是土壤资源可持
续和可持续农业的重要内容[23, 106]。
事实上，土壤质量、土壤健康和土壤可持续性的概念内涵在学界尚未取得完全共
识，甚至有个别学者认为三者是等义的[108]。特别地，可持续性是针对具体的时空尺
度而言的，且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性理念仍在不断演化（后文将进一步介绍），因此，
土壤可持续性的界定还有待探讨。本文认为，土壤可持续性的内涵与土壤健康有密切
关联，因为土壤生态系统的弹性/抵抗力深受微生物特性影响，同时土壤可持续性还受
控于外界影响的冲击；土壤质量的管控则是服务于土壤可持续性建设，可持续性强的
土壤其质量一般也较高。因此，土壤可持续性内涵比土壤质量、土壤健康更广，而后
两者则在时间尺度和表征指标上相互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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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土壤质量评价
上一章指出，土壤是地球表层由各种颗粒状矿物质、有机物质、水分、空气、微
生物等组成的有生机的疏松层[17]。而土壤质量是在特定的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边界内，
支撑动植物生长、保持水和空气质量、维持人类健康以及作为栖息地的能力[24]，是反
映了特定价值取向（value-laden）的对土壤的认识。土壤质量评价则是基于特定方法
和标准，对土壤质量的量化评估。其中，土壤是土壤质量的物质基础，土壤质量是土
壤的价值体现，而土壤质量评价就是连接二者的价值显化过程。
如图 2-1 所示，一方面，土壤属性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土壤构成）决定了土壤过
程，土壤过程决定了土壤功能[23]。土壤众多功能中能为土壤和土地利用者所识别和创
造价值的部分功能，成为土壤质量的价值本体。另一方面，由于土壤过程的时间敏感
性和空间复杂性，土壤质量评价中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的综合表征，一般以土壤属性指
标间接指示，并假定一定的指标相互作用关系。因此，土壤属性在土壤质量评价中工
作具有关键地位。

图 2- 1 土壤质量评价的逻辑基础
Figure 2- 1 The logic behind soil quality assessment

从土壤属性的类型差异来看，其包括了两部分[23,

55, 108]

：一是由气候、土壤成土

过程所决定的、一般不主要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本底属性，如容重、机械组成、pH、有
机质等；另外一部分是对土壤和土地利用等人类活动敏感的动态属性，如养分元素含
量、污染水平、痕量元素含量等。而土壤属性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土壤功能，也可
以分为两个方面[53]：一是易为人类所感知的直接功能，如生物量生产、作为生物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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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污染物过滤与净化器等；二是常不为人们所认识的间接功能，如作为地基载体、
作为原材料来源、作为历史文化存储媒介等。虽然土壤具有多样化的功能，但并非所
有功能都能够为人们特别是土壤质量评价主体所认识，也非所有土壤功能都应在特定
土壤质量评价中加以考虑。所以，土壤质量评价应在所有土壤功能中进行价值权衡和
取舍，突出考虑利益主体相关联的主要土壤功能，对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生
态）用地的土壤质量评价，其考虑的土壤功能应有所侧重。
那么，问题在于（图 2-1），针对不同主导用途的土壤其质量评价是否存在一个可
拓展的研究框架呢？有学者[109]将农用地的土壤质量分成土壤肥力质量、土壤环境质
量两个维度分别加以研究，这也是国内的主流观点。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的有关学
者则根据美国土壤学会对土壤质量的国际主流定义，将农用地土壤质量分为土壤肥力
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土壤健康质量[27]来分别加以研究。国外以综合指数研究土壤质
量鲜见，个别研究[106]所谓的土壤质量相当于国内所提的土壤肥力质量。可见，从学
科背景或者从土壤质量的定义出发，无法得到土壤质量评价的规范研究框架。关键在
于，土壤质量及其评价，不仅需要实证支撑，还需要理论基础。由于土壤科学更多是
一门实验科学，土壤质量评价的相关理论常不被重视，为此以下 2.2 节做特别阐述。

2.2 土壤质量评价的理论基础
2.2.1 主要理论基础
本小节主要介绍系统科学理论与生态因子作用理论，因为土壤作为有机的生态系
统，自然也遵循系统科学的普适原理，其内部各类土壤属性作用特征一般也符合生态
因子。这部分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土壤质量评价工作中的具体方法的采用。
（一）系统科学理论
1、系统科学理论的主要内涵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所构成的具有特定功
能的有机整体[110]，任何事物都可以视为一个系统。系统科学理论就是一类要求从系
统与要素间、要素与要素间、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中考察对象，
注重系统的层次性、开放性、动态性及协同性，进而为认识、调控、改造系统提供最
优方案的理论与方法[111]。一般认为，现代系统科学理论主要由“老三论”
（一般系统
论、控制论、信息论）与“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共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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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星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11]。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
协同论与突变论对系统科学的研究各有强调，但系统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
有学者[110]将其总结为八大基本原理：①整体性原理；②层次性原理；③开放性原理；
④目的性原理；⑤突变性原理；⑥稳定性原理；⑦自组织性原理；⑧相似性原理。周
寅康[112]则认为系统论具有五大基本原理：①整体性原理；②层次性原理；③开放性
原理；④突变性原理；⑤稳定性原理。可见系统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无固定提法，本
文重点介绍其中三个原理：整体性原理、层次性原理与突变性原理。
整体性原理[111]。系统的整体性原理是指系统是由于其组成要素间的非线性作用
而具有新的性质和功能，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系统的整体性正是其区别于其他
系统的质的规定，从一个系统中分解出来的部分与在整体中协同作用的部分是截然不
同的，部分不能脱离整体而成为整体的部分。系统的质不能用孤立部分的质来加以解
释，而取决于复合体内部特定的相互关系。因此，若要确定系统的质，则不仅要知道
各组成部分的质，而且还必须知道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层次性原理[112]。系统的层次性原理即指由于组成系统的诸要素的各项差异包括
其组成方式上的差异，使系统组织在地位与作用、结构与功能上表现出具有质的差异
的等级秩序性现象，层次概念反映了这种质的差异的不同系统等级或系统中的等级差
异性。系统的不同层次往往外在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相应不同的系统功能，这还与该层
次系统组成要素的结合方式与结合强度有关。一般而言，低层次系统的组成要素间具
有较大的结合强度，而高层次系统的组成要素间的结合强度则相对小些；随着层次的
提高，结合强度也越来越小。
突变性原理[113]。系统的突变性原理是指系统的质变不是从一个状态连续变化为
另一个状态，而是以突变的形式发展变化，即“质量互变规律”。系统质变时的突变
方向具有多种可能性，突变方式具有多样性，因而形成了质变的多向性，系统的发展
就存在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于系统发展自组织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
包括系统内部以及系统外界环境的双重不确定性。
2、系统科学理论对土壤质量评价的指导意义
土壤生态系统正是一个典型系统，系统科学理论对于土壤质量评价具有全方位、
多层次的指导意义，简要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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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系统科学理论的整体性原理启示我们在进行土壤质量评价时，应统筹应统
筹考虑系统内部各组成子系统或要素以进行综合评价，仅仅孤立地考虑各个子系统或
土壤属性的适宜程度高低是不科学的。因此，国外常见的对土壤质量的单因子指标评
价，以及国内对土壤肥力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健康质量等的分别考察，都无法
揭示出土壤系统的土壤综合质量水平。
其次，系统科学理论的层次性原理启示我们在进行土壤质量评价时，可以根据土
壤生态系统的内部构成，进行分层次的评价后再综合。虽然不同土壤属性间具有广泛
的关联性和相互作用，但不同属性间的关联强度和作用关系并不尽相同。分层次的土
壤质量评价，更有利于揭示土壤质量的构成特征。因此，已有将土壤质量细分为土壤
肥力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健康质量等分质量来研究的成果值得充分借鉴。
最后，系统科学理论的突变性理论启示我们在对进行土壤质量评价时，应充分考
虑到系统发展与转变的多向性与突变性。系统发展过程中虽然具有多向性和突变性，
但同时系统质变具有确定的不确定性，即系统有可能向有限的几个状态发展演化，但
无法确定在系统质变的过程中具体会转变为哪个状态。所以，在土壤属性指标进行单
因子评价和合成，以及分质量间进行综合时，充分考虑系统不确定性和突变性的技术
方法，如灰色模型、模糊函数和突变级数法等，是更为合理的选择。
（二）生态因子作用理论
1、生态因子作用理论的主要内涵
生态系统里对其中的生物的生长、发育、生殖、行为和分布起直接或间接作用的
环境要素，称为生态因子[114]，可分为气候因子、土壤因子、地形因子、生物因子、
人为因子等。生态因子作用理论即是关于生态因子对生物作用的特点和规律的理论，
对均衡营养与合理施肥、生物行为分析、生态系统重建等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生态因
子的一般作用特征包括[114]：①综合性；②主导性；③直接与间接性；④阶段性；⑤
部分替代性。生态因子的联合作用方式主要包括[115]：①拮抗作用；②协同作用；③
叠加作用；④增加作用。生态因子的特殊作用规律主要包括[114]：①限制因子定律；
②最小因子定律；③耐受定律。本文重点介绍其中三个原理：部分替代性原理、限制
因子定律和最小因子定律。
部分替代性原理。生态因子作用的部分替代性原理是指环境中的生态因子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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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生物各具作用，任何因子的缺位都将严重影响生物的正常发育甚至死亡；但
是，起协同作用、叠加作用和增加作用的关联生态因子间，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部分得
到补偿。如，绿色植物光照不足条件下，适当增加二氧化碳浓度可以起到一定弥补作
用。因此说，生态因子间具有部分替代性。
限制因子定律。生态因子作用的限制因子定律是指在任何一种生态因子接近或超
过生物的耐受范围时，将成为影响生物存亡的限制性因子。生物的生存生殖虽然依赖
于众多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但对其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就是限制性因子，通常是生物
对其耐受范围较低的因子。该定律的应用在于，一旦限制因子就意味着找到了调控生
物生存生殖的关键。
最小因子定律。生态因子作用的最小因子定律又叫 Liebig 最小因子定律，因其是
德国化学家 Baron Justus Liebig 在研究土壤营养元素与植物生长关系时提出的[114]。其
主要内容是，在能量与物质流动平衡的生态系统中，生物生长发育状态取决于最稀缺
的生态因子含量。这其实即指最小因子的短板效应，但同时，最小因子是相对的，并
非固定不变的。
2、生态因子作用理论对土壤质量评价的指导意义
对于土壤生态系统，生态因子作用理论对土壤质量评价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
首先，局部替代性原理表明，尽管不同土壤质量属性间可能存在显著或不显著的
相关性，评价时对各属性的考量并不能以此为完全依据。在客观条件允许情形下，即
便相关性显著且较强的指标，也都应尽量同时考虑以综合分析。虽然有一些研究提出
了进行土壤质量评价的最小指标集，但对一些特定土壤（如复垦耕地土壤），部分不
在其列的土壤属性指标可能对土壤质量有着深刻影响（如砾石含量之余复垦耕地土壤
质量）。
其次，限制因子定律启示我们，土壤属性对土壤质量的形成一般是非线性的功效。
因此，科学合理确定土壤属性指标阈值及其功效函数（下一章将进一步介绍），对最
终评价得到的土壤质量有直接影响。
最后，最小因子定律表明，不同因子间、子系统之间的作用关系具有短板效应，
土壤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最小因子和最差分质量。同时，最小因子又是动态的，所以进
行土壤质量评价时，应相应进行方法创新。目前主流所用的多因素指标加和法，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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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揭示土壤质量受最小因子的关键影响。

2.2.2 可持续性理论
（一）引入可持续性理论的必要性
一方面，土壤质量评价的目的是监控土壤生态系统维持功能的能力，以实现土壤
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因此，土壤利用要满足可持续利用的原则，土壤质量评价应
尽可能遵循可持续性理论的理念和原则，反映可持续性这一价值取向。这也将方便后
续依据土壤质量评价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另一方面，上文介绍了系统科学理论与生态因子作用理论作为土壤质量评价工作
理论基础的指导意义，但更多地是方法论层面的启示。已有相关理论未能对土壤质量
评价的主要内容提供具体指导，且学界已有研究对土壤质量评价的研究也因而缺乏规
范的、完整的、可拓展的研究框架。而可持续性理论作为一个相对新颖的开放性理论，
有可能促进这一评价研究框架的提出。
（二）可持续性理论
可持续性理论的思潮及其沿革。一般认为，关于可持续发展直接的研究探讨肇始
于 1962 年 Rachel Carson 发表《寂静的春天》，标志了人类首次集中关注环境问题，
开启了全球对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批判性思考。1972 年成为可持续性理论发源的
一个重要节点，其时，Barbara Ward 和 Rene Dubos 合著的《只有一个地球》出版，把
人类生存与环境的认识带向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罗马俱乐部发表报告《增长的极限》，
明 确 提 出 “ 持 续 增 长 ” 的 概 念 ， 引 发 全 球 热 烈 探 讨 ； 据 信 [116] ， 可 持 续 性
（sustainable/sustainability）一词也于同年首次出现在由 Edward Goldsmith 出版的《生
存的蓝图》，而在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 IUCN 的 1972 年年度报告中首次被用来在环境
保护语境下探讨发展问题。直到 1987 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CED 首次
提出时下最广为接受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
害后代人满足需求能力的发展；因为 WCED 由时任挪威首相 Brundtland 担任主席，
该定义也被称为 Brundtland 定义[117]。1999 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 NRC 在发表的《我
们共同的旅途：向可持续性过渡》报告 [118] 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可持续性科学”
（sustainability science）。2001 年，Robert Kates 等发文[119]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可持续
性科学的内涵、科学问题和研究方向；这也标志着可持续性科学的初步建立，因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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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相关研究一般都缺乏统一的概念框架，系统性、严谨性和科学规范不够[120]。
可持续性理论的核心内涵与基本理念。事实上，可持续发展思潮在全球学界、政
界和民间取得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兴趣，也致使其可持续性的定义和内涵非常丰富和多
样化。据不完全统计，其定义有至少 100 个以上[121]，其中以 Brundtland 定义以其模
糊性和开放性最为广为接受。而关于可持续性的内涵与理念，也先后出现过 3 个较为
有代表性的范式[122]（图 2-2）：柱形范式（pillars）、重叠圆范式（overlapping circles）
和同心圆范式（concentric circles）。

图 2- 2 可持续性发展三种典型范式的图示（根据 Adams, 2006 转绘）
Figure 2- 2 Visual reprentations of three typical sustainability paradigms (after Adams, 2006)

无论何种研究范式下，可持续性都由经济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
性三个维度所共同组成。柱形范式认为这三个分维度的可持续性是彼此独立的，总可
持续性等于三者最小值。重叠圆范式认为三者间可以有 trade-offs，总可持续性是同时
满足三者的交集；而同心圆范式则认为三者是递进的不同层次关系，彼此间不能有
trade-offs。其中，重叠圆范式是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 IUCN 的 2005 年度报告中提出的。
由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是相互关联和影响的，因此柱形模式并不现实。
此外，由于要做到同心圆范式下建构在环境可持续及此基础上的社会可持续之上的经
济可持续，需做到完全不破坏自然的自我维持能力，以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是不
现实的“荒谬性极强可持续性”[117]。所以，以重叠圆范式下的可持续发展最为可取。
达到经济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的边界条件，称为可持续的三
重底线（triple botton line, also known as people, profit and planet[117]）。可持续性是针对
特定时空尺度而言的，实现地球或区域现状发展模式向可持续转型过渡[118, 123]的关键
在于管控人-地系统的边界条件，实施倒逼机制，从而实现经济社会运用模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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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对系统内外的趋势性风险，如人口暴增、城镇化等。

2.3 土壤质量评价研究框架的构建
可持续性理论给土壤质量评价带来的思考是，对土壤生态系统的利用分别应当在
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上分别对应于哪个维度的分土壤质量的管控？要实现土壤
可持续性应满足怎样的边界条件？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三者
的边界条件管控如何统筹协调？

图 2- 3 基于可持续性理论的土壤质量评价研究框架
Figure 2- 3 Research framework for soil quality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sustainability theory

可持续性理论一般强调，要在保障地球生命支撑系统（可持续环境）的基础上，
在保障社会可接受（可持续社会）前提下，实现可持续经济效益。与此相应的，对土
壤的可持续利用，要求要维护其自然本底属性以维持土壤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同时
对其的利用足够获得经济产出，并且以土壤为生产资料的产品应当具有社会可接受的
安全质量。这可以分别理解为：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与土壤环境质量（图 2-3）。
其中，土壤本底质量的概念适用于所有用途的土壤，指土壤自然条件下变化十分缓慢
的内在性质，是土壤生态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土壤肥力质量主要指土壤提供养分保
障植物生产力的程度，反映土壤肥不肥，是实现农业稳定增产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土壤环境质量则指土壤容纳、吸收和降解各种环境污染物的能力，反映对人体健康的
直接和间接影响。对城镇用地而言，土壤肥力质量可扩展为土壤经济质量。而对农业
土壤而言，主要关心的其能否耕种、肥力高低以及污染胁迫下农用地土壤所生产出来
的农产品是否达到相关安全标准。可以说，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和土壤环境
质量是耕地土壤质量缺一不可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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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的可持续性边界条件，是确定土壤
属性管控的重要参数，在土壤质量评价中应得到反映（第三章将得到量化）。相对更
重要的问题是，这三个分质量如何共同作用影响了土壤综合质量？换个角度也即，建
设可持续土壤利用系统时，应如何统筹协调对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和土壤环
境质量相关土壤属性的管控？土壤综合质量的高低理论上应当服从最小因子定律和
短板效应，实现土壤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在于对加权最劣的分维度土壤质量相关属性的
监测管控和改善。由于土壤质量包含了价值判断，土壤综合质量评价中还需要明确土
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的优先级。对农业土壤特别是耕地土壤而
言，土壤质量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首先以可持续的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为前
提，而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又直接依赖于农用地土壤的生产力和清洁性。因为已经将
土壤属性指标值圈定在可持续性范围边界内，三维度土壤质量的优先级可以明确为：
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
总而言之，土壤生态系统服从整体性、层次性和突变性原理，耕地土壤综合质量
由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共同组成，相关土
壤属性服从局部替代性原理、限制性因子定律和最小因子定律。并且，土壤本底质量
优先于土壤肥力质量，优先于土壤环境质量，以保障可耕、能产、安全的可持续耕地
土壤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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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技术
上一章明确了耕地土壤质量评价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进一步地，本章将结合
复垦耕地土壤特性，构建评价其土壤质量的指标体系，并提出符合相关原理、定律的
土壤质量量化计算技术与方法，以明确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的方法论。

3.1 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3.1.1 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1）构建原则
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中心环节——具体开展评价工作的第一步——是相关指标
体系的构建。其合理性与否，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一般地，应遵循如下四
个主要原则：
①科学性原则，即相关指标应反映所评价对象的本质特征。就复垦耕地土壤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而言，所考虑的指标应与其作为耕地土壤耕种的适宜性直接相关，并且
指标必须概念清晰、内涵明确。
②系统性原则，即指标体系应全面反映所评价对象的内涵。就复垦耕地土壤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而言，不仅应包含土壤肥力水平指标，还应纳入土壤自然本底指标和土
壤环境状况指标。特别是因为复垦过程中对土壤生态系统的扰动较剧烈，土壤自然本
底属性相关指标不能不考虑。
③主导性原则，即所选指标是影响所评价对象的关键要素。就复垦耕地土壤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而言，指标选取应综合考虑土壤质量的内涵与复垦耕地土壤的特点，并
选取能够体现其内涵特点的主要指标因子，能科学反映复垦耕地土壤的主要性质，同
时保证指标体系简明、不繁复。因此，选取指标时需选择那些有关键的、代表性、信
息量大的指标。
④可操作性原则，即入选因子的指标值的获取是方便可行的。一是指标值应可以
通过监测直接得到或一定计算间接得到。二是指标值的获取应在现有可接受的成本约
束范围内。此外，指标也要具有通用性，容易为受众所理解及与同类研究结果相比较。
（2）因素分析与指标选取
一个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具备解释功能、评价功能及预测预警功能。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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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选取过程中，既要考虑选取表征土地质量的一般性因素，又要根据复垦耕地土壤
的特殊情况，选取切合实际的指标。
根据上述分析，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可从本底质量、肥力质量
和环境质量三方面出发，从影响各维度质量的主要土壤属性分析入手，既反映一般性
要素，又反映复垦耕地土壤的特色（如砾石含量等），选取导致土壤本底质量、肥力
质量和环境质量动态变化的属性指标进行评估。基于土壤质量的概念内涵，在充分借
鉴专家学者对土壤质量评价研究[27, 65, 73, 94, 101, 124]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因子选取的科学
性原则、系统性原则、主导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构建如下表 3-2 所示复垦耕地土
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表 3- 1 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3- 1 Indicator system for assess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reclaimed soils
肥力质量指标
环境质量指标
本底质量指标
有机质
pH
容重
黏粒含量
砾石含量

全氮
全磷
全钾
碱解氮
速效钾
速效磷

Hg
As
Pb
Cd
Cr
Cu
Zn
Ni

就土壤本底质量指标而言，pH 是土壤化学环境最重要和直接的反映，表征了土
壤酸碱性水平，决定着几乎所有元素的化学行为和有效性。影响 pH 的主要因素是自
然土壤形成条件，但耕种施肥也有很大影响。有机质是决定土壤多种功能表现的最重
要成分，对土壤的化学特性和生物学特性存在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养分循
环、土壤结构以及水和其他物质的吸附等土壤过程。容重反映了土壤的孔隙状况，影
响水肥气热的协调关系。一般含矿物质多而结构差的土壤（如砂土）其土壤容重在
1.4~1.7 g/cm3 之间；含有机质多而结构好的土壤（如农业土壤）在 1.1~1.4 g/cm3 之间。
熟化程度较高的土壤，容重常较小。土壤质地与机械组成是土壤最基本物理特性，与
土壤耕性、养分有效性和保持能力以及重金属吸附都有密切关系，且对土壤水分运动
和有效性也有直接影响，一般以黏粒含量来表征。此外，复垦土壤因各项相关工作建
设，可能会引入不适宜耕种的砾石，当砾石含量过高时会导致土壤难以利用，因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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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土壤质量评价的特色指标，应加以考虑。
就肥力质量指标而言，本研究主要考虑直接体现土壤肥力水平的养分元素含量，
包括全氮、全磷、全钾和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 6 个指标。其中，全氮、全磷、全
钾分别反映土壤氮、磷、钾素贮藏及潜在供应能力，而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则分
别反映了土壤直接的氮、磷、钾素供应能力。自然状态下的全氮、全磷、全钾主要来
自土壤有机质，农业施肥也能提高其含量水平，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对复垦耕地土壤
而言尤需考察。而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则取决于土壤反应、总氮磷钾含量、有机
质含量和颗粒组成等多种因子，，具有高度易变性，是常用的土壤肥力评价指标。
就环境质量指标而言，根据 2014 年全国土地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地污染
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
标点位的 82.8％。因此，本研究主要考虑土壤无机污染，根据《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确定的影响土壤环境的因子，选择 Hg、As、Pb、Cd、 Cr、Cu、
Zn、Ni 共 8 个主要（类）重金属元素。

3.1.2 复垦耕地土壤质量参评指标的隶属度归一化
运用模糊数学的隶属函数原理，根据作物生长效应曲线确定各个指标的隶属函数，
从而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归一化。按作物效应曲线各指标隶属函数分三种类型：S 型、
抛物线型、Z 型等。
其中，土壤 pH 属抛物线型隶属度函数，其隶属度函数如公式（1）所示：
0.9 × (𝑥 − 𝑎1 )⁄(𝑎2 − 𝑎1 ) + 0.1 ,
1.0,
𝐹(𝑥) = 0.9 × (𝑎 − 𝑥)⁄(𝑎 − 𝑎 ) + 0.1 ,
4
4
3
{ 0.1,

𝑎1 < 𝑥 ≤ 𝑎2
𝑎2 < 𝑥 ≤ 𝑎3
𝑎3 < 𝑥 ≤ 𝑎4

（1）

𝑥 ≤ 𝑎1 或𝑥 > 𝑎4

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 7 个指标属于 S 型隶属函
数，其隶属度函数如公式（2）所示：
0.1,
𝐹(𝑥) = {0.9 × (𝑥 − 𝑎1 )⁄(𝑎2 − 𝑎1 ) + 0.1 ,
1.0,

𝑥 ≤ 𝑎1
𝑎1 < 𝑥 ≤ 𝑎2
𝑥 > 𝑎2

（2）

土壤容重和砾石含量适用于 Z 型隶属度函数，其隶属度函数如公式（3）所示：
1.0,
𝐹(𝑥) = {0.9 × (𝑎2 − 𝑥)⁄(𝑎2 − 𝑎1 ) + 0.1 ,
0.1,

土壤黏粒含量的隶属度函数如公式（4）所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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𝑥⁄𝑎1 ,
𝐹(𝑥) = { 1.0,
(100 − 𝑥)⁄(100 − 𝑎2 ) ,

0 ≤ 𝑥 ≤ 𝑎1
𝑎1 < 𝑥 ≤ 𝑎2
𝑎2 < 𝑥 ≤ 100

（4）

Hg、As、Pb、Cd、 Cr、Cu、Zn、Ni 这 8 个指标适用于 Z 型隶属度函数，其隶
属度函数如公式（5）：
1.0,
𝐹(𝑥) = {0.9 × (𝑎2 − 𝑥)⁄(𝑎2 − 𝑎1 ) + 0.1 ,
0,

𝑥 ≤ 𝑎1
𝑎1 < 𝑥 ≤ 𝑎2
𝑥 > 𝑎2

（5）

表 3-2 所示 a1、a2、a3、a4 为隶属度函数拐点值，反映了土壤生态系统服从的限
制因子定律。其中土壤本底质量指标和肥力指标的隶属度函数拐点值，是根据已有研
究[27, 56, 124]确定；8 个重金属指标的拐点值 a1 取南京地区土壤元素环境背景值[125]（存
在人为活动引致污染输入的临界值），a2 取《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2008）
中确定的Ⅱ类土壤环境质量的二级标准值（基本上对植物和环境不造成危害和污染的
临界值）。

指标
单位

pH

a1

4.0

a2

6.0

a3

8.0

a4

8.5

表 3- 2 指标隶属函数临界值
Table 3- 2 Thresholds in the membership functions for each indicator
有机质 砾石含量 容重 黏粒含量 全氮 全磷 全钾 碱解氮 速效磷
%
g/kg
g/cm3
%
g/kg g/kg g/kg mg/kg
mg/kg
5
10
1.30
20
0.50 0.20
5
50
3
20

50

2.10

40

1.20

1.00

25

150

20

速效钾
mg/kg
50
180

表 3-2 指标隶属函数临界值（续）
Table 3-2 Thresholds in the membership functions for each indicator (continued)
指标
Hg
As
Pb
Cd
Cr
Cu
Zn
Ni
单位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a1
0.12
10.6
24.8
0.19
59
32.2
76.8
35.0
a2

0.5

25

300

0.6

300

100

250

250

3.2 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的指标权重确定
3.2.1 指标确权依据与方法选择
本研究构建的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别由土壤本底质量、肥力质量和环境质
量三个维度的分质量组成。三者之间相对独立，又互相依存。复垦耕地土壤生态系统
是一个非线性的突变系统，其土壤综合质量是三个分质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复
垦过程中对土壤本底质量影响较大，而复垦后的土壤利用过程则对其肥力质量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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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影响相对更大。因此，对评价指标确定的权重应反映出场地复垦与复垦后利用过
程的不同影响，以及分维度各质量间的区别性。所以，本研究对三维度分质量的各构
成指标分别进行确权。
对土壤本底质量来说，pH、有机质、容重、质地和砾石含量是表征复垦耕地土壤
生态系统自身运行能力的典型性指标，在维持和促进土壤生态系统运行上不存在作用
大小之分。因此，对各指标赋以均等权重。进而，可以根据加权叠乘法得到土壤本底
质量以并突出极小值土壤属性的短板效应，反映不同土壤属性间的非线性作用和土壤
生态系统所服从的局部替代性原理和最小因子定律。同理，以下土壤肥力质量与土壤
环境质量的计算也是如此。公式如下：
𝑆𝐼𝑄 = ∏51 𝑥𝑖 𝑎𝑖

（1）

其中，x1, x2, …, x5 分别表示 pH、有机质、容重、黏粒含量和砾石含量相应的标
准化指标值，而 α1, α2, …, α5 则对应于其权重，且其和为 1。
对土壤肥力质量来说，各养分元素含量水平和农作物产量是存在一定的作用关系
的，但对于不同土壤本底条件、不同作物类型，各养分元素的相对作用大小并不一致。
土壤肥力质量评价业已经过几十年研究，对各养分元素的权重确定有较多案例的专家
意见可供参考。因此，可充分利用已有的不同专家确权方案，以科学综合并确定本研
究各养分元素权重大小。可以采用一种基于熵理论的主客观相结合的确权方法——结
构熵权法[126]，已见用于相关研究领域如土地整治等[127]。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德尔
斐专家调查法与模糊分析法相结合，根据专家共识度确定指标权重。进而，可以根据
加权叠乘法得到土壤肥力质量，公式如下：
𝑆𝐹𝑄 = ∏61 𝑥𝑖 𝑎𝑖

（2）

其中，x1, x2, …, x6 分别表示各养分元素含量相应的标准化指标值，而 α1, α2, …, α6
则对应于其权重，且其和为 1。
对土壤环境质量来说，重金属污染程度评价的常见方法有包括针对单一污染元素
的地累积指数法、单因子污染指数法和针对重金属元素复合污染程度测度的内梅罗指
数法、污染综合指数法以及毒性系数法。这些方法运用广泛，可比性强，但无法反映
出土壤环境质量是否满足农业生产的安全要求。对于超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中确定的Ⅱ类土壤环境质量的二级标准值的土壤，即便进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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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其农产品也无法保证食品安全。因此，本研究提出，可结合各重金属元素的潜
在毒性系数，对标准化后的单项污染指标值进行几何加权平均。这一土壤环境质量指
数既反映了出各重金属元素的复合污染水平；且一旦其中某一项或几项重金属元素污
染水平超出二级标准值，该土壤的环境质量即为不达标。公式如下：
𝑆𝐸𝑄 = ∏81 𝑥𝑖 𝑎𝑖

（3）

其中，x1, x2, …, x8 分别表示各重金属元素含量相应的标准化指标值，而 α1, α2, …,
α8 则对应于其权重，且其和为 1。

3.2.2 指标确权步骤及计算结果
（1）平均权重数法确定土壤本底质量各指标相对权重
此方法的基本做法很简单，即将 1 除以所有指标因子个数，本文中复垦耕地土壤
本底质量相关因素共有机质、pH、容重、黏粒含量和砾石含量 5 个。因此，取其均值
0.2000，指标确权结果如表 3-3 所示：

指标
权重

表 3- 3 土壤本底质量各指标确权
Table 3- 3 Weighting of each indicator of soil intrinsic quality
pH
有机质
容重
黏粒含量
砾石含量
0.2000
0.2000
0.2000
0.2000
0.2000

（2）结构熵权法确定土壤肥力质量各指标相对权重
主要包括专家意见收集、认知共识度测算和指标权重计算三个步骤[128]：
①采集专家意见，形成各指标相对重要性的典型排序矩阵 A={aij}。其中，i=1,2,…m；
j=1,2,…n，分别表示有 m 个专家 n 个参评指标。aij 为第 m 个专家对第 n 个指标的重要
性排序，其取值为 1~n，值越小相对重要性越大。
②基于熵决策公式进行专家认知盲度和总体共识度分析。首先，根据典型排序矩
阵计算对应的熵值矩阵 B={bij}，熵值隶属函数见公式（4）：
𝑏𝑖𝑗 = ln

𝑘−𝑎𝑖𝑗

（4）

𝑘−1

式中，k 为转化参数，值取 n+2。然后，计算指标 j 的专家认知盲度，见公式（5）
：
max𝑚𝑗 𝑏𝑖𝑗 + min𝑚𝑗 𝑏𝑖𝑗
|
𝑘𝑘𝑘𝑘
2−𝑏
𝑖𝑗

（5）

𝑐𝑗 = |

最后，计算指标 j 相对重要性的专家总体共识度 dj，见公式（6）：
𝑑𝑗 = 𝑘𝑘
𝑏𝑘𝑘
𝑖𝑗 × (1 − 𝑐𝑗 )

（6）

③归一化各指标的专家总体共识度，得到指标 j 的相应权重，见公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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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𝑗 = ∑

𝑑𝑗

（7）

𝑛 𝑑𝑛

本研究基于已发表的十篇文献中对各土壤肥力质量指标的权重排序，运用结构熵
权法计算得到表 3-4 所示各指标权重。
表 3- 4 土壤肥力质量各指标确权
Table 3- 4 Weighting of each indicator of soil fertility quality
指标排序及依据
全氮
全磷
全钾
碱解氮
速效磷
[129]
1
3
2
5
6
吕晓男等，1999
[130]
2
4
6
1
3
蔡崇法等，2000
[131]
3
4
1
6
5
吕晓男等，2000
2
3
4
1
4
周红艺等，2002[132]
[124]
3
5
1
6
4
廖桂堂等，2007
2
5
5
1
2
王德彩等，2008[133]
[134]
1
5
2
5
2
吴 敏等，2009
[135]
1
3
1
5
4
吴玉红等，2010
1
3
6
2
4
李 卫等，2010[136]
[137]
4
1
3
李 强等，2011
5
5
0.2211
0.1562
0.1686
0.1532
0.1566
确权结果

速效钾
4
5
2
6
2
2
4
6
5
2
0.1444

（3）毒性系数法确定土壤环境质量各指标相对权重
毒性系数法对各重金属元素进行指标确权的关键，在于科学确定各元素的毒性
系数。现有研究多采用瑞典科学家 Hakanson 提出的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138]，但土
壤重金属迁移环节末端目标是人体，因此对农用地综合评价权重应当考虑到重金属
对人体毒理危害的因素。重金属对于人体的危害程度相较于潜在生态危害有所不同，
赵小健[139]基于中国国情对该方法赋值的各重金属元素毒性系数进行了改进。本文即
基于此改进赋值，根据公式（8）计算各重金属元素相应权重值：
𝑉
𝛼𝑖 = 𝑖⁄ 8
∑1 𝑉𝑖

（8）

确权结果如表 3-5 所示。

毒性系数
确权结果

表 3- 5 土壤环境质量各指标确权
Table 3- 5 Weighting of each indicator of soil environmental quality
Hg
As
Pb
Cd
Cr
Cu
Zn
40
10
5
30
2
5
1
0.4082
0.1020
0.0510
0.3061
0.0204
0.0510
0.0102

Ni
5
0.0510

3.3 基于突变级数的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综合评价
根据以上指标体系及相应指标权重，分别求得场地复垦耕地土壤本底质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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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质量和环境质量三个分质量后，根据土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层次性和突变性原
理，选择突变级数法求取其土壤综合质量指数。突变级数法可以弥补现有评价方法
对于动态系统发展中突变特性的忽略，能避免指标权重量化确定过程中的主观性，
且着意突出了影响因素极端状态对于系统突变的潜在影响。其主要步骤包括：
①进行递阶层次矛盾分解，建立土壤综合质量动态变化的突变系统。本研究中，
土壤综合质量含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三个维度。对应于场
地复垦耕地土壤的后续农业生产活动利用而言，其重要性为：土壤环境质量>土壤
肥力质量>土壤本底质量。
②根据突变系统各层次各属性之指标集特性选用相应的突变模型进行指标值
归一化。常用的突变模型[140, 141]如下表 3-6 所示，有折叠突变、尖点突变、燕尾突
变和蝴蝶突变等类型，根据其势函数可以分别推导出相应的分叉集与控制变量归一
公式。本研究系统的状态变量只有 1 个，为土壤综合质量指数；控制变量有 3 个，
分别为土壤本底质量指数、土壤肥力质量指数和土壤环境质量指数。因此，适用于
燕尾突变模型。
表 3- 6 常用的突变模型
Table 3- 6 Catastrophe models frequently used
突变模型
折叠突变
尖点突变
燕尾突变
蝴蝶突变

状态变
量维数

控制变
量维数

势函数

分叉集

1

1

V(x)=x3+u1x

u1=-3x2

4

2

2

归一公式
xu1=√𝑢1
3

x𝑢1 = √𝑢1 , x𝑢2 = 3√𝑢2

1

2

V(x)=x +u1x +u2x

u1=-6x ,u2=8x

1

3

V(x)=x5+u1x3+u2x2+u3x

u1=-6x2,u2=8x3,u3=-3x4

1

4

V(x)=x6+u1x4+u2x3+u3x2+u4x

2

3

u1=-10x ,u2=20x
u3=-15x4,u4=4x5

x𝑢1 = √𝑢1 , x𝑢2 = 3√𝑢2 , x𝑢3 = 4√𝑢3
x𝑢1 = √𝑢1 , x𝑢2 = 3√𝑢2
x𝑢3 = 4√𝑢3 , x𝑢4 = 5√𝑢4

③对归一化后指标值根据突变两原则确定土壤综合质量指数值。若同一对象各
控制变量（如 SIQ, SFQ, SEQ 等）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协同作用，则称该对象各控制
变量为“非互补性”，否则称该对象各控制变量为“互补性”。可从理论上证明只有
遵循“互补”与“非互补”原则，才能满足突变理论中分叉集方程的要求[140, 142]。
互补性突变综合时取各控制变量指标值的平均值，非互补性突变综合时取各控制变
量指标值中的最小值。对本研究而言，根据其非互补性原则进行综合，所以复垦耕
地土壤综合质量指数的求取依据如下公式（9）：
𝐼𝑆𝑄 = min* 4√𝑆𝐼𝑄, 3√𝑆𝐹𝑄, √𝑆𝐸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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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典型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案例研究
本章主要将以上构建的理论框架和提出的具体技术方法，运用于南京市浦口区典
型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的相关实证研究中，主要探究该类复垦耕地土壤质量
及其指标的总体变异特征、不同整理利用时限下复垦耕地土壤质量及其指标的变异特
征和不同剖面层次下复垦土壤质量及其指标的变异特征，并提出初步的政策建议。

4.1 案例概况与数据来源
4.1.1 案例背景与土壤样品采集
（1）案例研究背景
本文的实证研究案例主要基于2012年度江苏省国土科技项目“场地复垦农用地土
壤环境质量变化与管控研究——以南京浦口区为例”。在研究前期开展阶段，课题组
发现，浦口区场地复垦新增农用地主要来源于农村居民点复垦，域内未涉及矿区复垦
项目，而极少数的工业场地复垦项目则是复垦为新增建设用地。因而，课题相关土壤
样品均采集自浦口区典型农村居民的复垦新增农用地。另一方面，在实验分析阶段，
课题组对所采集的土壤样品分析发现，所有土壤样品中只有两个样品存在严重超出相
关环境标准的不宜耕种的As污染情况，其他均不存在较严重的土壤环境污染问题。
因此，本文依托该课题已有数据和初步成果，根据国土资源质量管理的形势需要，
对浦口区典型农村居民点复垦农用地中的新增耕地土壤质量进行实证研究，以探明案
例区农村居民点复垦新增耕地的主要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与土壤质量水平的高低，从
而论证和明确作为案例区主要新增耕地来源的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其土壤质量评价
在项目验收中的必要性，并对该类复垦耕地土壤提出初步的利用与管理建议。
浦口区（118°21’ ~ 118°4’ E，30°51’ ~ 32°15’ N）位于南京市的西北部，地处长江
北岸（图 4-1），该区总面积 913.75 平方公里，2013 年常住人口 72.9 万人，城镇化率
71.5%，是南京市典型的城乡交错区域。近年来，浦口区在江苏省委、省政府“沿江
开发，跨江联动”战略的推动下，成为南京市实施城乡统筹一体化、新农村建设的重
点区域。依据《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中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标准 60～
140 m2/人的上限值 140 m2/人进行初步测算，截至 2011 年底，浦口区因农村人口城镇
化和历史原因已造成农村居民点用地超标近 7500 hm2，占存量农村居民点规模超过
85%。随着该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发展，随着南京市国家级江北新区的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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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浦口区农村居民点复垦潜力将继续扩大，其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的规模有望持续
增加。因此，调查研究浦口区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状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图 4- 1 案例区区位、地形与采样点空间分布
Figure 4- 1 Location and topography of study area and sample sites’ distribution

该区地貌以低山、丘陵、平原为主，地势中部高、南北低，自然形成了远山丘陵、
近山丘陵、沿滁圩区、沿江圩区4大片[143, 144]。地形西高东低，北高南低，自西北向东
南呈现坡降趋势，有低山、丘陵向河谷和沿江冲击平原过渡。域内土壤类型多样，水
稻土、潮土、黄棕壤占98%以上。土壤母质类型以河流（无石灰性）冲积物、河谷冲
积物、长江冲积物（石灰性）、下蜀黄土等为主。
（2）土壤样品采集
由于土壤中各元素循环迁移，特别是有效养分含量，随季节变化而波动，故一般
采样时间以晚秋或早春为宜。因此，原项目组成员于 2013 年 11 月底至 12 月初，分
三次完成了集中采样。涉及复垦为新增耕地的采样点共 14 个，其中复垦 1a 的采样点
7 个，复垦 3a 的采样点 7 个，另有非复垦原状土对照样 3 个。土样采集时，详细记录
样点经纬度及其周围的环境信息。具体的采样点分布如上图 4-1 所示，而各样点的编
号、地点、海拔、土地利用方式、复垦时间、地形和原状土母质类型等基础信息则详
见下表 4-1。
38

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 典型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案例研究

表 4- 1 典型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样本采集信息记录表
Table 4- 1 In situ information of sample sites at typical reclaimed farmlands in this research
编号

街道

村属

海拔/m

利用方式

复垦时间

地形

原状土母质

1

桥林

福音凡城

40

大棚蔬菜

3a

岗地

下蜀黄土与河谷冲积物

2

桥林

福音凡城

40

大棚蔬菜

3a

岗地

下蜀黄土与河谷冲积物

3

桥林

林山新闸

14

小麦

1a

沿江冲积平原

长江冲积物（石灰性）

4

桥林

林山新闸

13

大豆

1a

沿江冲积平原

长江冲积物（石灰性）

5

桥林

林山新闸

11

玉米、油菜

1a

沿江冲积平原

长江冲积物（石灰性）

6

桥林

林山新闸

11

玉米、油菜

1a

沿江冲积平原

长江冲积物（石灰性）

7

桥林

林山新闸

17

玉米、小麦

1a

沿江冲积平原

长江冲积物（石灰性）

8

桥林

林山新闸

26

玉米、小麦

1a

沿江冲积平原

长江冲积物（石灰性）

9

桥林

林山新闸

13

水稻

对照

沿江冲积平原

长江冲积物（石灰性）

10

星甸

十里

48

油菜

3a

河流冲积与冲谷平原

下蜀黄土

11

星甸

万隆

44

撂荒

3a

岗地

下蜀黄土

12

星甸

后圩

11

玉米、油菜

3a

河流冲积与冲谷平原

河流冲积物（无石灰性）

13

星甸

后圩

31

玉米、油菜

3a

河流冲积与冲谷平原

河流冲积物（无石灰性）

14

星甸

后圩

32

玉米、油菜

对照

河流冲积与冲谷平原

河流冲积物（无石灰性）

15

永宁

侯冲大营

18

水稻

1a

岗地

下蜀黄土

16

永宁

联合横埂

18

油菜

对照

岗地

下蜀黄土

17

永宁

联合横埂

17

牧草

3a

河流冲积与冲谷平原

长江冲积物（石灰性）

取样时，先将剖面进行整理，去除瓦砾浮土后，用不锈钢土钻自下而上逐层用不
锈钢刀每隔 10cm 采集样品，并进行多点取样，装入样品袋后均匀混合。每个样点取
土深度为 50cm，即每个典型复垦新增耕地地块取 0-10cm、10-20cm、20-30cm、30-40cm、
40-50cm 不同深度 5 个样品。在样品袋内外各具一张标签，写明采集地点、剖面号、
土层深度、采样日期和采样人等，核对无误后装箱，并于当天运回实验室进行预处理。
另外，由于土壤是不均匀的基质，其受到自然条件（高度、坡度、母质）和人为
因素的复杂影响。其中，种植方式、轮作方式、肥料使用方法、免耕或深耕等措施都
会造成局部土壤性质分布不均，从而影响样品分析的结果。因此，采样时也遵循了以
下原则：①注意避让根际和行间；②注意土层一致；③注意枯枝落叶及施肥位置；④
尽量采用 S 采样法；⑤尽量远离房屋和公路采样；⑥丘陵区地带，要考虑冲沟的不同
位置、坡度的不同位置；⑦采样要避开极端气候，如降雨、高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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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样品处理与指标测试方法
（1）土壤样品前处理
将采集来的土壤样品，运至风干室中，严防阳光直射土样，在通风良好、整洁、
无尘、无易挥发性化学物质的环境下保存。在风干室将土样放置于风干盘中，首先用
四分法区一份原始样品用于土壤粒级的分析。剩下的摊成 2-3 cm 的薄层，适时地压碎、
翻动，拣出碎石、砂砾、植物残体。样品经过约 4 周左右自然风干后，分别过 0.85 mm
（20 目）、0.25mm（60 目）和 0.15 mm（100 目）尼龙筛，以备土壤理化指标测定。
（2）指标测试方法
①土壤本底质量相关指标测定。土壤砾石含量采用过 20 目筛法，用精度 0.01g
的分析天平先后测定土样和砾石质量，再简单计算得到。土壤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容
量法-外加热法测定，具体操作为：
分析天平上准确称取通过 60 目筛土壤样品 0.1-0.5g，
使用在加热的条件下，用过量的 K2Cr2O7-H2SO4 溶液氧化土壤有机质中的碳，Cr2O7-2
等被还原成 Cr+3，剩余的 K2Cr2O7 用 FeSO4 标准溶液滴定，根据消耗的 K2Cr2O7 计算
出有机碳量，再乘以常数 1.724，即为土壤有机质量。土壤 pH 采用电位法测定，具
体操作为：配置水土比 1:5 土壤悬液，使用指示电极 PHS-3C 复合电极测定该试液或
悬液的电位差，在酸度计上直接读出 pH 值。土壤容重采用蜡封法测定，具体操作为：
将土壤样品称重，把该样品放到 60-80°C 的石蜡液体中，使样品迅速全部浸没后立即
提出来，事样品周围包裹着一层密闭无气泡石蜡膜，样品冷却后称重把样品放到吊盘
中之前和之后电子天平的读数，最后通过剥除外壳前后结构体的质量差与体积差计算
外壳容重。土壤黏粒含量通过激光粒度仪测定（Mastersizer 2000, Malvern, Britain）测
定得到，具体操作为：称取约 5 g 土样装入 250 mL 烧杯中，加 10 mL 10%过氧化氢溶
液，用玻璃棒搅拌直到没有气泡产生，静置 24h 去除有机质，用吸管轻轻的把水吸出，
用 1%六偏磷酸钠进行充分的分散，静置 24h 后上机测试。
②土壤肥力质量相关指标测定。土壤全氮含量的测定使用K2Cr2O7-H2SO4消化法，
主要操作为：取过60目风干土壤样品1g在浓H2SO4及还原性催化剂下共同加热，样品
消化后再用浓碱蒸馏，最后用标准酸滴定。土壤全磷测定采用钼锑抗比色法，主要操
作为：取过60目风干土壤样品1g置于50ml三角瓶中，在高温条件下，土壤中含磷矿物
及有机磷化合物与高沸点的H2SO4和强氧化剂HClO4作用，使之完全分解全部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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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磷酸盐而进入溶液，然后用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土壤全钾使用NaOH熔融-火焰光度
计法进行测定，主要操作为：取过100目风干土壤样品0.25g于银坩埚底部，将坩埚放
在高温电炉内，由低温升至400℃保持此温度15分钟，当炉温升至720℃时关闭电源15
分钟后继续升温；取出稍冷后加入10ml水，加热至80℃左右，待熔块溶解后再煮沸5
分钟，转入50ml容量瓶中用水定容，最后直接在火焰光度计上测定。土壤碱解氮使用
碱解扩散法测定，主要操作为：取过20目筛风干土壤样品2g左右，在密封的扩散皿中
用1.8mol/L NaOH溶液水解，在恒温条件下使有效氮碱解转化为氨气状态并不断地扩
散逸出，由H3BO3吸收后再用标准盐酸滴定后计算得到。土壤速效磷采用NaHCO3法
测定，主要操作为：取过20目筛风干土样5g于200ml三角瓶中，加入0.5mol/L NaHCO3
溶液100ml，再加一小角勺无磷活性碳，塞紧瓶塞，在振荡机上以每分钟150-180次速
率振荡30分钟后，立即用无磷滤纸干过滤，滤液承接于100ml三角瓶中，然后用钼锑
抗比色法测定。土壤速效钾使用醋酸铵-火焰光度计法测定，主要操作为：取过20目
筛风干土样5g左右于150ml三角瓶中，加1mol/L NH4OAc溶液50.0ml（土液比为1：10)，
用橡皮塞塞紧在20—25℃下振荡30分钟用干滤纸过滤，滤液与钾标准系列溶液一起在
火焰光度计上测定，在方格纸上绘制成曲线后根据待测液的读数值查出相对应mg/L
数计算得到。
③ 土壤环境质量相关指标测定。主要是八大（类）重金属的测定，操作为：准
确称取过 100 目 2.5000g 风干土样于烧杯中，用少许水润湿，加入 HNO3-H2SO4-HClO4
混合酸（5+1+20）12.5ml，置于电热板上加热，当开始冒白烟后缓缓加热，并经常摇
动烧杯，蒸发至近干。冷却，加入 5ml HNO3（ρ1.42g/ml）和 10ml 水，加热溶解可溶
性盐类，用中速滤纸过滤，定容至 100ml，待测。Cd 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
Hg 和 As 采用原子荧光分析仪测定；其余采用电感耦合高频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即
ICP-MS 法）测定[145, 146]。

4.2 典型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主要理化性质变化
4.2.1 主要理化性质的总体特征
本次案例研究涉及的 17 个采样点、85 个土壤样品的主要理化指标测定数据的统
计结果列于表 4-2。结合表 3-2 可知，整体而言：①从土壤本底属性相关指标来看， pH
大小 5.92~8.04，基本都处于适宜耕作范围；土壤容重 1.40 g/cm3，为正常水平；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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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有机质和黏粒含量严重偏低，仅为 11.40 g/kg 和 1.39%；而砾石含量过高，达 9.18%。
②从土壤养分含量水平来看，全氮、全磷、全钾和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都中
等偏上，其中速效磷平均含量甚至高达 26.01 mg/kg。③从土壤重金属元素含量水平来
看，汞、砷、铅、镉、铬、铜、锌、镍八大常见重金属元素的平均含量都略超过南京
市的背景值，表明存在人为活动引至的污染通量输入；但除砷有个别样品（最大值
44.10 mg/kg）含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确定的Ⅱ类土壤环境质量的标准值（25
mg/kg）外，其他都不会对动植物健康造成显著危害。
表 4- 2 研究样本主要土壤理化性质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4-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studied soil samples
指标/单位
-1

有机质/ g×kg
pH

容重/g×cm-3
黏粒含量/%
砾石含量/%
-1

全氮/ g×kg
全磷/ g×kg-1
全钾/ g×kg-1
碱解氮/mg×kg-1
速效磷/mg×kg-1
速效钾/mg×kg-1
-1

极小值
4.21
5.92

极大值
20.53
8.04

均值
11.40
7.52

标准差
3.09
0.49

变异系数
27.10%
6.52%

偏度
0.36
-1.59

峰度
0.63
1.80

1.00
0.00

1.96
10.49

1.40
1.39

0.16
2.52

11.55%
181.08%

0.27
2.11

1.41
3.81

4.90

14.82

9.18

2.01

21.88%

0.43

0.05

0.52

1.50

0.97

0.23

23.80%

0.41

-0.58

0.29
12.32

2.15
25.21

0.74
19.80

0.24
3.18

32.62%
16.07%

2.28
-0.18

12.78
-0.97

49.07
4.10

135.04
127.73

83.10
26.01

18.03
20.52

21.69%
78.92%

0.72
2.06

0.27
6.79

36.73

442.89

140.85

79.84

56.69%

1.86

3.70

0.05

0.28

0.09

0.04

42.27%

1.93

5.57

5.47
15.33

44.10
50.07

11.43
22.96

5.38
6.11

47.09%
26.61%

3.84
2.35

18.68
7.73

0.09
55.82

0.19
109.76

0.13
81.50

0.02
12.29

17.13%
15.08%

0.16
0.15

-0.71
-0.65

锌/mg×kg-1

17.45
34.91

44.62
155.46

28.77
82.68

6.99
21.67

24.29%
26.21%

0.32
0.04

-1.06
0.37

镍/mg×kg-1

26.31

54.31

39.21

7.74

19.74%

0.18

-1.21

汞/mg×kg
砷/mg×kg-1
铅/mg×kg-1
镉/mg×kg-1
铬/mg×kg-1
铜/mg×kg-1

再从变幅来看，各土壤属性指标间的差异很大。其中，变异系数最大的是土壤黏
粒含量，高达 181.08%；其次是速效磷、速效钾、砷和汞含量，分别为 78.92%、56.69%、
47.09%和 42.27%；最小的为 pH，仅为 6.52%，因为土壤 pH 基本上受成土过程控制。
从偏度和峰度来看，有机质、砾石含量、全氮、全钾、碱解氮、镉、铬、锌等的偏度
和峰度都小于 1，可以近似看做正态分布，表明人为影响影响较小；砷、全磷、铅、
速效磷、汞、黏粒和速效钾含量的峰度系数都远大于 1，表明这七个指标的变异系数
较大是由于低频度的极值造成，其指标均值的指示意义不强；进一步结合偏度系数可
知，除 pH 负偏为极小值导致高变异外，其他六个指标都是由于存在极大值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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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主要理化性质的时空变化
（1）土壤本底质量相关理化性质的时空变化
从 85 个样品土壤本底质量相关理化性质沿剖面垂直方向变化来看（表 4-3），只
有复垦 3a 样品土壤容重具有显著性差异（p<0.10），表现为耕作层（0-10cm、10-20cm）
高于底层土壤。而有机质、pH、黏粒含量、砾石含量以及复垦 1a 和对照样的容重，
其垂直方向空间差异则未达到显著性。此外，垂直方向空间差异不显著的样品指标中，
还可以再区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是无规律型，表现为各层次指标值高低交错，如复
垦 1a、复垦 3a 样品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不同复垦年限的土壤物理黏粒含量、砾石含
量等。二是相对均质型，表现为各层次指标值差不多，如不同复垦年限的土壤 pH 值。
一个例外是对照样品的有机质含量，表现为从表层到底层平均含量和标准误都递减，
其没有显著性可能是由于样本量太小造成的。
表 4- 3 研究样本土壤本底质量相关理化性质变化
Table 4- 3 Variations in soil properties of studied samples regarding soil intrinsic quality
指标/单位
有机质
/g×kg-1

pH

-3

容重/g×cm

黏粒含量/%

砾石含量/%

复垦年限

样本量/个

1a
3a

土样剖面深度
0-10cm

10-20cm

20-30cm

30-40cm

40-50cm

7
7

12.10±0.48
11.67±1.24

12.20±0.84
10.43±0.98

12.59±1.25
10.35±0.80

11.74±0.88
11.24±1.44

10.64±1.27
11.66±1.95

对照

3

14.82±3.01

12.54±2.20

10.86±1.19

8.33±0.67

9.08±0.18

1a

7

7.71±0.16

7.70±0.13

7.71±0.15

7.67±0.15

7.68±0.12

3a

7

7.43±0.24

7.45±0.23

7.50±0.22

7.46±0.22

7.44±0.26

对照

3

7.26±0.25

7.26±0.24

7.22±0.28

7.26±0.26

7.24±0.31

1a
3a

7
7

1.39±0.08
1.46±0.06c

1.51±0.08
1.52±0.03c

1.33±0.06
1.35±0.03c

1.41±0.06
1.38±0.03c

1.37±0.06
1.42±0.06c

对照

3

1.35±0.16

1.32±0.03

1.25±0.10

1.34±0.13

1.48±0.09

1a

7

9.05±0.64

9.30±0.48

9.59±0.58

9.85±0.79

8.52±0.70

3a

7

9.42±0.75

9.67±1.03

9.84±1.25

8.78±0.89

9.15±0.60

对照

3

8.33±0.67

8.00±0.34

9.51±1.69

7.21±0.80

9.68±1.37

1a

7

0.08±0.08C

0.20±0.19B

0.98±0.80

0.18±0.13

0.09±0.09

3a

7

2.20±0.73

C

B

2.68±1.35

2.76±1.42

2.96±1.64

对照

3

1.55±1.55C

0.07±0.07B

0.53±0.53

0.43±0.43

0.53±0.53

3.47±1.15

注：小写字母表示横向比较不同显著性，大写字母表示纵向比较不同显著性，其中，a 和 A
对应 p<0.01，b 和 B 对应 p<0.05，c 和 C 对应 p<0.10。

从复垦 1a、复垦 3a 和对照样品之间的差异来看，只有 0-10cm 和 10-20cm 的砾石
含量具有显著差异（p <0.1，p <0.05）。具体表现为，复垦 3a 的土壤其砾石含量要显
著高于另两者。此外，对其他复垦 1a、复垦 3a 和对照样品间不显著的指标中，也有
一定指示意义。如，就土壤 pH 而言，复垦 1a 样品（7.70 左右）>复垦 3a 样品（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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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对照样品（7.25 左右），表明有随利用年限延长而酸化的一定趋势；就土壤容
重和黏粒含量而言，复垦样品的也总体上高于对照样品，表明复垦土壤受到一定压实。
（2）土壤肥力质量相关理化性质的时空变化
同样地，从各样品土壤养分元素含量的垂直方向空间差异来看（表 4-4），仅对照
样品的全氮、碱解氮含量具有显著差异（p <0.1，p <0.1），表现为从表层到底层递减。
其他垂直方向空间差异不显著的样品指标，相对较为均质（如复垦样品的相关指标含
量，对照样品的全钾、速效钾含量），或由于组内样品差异太大而影响了组间差异的
统计显著性（如对照样品的全磷、速效磷含量）。
表 4- 4 研究样本土壤肥力质量相关理化性质变化
Table 4- 4 Variations in soil properties of studied samples regarding soil fertility quality
指标/单位

-1

全氮/g×kg

-1

全磷/g×kg

样本量/
个

0-10cm

10-20cm

20-30cm

30-40cm

40-50cm

1a

7

1.00±0.06

1.04±0.08

1.05±0.09

1.02±0.08

0.89±0.08

3a

7

0.96±0.09

0.95±0.09

0.89±0.08

0.96±0.08

0.97±0.11

对照

3

1.24±0.24c

1.06±0.16c

0.82±0.03c

0.73±0.04c

0.77±0.07c

1a

7

0.76±0.03

0.74±0.05

0.78±0.06

0.81±0.10

0.97±0.20

3a

7

0.76±0.06

0.74±0.07

0.77±0.08

0.75±0.08

0.73±0.08

对照

3

0.71±0.06

1a
-1

全钾/g×kg

碱解氮
/mg×kg-1

速效磷
/mg×kg-1

速效钾
/mg×kg-1

土样剖面深度

复垦年限

7

0.63±0.06

0.53±0.10

0.50±0.11

0.45±0.10

21.61±1.12

B

20.76±1.22

21.63±1.35

21.42±1.18

21.60±1.57

B

3a

7

18.70±0.29

18.95±0.63

19.57±0.87

18.71±0.65

18.39±0.60

对照

3

17.00±2.33B

18.10±2.80

18.26±2.79

19.02±3.15

18.79±2.99

1a

7

80.37±3.48

82.82±2.19

81.9±6.23

81.79±5.76

74.83±5.36

3a

7

80.59±8.15

88.36±6.19

86.57±7.36

96.46±10.84

84.07±7.89

c

61.63±7.36c

c

82.42±9.58

c

88.51±11.92

c

对照

3

101.57±11.72

1a

7

18.90±3.29

19.35±4.23

18.82±3.63

21.10±5.89

20.33±6.18

3a

7

34.38±6.10

32.31±6.16

32.75±7.56

32.63±7.49

31.73±6.52

对照

3

49.37±39.22

37.92±27.23

13.21±4.34

8.87±3.93

111.20±23.05

115.99±26.60C

C

15.42±5.21
99.96±15.41

C

65.56±2.42

1a

7

113.44±18.02

99.27±18.62

3a

7

185.55±35.42

186.84±36.29C

179.61±34.36C

191.55±36.82

209.80±42.10C

对照

3

95.68±6.65

106.06±4.89C

101.72±10.83C

103.74±12.18

99.32±8.97C

注：小写字母表示横向比较不同显著性，大写字母表示纵向比较不同显著性，其中，a 和 A
对应 p<0.01，b 和 B 对应 p<0.05，c 和 C 对应 p<0.10。

从复垦 1a、复垦 3a 和对照样品之间的差异来看（表 4-4），具有显著性的属性指
标有 0-10cm 全钾（p <0.05）和 10-20cm、20-30cm、40-50cm 速效钾（p <0.1，p <0.1，
p <0.1）。具体表现为：就 0-10cm 全钾含量而言，复垦 1a 样品（21.61±1.12 g/kg）>
复垦 3a 样品（18.70±0.29 g/kg）>对照样品（17.00±2.33 g/kg）；就 10-20cm、20-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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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cm 速效钾而言，复垦 3a 样品要高于复垦 1a 样品和对照样品。限于各不同复垦
年限土壤样品的样本量较小，而同一复垦年限土壤样品的采样类型又多样，其他一些
指标未能明确复垦及利用年限对其含量的显著影响。但是，尽管没有统计意义，部分
指标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趋势性。例如，就不同剖面层次全磷的含量而言，可能存在
复垦 1a 样品复垦 3a 样品>对照样品；而各层次速效磷含量则相反，表现为复垦 1a
样品<复垦 3a 样品<对照样品。就就不同剖面层次全钾的含量而言，可能存在复垦 1a
样品>复垦 3a 样品对照样品；而各层次速效钾含量组内变异太大，无法明确趋势。
（3）土壤环境质量相关理化性质的时空变化
从各样品土壤八大重金属元素含量的垂直方向空间差异来看（表 4-5），无一具有
统计显著性。实际上，就不同复垦年限的样品分开来看，这些重金属元素含量在各深
度差不多，表明这些重金属元素的纵向迁移量并不大。
表 4- 5 研究样本土壤环境质量相关理化性质变化
Table 4- 5 Variations in soil properties of studied samples regarding soil environmental quality
指标/单位

汞/mg×kg-1

砷/mg×kg-1

-1

铅/mg×kg

镉/mg×kg-1

铬/mg×kg-1

铜/mg×kg-1

-1

锌/mg×kg

镍/mg×kg-1

复垦年限

样本量/个

土样剖面深度
0-10cm

10-20cm

20-30cm

30-40cm

40-50cm

C

1a

7

0.10±0.01

0.11±0.01

0.10±0.00

0.10±0.01

0.11±0.02

3a
对照

7
3

0.07±0.01
0.10±0.02

0.07±0.01C
0.11±0.03C

0.08±0.01
0.10±0.02

0.11±0.03
0.07±0.01

0.09±0.02
0.08±0.02

1a

7

10.7±0.69

11.99±1.64

16.08±4.74

11.8±1.57

12.87±3.49

3a

7

10.18±0.45

10.13±0.51

9.82±0.47

9.90±0.54

9.49±0.55

对照

3

12.22±3.13

11.85±2.70

12.04±3.59

12.96±4.55

11.12±4.34

1a

7

24.19±0.95A

24.85±1.25

27.49±3.84

26.75±2.24B

26.82±3.85

18.69±0.77
24.98±3.65A

19.56±0.54
23.67±2.44

19.12±0.80
23.7±4.74

B

对照

7
3

A

18.80±0.65
25.30±5.54B

20.05±0.53
24.70±4.72

1a

7

0.14±0.01

0.14±0.01

0.15±0.00

0.14±0.00

0.15±0.01

3a

7

0.13±0.01

0.13±0.01

0.13±0.01

0.12±0.01

0.13±0.01

对照

3

0.12±0.01

0.12±0.02

0.12±0.01

0.13±0.01

0.12±0.02

1a
3a

7
7

84.81±4.15B
70.25±2.28B

86.64±2.45C
74.67±3.36C

92.46±4.63A
71.39±3.22A

91.86±2.89A
69.79±2.46A

95.03±2.29A
72.43±2.04A

对照

3

81.1±8.18B

83.18±8.76C

82.58±7.11A

88.13±3.46A

85.67±10.41A

A

A

B

34.02±2.53B

3a

B

1a

7

35.08±2.52

3a

7

25.44±1.48B

24.55±1.62A

24.11±1.39A

25.56±2.16B

24.83±0.81B

对照

3

24.63±4.18

B

A

A

B

24.22±4.52B

1a

7

92.86±6.27B

92.13±7.49

93.69±7.55C

92.26±7.12

91.97±7.94

7

B

84.68±8.66

79.15±4.86C

85.44±12.06

77.80±2.78

C

3a

78.08±3.96

B

35.26±2.42
24.99±3.76

34.81±1.92
22.61±2.35

33.96±2.11
24.23±2.84

对照

3

64.42±13.44

66.66±12.42

61.10±15.5

63.76±16.52

61.27±20.04

1a

7

44.24±3.05B

43.87±2.62C

46.32±1.37A

45.22±2.59

46.10±1.89B

3a

7

34.78±1.37B

34.20±1.81C

33.96±1.73A

33.83±1.77

34.35±1.49B

对照

3

35.10±5.74B

36.47±6.16C

36.17±4.43A

38.81±4.18

38.40±7.96B

注：不同字母表示纵向比较不同显著性，其中，A 对应 p<0.01，B 对应 p<0.05，C 对应 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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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复垦 1a、复垦 3a 和对照样品之间的重金属元素含量差异明显，表明
耕种利用给土壤重金属含量带来的人为输入，这与王玉婷等[102]的研究发现相印证。
其中，汞、铅含量的整体表现为复垦 1a 样品对照样品>复垦 3a 样品；铬、镍含量的
整体表现为复垦 1a 样品>对照样品>复垦 3a 样品；镉、铜、锌含量表现为复垦 1a 样
品>复垦 3a 样品>对照样品；砷含量的情况较为复杂，可近似看做复垦 1a 样品对照
样品>复垦 3a 样品。但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分析仅有一部分是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详
见表 4-5 所示。

4.3 典型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变化
4.3.1 土壤质量的总体特征
所研究的 85 个土壤样品的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
综合质量的统计特征列于表 4-6。可见，所研究的样品中，土壤环境质量最好，评价
得分为 0.94，接近清洁水平；其次为土壤本底质量，评分均值为 0.69，处于良好水平；
相对最差的是土壤肥力质量，评分均值为 0.51，为中等肥力水平。整体评价而言，各
样品的土壤综合质量良好，评分均值达到 0.77，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特别地，由于
第 15 号采样点 20-30cm 和 40-50cm 土壤样品出现 As 含量严重超标，达到可对动植物
健康造成显著危害的水平。根据隶属度函数，这两个样品的土壤环境质量为 0；根据
本文提出的基于突变级数求取土壤综合质量的方法，这两样品的土壤综合质量也为 0。
表 4- 6 研究样本土壤质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4- 6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qualities of studied soil samples
指标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偏度

峰度

土壤本底质量

0.46
0.23

0.86
0.78

0.69
0.51

0.14
0.11

20.01%
21.34%

-0.55
-0.26

-1.46
-0.22

0.00

1.00

0.94

0.15

16.48%

-5.46

31.59

0.00

0.88

0.77

0.13

17.18%

-4.80

26.37

土壤肥力质量
土壤环境质量
土壤综合质量

同时，从土壤质量各样品的变幅来看，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的变异相对
较大，超过 20%，而土壤环境质量、土壤综合质量的变异相对较小，分别为 16.48%
和 17.18%。但总体而言，都处于弱变异范围内，表明各样品土壤质量的差异不是特
别大。另一方面，从偏度和峰度来看，各样品土壤肥力质量呈近似正态分布，表明这
些样品土壤肥力质量的影响因素更多是随机的；比较之下，各样品的土壤环境质量、
土壤综合质量和土壤本底质量都是偏态分布。此外，四者的偏度系数都小于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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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各维度土壤质量极小的样品。特别地，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综合质量的偏度系数
达到-5.46 和-4.80，峰度系数分别高达 31.59 和 26.37，表明这两者平均值的指示意义
不大，剔除异常的极小值的影响，两者均值会更高，表明大多数样品的土壤环境质量
和土壤综合质量都很高。

4.3.2 土壤质量的时空变化
从 85 个样品土壤质量沿剖面垂直方向变化来看（表 4-7），只有对照样品的土壤
本底质量具有显著性的差异（p<0.05），进一步的多重分析表明，对照样品 0-10cm 层
的土壤本底质量在 p<0.01 显著水平上高于 30-40cm 层和 40-50cm 层的，而 10-20cm
层在 p<0.05 显著水平上高于高于 30-40cm 层和 40-50cm 层的，20-30cm 在 p<0.10 显
著水平上高于 30-40cm 层和 40-50cm 层的。对照样品 0-10cm、10-20cm、20-30cm 三
层之间、30-40cm 与 40-50cm 两层之间的土壤本底质量差异，无统计上的显著意义。
另一方面，其他样品土壤质量的垂直空间差异没有整体的显著性，但其均值变化仍具
有一定指示意义。如，就土壤本底质量而言，复垦 1a 的样品表层高于底层，而复垦
3a 的样品则相反；就土壤肥力质量而言，各层次间的质量差异无明显规律；就土壤环
境质量而言，各层次间的质量相当；就土壤综合质量而言，复垦 1a 的样品各层次间
差异无明显规律，但复垦 3a 和对照样品的各层次质量都相当。
表 4- 7 研究样本的土壤质量变化
Table 4- 7 Variations in soil qualities of studied samples
指标/单位

土壤本底质量

土壤肥力质量

土壤环境质量

复垦年限

土样剖面深度
0-10cm

10-20cm
C

20-30cm

30-40cm
C

40-50cm

1a
3a

7
7

0.79±0.02
0.65±0.05C

0.73±0.05
0.66±0.06

0.75±0.05
0.70±0.06

0.71±0.05
0.70±0.05C

0.66±0.06
0.71±0.06

对照

3

0.79±0.04Cb

0.67±0.09b

0.72±0.07b

0.50±0.02Cb

0.52±0.03b

1a

7

0.43±0.04C

0.51±0.05

0.45±0.03

0.51±0.03

0.49±0.04

3a

7

0.53±0.04C

0.50±0.06

0.50±0.04

0.46±0.05

0.55±0.03

对照

3

0.59±0.02

C

0.57±0.06

0.56±0.03

0.63±0.08

0.53±0.02

1a

7

0.95±0.02C

0.94±0.03

0.82±0.14

0.94±0.02

0.83±0.14

3a

7

0.99±0.00

C

0.99±0.00

0.97±0.01

0.95±0.03

0.97±0.02

对照

3

0.93±0.03C

0.93±0.04

0.94±0.04

0.94±0.05

0.95±0.03

7

0.75±0.02

C

0.78±0.02

0.65±0.11

0.80±0.01

0.66±0.11

C

0.78±0.04

0.79±0.02

0.76±0.03

0.81±0.01

0.83±0.03

0.82±0.02

0.83±0.01

0.81±0.01

1a
土壤综合质量

样本量/个

3a

7

0.80±0.02

对照

3

0.84±0.01C

注：小写字母表示横向比较不同显著性，大写字母表示纵向比较不同显著性，其中，a 和 A
对应 p<0.01，b 和 B 对应 p<0.05，c 和 C 对应 p<0.10。

从复垦 1a、复垦 3a 和对照样品三者间的差异来看（表 4-7），0-10cm 表层土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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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底质量（p<0.10）、肥力质量（p<0.10）、环境质量（p<0.10）和综合质量（p<0.10）
都有显著差异。进一步的多重分析表明，就土壤本底质量而言，复垦 1a 的样品显著
高于复垦 3a 的样品（p<0.05）；就土壤肥力质量而言，复垦 1a 的样品显著低于复垦
3a 的样品（p<0.10）和对照样品（p<0.05），与顾志权[100]、张雯雯等[101]的研究结果类
同；就土壤环境质量而言，复垦 3a 的样品显著高于复垦 1a 的样品（p<0.10）和对照
样品（p<0.05）；就土壤综合质量而言，复垦 1a 和复垦 3a 的样品间无显著差异，但都
显著低于对照样品（p<0.05）。此外，复垦 1a、复垦 3a 和对照样品 30-40cm 的土壤本
底质量间也具有显著（p<0.10），多重比较分析表明，对照样 30-40cm 样品的土壤本
底质量都显著低于复垦 1a 和复垦 3a 的 30-40cm 样品的土壤本底质量（p<0.05, p<0.05），
而后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但是，由于对照样本数只有 3 个，且分别来自于不同的母质、地形和利用方式等，
以上均值比较的显著性可能是不真实的。为此，将表层 0-10cm 的各样品的土壤本底
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综合质量以散点图形式如图 4-2 给出。图
示可见，3 个对照样品间的土壤质量差异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其土壤本底质量和土壤
环境质量差异。而复垦 1a 和复垦 3a 样品的土壤肥力质量较为离散，且不同维度土壤
质量均有出现极小值的样品。

图 4- 2 表层 0-10cm 样本的土壤质量散点图
Figure 4- 2 Scatterplots of the soil qualities of the 0-10cm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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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本章小结
应用第三章提出的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方法，本章对 7 个复垦 1a 耕地地块、7
个复垦 3a 的耕地地块和 3 个非复垦对照样地块的 0-10cm、10-20cm、20-30cm、30-40cm、
40-50cm 不同深度样品共计 85 个样品，进行了主要理化性质分析和土壤本底质量、土
壤肥力质量、土壤环境质量与土壤综合质量的评价对比，结果发现：
（1）除个别复垦耕地的 20-30cm、40-50cm 土壤样品的重金属污染 As 超标外，
其他所有复垦样品的耕地土壤质量都可进行农业耕种利用。由于这两个层次超标样品
在空间上并不连续，As 指标异常值可能是由于实验误差所导致。
（2）就研究样品的土壤主要理化性质而言，存在有机质含量偏低，含有少量砾
石成分，存在一定的土壤压实，基础肥力元素含量一般，有人为重金属通量输入等问
题。相关属性指标的时空变化特征复杂，有待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3）复垦耕地的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综合质量
在不同剖面层次上没有显著差异。对比之下，非复垦耕地土壤也仅有土壤本底质量呈
垂直递减分布。总体来看，就土壤本底质量而言，不同利用年限复垦耕地间及其与非
复垦耕地间差异较为复杂；就土壤肥力质量而言，研究样品的耕地土壤肥力质量都一
般，且不同利用年限复垦耕地间无显著差别，而非复垦耕地则总体优于这两者；就土
壤环境质量而言，复垦耕地和非复垦耕地都很高且无显著差异。研究样品的土壤综合
质量整体良好，且非复垦耕地>复垦 3a 耕地>复垦 1a 耕地，表明随利用年限增加耕地
土壤综合质量可以获得改善，复垦耕地土壤综合质量仍有一定提高空间。但是，以上
结论仅对 0-10cm 表层土壤具有统计显著性，10-50cm 各层次的时空变化关系有待大
样本下的进一步研究。
本章实证研究表明，案例研究区所开展的农村居民点复垦新增耕地达到耕地耕种
要求，但其土壤质量低于该区域非复垦原状耕地土壤质量水平，且主要受限于相对较
低的土壤肥力质量。因此，建议采用化肥、有机肥等多种途径补充该类复垦新增耕地
土壤养分含量。此外，农村居民点复垦时，应特别注意土壤压实与砾石掺杂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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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主要结论与特色
5.1.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对我国现阶段国情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业务需求的背景分析，强调了复
垦耕地土壤特别是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其质量问题研究的重要性。然后，回顾了
土壤质量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梳理了功能型（functional approach based on specific soil
use）和描述型（descriptive approach based on soil properties and components）两种国际
上主要的定量表达土壤质量的研究思路及其他相关研究进展，最终确定了本文定位于
方法创新的主要研究目标。进一步地，论文采用基于可持续性理论构建了土壤质量评
价三维分析框架，并提出了针对复垦耕地的土壤质量评价技术。最后，以南京市浦口
区典型农村居民点复垦项目为例，对其复垦耕地土壤质量的时空变异进行了定量实证
研究。论文主要结论如下：
（1）现有土壤质量评价相关研究鲜能在统一分析框架内对所研究土壤进行综合
质量考察，从可持续性理论的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三维可持
续性出发，构建农业土壤综合质量评价的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和土壤环境质
量，能够综合评定所研究农业土壤能不能种粮食（土壤本底质量）、长不长得好粮食
（土壤肥力质量）和种植的粮食是否安全（土壤环境质量），以分别反映环境可持续
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的要求。
（2）根据复垦耕地土壤的主要特点，构建了由有机质、pH、容重、黏粒含量、
砾石含量等土壤本底属性相关指标，以及全氮、全磷、全钾、碱解氮、速效磷、速效
钾等土壤养分元素，和汞、砷、铅、镉、铬、铜、锌、镍等八大常见土壤重金属污染
元素，计 19 个指标三个维度所组成的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无偏
权重法、结构熵权法和毒性系数法，分别确定了本底属性指标之间、养分元素指标之
间以及重金属元素指标之间的相对权重。并集成各属性指标的非线性作用，通过加权
叠乘法得到土壤本底质量指数、土壤肥力质量指数和土壤环境质量指数。最后，考虑
各维度分质量间存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和短板效应，提出基于突变级数法，计算得到
最终的土壤综合质量指数。
（3）就案例研究区南京市浦口区典型农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而言，复垦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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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的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综合质量在不同剖面层次
上没有显著差异，非复垦耕地土壤也仅有土壤本底质量呈垂直递减分布。总体来看，
就土壤本底质量而言，不同利用年限复垦耕地间及其与非复垦耕地间差异较为复杂；
就土壤肥力质量而言，研究样品的耕地土壤肥力质量都一般，且不同利用年限复垦耕
地间无显著差别，而非复垦耕地则总体优于这两者；就土壤环境质量而言，复垦耕地
和非复垦耕地都很高且无显著差异。研究样品的土壤综合质量整体良好，且非复垦耕
地>复垦 3a 耕地>复垦 1a 耕地。
本文研究认为，案例研究区所开展的农村居民点复垦新增耕地达到耕地耕种要求，
但其土壤质量低于该区域非复垦原状耕地土壤质量水平，且主要受限于相对较低的土
壤肥力质量。因此，建议采用化肥、有机肥等多种措施补充该类复垦新增耕地土壤养
分含量。此外，农村居民点复垦时，应特别注意土壤压实与砾石掺杂等问题。

5.1.2 主要特色
（1）提出了服务于可持续性农业的“土壤本底质量-土壤肥力质量-土壤环境质量”
三维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框架，以考察复垦耕地土壤能不能种粮食、长不长得好粮
食和长出来的粮食有没有潜在污染，并提出基于突变级数的耕地土壤综合质量指数以
反映各土壤属性间的非线性综合作用。
（2）不仅考察了复垦时限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变化的影响，还基于剖面采样分
析了复垦耕地土壤质量的空间变异特征。

5.2 研究不足与展望
5.2.1 主要不足
由于项目基础、采样设计和实验条件等的限制，本文存在以下两点主要不足：
（1）所构建的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未包含有机污染物相关的潜在评
价因子，由于农业耕种不仅可能带来人为的重金属污染输入，还有可能通过使用农药
的途径引入有机污染（如六六六、滴滴涕等）。因此，本文实证研究结果未能反映潜
在有机污染对土壤质量的破坏。
（2）在实证研究部分，由于未能实施配对地对照原状土采样，无法从统计意义
上控制表土剥覆方式、土壤母质、地形和土地利用的影响，因而未能对造成研究区农
村居民点复垦耕地土壤质量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可靠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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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研究展望
基于本文的主要结论和不足，可从以下多个方面继续开展研究：
（1）建立包涵典型土壤有机污染因子的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更
精细、全面地刻画土壤质量变化。
（2）把所提出的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方法与耕地质量分等定级等国土部门常规工
作相衔接，基本思路是将耕地土壤质量评价结果作为耕地自然质量等指数测算的一个
基础参数，从而也使得新增耕地土壤质量验收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降低。
（3）将所提出的复垦耕地土壤质量评价方法运用于其他类型复垦耕地的对比研
究中，如矿区复垦、盐碱地复垦、坟墓用地复垦、交通用地复垦、水利设施用地复垦
等的相关研究，以从土壤本底质量、肥力质量、环境质量和综合质量等方面比较不同
类型复垦耕地土壤质量的差异乃至主控因子。
（4）通过配对地对照采样和更长时间序列的大样本采样，重点研究不同土地利
用与植被覆盖模式下复垦耕地土壤质量时空变化的特征及其驱动因素，以期为实现该
类土壤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5）开展关于土壤健康的探索性研究，并与土地质量评价结果进行对比，探讨
三者间的时间响应尺度差异，以明确不同时间尺度下服务于土壤可持续利用的土壤质
量监测的合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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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刘志峰博士、赵瑜嘉同学、沈东生同学和郑微同学等；要非常感谢在校工作生活
上给予我无私帮助和费心培养的老师，特别是吴瑞林老师、季晓敏老师、钱祥升老师、
刘浩老师、李虹老师、杨得志老师、周欣展老师、杨旸老师等；要非常感谢“南京大
学-柏林自由大学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 双硕士学位项目”中的老师和同学，特
别是 Frank Riedel 教授、鹿化煜教授、高抒教授、Bernd Wunnemann 教授、Jessica Starke
同学等，要非常感谢在宁朋友们这几年的陪伴、关心和照顾；感谢地理学院其他老师
予我在校学习期间的关心、教诲或支持，特别是张燕副教授、居为民教授、周寅康教
授、钟太洋副教授、高超教授、张建新副教授、李岩老师、周雨霁老师等；感谢舍友
路震、徐康在生活上的关心和照顾；感谢 12 硕其他同学们对我工作上的鼎力支持，
特别是王羽涵、周琛、陈佳旻、谭艳、包蓉、李澜宇、杨云丽、陈星等。
最后，特别感恩一直以来全力支撑着我的大家庭！每每想到父母和亲人们为我所
做的一切，我就充满了无穷的动力。特别是，我那含辛茹苦的奶奶爷爷和母亲父亲，
帮助、支撑着我的哥哥和大姨，以及关心、支持着我的四姨、小叔和已故的大伯。惟
愿你们永远顺利平安，我只能铭记在心、学成以报。
嗟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即将结束的第一个黄金五年里，我有不少工
作还没做好，有许多心愿仍未实现，不可谓不深感抱歉和遗憾！幸而“去日不可追，
来日犹可期”，还有两三个五年可以抓住。噫嘻！“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修短
随化，终期于尽”，唯真理与爱永恒。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
宁后，我将带着大家的爱，在第二个黄金五年里日夜奋进以追求真理！

周兵兵
2015年5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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