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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表基质层是自然资源三维立体分层分类模型中的一个重要层位，是支撑孕育地球表面森林、草原、水、
湿地等各门类自然资源的基础物质层，其类型、分布、理化性质和不同景观属性等特征直接影响和作用
于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影响生态环境特征。因此，地表基质调查评价已成为支撑自然资源保护
利用、农牧业生产、粮食安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是更好地服务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任务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突破性的创新概念和自然资源综合调查评价的新领域，地表基质调查
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调查要素和指标如何设置等，当前还没有深入研究并形成统一认识。本文以支撑服
务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农林牧业生产、健康中国建设、碳储潜力等重大需求为牵引，结
合相关工作实践，对地表基质调查内容和要素–属性指标进行了探索总结，旨在为进一步部署实施地表
基质调查工作提供经验借鉴，为探讨地表基质调查评价应用服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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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nd substrate layer is an important layer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model of natural resources. It is the basic material layer that supports various types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forests, grasslands, water bodies, and wetlands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It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ype, distribution,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distribution and different landscape attributes, etc., directly affect and act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reby aff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ground substrate has become a basic work to support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food safe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toratio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ontent to better
serve th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 target tasks. As a breakthrough on innovative concept
and a new field of comprehensive natural resources survey and evaluation, what is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ground substrate survey, how to set the survey elements and indicators, etc., have
not yet been thoroughly studied and a unified understanding has been formed. This article is
guided by major needs, such as supporting and serving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toration,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healthy China construction, and carbon storage potential. Combined with related work practic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and summarizes the survey content and element indicators of the ground
substrate. It aims to provid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further deploy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ground substrate survey work,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services of ground substrate surve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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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两统一”管理需要，自然资源部 2020 年 1 月 17 日和 12 月 22 日先
后印发《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地表基质分类方案(试行)》
(以下简称《分类方案》) [1] [2]，创新提出自然资源三维立体分层分类模型和“地表基质层”概念，并按
照地表基质发育发展过程，提出“四类三级”分类命名方案，为地表基质调查与评价提供了基本依据。
依据《分类方案》给出的概念，地表基质层是自然资源三维立体分层分类模型中的重要层位，是支撑孕
育地球表面森林、草原、水、湿地等各门类自然资源的基础物质层。作为与“人地关系”最密切、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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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各圈层物质交换作用最强烈的关键部位，地表基质的种类、空间结构、理化性质、景观属性等特征
直接影响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从而影响生态环境质量。因此，地表基质调查评价已成为支撑自然资源
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国土整治以及耕地保护等领域的基础性工作。同时，地表基质特别是土质和
泥质，作为重要的碳库系统，通过调查评估其现存量与容量，也是更好地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
的一项重要内容。
地表基质调查是新时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综合性、基础性调查工作。
2021 年 5 月 10 日，《自然资源部关于促进地质勘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在加强传统
地质调查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工作领域，开展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地表基质调查等工作，积极服
务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创新概念和自然资源综合调查评价新的领域，地表基质调查既不同于国土三
调以地类作为主体内容的调查工作，又区别传统的地质或土壤、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专业调查。由于地
表基质的概念属我国首次提出[1] [2]，目前国内外鲜有学者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地表基质调查的具体内
容是什么，调查要素和指标如何设置等，当前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并形成统一的认识。《总体方案》提
出要查清岩石、砾石、沙、土壤等地表基质类型、理化性质及地质景观属性等，没有明确给出地表基质
调查的具体内容。葛良胜等提出地表基质层调查“要素–属性结构模型”，划分出地表基质调查的“时
间、空间、物理、成分”属性和“地质背景、自然地理、气候气象、岩体、土体、水、有机质、生物、
其他”等要素指标，没有按照不同种类地表基质进一步细分[3]。《分类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地表基质概
念，并对地表基质分类进行了详细说明，明确了地表基质调查的种类，强调要将地表基质层内存在的大
量的水、有机质、生物、微生物等附属物质种类及其物理化学性质作为地表基质调查的重要内容，但没
有明确不同种类地表基质的调查重点。殷志强等讨论了地表基质分类原则和分类方案，对地表基质层的
调查目标、调查精度和主要方向进行了探讨[4]。侯红星等在探讨了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地表基质调查底
界的基础上，按照不同地表基质分类，初步对地表基质调查内容进行了探讨，提出不同类型地表基质调
查要素和指标，但与《分类方案》不尽相同，实践性与可操作性不强[5]。
《自然资源地表基质分类命名方案(试行)》明确了地表基质分类和命名，为地表基质调查提供了新的
依据和要求。如何按照自然资源部统一部署和《总体方案》、《分类方案》要求开展地表基质调查工作，
特别是如何按照《分类方案》进一步厘定地表基质调查基本内容，详细确定各类地表基质调查要素和属
性指标，地表基质调查内容和要素–属性指标设置的原则和依据是什么等亟需解决。本文结合中国地质
调查局廊坊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 2020 年率先在保定地区开展的表基质层试点调查项目，按照支撑服务
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农林牧业生产、健康中国建设、碳储碳汇潜力等重大需求，对地表
基质层调查内容和要素–属性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总结，旨在为进一步推开地表基质调查工作提供
经验借鉴，为探讨地表基质调查评价应用服务提供参考[6] [7]。

2. 调查内容及要求
地表基质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在自然资源三维立体分层分类模型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其调查内容
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分类方案》指出，地表基质是一门综合性的自然资源调查科学，其涉及的领域比
较广泛，主要包括地质学、地理学、生态学、土壤学以及农学等多种学科领域。地表基质覆盖地球浅表，
是地质作用和自然环境演化共同作用的产物，也是地球岩石圈、土壤圈、生物圈、大气圈等多圈层交互
作用最为频密的空间，是维系地球生态系统功能和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在
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碳达峰、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1 年 3 月 15 日，习近
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提出要提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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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碳汇能力，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有效发挥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冻土的固碳作
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由此看来，地表基质不仅与人类活动的“三生”空间(生态、生产、生活)
密切相关，其本身以及所支撑孕育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重要的碳库。地表基质调查研究内容要紧密联系
其支撑孕育的生态系统、自然资源、碳储碳汇等重要因素。

2.1. 调查内容
根据《总体方案》和《分类方案》，要按照地表基质“4 类 3 级”分类命名体系，系统查明岩石、
砾质、土质、泥质等地表基质的三级分类命名、空间分布、理化性质、景观属性和生态功能等内容。地
表基质一级类、二级类《分类方案》已给出明确名称，对三级类没有限定内容，仅给出了分类原则和基
本要求，应该在调查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分。本文只根据一级类对地表基质调查内容进行讨论，
具体内容也适用于二级和三级类地表基质调查。
2.1.1. 划分并确定地表基质类型
在系统收集利用已有资料和野外补充调查的基础上，应详细厘定出地表基质类型。实际工作中可以
根据调查区范围、调查应用服务对象、不同比例尺调查精度要求等，具体划分到一级、二级或三级类。
全国尺度范围或小比例尺(小于 1:100 万)划分到一级类，流域尺度、省级行政区划或中等比例尺(1:100 万
~1:50 万)划分到二级类，市(县)、乡镇或大比例尺(大于 1:5 万)要划分到三级类。
2.1.2. 不同类型地表基质调查重点
岩石(A)。岩石为地质作用形成的，天然产出的具有一定结构构造的矿物集合体，少数由天然玻璃或
胶体或生物遗骸组成(《分类方案》)，岩石基质是地表基质发生发育的最初阶段，也是基本物源，砾质、
土质等地表基质由岩石基质经风化、搬运、沉积等地质作用过程形成。岩石基质进一步细分为岩浆岩(A1)、
沉积岩(A2)、变质岩(A3) 3 个二级类。岩石主要分布于山区，形成各种山地、丘陵等地貌。可以设想，
如果将第四系松散堆积物、植被覆盖物等全部揭开，地球表面则全部为岩石基质覆盖。传统区域地质调
查工作中注重基岩基本地质特征调查研究，对岩石风化壳、覆盖物等调查不够，形成的基础图件基本不
体现风化壳特征。而在岩石地表基质野外调查工作中，岩石风化壳及其上部覆盖物等要作为重点调查内
容。根据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岩石风化程度和植被覆盖程度，要区别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裸岩地区。
岩石基质裸露，持水性差，风化作用很弱，地表也没有覆盖物，岩石裂隙、植被等不发育。此类区域调
查重点为岩石基质分类命名、基本特征、结构构造、化学组成以及景观属性等。二是半风化岩石地区。
岩石裂隙发育，搞风化能力弱，风化程度中等，岩石风化形成 10 cm~20 cm 深度以上的风化壳，有一定
的持水性能，地表形成土质覆盖，发育草、灌木或乔木等植被。此类地区调查内容除母岩(岩石基质)特征
外，重点调查风化壳结构特征、物质成份、物理化学性状、生态环境效应等内容。三是强风化岩石地区。
岩石风化程度强烈，风化壳厚度达 1 m 以上，地表形成较厚的砾质或土质覆盖，植被比较发育，土地利
用类型比较丰富。此类地区要调查岩石(成土母岩)基质特征、风化壳特征、有效土层厚度外，还要结合地
表基质支撑孕育的自然资源(森林、草原、耕地等)情况，按照砾质或土质基质调查要求开展工作。
砾质(B)。砾质是一种特殊的地表基质，是岩石发育的产物。指由地表岩石经风化、搬运、沉积作用
而成，颗粒粒径 ≥ 2 mm 者体积含量 ≥ 75%的岩石碎屑物、矿物碎屑物或二者的混合物(《分类方案》)。
砾质是处于岩石与土质之间的中间产物，由岩石经风化作用破碎后，经冲积、洪积、冰碛等地质作用形
成，在地球表层呈线状、带状或面状分布，总体分布范围相对较小。按照不同粒级体积含量的占比，《分
类方案》将砾质进一步分为巨砾(B1)、粗砾(B2)、中砾(B3)、细砾(B4) 4 个二级类。砾质因其特殊的结构
构造、物质成分、孔隙度大等，其中的土质容易流失，持水性能差，难以支撑植物生长，通常没有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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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结合砾质特殊性，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特征、砾径、磨圆、定向性；结构构造、物质组成、空
间分布、垂向分层；地下水位、生物残体、地质成因等。调查过程中还要根据砾质的地质成因、地形地
貌单元、生态区划等因素区别对待，有针对性的确定重点调查内容。
土质(C)。土质是砾质基质进一步发育的产物。指由不同粒级的砾(体积含量 < 75%)、砂粒和黏粒按
不同比例组成的地球表面疏松覆盖物，在适当条件下能够生长植物(《分类方案》)。土质是地表基质发育
的最终阶段产物，也是陆域地球表面分布最广泛、最重要，与人类生存、生态维持、环境保护等最密切
的地表基质。以土质基质为研究对象的土地科学是农学门类现有九个一级学科的根学科，许多可持续发
展目标都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紧密相关。土地系统催生人类文明之花，在处理粮食安全、水资源获取等
人类重大生计中作用重大，在研究解决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减退和气候变化等许多全球变化挑战中作
用重大(与郧文聚研究员讨论)。因此，土质是地表基质调查最重要的内容。土质调查内容要与所支撑孕育
的自然资源种类、土地和开发利用情况以及地形地貌特征相联系。处于不同地理地貌单元中的耕地、林
地、草地、园地、荒地等区域，土质调查要有所区别，除土质基质的基本特征外，要详细调查土质基质
的空间结构、有效土层或耕作层厚度、成土母质特征，土质结构、质地、容重、地下水位及含水性等物
理性状，有机质含量、阳离子交换量、pH 值、地下水质、生物多样性、重金属污染等化学特征，生态环
境特征、碳储潜力，景观特征(微地貌、坡度、坡向、坡面长度等)以及人类对土质基质的管理等内容。
泥质(D)。泥质是处于特殊环境中的土质基质，是指长期处在静水或缓慢的流水水体底部的特殊壤土、
粘土，以及天然含水量大于液限、天然孔隙比 ≥ 1.5 的粘性土(《分类方案》)。泥质可进一步划分为淤泥
(D1)、软泥(D2)和深海黏土(D3) 3 个二级类。泥质调查内容可参照土质确定，同时还要结合地质环境和地
理景观特征，突出其特色调查内容，如地表水深度、水质，地表覆盖类型(湿地、海洋、湖泊、河流、坑
塘等)，生物特征，特殊泥质(泥炭)等。

2.2. 基本要求
2.2.1. 调查范围划定
地表基质作为地球表层系统物质，可以将其形象地比喻成为地球皮肤。因此，地表基质调查范围要
无缝覆盖地球表面。同时考虑到城镇建设区、城乡规划区等特殊区域属于地下空间资源调查范畴，调查
内容和调查深度与地表基质调查不尽相同，地表基质调查中可以将这些特殊区域单独划出，利用已有资
料辅以简单的野外调查进行特殊处理。
2.2.2. 调查单元设置
地表基质调查是带有较强的基础调查特点的自然资源专项调查工作[3]，调查成果主要服务应用自然
资源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为了便于成果管理和应用，作者建议地表基质调查工作应按照行政区
划单元或生态功能单元进行设置。同时，根据工作实际需要，也可以按照流域或地理地貌单元开展调查
工作。
2.2.3. 调查深度探讨
地表基质是一个空间概念，具有空间结构，实际调查过程中必需研究调查深度问题。围绕地表基质
支撑服务方向，综合考虑地表基质种类、地质作用背景、地理地貌单元、支撑孕育的自然资源等因素，
作者建议不能简单的设置统一调查深度，应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设置科学合理的深度范围区间。岩石基质
地区根据风化程度强弱，建议调查深度 0~5 m，以达到控制风化壳垂向特征。其中，裸岩地区可以不作
深度要求；其它区根据风化壳厚度灵活确定深度，以揭露到母岩为准。砾质地区调查深度为 0~10 m，以
控制垂向基本特征，个别控制性区域可以适当增加深度，以了解地下水位特征。土质地区调查深度为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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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原则上最深不超过 50 m，局部可适当增加深度。泥质地区调查深度为水体以下 0~10 m，如果有特殊
需要可以适当增加深度，原则上最深不超过 50 m。
2.2.4. 调查精度选择
省(自治区)、市(含地区市)、县、乡(镇)、村等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划单元调查比例尺和精度要有区别。
原则上省(自治区)和流域尺度调查按照 1:100 万~1:50 万比例尺精度开展，
市(含地区市)级按照 1:25 万~1:10
万比例尺精度开展，县、乡(镇)、村级按照不低于 1:5 万的比例尺精度开展工作，局部可开展 1:1 万比例
尺精度调查。调查网度和样点布设要根据地质、地理、地貌单元，按照基于空间统计学、分层抽样等统
计学等方法，系统开展地表基质调查样点布控技术研究，科学合理确定，不能平均使用工作量、均匀布
设调查点。通过研究，提出原则性的工作量标准定额和调查点位，以达到利用最小工作量实现相应精度
控制要求的目标。

3. 调查要素–属性指标体系讨论
3.1. 基本原则
按照“服务重大需求，解决实际问题，提交信息成果，提供应用服务”的工作思路，结合地表基质
调查内容，要按照“简明、科学、可操作”原则，设置具体的调查要素，形成系统的调查要素与属性指
标体系。
一是坚持服务重大需求。坚持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精心服务“生态、生产、生活”(“三生”
空间)重大需求，支撑自然资源部履行“两统一”职责。重点按照服务自然资源管理、生态保护修复、国
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整治、农林牧业生产、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碳储碳汇等重要领域，简明科学设置调查
要素和属性指标。
二是注重解决重大问题。坚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8]，支撑解决自然
资源监测评价、生态保护修复、土地保护与开发利用、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碳储碳汇潜力提升等问题，
合理有效设置调查要素和属性指标。
三是突出自然资源特色。坚持自然资源三维立体时空观和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立体调查
理念，综合基础地质、水工环地质、生态地质、农业地质、土地质量等专项调查工作优势与不足，突出
地表基质特色，按照“形成通用性指标、优化区域性指标、突出特殊性指标”原则，分类分级形成具地
表基质工作特色的通用、实用、管用的调查要素–属性指标体系。

3.2. 调查要素–属性指标体系划分
地表基质调查要素–属性指标可以划分为通用性指标、区域性指标和特殊性指标三个层次。由于地
表基质调查工作刚刚起步，目前还在探索阶段，本次重点讨论通用性指标。在实际工作中，根据特殊调
查区域、特殊调查对象、应用服务方向等，可以在通用指标框架下，根据支撑服务内容和拟解决的重大
资源环境问题等，进行补充完善、优化调整形成区域性、特殊性指标体系。
根据地表基质调查内容和保定地区地表基质调查试点项目实践与认识，按照上述三项基本原则初步
建立形成地表基质调查通用指标体系。根据调查层次，将地表基质调查指标共划分为两级，一级指标 5
项：分别为“时空结构、理化性质、景观属性、生态环境、其他”，确保能够全面表征不同种类地表基
质的数量质量、时空结构、空间位置、生态效应、人地关系、变化趋势。围绕地表基质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调查需要，为使地表基质调查支撑服务的针对性，将 5 个一级指标进一步分别细化分解
为 11 个二级指标。具体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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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Universal survey elements and index system of the ground
substrate survey
图 1. 地表基质调查通用要素–属性指标体系

3.3. 通用调查要素–属性指标体系讨论
3.3.1. 时空结构
时空结构主要表征不同种类地表基质形成时代、空间位置、空间结构等特征。可进一步详细划分为
基本特征、平面特征和垂向特征 3 个二级指标。获取的手段主要以收集资料和野外调查为主。
基本特征。在进行各地表基质要素三级分类的基础上，岩石基质表达裸露程度和覆盖情况、产状等
内容；砾质基质表达其成因类型、原岩性质、产状等；土质基质表达成土母质、基岩类型、成因类型等；
泥质基质表达成因类型等内容。
平面特征。表达各地表基质要素的地理位置，分布范围、面积、形状、平面分带与变化规律等内容。
垂向特征。岩石基质表达风化程度与结构等以及与基岩关系等；砾质基质表达砾层厚度、垂直分层
或结构特征等；土质基质表达土层结构，不同土层(腐殖层、耕作层、有效土层等)厚度(cm)，垂直分层或
结构特征、垂向变化特征等；泥质基质表达其垂直分层或结构特征、不同泥质层厚度等。
3.3.2. 理化性质
理化性质主要表征不同种类地表基质的物理特征和化学特征，如颜色、结构、构造、温度湿度、质
地、容重，矿物组成，特征元素或矿物含量、pH 值、重金属污染等。可进一步划分为物理特征和化学成
份 2 个二级指标。物理特征要素-指标主要通过收集资料、野外观察和调查、取样与分析测试获取；化学
成分要素-指标主要通过收集资料和实地取样分析测试获取。
物理特征。岩石基质主要获取其颜色、结构、构造、产状、硬度、解理或裂隙发育程度、持水性等
信息；砾质基质获取其颜色、种类、含量、砾径、磨圆度、分选与排列、胶结程度、孔隙度、连通性等
信息；土质基质获取其土体构型、土壤结构、质地、容重、孔隙度、持水性、水蚀、风蚀、融蚀、重力
侵蚀等信息；泥质基质获取其颜色、结构、质地、密度、容重、总孔隙度、渗透率、含水率、粉土质、
黏土质、细砂质以及极细砂质含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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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成份。岩石基质主要获取其主要矿物和元素(或氧化物)含量、常量、微量、稀土元素含量等；砾
质基质主要获取其砾石和胶结物成份；土质基质主要获取其 pH 值、含盐量、阳离子交换量(CEC)、电导
率(可溶性盐)、主要矿物、特征矿物、养分元素、微量元素、C/N 以及土壤污染物类型、含量等；泥质基
质主要获取其 pH 值、微量元素、营养元素、有机质类型与含量等内容。
3.3.3. 景观属性
景观属性主要表征不同种类地表基质所处的地形地貌单元、形成的地质背景或地质环境等。可进一
步划分为地质景观和地理景观 2 个二级指标。地质景观要素–属性指标主要通过已有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收集获取；地理景观要素–属性指标通过收集资料、遥感解译、野外调查获取[9]。
地质景观。岩石基质主要获取其地质背景和构造发育情况等；砾质基质主要获取其地质背景和构造
环境、剥蚀、搬运、堆积状态和机理等；土质基质主要获取其地质背景和沉积环境、沉积序列与沉积组
合等；泥质基质主要获取其地质背景与沉积环境。
地理景观。主要获取地形地貌特征，调查不同类型基质所处的微地貌特征，包括高原、平原、盆地、
山地、丘陵、荒漠、岩溶区等；低山、丘陵、漫川漫岗、平原、坳谷等；坡度、坡位(坡顶、坡背、坡底)、
坡向(阳坡、阴坡)、坡面长度等信息。
3.3.4.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主要表征不同种类地表基质与所支撑孕育的各种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特征等
相关性要素。可进一步划分为表观生态、内部生态、气候环境 3 个二级指标。表观生态和气候环境要素
–属性指标主要通过收集资料获取；内部生态要素指标通过收集资料、野外调查和取样与分析测试获取。
表观生态。主要分析与“三调”图斑对应关系；地表覆盖自然资源种类、特征等，地表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现状、方式、强度等内容。
内部生态。岩石基质主要获取其水文与水生态特征、碳酸盐岩数量、岩石裂隙发育程度及其中的土
壤、生物特征；砾质基质主要获取其水文与水生态特征、生物残体量等；土质和泥质基质主要获取其有
机碳(有机质、腐殖质)含量、生物、微生物等种类、数量、土壤酶活性、碳密度、水文与水生态特征等内
容。
气候环境。获取与各地表基质要素相关的气候带类型(见中国气候区划)、气象条件、年、日平均温度
变化、年积温、日照情况、年平均降雨量、蒸发量等内容[10]。
3.3.5. 其他
其他要素–属性指标主要指人类活动影响、自然环境变迁等内容。主要通过收集资料和野外调查的
方式获取。岩石基质主要获取与其相关的旅游、矿业开发、重大建设工程建设等；砾质基质获取与其相
关的修复治理、采挖活动等；土质基质获取土地利用变化、土地管理活动等；泥质基质获取湿地、岸线
保护治理等人类活动信息。

3.4. 区域性、特殊性调查要素–属性指标讨论
关于区域性、特殊性要素–属性指标，作者在此以自然资源部目前正在实施的东北黑土地地表基质
调查试点为例进行讨论[11]。东北黑土地作为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区之一，是极其珍贵的自然资源，也是
一种重要的地表基质。根据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统一部署，在河北保定地区地表基质试点调查
实践基础上，以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为切入点，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大安市国土资源局选择在
松嫩平原海伦地区、宝清地区、大安地区，辽河平原梨树地区，实施黑土地地表基质调查试点。
根据已有基础调查和专项调查成果资料，东北地区地表基质以土质、泥质为主，土地利用类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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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12] [13]。试点重点围绕黑土地地表基质支撑生态修复、粮食安全、碳汇潜
力等重大需求，结合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等生态、生产问题，在地表基质调查评价通用性指标
基础上，补充优化形成适用于东北黑土地地表基质评价的区域性要素–属性指标体系：黑土地类型、面
积、分布位置，黑土层空间结构、数量和厚度，有机质含量及变化趋势，黑土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性耕作
情况等。根据海伦、宝清、大安、梨树地区地域特色，可进一步调整完善形成当地特殊性指标：如海伦
地区是典型黑土地地区，气候相对寒冷，处于漫川漫岗的微地形地貌区域，坡度变化大，土壤侵蚀(风蚀、
水蚀、融蚀等)比较严重，要将坡度、坡向、坡面长度、黑土地侵蚀特别是融蚀作用等作为该区特殊性指
标；大安地区处于平原低洼区，盐碱地、沼泽地发育，是耕地后备资源地区，微地貌类型、盐度、pH 值、
水质等要作为特殊性指标；宝清地区地形地貌多样，土地利用类型和黑土地地表基质类型齐全，土地开
发利用时间相对较短，要将地表基质覆盖类型、土地开发利用历史、黑土地地表基质变化趋势等作为特
殊性指标；梨树处于平原地区，地形平坦，土地开发利用时间长，黑土地退化特别是风蚀作用使黑土层
变薄，过渡开发使黑土层变硬、变瘦问题比较突出，可将黑土地面积和黑土地层厚度变化、有机质含量
变化、土壤肥力变化、人类活动影响等作为该区特殊性指标。
其他特殊地区，如西北冻土地区、华北粮食主产区、东南红壤、西北盐碱地等特殊区域可参照以上
原则设置地表基质调查评价的区域性、特殊性指标–要素体系。

4. 结论
1) 开展地表基质调查是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支撑孕育地球表面森林、草原、水体、
湿地等各门类自然资源的基础物质层，地表基质特征直接影响和作用于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以及生态
环境质量，开展地表基质调查十分迫切和必要。
2) 不同于以往传统生态、农业、水文等专项调查，地表基质是一项综合性调查工作，调查内容和要
素–属性指标、调查技术方法等涵盖地质、地理、农业、土壤、生态、环境、人文等不同学科体系。
3) 要围绕支撑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农牧业生产、粮食安全以及碳储碳汇潜力等
重大需求开展地表基质调查，并按照简明、科学、可操作的原则设置地表基质调查内容和调查要素–属
性指标体系。
4) 在河北省保定地区地表基质层试点调查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初步设置地表基质调查的 5 项一级指
标和 11 项二级指标，分别对岩石、砾质、土质、泥质地表基质调查具体要素进行了明确，对于进一步部
署开展地表基质调查提供了参考借鉴。
5) 不同地区地表基质调查工作中可根据工作区实际，在文中讨论的通用性要素–属性指标体系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形成区域性和特殊性调查要素–属性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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