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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工作平台应用

（一）外业调查采样环节

1．如何注册使用调查 APP？

答：（1）县级管理员在平台系统管理中创建采样队组织

和采样队用户账号。（2）采样队登录工作平台，扫描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到移动设备。（3）采样队登录调查采样 APP，获

取移动端设备码，并在平台上录入设备码。（4）县级管理员

对采样队用户账号和设备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使用账

号。

2．现场如何调整点位？

答：（1）如果在电子围栏内无代表性样点，可在距离中

心点 200米范围内通过“样点调整”进行就近采样，同时拍照、

注明原因，上传至系统。（2）如果距离中心点 200米范围内

无代表性样点，可以发起“移动点位”申请，通过拖动地图确

认新的样点位置，经省级审核通过后，再进行调查采样。

3．现场无信号如何填报数据？

答：可以使用离线模式进行作业。缓存数据。在有信号

的地方，登录调查 APP，打开【我的】-【离线模式】界面，

点击【下载数据】。 信息录入。切换到调查 APP登录界面，

点击【离线模式】按钮，进入地图界面，选择需要调查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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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入电子围栏内可以填报信息。

注：样点定位需要具有 GPS信号。

4．提交数据时提示“无法连接服务器，请检查网络问题”

怎么处理？

答：调查 APP提交样点数据时，如果提示“无法连接服

务器，请检查网络问题”，一般是图片丢失的原因，可以先

查找日志文件，根据提示查看丢失的图片。注意：在所有样

点数据提交前，不得将调查采样设备中的照片进行删除，也

不得进行清理缓存等操作。

5．提交数据时提示“样点状态不正确”如何处理？

答：（1）联系县级管理员，核实是否已撤回该样点任务

或者将该样点任务派发给其他采样组。（2）联系县级管理员，

核实该样点信息是否已提交。

6．提交数据时提示“认证失败，无法访问系统资源”如

何解决？

答：为了保障应用安全，当用户登录时间超过 6小时后，

向服务端请求数据会提示“认证失败，无法访问系统资源”，

此时用户需要重新登录 APP获取访问授权。已经调查的数据

已经暂存到采样终端设备中，不会丢失数据。

7．提交数据后如何在平台端进行补充完善？

答：调查 APP提交数据后，县级未审核前，采样队用户

可以登录平台对调查信息进行补充完善，平台端允许编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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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如下：（1）立地条件：母岩母质、植被、土地利用、农

田建设情况、耕地利用、园地利用、林草利用、耕作层厚度、

砾石含量。（2）剖面信息：发生层名称、发生层符号，室内

干态、润态比色。（3）照片：景观照片、剖面照片。

8．平台中照片方向和混合点位显示不正确如何解决？

答：（1）照片方向来自于拍照时记录的设备角度。拍照

时使用横屏拍照，确认拍照界面中提示的角度和实际方向一

致；通过平台上传的景观照片没有方向。（2）混合点位坐标

来自于拍摄时记录的经纬度，由于现场定位精度会出现经纬

度位置偏移现象，拍照时使用横屏拍照，拍照前重新在地图

上获取定位。

9．如何重新打印调查采样标签？

答：如果样品标签损坏，可以在调查 APP中重新打印。

在调查 APP中，打开样点详情界面；在采土袋信息中，点击

【打印二维码】，可重新打印标签。

10．数据同步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答：调查 APP中过程数据临时存储在设备上，如果切换

设备或者在平台端修改数据，会出现本地数据和平台端数据

不一致的情况。在样点详情界面中提供数据同步功能，可以

在以下场景中使用。

（1）平台端修改数据后，县级审核不通过，需要去现

场重新补充完善，可以使用数据同步功能，获取平台端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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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县级审核不通过，需要去现场重新补充完善，采

样队更换设备或者无法找到原始调查的本地数据，可以使用

数据同步功能，获取平台端最新数据。

11．调查 APP连接不上蓝牙打印机如何处理？

答：在设备的权限管理功能中，重新启用调查 APP蓝牙

权限。取消蓝牙配对，重启打印机，重新连接。

12．如何上传容重结果？

答：县级管理员用户登录工作平台，在【调查采样】-

【土壤容重】模块中上传容重结果。

13．采样队送样信息填写错误如何修改？

答：（1）如果制备实验室未接收样品，采样队可以在调

查采样 APP中撤回后重新寄送。（2）如果制备实验室已经接

收样品，请及时联系省级管理员。

14．调查 APP中影像底图加载不出来如何解决？

答：在调查 APP，【我的】-【地图服务】中切换数据源。

15．省级管理员如何查看调查采样数据是否分配专家

审核？

答：在【调查采样】-【数据审核】模块，通过是否派发

筛选条件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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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品制备流转环节

16．制备实验室待接收列表中没有记录是什么原因？

答：（1）联系采样队核实样品是否已寄送。（2）联系采

样队核实寄送样品时选择的收样单位是否正确。

17．平台中没有制备任务是什么原因？

答：制备实验室用户登录样品流转 APP，进行样品接收

后，才能在工作平台中样品制备列表中查看数据。

18．制备实验室用户通过流转 APP 接收样品后，登录

平台是显示还待接收？

答：样品流转 APP一批次接收完成后，平台才会更新。

19．导出的样品制备表格中记录不全如何处理？

答：建议按批次导出样品制备表格。

（1）在样品制备列表中输入批次号，点击查询。

（2）在列表右下角设置为显示 50条/页，并批量勾选需

要导出的数据。如果该批次样品超过 50个，分页分别导出，

导出后合并表格。

（3）点击导出，查看导出表格中记录数是否正确。

20．导入样品制备数据提示错误如何处理？

答：（1）检查日期格式是否为年份/月份/日期 时：分：

秒，例如 2022/10/01 09:03:00，平台时间格式为 24 小时制。

（2）检查表格中是否存在空行，空列。（3）检查填写的重

量信息是否存在字符、汉字等非数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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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能否修改导出的样品制备表格模板？

答：为了方便实验室内部录入数据，平台允许用户在导

出的表格基础上进行扩充，例如添加内部编号、土地利用类

型等字段，或者调整各行各列的顺序，但是不能修改原始模

板中第一行各列的名称。

22．在哪里可以导出接收样品时填写的重量？

答：制备实验室接收完样品后，填写的样品重量会同步

到样品制备数据的接收样品重量字段上。在导出样品制备表

格时，会自动带入该信息。

23．制样单位如何修改已填写的制备数据？

答：（1）数据没提交，制备实验室可以在待提交界面修

改。（2）数据已提交，联系省级管理员驳回。省级管理员登

录其平台账号，在【工作面板】-【样品制备】模块中在样品

制备列表中找到该批次样品进行驳回。

24．制样单位如何查询哪些样品是平行样？

答：制样单位可以登录平台，在【样品制备】模块，根

据是否平行样筛选条件，分别对表层样、剖面样和水稳性大

团聚体的平行样品进行筛选。

25．已制备的样品转码前，是否需要省级审核？

答：不需要省级审核，制备完成后由质控实验室转码、

组批并流转到检测实验室即可。

26．省级管理员在样品制备环节有哪些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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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省级管理员在制备环节中有制样数据查询、审核任

务分配、问题数据退回等权限。

27．质控实验室如何进行转码流转？

答：（1）质控实验室用户登录工作平台，根据需要组批

的样品类型，添加质控样。（2）质控实验室用户登录样品流

转 APP，打印质控样品标签。（3）质控实验室用户登录样品

流转 APP，查看各制备实验室需要进行流转的样品，根据样

品类型和土地利用类型，进行组批转码。

28．样品转码规则是什么？

答：质控实验室通过扫描样品二维码添加样品，添加的

样品自动转码，转码编号由样品批次号加扫描样品的顺序号

构成。

（三）内业检测化验环节

29．如何查看每个样品需要检测的指标？

答：检测实验室用户登录平台后，在【检测接收】-【已

接收】列表中，点击导出，可以查看每个样品需要检测的指

标。

30．样品检测表格中，标记为“0”的检测指标是否为必

填项？

答：表格中标记“0”的为根据检测技术规范要求而内设的

检测指标，需要检测并进行填写。



8

31．导入样品检测表格提示错误，如何解决？

答：（1）检查物理指标中报告日期、实验室编号、联系

人、联系电话、校核人、校核日期等是否填写完整。（2）检

查化学指标中实验室编号、报告日期等是否填写完整。（3）

检查必填指标是否填写完整。

32．导入样品检测表格后，检测结果关联表显示不全如

何解决？

答：检查检测结果关联表中实验室代码、批次编号、土

地利用类型、检测指标是否填写准确。

33．检测表格中物理指标数据中缺少一条记录是什么

原因？

答：缺少的样品为质控样品，质控样品不需要检测物理

指标。

34．检测表格中哪些指标需要选择单位？

答：交换性钙、交换性镁、全钙、全镁、全铁、全铝、

总汞。

35．样品的某些指标如果未检出该如何填写？

答：在检查表格中该项指标处填写未检出。

36．能否修改导出的样品检测表格模板？

答：不可以修改导出的样品检测表格模板，模板中各列

的顺序、名称都不可以修改。可以修改样品检测表格中各条

记录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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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检测结果信息关联表是否只填写该批次的各项指

标？

答：检测结果信息关联表可以填写耕地园地、林地草地

所有指标使用的检测方法以及仪器。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每

个指标只能填写一条记录。

38．如何查询单个样品的检测结果？

答：在【样品查询】界面，输入该样品编号即可查询此

样品的检测结果以及每个指标使用的检测方法。

39．检测结果质控样研判结果提示不合格怎么处理？

答：平台根据实验室提交的检测结果是否在质控样录入

的取值范围内来判定该项指标是否合格。平台判定结果不作

为最终评判依据，质控实验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判定某些指

标是否合格。如果不合格，填写原因，驳回该批次数据；如

果合格，提交至省级审核。

40．检测结果审核流程是什么？

答：质控实验室初审，省级专家复审。

（四）全程质量控制环节

41．省级专家组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区别是什么？

答：资料检查重点对上传到土壤普查工作平台上的采样

点信息、记录等进行检查，可在平台进行检查；现场检查采

取与专家技术指导服务相结合方式，对未采样的样点进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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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外业过程检查。

42．省级数据审核和资料检查内容有什么区别？

答：省级数据审核需要对土壤普查成果数据进行审核确

认，包括外业调查采样、样品制备、样品检测等环节；资料

检查重点是对本区域采样任务的 5%进行文件资料抽检，对

资料检查结果进行确认。

43．资料检查误点了不合格该如何处理？

答：采样队登录工作平台，在问题整改中，填写整改说

明，专家再次审核通过即可。

44．资料检查和现场信息提交后是否可以修改检查内

容和审核意见？

答：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信息提交后无法修改；建议信

息提交前先点击保存，确认检查内容无误后，再进行提交。

45．资料检查不合格的样点如何进行整改？

答：资料检查审核未通过的样点，专家驳回后，采样队

用户登录平台，在【问题整改】列表中，可以查看需要整改

的原因，整改完成后，提交整改信息。

采样队如果需要补充属性信息，驳回后采样队在平台对

属性信息进行完善。

采样队如果需要补充图片资料，由县级管理员再进行驳

回，驳回后采样队去现场补充信息并重新提交。

46．现场检查如何筛选未调查的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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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专家登录工作平台，进入现场检查模块，通过筛选

调查状态，选择未调查，可以查询未调查的样点。

47．现场检查是否可以在平台中填写检查表？

答：不可以。现场检查只能在质量控制 APP中填写检查

表，完成现场检查工作。

48．质控实验室如何添加质控样品？

答：质控实验室登录工作平台，在质控样管理中，通过

添加样品或导出表格添加质控样品，质控样编号由质控实验

室代码+五位顺序号，录入需要质控的指标的标准值、最大

值和最小值。

49．质控实验室如何查询转码前的样品编号？

答：质控实验室用户登录工作平台，在【样品装运】界

面搜索批次号，在样品装运记录表详情界面可查看每个样品

转码前的编号。

50．质控实验室如何修改已流转的质控样检测指标？

答：质控实验室登录工作平台，在质控样管理已流转界

面，查询需要编辑的质控样品，可以修改各指标信息。

第二部分 外业调查与采样

（一）样点野外确定与调整

51．表层样点，可否在电子围栏内不同的田块采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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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答：不能。必须在电子围栏内选择面积较大的一个代表

性田块、并在该田块内采样。

52．表层样点多个混样点，实际采样点的经纬度信息在

哪个位置记录？

答：在混样点的中心点，即所有混样点中，位于最中心

的那个混样点。

53．表层样点，是否必须在预布设样点准确坐标位置采

样？

答：不必须。在以预布设样点为中心的 100米距离范围

内，选择一个代表性田块或样地进行采样，确定中心点后，

进行实际采样点坐标信息的重新采集和采样。

54．预布设样点与电子围栏内实际土地利用类型不一

致：预布设样点为耕地样点，但到达电子围栏内发现草地面

积占比超过 50%，且长期为草地。该样点仍以耕地调查还是

变更为草地？

答：按草地样点调查。

55．预布设样点与电子围栏内实际土地利用类型不一

致：预布设样点为水田样点，但到达电子围栏内发现水浇地

面积占比超过 50%。该样点仍以水田调查还是变更为水浇

地？

答：按水浇地样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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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预布设样点与电子围栏内实际土地利用类型不一

致：预布设样点为耕地，但到达电子围栏内发现全部为种植

了多年的果园，此时按什么地类调查，采样深度应该为多

少？

答：按果园调查，采样深度 0—40厘米。

57．针对表层土壤样点，预布设样点为园地，到达电子

围栏内发现存在两种以上的果树类型，如桃树和冬枣等，且

存在树龄不同的状况，如何确定调查采样点位？

答：首先选择电子围栏内面积占比大的果园类型，然后

再从中选择树龄具有代表性的果园地块进行调查采样。

58．针对表层土壤样点，若电子围栏内田块小，可否选

择多个农户的田块进行调查和采样？

答：否。须选择电子围栏内面积较大的一个代表性田块

进行调查和采样。

59．针对剖面样点，预布设土壤类型与实际不符，该采

集哪种土壤类型的样品？

答：结合二普土壤图、遥感影像、数字高程模型、土地

利用图等野外工作底图，在预布设样点所在土种图斑范围内

进行踏勘，确定图斑范围内主体土壤类型，在主体土壤类型

上进行土壤剖面的设置、挖掘、观察、描述和采样。



14

（二）成土环境与土壤利用调查

60．预布设样点与电子围栏内实际土地利用类型不一

致：预布设样点为耕地样点，但到达电子围栏内发现草地面

积占比超过 50%，且长期为草地。该样点仍以耕地调查还是

变更为草地？

答：按草地样点调查。

61．预布设样点与电子围栏内实际土地利用类型不一

致：预布设样点为水田样点，但到达电子围栏内发现水浇地

面积占比超过 50%。该样点仍以水田调查还是变更为水浇

地？

答：按水浇地样点调查。

62．预布设样点与电子围栏内实际土地利用类型不一

致：预布设样点为耕地，但到达电子围栏内发现全部为种植

了多年的果园，此时按什么地类调查，采样深度应该为多

少？

答：按果园调查，采样深度 0—40厘米。

63．景观照片拍摄方法，作物茂盛期或林地里景观照拍

摄如何取景？

答：景观照要融合远景（反映地形地貌、土地利用等）

和近景（反映地表特征、土壤利用等），要把采样点所在田

块的近景景观纳入镜头内（剖面坑不在镜头内）。作物茂盛

期或林地里不易取远景，可以走出采样点或者电子围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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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样点所在位置纳入取景框下半部分，拍照（回到电子围

栏内可上传）；可以用自拍杆加高拍摄、可以用无人机拍摄

等。

64．关于土地利用变更，如何调查？

答：2000年至调查年份，是否存在土地利用二级类间的

变更，若存在，需要调查填报 2000 年及对应的二级类；变

更年份及对应的二级类；调查年份及对应的二级类。示例，

2000年，旱地；2010年，水田；2020年，水浇地（蔬菜地）；

2022年，水浇地（蔬菜地）。

65．关于熟制，是按调查地块还是按区域填报？

答：熟制按区域主要粮食作物熟制填报，蔬菜地及临时

种植药材的耕地等也按照区域主要粮食作物熟制填报。

66．关于作物产量和施肥量，若粮食作物熟制为一年两

熟，仅调查当季作物的信息是否可以？

答：否。需要填报近一个熟制年度内两季作物的产量和

施肥量。

67．作物产量和施肥量等现场调查时遇到农户不在田

间，可否把同一片区域（如 1公里内的同一类水田）其他相

似田块的信息作为采样田块的信息？

答：否。须调查采样点所在田块的作物产量及施肥量等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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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样一般问题

68．是否可以使用不锈钢土钻取样？

答：可以。

69．采集的盐碱土或含水量高的土壤样品可否直接装

入布袋？

答：不可以。为防止盐土吸潮、布袋发霉、污染等，需

先装入塑料自封袋，再外套布袋。

70．用环刀采集土壤容重样品后，将环刀中的土样直接

装入塑料自封袋，这种操作造成的土壤含水量变化是否会影

响土壤容重数据？

答：不影响。因为土壤容重测试方法为烘干环刀内所有

的土壤，称量烘干土壤重量，将烘干土壤重量除以环刀体积

即得土壤容重大小。

71．水田取样是否有季节要求？水淹情况下可以取样

吗？

答：要求在排水晒田或收割后取样。水淹情况下原则上

不可以取样。

（四）表层土壤调查与采样

72．表层土壤混合样品采集时，不同混样点的采样重量

是否需要保持相近？

答：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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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针对表层样点，若耕地的耕作层厚度为 16厘米或

25厘米，采样深度该如何确定？

答：耕地表层样点采样深度为 0—20厘米，不依赖于耕

作层厚度。

74．针对表层样点，若有效土层厚度不足 20厘米（耕

地、林地、草地）或 40厘米（园地）时，该如何确定采样

深度？

答：采样深度为有效土层厚度。

75．针对园地表层样点，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的采

样深度是多少？

答：0—40厘米。

76．针对耕地表层样点，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的采

样深度是多少？

答：0—20厘米。

77．针对表层样点，设置为平行样的，表层土壤混合样

品应该采几份？

答：采集 1份，但需加大采样量至不低于 5 kg（风干重

计）。

78．针对耕地表层样点，设置为平行样的，表层土壤容

重样品应该采几份？

答：采集 3份。不管是否设置为平行样，均采集 3份。

79．针对表层样点，若表层土壤砾石体积占比较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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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野外该如何取样？

答：野外量测记录所有混样点采样总体积；用约 5 mm

孔径尼龙筛分离较大砾石，称量记录较大砾石的总重量；基

于较大砾石重量和密度计算法或体积排水量法等估测记录

较大砾石体积；野外舍弃较大砾石，小砾石和细土（< 2 m

m）全部装入样品袋；不采用四分法取样，细土重量需满足

采样量要求。

80．针对表层样点，若表层土壤砾石体积占不高时（≤

20%），野外该如何取样？

答：野外量测记录所有混样点采样总体积，所有砾石和

细土装入样品袋，不采用四分法取样，细土重量需满足采样

量要求。

81．针对表层样点，盐碱地样品采集时是否需要把盐结

皮和下部土壤分开采集？

答：不需要。将盐碱地划分为耕地、园地、林地或草地，

并按相应的要求采样。

82．针对园地表层样点，至少选择 5棵树，每棵树选择

2个混样点，包括混样点 1和混样点 2，是否需要把混样点 1

和混样点 2的各 5个混样点样品，分开装袋，作为 2个样品？

答：不需要。10个混样点充分混合成 1个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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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剖面土壤调查与采样

83．针对剖面样点，若预布设土壤类型与实际不符，该

采集哪种土壤类型的样品？

答：土壤剖面调查不能特别去寻找预布设的土壤类型，

应遵从实事求是原则，以预布设样点所在的二普土种图斑边

界为范围，结合遥感影像、数字高程模型、土地利用图等野

外工作底图，在预布设样点所在土种图斑范围内进行踏勘，

确定图斑范围内主体土壤类型，在主体土壤类型上进行土壤

剖面的设置、挖掘、观察、描述和采样。

84．土壤剖面处于部分阴影或逆光状态，拍照时如何避

免剖面有阴影或曝光过度？

答：须利用不透光的帆布等物品遮挡光线，然后再拍摄。

85．是否每个剖面样点均需采集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

样品？

答：只采集耕地、园地土壤剖面 A层水稳性大团聚体样

品，之下发生层不采集。

86．是否每个剖面样点均需采集纸盒土壤标本？

答：是的。

87．针对剖面样点，是否必须在野外进行土壤颜色比

色？

答：否。若条件允许，野外润态比色（需喷水调节到相

对一致的水分含量）；若条件不允许，回到室内由外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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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队利用纸盒土壤标本进行干态和润态比色，补录颜色

信息。

88．在修整土壤剖面时，毛面（即自然结构面）宽度是

多少？是位于左侧还是右侧？

答：毛面约占整个剖面宽度的 1/3，位于剖面的左侧。

例如，若剖面宽 120 厘米，则将其左侧约 40 厘米宽度的观

察面修成毛面即可。

89．整段土壤标本木盒的规格是多少？

答：整段土壤标本木盒内部尺度：高 100 厘米×宽 22

厘米×厚 5厘米。

90．森林植被下发育的土壤多有枯枝落叶层，该层次用

什么符号表示？

答：枯枝落叶层用 Oi表示。

91．土层内混入的砖瓦碎屑、玻璃渣、草木炭等是侵入

体还是新生体？

答：砖瓦碎屑、玻璃渣、草木炭这些均是侵入体。侵入

体是指非土壤固有的，而是由外界进入土壤的特殊物质；新

生体则是指土壤发育过程中物质重新淋溶淀积和集聚的生

成物。

92．在计算土体厚度时，是否要将母质层纳入统计？

答：因情况而异。土体厚度不包括砾石（粒径＞2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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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占比＞75%的层次厚度。若母质层的砾石体积占比超过

75%，则不纳入土体厚度统计；若母质层的砾石体积占比≤7

5%，则应纳入土体厚度统计。

93．采集整段土壤标本时，如果主作业面修整困难，可

否在剖面的侧面采集？

答：可以，但必须保证侧面的土壤发生层次与主作业面

基本一致，且地表无人为踩踏及重物压实等情况。

94．土色卡有何要求？

答：土壤三普需统一土壤颜色测定与命名系统，优先使

用《中国标准土壤色卡》，其次是日本《新版标准土色贴》，

再次是美国《Munsell Soil Color Book》最新版，不得使用

其他土色卡产品。

95．土壤剖面标尺有何要求？

答：土壤三普需统一标尺规格，使用黑底白字白色刻度

且不易反光的标尺，不得使用其他颜色。

96．若所调查剖面样点由多年耕作水田转为旱地，则土

壤类型是否还为水稻土？

答：土壤类型的确定主要依据土壤剖面本身的性状。若

水改旱土地利用类型变更时间较短，还保留水稻土基本特征，

则土壤类型仍为水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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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壤类型制图

97．县级土壤类型图制图比例尺是多大？

答：县级土壤类型图原则上 1:5万（制图单元的分类级

别原则上到土种，辖区面积大的县可酌情制作 1:10—1:20万

土壤类型图）。

98．土壤图的数据坐标系是什么？

答：成果图统一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与国土三

调成果一致。相关数据图层需以投影坐标系的方式进行运算

和制图，不得以经纬度坐标进行制图。

（七）土壤样品库建设

99．样品库建设留存原样还是研磨过筛样？

答：国家和省级样品库要求留存风干原样。

100．试点期间纸盒土壤标本如何流转？

答：外业调查队采集纸盒土壤标本后，于室内打开盒盖

进行风干。若野外调查时未进行润态土壤颜色比色，外业调

查队需利用纸盒土壤标本进行室内干态和润态比色，补录上

报颜色数据。之后，将风干的纸盒土壤标本流转至省级土壤

普查办指定的存储位置，以便完成土壤类型室内鉴定。最后，

将纸盒土壤标本流转至国家土壤样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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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样品制备、流转、保存与检测

（一）样品流转

101．样品流转过程中插入质控样品的具体要求？是否

有统一的合格供应商？

答：省级土壤普查办负责制定省级质控计划，明确质控

样插入具体要求，插入质控样相关指标无需覆盖检测样品的

所有指标。根据资质认定/实验室认可的相关要求，实验室应

有对外部提供产品和服务评价、验收和确认的程序，以确保

采购试剂、仪器设备等供货及后续服务质量。质控样（包括

标准物质和参考标准物质）是实验室重要的采购物品，实验

室须按照相应程序进行确认及采购。

（二）样品检测

102．国家层面是否统一制样器具的类别、材质和型

号？

答：《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中 2.4 对

样品制备所需工具和材质已做明确要求，承担样品制备任务

的实验室应结合本省任务安排及实际情况，确定相应样品制

备器具。

103．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平台上样品制备的起止

时间如何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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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般样品和剖面样品的制备起止时间为粗磨开始和

粗磨结束。水稳性大团聚体的制备起止时间为风干开始和风

干结束。

104．1 mm土壤样品如何细磨？

答：按照《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中 2.

6.1“一般样品制备”有关要求，采用四分法或多点取样法，在

送检样品中分取约 50g样品（具体数量依据相关检测方法要

求），用木辊或在瓷（玛瑙）研钵中研磨，使之全部过 1 mm

样品筛，用于速效钾、缓效钾等指标检测。

105．阳离子交换量、交换性盐基有多种方法，是否需

要根据土壤样品酸碱性来选择不同方法进行样品检测？酸

性土壤、中性土壤、石灰性土壤如何界定？

答：按照《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规

定，阳离子交换量、交换性盐基等土壤样品检测，应根据土

壤样品酸碱性选择对应的检测方法。依据《中国土壤》（中

国农业出版社，1998），pH<6.5的土壤为酸性土壤，pH>7.5

为碱性土壤，pH 6.5~7.5（包含 6.5和 7.5）为中性土壤。

106．有效态铁、锰、铜、锌检测方法为《土壤有效态

锌、锰、铁、铜含量的测定二乙三胺五乙酸（DTPA）浸提

法》（NY/T 890－2004），该标准适用范围为 pH>6的土壤，

pH<6的土壤样品如何检测？

答：农业行业标准《土壤有效态锌、锰、铁、铜含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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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二乙三胺五乙酸（DTPA）浸提法》（NY/T 890-2004）

规定了采用二乙三胺五乙酸（DTPA）浸提剂提取土壤中有

效态锌、锰、铁、铜，以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或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加以定量测定的方法，该标准规定适用于

pH>6的土壤。《土壤分析技术规范》（第二版）（中国农业出

版社，2006）引用了该标准，并明确 pH<6的土壤也可参照

使用。经内业技术组专家研究确定，NY/T 890-2004标准适

用于所有土壤有效态锌、锰、铁、铜含量的测定。

107．全氮检测方法为《土壤检测第 24部分：土壤全氮

的测定自动定氮仪法》（NY/T 1121.24－2012），其中样品前

处理规定了“6.3.1不包括硝态氮和亚硝态氮的消煮”“6.3.2包

括硝态氮和亚硝态氮的消煮”两种方法，如何选择？

答：鉴于土壤样品硝态氮和亚硝态氮含量很低，对土壤

全氮量的测定结果影响很小，经内业技术组专家研究确定，

除含硝态氮高的土壤外，其余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土壤样品

可采用标准中不包括硝态氮和亚硝态氮的方法进行全氮检

测样品前处理。

108．《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规定耕

地园地、林地草地总磷均可用《森林土壤磷的测定》（LY/T

1232－2015）检测，但该标准无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法的具体步骤。

答：《森林土壤磷的测定》（LY/T 1232－2015）条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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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酸溶法明确待测液中磷采用钼锑抗比色法或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鉴于该标准没有明确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法操作分析步骤，检测实验室应编制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全磷的作业指导书，并进行方法验证，

经省级三普办审核批准后，可以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

光谱法测定全磷。

109．按照《固体废物金属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HJ 766－2015）和《固体废物 22种金属元素的

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81－2016）检测

镉（Cd）、铬（Cr）、铜（Cu）、锰（Mn）、钼（Mo）、镍（Ni）、

铅（Pb）、锌（Zn）、铁（Fe）、铝（Al）、钙（Ca）、镁（Mg），

对是检测土壤试样的浸出液还是检测土壤试样，前处理如何

操作？

答：本次土壤普查借鉴的固体废物检测标准均是检测土

壤试样而非检测土壤试样的浸出液。其中，使用《固体废物

2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HJ

781－2016）的方法可采用“盐酸+硝酸+氢氟酸+双氧水，微

波消解法”，也可采用“盐酸+硝酸+高氯酸+氢氟酸，电热板

消解法”进行前处理。使用《固体废物金属元素的测定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66－2015）可采用“盐酸+硝酸+氢

氟酸+双氧水微波消解法”进行前处理，若通过验证能满足本

方法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要求，也可以使用电热板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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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法进行前处理。

110．《土壤样品制备和检测技术规范（试行）》中未写

明土壤矿物、凋萎系数检测具体方法。

答：《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和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内业检测培训教材中规定了土壤田间持水量

和凋萎系数采用压力膜（板）法，并明确了具体操作步骤和

有关要求，土壤矿物测定采用 X射线衍射法。

111．《土壤分析技术规范》（第二版）中“机械组成”5.2

比重计法，未说明分散剂量及检测结果单位。

答：吸管法和比重计法中分散剂校正公式不同。比重计

法分散剂校正是在计算小于某粒径颗粒含量时进行扣除，根

据此结果绘制颗粒大小分配曲线，进而在曲线中查找小于某

粒径颗粒的含量，再计算各粒级百分数。按照《土壤分析技

术规范》（第二版）中 5.2比重计法规定，分散剂量的确定有

两种方法。

方法一，可参照《土壤分析技术规范》（第二版）中 5.1

吸管法计算分散剂质量，公式如下：

分散剂质量（g）＝� × � × �

c——分散剂溶液的摩尔浓度，mol/L；

V——分散剂加入的体积，mL；

M——分散剂的毫摩尔质量，g/mmol。

方法二，在比重计法中作空白测定（即在沉降筒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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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样品所加相同量的分散剂，用蒸馏水加至 1 L，与待测样

品同条件测定），计算时减去空白值，便可免去弯月面校正，

温度校正和分散剂校正等步骤。

在方法中已规定最后结果是计算各粒级百分数，检测结

果单位为%。

112．《土壤分析技术规范》（第二版）中比重计法测定

机械组成过程繁琐、精度不高，是否可探索建立吸管法使用

粒度分布仪测定方法，或使用《森林土壤颗粒组成机械组成

的测定》（LY/T 1225-1999）方法检测？

答：《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规定土壤

机械组成测定采用《土壤分析技术规范》（第二版）吸管法

和比重计法，两种方法均可用于土壤机械组成的检测。《土

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规定的检测方法主要

采用标准方法或权威方法，且经过专家多次研讨确定，在方

法未经大量试验验证前不得随意改变。《森林土壤颗粒组成

（机械组成）的测定》（LY/T 1225-1999）土壤质地分类与颗

粒分级采用美国制，与现有技术规范规定不一致。

113．水稳性大团聚体检测湿筛筛分完成后，各粒级中

有石砾，但是在干筛时属于结合在大团聚体中的石砾，在干

筛时无法去除，在湿筛过程中是否去除？

答：水稳性团聚体大多是钙、镁、腐殖质胶结起来的颗

粒，因腐殖质是不可逆凝聚的胶体，其胶结起来的团聚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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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振荡、浸泡、冲洗而不易崩解，仍维持其原有结构；而

非水稳性胶体则是由粘粒胶结或电解质凝聚而成，当放入水

中时，迅速崩解为组成土块的各颗粒成分，不能保持原来的

结构状态。湿筛时若出现石块、石砾及明显的根系等有机物

质，则不属于土壤水稳性团聚体，需要去除。

114．水溶性硝酸根离子含量过高的土壤，水溶盐离子

加和总量与水溶盐总量检测结果超出《森林土壤水溶性盐分

分析》（LY/T1251–1999）中表 4允许偏差超范围。

答：建议检测机构在出现水溶盐离子加和总量与全盐量

不平衡问题时，对可能影响加和离子的原因进行排查，并提

供影响加和的其他阴阳离子含量的测定原始记录等备查。

115．碳酸钙检测用非水滴定法检测，最终结果是否转

换为以碳酸钙计？

答：《土壤分析技术规范》（第二版）中非水滴定法测定

结果是以 CO2计，此次三普土壤样品测定结果以碳酸钙含量

计。

116．不同的土壤粒径含水率不一样，怎样折算含水

率？

答：统一采用过 2 mm 筛的土壤样品测定风干试样含水

量，作为不同粒径试样测定结果的烘干基折算依据。

117．林地草地盐碱荒地中交换性盐基总量测定方法仅

有《森林土壤交换性盐基总量的测定》（LY/T 124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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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明确规定适用于酸性和中性，对于碱性土壤是否适

合？

答：对于碱性森林土壤（石灰性土壤或盐渍化土壤），

不能采用《森林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测定》（LY/T 1244－19

99），因为该标准采用乙酸铵交换－容量法会溶解石灰性土

壤碳酸钙中游离钙离子，导致交换性盐基总量大于阳离子交

换量。鉴于碱性森林土壤的交换性盐基总量目前尚未有明确

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规定，建议采用《石灰性土壤交换性盐基

及盐基总量的测定》（NY/T 1615－2008）方法测定交换性盐

基总量。

118．交换性盐基总量中交换性钠含量较低，采用火焰

光度法测定结果稳定性较差、检出限高，建议补充交换性钾、

交换性钠、交换性钙、交换性镁 ICP法测定方法。

答：目前没有 ICP法测定交换性盐基离子标准，应按照

《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规定方法检测。

119．部分土壤样品中硝酸盐含量较高，本次阴离子只

测定碳酸根、碳酸氢根、硫酸根、氯根，造成水溶盐阴阳离

子不平衡，水溶盐总量和离子总量不平衡该如何解决？

答：本次普查水溶盐的测定主要针对盐碱地，盐碱地土

壤所含的可溶盐主要是钠、钙、镁的氯化盐或硫酸盐和碳酸

盐及重碳酸盐。土壤水溶性盐分组成测定按照《森林土壤水

溶性盐分分析》（LY/T 1251－1999）标准操作，该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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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离子加合法将阴阳离子总量相加进行计算水溶性离子总

量，同时对全盐量与水溶性离子总量之间的允许偏差进行了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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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控制

120．质控实验室在对检测实验室检测样品进行留样抽检

时，对检测方法如何规定？

答：按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国家层面留样抽检方案，抽

取留样时，需要填写检测实验室使用的检测方法，质控实验室

将采用相同方法进行检测，保证结果的可比性。

121．检测数据异常值如何定义及处理？标准方法中无计

算结果修约规定的，如何处理？

答：实验室检测异常值由各省级土壤普查办根据本区域情

况自行确定。某指标检测标准中未明确计算结果修约规定的，

参照该指标其他标准或《数值修约与极限数值的表示与判定》（G

B/T 8170-2008）条款 3 数值修约规则规定执行。

122．全硼检测时，空白值偏高如何处理？

答：《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规定每批

次样品（不多于 50个样品）分析时，应进行空白试验，并对空

白试验结果做出要求。根据基体不同，空白试验分试剂空白、

样品空白、标准溶液空白等，若空白试验结果明显超过正常值，

实验室需要多方面去查找其中的原因，并应采取适当纠正和预

防措施，重新对样品进行检测。同时，考虑到普通玻璃器皿中

常含有硼，试样前处理和待测液硼含量测定等操作不应使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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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玻璃器皿，须使用不含硼玻璃器皿如石英玻璃或塑料器皿等。

123．样品制备与检测是否须按制检分离原则，分别由不同

检测实验室承担？

答：《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规定“样品制

备与检测须按照制检分离原则，分别由不同检测实验室承担”，

主要是考虑到防止数据造假，规避质控样和密码平行样添加风

险等，原则上制样与检测实验室分开。鉴于目前是试点期间，

各地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如果制检没有分离，要强化质量

控制措施。

124．相关实验室出具检测报告是否需要盖 CMA章？

答：检测报告不需要盖 CMA章，相关检测结果统一加盖承

担检测任务单位公章。

125．理论上交换性盐基总量会大于交换性钙、镁、钾、钠

等四个指标加和，但实际检测中，方法误差和仪器误差会导致

总量小于四个指标加和情况如何解决？

答：土壤交换性盐基是指土壤胶体吸附的碱金属和碱土金

属离子（K+、Na+、Ca2+、Mg2+），因此应为各离子含量的总和。

按照《土壤分析技术规范》（第二版）酸性和中性土壤交换性盐

基测定采用乙酸铵交换法，由于土壤交换性盐基总量测定是用

中性 1 mol/L 乙酸铵（pH 7.0）溶液浸提土壤，浸出液中包含

的交换性盐基成分以乙酸盐状态存在。经蒸干灼烧后，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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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铝、铁等化合物可脱水形成新的盐类或包裹盐基性阳离子，

不能被稀盐酸溶出，可能影响分析结果。若测定的土壤交换盐

基总量数值与交换性 K+、Na+、Ca2+、Mg2+含量之和之间如出现

较大偏差，实验室需进行自我核对检查，检测实验严格按照规

范标准测定，上报实际测定结果数据。质量控制实验室应通过

本区域检测结果积累，经统计分析，总结两者之间存在偏差的

可控制范围。

126．《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表 1未

给出 pH 正确度的评价，是否可以参照有证标准物质证书给出

的范围？

答：对实验室检测外部质控样品 pH结果的正确度评价，可

依据所用有证标准物质的特性量值及不确定度。

127．部分有效态标准物质证书所列相关指标的不确定范

围要求，要宽于土壤普查全程质控技术规范“表 1 土壤样品检

测精密度和正确度允许范围”要求时，检测结果如何判定？

答：2022年试点期间质控样品检测结果质量评价可依据《土

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中表 1正确度的相对误

差（RE），如质控样品为有证标准物质，检测结果判定也可依据

其证书中特性量值及不确定度范围，具体可由省级土壤普查办

数据审核人员确认。

128．外部质控样或密码平行样 pH指标检测结果不合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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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认为和 pH有关的有效态检指标测结果也不合格？

答：如果 pH值测定不合格，并影响检测方法选择，导致方

法选择错误，有效态参数依据相应检测方法的测定结果也不合

格。如果不影响检测方法选择，pH值测定不合格，不能据此判

定和 pH有关的有效态参数检测结果不合格。

129．外部质控样评判时，有效态部分参数检测方法需依据

pH结果，pH介于酸碱土壤判定临界点时，可能导致检测方法

与标准物质定值检测方法不一致，此时若质控样或密码平行样

检测结果不合格，如何判定？

答：外部质控样品和 pH有关的有效态参数检测方法选择应

根据质控样品给定的 pH特性量值确定检测方法，省级质控实验

室应避免选择 pH介于酸碱土壤判定临界点的质控样品。

130．如插入的外部质控样 pH与实际土壤样品酸碱性不一

致，导致部分指标检测方法不一致，此时如质控样该参数不合

格，该批次中与质控样酸碱性不一致的，检测方法不同的样品

如何判定？

答：如质控样品与 pH相关的其它参数不合格，该批次中与

质控样品酸碱性不一致、检测方法不同的样品，不能据此判定

其检测结果不合格。省级质控实验室应首先评估每批次中质控

样品 pH是否合格，如 pH不合格，且影响到和 pH有关的有效

态参数检测样品检测方法选择，需反馈检测实验室重新测定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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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新选择检测方法。建议省级质控实验室应尽可能插入与样

品性质接近的质控样品，检测实验室优先测定样品 pH，根据实

际测定结果选择检测方法。

131．每批次插入标准物质样品重量是否可与送检土壤样

品重量不一致？

答：可以不一致。每批次插入标准物质样品应根据省级质

控计划，统一要求相关批次指标，再根据所需质控指标确定质

控样品所需重量。

132．《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中规定，

平行双样及准确度控制如果方法上有规定的执行方法规定，速

效钾、缓效钾、有效态等指标就采用相对相差控制，质控要求

太严，建议采用相对偏差控制，适当放宽质控误差。

答：不同标准方法给出的允许差要求均经过多个实验室按

照规定的方法验证后统计得出，不得随意更改。如确有个别指

标的允差要求规定偏严，需要大量的验证数据统计后方能对标

准进行修订。

133．所有有效态、交换性钾、交换性钠、交换性钙、交换

性镁等检测项目，检测结果在检出限 3倍以内的，建议平行样

相对相差或相对偏差放宽至规定值的三倍，如方法规定相对偏

差或相对相差≤10%，建议放宽至≤30%。

答：检出限 3倍以内的含量水平基本属于定量限（测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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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范畴，而定量限是近几年逐步在标准制订中提出的要求，

较早的标准大多未考虑。定量限需要实验室按照规定的方法验

证后统计给出，不能随意制定或修改。

134．平行双样合格率、密码平行样和质控样累计合格率如

何理解？

答：《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要求，“平

行双样检测合格率要求应达到 95%”“密码平行样品检测质量累

积合格率应达到 90%”和“质控样品检测质量累积合格率应达到

85%”等要求。但为加强试点期间内业测试化验质量，经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专家技术指导组专家讨论，明确检测实验室内部

质控采取的平行双样、质控样检测合格率均为 100%，只有达到

这个要求，检测实验室才能上报检测数据；省级质控实验室外

部质控采取的密码平行样、质控样检测合格率也应为 100%。

135．检测实验室内部质控关键环节要求和提交检测数据

时还需提交哪些材料？

答：检测实验室内部质控采取平行双样控制精密度、质控

样控制正确度，检测合格率均要达到 100%。检测实验室在提交

检测数据时，还需要根据《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

行）》要求，提交质量评价总结报告和检测结果报告。此外，检

测实验室要保留相关检测原始记录、图谱等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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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质控样检测结果如何判定？

答：因质控样检测结果的判定是平台根据省级质控实验室

确定的标准自动判断。省级质控实验室在确定质控样合格范围

时，检测结果的允许偏差可暂时使用标物证书给定的不确定度

值乘 3再除 2的值（99%置信区间），或使用《土壤普查质量控

制技术规范（试行）》中规定的 RE值判定，具体由省级质量控

制实验室根据本区域和使用标准物质的情况进行把握。

137．密码平行样、质控样判定结果不合格如何处理？

答：外部质控密码平行样、质控样任何一项检测结果不合

格，均需将该样品同批次或同组检测的样品检测数据驳回，要

求检测实验室对不合格项目重新检测。如确因样品不均匀引起

密码平行样检测不合格，需由检测实验室提供内部质控评价结

果及有关样品检测与内部质控的原始记录等进行举证、申诉，

由省级质控实验室进行处理、确认。

138．指标检测结果判定是否完全按照技术规范中的表 1

要求？

答：暂时可以参照表 1 执行。由于表 1中规定的范围对物

理指标和部分土壤化学指标（如 pH、电导率）不适用，目前全

国土壤普查办正在组织有关专家进一步梳理每项指标的判定范

围，并相应完善平台系统结果判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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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样品需分别组批进行检测，导致

密码平行样数量不够怎么办？

答：工作平台已向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开放了调整密码平

行样功能，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可以根据需求，通过点击“调

整样品”，增加密码平行样数量，满足质量控制工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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