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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是以生态地球化学理论为指导

，融合地学、农学、环境学、土地管理学等相关学科方法技

术，以土壤地球化学测量为主要工作手段，辅以大气干湿沉

降、灌溉水、农作物等调查，以“调查分析—研究评价—监

测预警—成果应用”为主线，开展的综合调查研究工作。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可以为各级土地宏观管理和规划提

供地球化学依据，为土地可持续利用服务。同时在调整农业

种植结构、发展特色优质农产品、促进科学合理施肥及土壤

污染治理发挥指导作用。 

 

 

一、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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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于国土资源规划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资

源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保护 
 服务于农业结构调整 
 特色（优质、绿色）土地开发利用、农业发展规划建议

、补充完善农用地分等定级、土壤肥力评价及施肥建议 
 服务于生态保护 
 三条红线的划分、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修复 

 

一、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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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00 

国家及省级，主要任务是全面掌握评价区土地质量地
球化学宏观状况，为省(直辖市、自治区)级主体功能
区划分、土地整治规划、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策制
定等提供依据 

1:50000 
市、县级，主要任务是查明评价区优势土地资源和
重要的生态地球化学问题，为土地利用规划、农业
经济区划、种植结构调整、三线”划定、优质土壤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及生态环境治理等提供依据 

1:10000 
乡、镇级，主要任务是评价土地资源利用潜力，提高
土地利用价值，为土地合理利用、永久基本农田划分
及名特优农产品种植、土壤配方施肥、污染土壤治理
等提供依据 

工作比例尺 

一、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简介 

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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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简介 

自2003年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先后在我省

部署实施了1:25万～1:1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农业地质调查

等45个项目(皖江经济带36个)，投资经费约1.5亿元。中央与地方

分工合作、协同推动，有力推动了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工作的

开展和成果应用。 

中央财政：区域1:2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典型示范区1: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 

地方财政：市县级1:5万(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乡镇级1:1万特色农产品产地地质背景调查等。 



LOGO 

二、皖江土地质量调查工作部署及工作进展 

1.总体工作部署 
①1:2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共设置2个子项目，部署调查面积
23650 km2，2015-2017年实现皖江
经济带全覆盖； 
②1: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共
设置16个子项目，部署调查评价面
积18795km2，包括铜陵市及南陵县、
桐城县、和县、青阳县、当涂县、
肥东县、全椒县、巢湖市、芜湖县、
枞阳县、含山县、无为县、繁昌县
共13个市县； 
 ③1:1万特色土地资源调查评价：
共设置3个子项目，部署土地质量详
面积686 km2； 
④土地质量综合研究项目：共设置2
个子项目。 

 

2.2015-2016年工作安排及进展 
中央财政投资2275万元 
①1:25万区域调查面积18500km2（2
个项目）； 
②1:5万土地质量调查面积1240 km2 
（3个项目）。 
 
地方财政投资6381.4万元 
②1:5万土地质量调查面积159 00km2

（9个市县9个项目）； 
③庐江县矾山地区富硒土壤资源调查、
芜湖市蔬菜基地地质环境调查评价等
1:1万土地质量调查； 
④皖江经济带特色农产品地质环境背
景调查及产业区划、皖江土地质量地
球化学监测、池州市富硒土壤资源调
查评价等专项调查。 



LOGO 皖江经济带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总体工作部署图 



LOGO        皖江经济带2015-2016年土地质量工作安排 

序号 工作性质 子项目名称 工作周期 资金来源 
1 1:25万 

区 域 
调 查 

安徽宿松-桐城地区1:25万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 2015-2017 

中
央
财
政 

2 皖南岳西-宁国(岳西-太湖片)1:2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2016-2017 
3 皖南岳西-宁国(东至-青阳片)1:2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2016-2017 
4 

1:5万 
重点区 
调 查 

安徽南陵-泾县地区重要商品粮基地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 2015-2017 
5 桐城-枞阳1: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2016-2017 
6 环巢湖农田区（全椒县）1:5万土地质量球化学调查 2016-2017 
7 和县地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2015-2016 

地
方
财
政 

8 青阳县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 2015-2016 
9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 2016-2018 
10 东至县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 2016-2018 
11 宁国市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 2016-2018 
12 怀宁县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 2016-2018 
13 芜湖县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 2016-2018 
14 石台县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 2016-2018 
15 潜山县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 2016-2018 
16 

专 项 
调 查 

庐江县矾山-泥河地区富硒土壤资源调查（1:5万-1:1万） 2016-2017 
17 安徽省芜湖市蔬菜基地地质环境调查评价（1:1万） 2016-2017 
18 池州市富硒土壤资源地球化学调查（1:10万-1:5万） 2016-2018 
19 皖江经济带特色农产品地质环境背景调查及产业区划 2015-2017 
20 皖江经济带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监测 20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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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皖江土地质量调查主要成果 

皖江范围内已完成1:25万

区域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

查面积5.80万km2,占皖江

总面积的7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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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皖江土地质量调查主要成果 

评价土壤质量现状 
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土壤养分丰缺状况 

土壤质量综合评价 

评价特色土地资源 
富硒土壤资源评价 

绿色农产品产地适宜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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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皖江土地质量调查主要成果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环境质量 六安 安庆 宣城 马鞍山 合肥 芜湖 池州 滁州 铜陵 

清洁 3564 7376 3824 400 10152 4648 1404 11616 1508 
轻微污染 104 548 620 572 376 940 640 1084 928 
轻度污染 4 52 48 40 40 144 100 292 132 
中度污染 4 20 16 32 28 44 60 268 92 
重度污染 0 8 16 12 16 28 20 3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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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指标： 

土壤环境质量主要受地质背景影响，与区内内生矿床、含炭

质地层以及碳酸盐岩、火山岩等重金属高背景地质体关系密切。

同时矿山开采选冶、人类生产生活等也是造成局部土壤污染加

剧的重要原因。影响土壤环境质量的主要指标为镉、镍元素，其

次为砷、铜等。 

 

三、皖江土地质量调查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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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养分丰缺评价 
评价标准：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
价规范》（ DZ/T0295-
2016） 
评价指标： 
氮、磷、钾   3项大量养
分元素 
评价结果： 

皖江经济带土壤养分
以中等以上水平为主。
丰富～较丰富土壤占
10.52%，中等养分土壤
占52.42%；较缺乏养分
土壤占36.68%，养分缺
乏土壤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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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皖江土地质量调查主要成果 

 土壤养分丰缺评价 
养分丰缺 安庆 芜湖 滁州 六安 铜陵 马鞍山 宣城 合肥 池州 

很丰富 40 8 8 36 24 8 8 40 0 

丰富 1584 884 868 492 468 456 332 320 292 

适中 4636 3340 7004 2088 1796 2784 2000 3900 1420 

较缺乏 1700 1564 5364 1044 476 944 2112 6348 504 

缺乏 44 8 48 16 0 0 72 4 8 



LOGO 
土壤磷素

以较缺乏

水平为主 

土壤氮素

以中等水

平为主 

土壤钾素以中

等～较缺乏水

平为主 

 土壤养分丰缺评价 
主要影响指标： 

主要影响指标为磷元素、其次为钾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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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 
   综合 
养分 

清洁 轻微污染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丰富 优质 中等 差等 劣等 劣等 

较丰富 优质 中等 差等 劣等 劣等 

中等 良好 中等 差等 劣等 劣等 

较缺乏 中等 中等 差等 劣等 劣等 

缺乏 差等 差等 差等 劣等 劣等 

 土壤质量综合评价 
 

评价标准：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 DZ/T0295-2016） 
评价方法： 

 

三、皖江土地质量调查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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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质量综合评价 
 

评价结果： 
土壤质量整体较好。 
优质～良好土壤占

50.94%，中等质量土壤
占45.70%，差等～劣等
土壤占3.35%，主要分
布于铜陵、繁昌、池州
等矿集区以及滁州市来
安县北部、庐枞等火山
岩分布区。 
主要影响指标： 

土壤中镉、镍等重金
属元素局部超标，土壤
磷素缺乏是区内土壤质
量变差的主要因素。 

www.themegallery.com 



LOGO 

三、皖江土地质量调查主要成果 

 土壤质量综合评价 
 

土壤质量 安庆 芜湖 六安 马鞍山 滁州 宣城 铜陵 池州 合肥 
优质  1416 620 456 364 360 200 184 140 168 
良好  4276 2536 2048 2256 6012 1568 952 872 3740 
中等  2192 2424 1148 1488 6280 2604 1300 1024 6616 
差等  92 152 20 40 340 120 132 108 44 
劣等  28 72 4 44 300 32 196 8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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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硒土壤评价 
 

富硒土壤标准： 

土壤硒含量0.4-3.0 
mg/kg。 
评价结果： 

区内富硒土壤面积

5204 km2，占9.30%。

主要分布在成土母岩为

煤系地层、含炭质碳酸

盐岩分布区以及高地质

背景的矿集区和火山岩

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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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皖江土地质量调查主要成果 

 富硒土壤评价 
 

富硒土壤 

优质、良好
等级土壤 

富硒土
壤优先
发展区 

富硒土壤 

差
等、
劣
等
土
壤 

土壤污
染治理、
农作物
生态效
应评价
等 

富硒
土壤
开发
潜力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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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皖江土地质量调查主要成果 

 绿色农产品产地土壤质量评价 

符合绿色食品产
地土壤环境要求
是申请“绿色农
产品”必要条件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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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土壤地球化学调查研究成果，国家制订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等重大政策法规。 

 安徽省国土资源部门在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系列成果基础上，规

划、部署了包括皖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等一系列等服务于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合肥市国土资源部门实

施了江淮分水岭地区农业地质环境调查、合肥市蔬菜基地重金属污染

调查评价等服务于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民生工程。 

 利用调查取得的高精度数据以及成果资料，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安徽农业大学等相关科研单位开展了土壤重金属空间变异、地质

碳汇潜力研究以及示范区地质环境评价、城市地质调查等研究工作。 

 利用土地质量调查成果圈定优质、特色土地资源，开发特色农产品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精准扶贫。 

 

 

四、皖江经济带土地质量调查主要成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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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特色农产品、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精准扶贫 

                               —成果应用实例 

 安徽越桔蓝莓科技有限公司，在庐江县矾山镇依据区内查明的富硒土

壤资源开发富硒蓝莓、富硒蓝莓酒等系列富硒产品，年产值200万元。 

 宿松县二郎镇土地质量调查发现富硒土壤6000亩，三冲“脆又甜”萝

卜符合无公害富硒标准，根据调查成果提出了特色农产品规划种植建

议，现已转交地方政府使用。 

 

 

四、皖江经济带土地质量调查主要成果应用 



LOGO 

开发特色农产品、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精准扶贫 

                                —成果应用实例     

 池州市具有丰富的富硒土壤资源。贵池区土地质量调查圈定富硒土壤

44.7万亩，已建成万亩富硒水稻生产基地，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石台县大山区生态地质环境调查圈定富硒土壤5.59万亩，现已发展为

天方富硒茶叶基地和休闲养生基地。 

 

 

四、皖江经济带土地质量调查主要成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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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2016年已开展以市辖

区及4县富硒土壤资源为重点

的土地质量调查工作，由省

、市县政府共同投资，该项

工作已纳入2016年度重点督

查项目，市政府制定了“发

展大健康产业”规划，要发

挥 富山、富水、富硒、富氧

的资源优势。 

 

四、皖江经济带土地质量调查主要成果应用 

宣城市2017年拟开展“宣城市综合地质调查”工作，已提出立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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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宁国-绩溪地区5100km2的区域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实现皖江经济带全域覆盖，进而实现安徽省全覆盖。 

  根据“土十条”及“安徽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实时

调整市县级土地质量调查工作部署，强化评价内容，提升服务

功能 

调整1:5万土地质量调查部署，增加调查面积，下一步部署安

排宿松县、庐江县、太湖县、枞阳县、肥东县、居巢区、望江县

等7个市县的土地质量调查工作，在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以及

存在生态安全风险的粮食主产区优先部署调查工作，争取皖江经

济带全域覆盖；加强土地功能适宜性区划、优质特色土地资源利

用等研究内容。  

五、下一步工作安排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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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综合研究和技术创新，提高成果应用水平 

推进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成果的转化应用，建议在重

金属污染耕地集中连片区开展1:1万重金属污染土壤详查及评价、

农用地重金属污染形成机理及生态修复研究等工作；结合土地质

量地球化学等级、农用地分等定级，开展“多规合一”的土地质

量综合等级划定的方法技术及示范研究；在优质（特色）土壤分

布区、名特优农产品产地开展土壤资源调查评价及开发利用等示

范工作。 

 加快富硒土壤资源调查评价的成果转化及应用，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 

五、下一步工作安排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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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富硒土地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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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
3600多万元，
涉及高山茶、
茶籽油等硒、
锌产业； 
与韩国SK集
团签约2.6亿
元，打造涉
硒、锌“大
韩产业园” 

福建沿海-海峡西部硒都 



LOGO 

两江生态农业
科技发展公司，
2014年8月底，
总投资1.5亿
元，农业科技
产业园 

 四川屏山发现：富硒土地（Se≥0.4mg/kg
）面积240km2,其中农用地43.35km2 （水
田369公顷、旱地2398公顷、茶园1304公顷
、果园127公顷、菜园136公顷）。发现富
硒水稻、魔芋、茶叶、柑橘、脐橙等。 

扶贫区脱贫的抓手-四川乌蒙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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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富硒土地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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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土地质
量地球化学调
查工作是在二
调图斑为基础
，调查成果落
实在地块上，
通过建档入库
，结合农用地
分等定级，实
现土地质量的
动态监测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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