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土壤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科目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 

本《土壤学》考试大纲适用于中国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地理学、生态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农学等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土壤是自然地理环境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础，是农林业生产的必需条件，是人类赖

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土壤学是许多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其主要内容包

括土壤物质组成、土壤来源、土壤性质与过程、土壤利用与管理等部分。要求考

生对土壤学的基本概念有较深入的理解，能够系统地掌握土壤形成、土壤性质、

土壤过程、土壤退化与管理等内容，掌握土壤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具有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题型） 

1、考试形式：闭卷，笔试，考试时间 180分钟。 

2、试卷结构（题型） 

（1）名词解释题 

（2）填空题 

（3）简答题 

（4）论述题 

（5）分析题 

（6）实验设计题 

 

三、考试内容 

绪论 

第一节  土壤是地球的皮肤 

一、土壤在地球表层系统中的重要性及作用 



二、土壤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土壤的主要功能 

一、生产功能——人类农业生产的基地 

二、生态功能——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础 

三、环境功能——环境的缓冲净化体系 

四、工程功能——工程基地与建筑材料 

五、社会功能—支撑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珍贵的自然资源 

第三节  土壤学科体系、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土壤学学科分支及研究内容 

二、土壤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三、土壤学的研究方法 

第四节  土壤学科发展的概况 

一、近代土壤科学的发展及主要观点 

二、应用土壤学和基础土壤学的发展 

三、我国土壤学的发展概况 

 

上篇  土壤的物质组成 

 

第一章  土壤矿物质 

第一节  土壤矿物质的矿物组成和化学组成 

一、土壤矿物质的主要元素组成 

二、土壤的矿物组成 

第二节  黏土矿物 

一、层状硅酸盐黏土矿物 



二、非硅酸盐黏土矿物 

第三节  我国土壤黏土矿物分布规律 

一、风化和成土作用与黏土矿物组成的关系 

二、我国土壤黏土矿物分布规律 

第二章  土壤有机质 

第一节  土壤有机质的来源、含量及组成 

一、土壤有机质的来源 

二、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及组成 

第二节  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和转化 

一、简单有机化合物的分解和转化 

二、植物残体的分解和转化 

三、土壤腐殖物质的分解和转化 

四、影响土壤有机质分解和转化的因素 

第三节  土壤腐殖物质的形成和性质 

一、土壤腐殖物质的形成 

二、土壤腐殖物质一黏土矿物一微生物的相互作用 

三、土壤腐殖酸的分组 

四、土壤腐殖酸的性质 

第四节  土壤有机质的作用及管理 

一、有机质在土壤肥力上的作用 

二、有机质在生态环境上的作用 

三、土壤有机质的管理 

第三章  土壤生物 

第一节  土壤生物的组成 



一、土壤微生物 

二、土壤动物 

三、土壤中的植物根系 

第二节  土壤生物的环境影响因素 

一、温度 

二、水分及其有效性 

三、pH 

四、氧气和 Eh 

第三节  土壤生物分布及其相互作用 

一、土壤生物的分布 

二、土壤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四章  土壤水、空气和热量 

第一节  土壤水分基本性质 

一、土壤水分形态 

二、土壤水分含量 

三、土壤水分含量的测定 

第二节  土水势 

一、土水势及其分势 

二、土水势的测定 

三、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第三节  土壤空气 

一、土壤空气的组成 

二、土壤空气的运动 

三、土壤通气性 



第四节  土壤热量与热性质 

一、土壤热量来源与平衡 

二、土壤热性质 

三、土壤温度 

 

中篇  土壤性质与过程 

 

第五章  土壤的形成发育过程 

第一节  土壤形成因素及其在土壤发生中的作用 

一、土壤形成因素 

二、母质对土壤发生的作用 

三、气候与土壤发生的关系 

四、生物因素在土壤发生中的作用 

五、地形与土壤发生的关系 

六、成土时间对土壤发育的影响 

七、人类活动对土壤发生演化的影响 

第二节  土壤形成过程 

一、土壤形成过程中的大小循环 

二、土壤形成过程中的物质转化和迁移 

三、基本土壤成土过程 

四、人为活动作用下的成土过程 

第三节  土壤发育 

一、土壤的个体发育 

二、土壤的系统发育 



三、土壤剖面、发生层和土体构型 

四、反映土壤风化发育的指标 

第四节  土壤发生与诊断层的形成 

一、泥炭化过程与有机质表层的形成 

二、腐殖化过程与腐殖质表层的形成 

三、土壤熟化过程与人为表层、耕作淀积层和水耕氧化还原层的形成 

四、盐化作用与盐结壳、盐积层、超盐积层和盐磐的形成 

五、富铁铝化过程与铁铝层、低活性富铁层的形成 

六、灰化过程与灰化淀积层的形成 

七、黏化作用与黏化层、黏磐的形成 

八、积钙过程与石膏层、超石膏层、钙积层、超钙积层和钙磐的形成 

九、碱化作用与碱化层的形成 

十、聚铁网纹化过程与聚铁网纹层的形成 

十一、土壤初育过程与雏形层的形成 

十二、漂白层的形成 

第六章  土壤结构与力学性质 

第一节  土壤颗粒 

一、土壤粒级 

二、土壤密度和容重 

三、土壤孔隙 

第二节  土壤质地 

一、土壤机械组成 

二、土壤质地类型 

三、不同质地土壤的肥力特点和改良利用 



第三节  土壤结构 

一、土壤结构体 

二、土壤团粒结构 

三、土壤结构改良 

第四节  土壤力学性质 

一、土壤黏结和黏着性 

二、土壤可塑性 

三、土壤胀缩性 

四、土壤的抗剪强度 

五、土壤压缩与压实 

第五节  土壤耕性和耕作 

一、土壤耕作 

二、土壤耕性和耕作力学 

三、土壤保护性耕作技术 

第七章  土壤水分移动与循环 

第一节  土壤液态水运动 

一、土壤饱和流 

二、土壤非饱和流 

三、土壤水分入滲与再分布 

第二节 土壤气态水运动 

一、土面水分蒸发 

二、土壤内部的水汽运动 

第三节  土壤水循环、平衡及有效性 

一、农田土壤水分循环及平衡 



二、土壤水分有效性 

三、土壤水分的空间变异性 

第四节  农田土壤水动态与调控 

一、土壤水分的动态特性 

二、农田灌溉与灌溉量计算 

三、农田排水 

第五节  土壤中的溶质运移 

一、溶质的对流运移 

二、分子扩散与溶质弥散 

三、土壤溶质的动态特性 

第八章  土壤胶体表面化学 

第一节  土壤胶体的表面类型与构造 

一、硅氧烷型表面 

二、水合氧化物型表面 

三、有机物型表面 

第二节  土壤胶体表面性质 

一、土壤胶体的比表面 

二、土壤胶体表面电荷 

三、土壤胶体表面电位 

第三节  土壤胶体对阳离子的吸附与交换 

一、离子吸附的概念 

二、阳离子静电吸附 

三、阳离子交换作用 

四、阳离子交换量 



五、盐基饱和度 

六、交换性阳离子的有效度 

七、土壤胶体对阳离子的专性吸附 

第四节  土壤胶体对阴离子的吸附与交换 

一、阴离子的静电吸附 

二、阴离子的负吸附 

三、阴离子专性吸附 

第九章  土壤溶液化学反应 

第一节  土壤溶液的组成与特性 

一、土壤溶液组成 

二、土壤溶液的动态平衡 

第二节  土壤酸碱反应 

一、土壤酸性的形成 

二、土壤碱性的形成 

三、土壤酸度的指标 

四、土壤酸碱性的生物环境 

五、影响土壤酸度的因素 

六、土壤酸度的调节 

第三节  土壤氧化还原反应 

一、土壤氧化还原体系 

二、土壤氧化还原指标 

三、土壤氧化还原的生物环境 

四、影响土壤氧化还原的因素 

五、土壤氧化还原状况的调节 



第四节  土壤中的沉淀溶解和络合解离反应 

一、沉淀溶解反应 

二、络合解离反应 

第十章  土壤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第一节  土壤碳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一、土壤碳循环 

二、土壤光合作用 

三、土壤呼吸作用 

四、土壤碳的固定 

五、土壤碳酸盐转化与平衡过程 

六、土壤碳循环与全球气候变化 

第二节  土壤氮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一、土壤氮循环 

二、大气氮的沉降 

三、大气氮的生物固定 

四、土壤有机氮的矿化 

五、土壤铵的硝化 

六、土壤无机氮的生物固定 

七、土壤铵离子的矿物固定 

八、土壤氨的挥发 

九、土壤硝酸盐淋失 

十、土壤反硝化损失 

十一、土壤中氮损失的环境效应 

十二、土壤氮的调控 



第三节  土壤磷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一、土壤磷循环 

二、土壤有机磷的矿化和无机磷的生物固定 

三、土壤磷的吸附与解吸 

四、土壤磷的沉淀与溶解 

五、土壤磷的流失 

六、土壤磷的调控 

第四节  土壤硫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一、土壤硫循环 

二、大气硫的沉降 

三、土壤有机硫的矿化 

四、土壤无机硫的生物固定 

五、硫的氧化和还原 

六、硫的吸附与解吸 

七、土壤硫的调控和管理 

第五节  土壤钾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一、土壤钾的循环 

二、土壤钾的固定 

三、土壤钾的释放 

四、土壤钾的损失 

五、土壤钾的调控与管理 

第六节  土壤微量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一、土壤微量元素循环 

二、土壤微量元素的吸附与解吸 



三、土壤微量元素的沉淀与溶解 

四、土壤微量元素的氧化与还原 

五、土壤微量元素的络合与离解 

六、土壤微量元素的调控与管理 

 

下篇  土壤利用与管理 

 

第十一章 土壤肥力与养分管理  

第一节 土壤肥力与土壤养分的生物有效性 

一、土壤肥力与土壤生产力   

    二、土壤养分的生物有效性   

第二节 土壤养分的供应和迁移过程  

   一、植物根系吸收养分的过程  

   二、土壤溶液中养分的补给与供应  

   三、土壤养分向根系的移动  

第三节 农田养分管理  

   一、养分管理的概念  

   二、农田养分管理的基本原理  

   三、农田养分的管理技术  

第十二章 土壤污染与修复  

第一节 土壤污染的概念  

   一、土壤背景值  

   二、土壤自净作用  

   三、土壤环境容量  



   四、土壤污染的概念  

第二节 土壤污染物的来源及危害  

   一、重金属污染物  

    二、有机污染物  

    三、固体废物与放射性污染物  

第三节 土壤组成和性质对污染物毒性的影响  

一、土壤组成对污染物毒性的影响  

    二、土壤酸碱性对污染物毒性的影响  

    三、土壤氧化还原状况对污染物毒性的影响  

第四节 污染土壤的修复  

   一、土壤污染的预防措施  

二、污染土壤的修复  

第十三章 土壤质量与农产品安全  

第一节  土壤质量的内涵  

第二节  土壤质量指标体系与评价  

一、土壤质量指标的筛选条件 

二、土壤质量的指标体系   

三、土壤质量的评价方法  

第三节  安全农产品与土壤质量  

一、安全农产品内涵  

二、安全农产品与土壤质量之间的关系  

第十四章  土壤退化与生态恢复  

第一节  土壤退化的概念及分类  

一、土壤退化的概念  



二、土壤退化的分类  

第二节  我国土壤退化的背景与基本态势  

一、我国土壤退化的自然和社会因素  

二、我国土壤退化的现状与态势  

第三节 土壤退化的主要类型及防治  

一、土壤沙化和土地沙漠化  

二、水土流失  

三、土壤盐渍化与次生盐渍化 

四、土壤潜育化与次生潜育化   

五、土壤肥力衰退和土壤污染防治 

第四节 土壤退化的生态恢复  

一、退化生态系统与土壤退化  

二、生态恢复与恢复生态学  

三、土壤退化的生态恢复实例  

第十五章  土壤分类与调查技术  

第一节  土壤分类的基础和要求  

一、基本概念  

二、土壤分类对象  

三、土壤分类工作的内容  

四、土壤分类的理论基础和依据  

五、土壤分类的要求  

第二节  中国土壤分类系统  

一、中国土壤分类系统的形成和发展  

二、中国土壤分类系统的分类原则和依据  



  三、中国土壤分类系统的命名方法  

第三节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一、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  

二、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分类原则  

三、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分类系统和命名方法  

四、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检索方法及土纲检索  

五、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与中国土壤分类系统的土壤参比  

第四节  国际土壤分类发展趋势  

一、美国土壤系统分类  

二、联合国世界土壤图图例单元  

三、世界土壤资源参比基础  

四、俄罗斯土壤分类  

五、西欧国家的土壤分类  

六、土壤系统分类体系之间的参比  

第五节  土壤资源调查方法简介  

一、土壤资源调查的内容和步骤   

二、土壤资源调查的技术要点  

三、土壤资源调查的准备工作  

四、土壤资源调查的田间方法  

五、土壤资源遥感调查方法  

六、土壤调查成果的应用   

第十六章  土壤资源类型及合理利用  

第一节  我国土壤的形成环境条件  

一、地形地貌  



二、主要成土物质  

三、水热状况  

四、自然植被与人工植被  

五、人为活动  

第二节  土壤空间分异与分布规律  

一、土壤的水平地带性分布  

二、土壤的垂直地带性分布  

三、土壤的垂直与水平的复合分布  

四、土壤的中域组合分布  

五、土壤的微域分布——复域与土链  

第三节  土壤资源数量与特点  

一、各类土壤资源的数量  

二、土壤资源的特点  

三、土壤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主要土壤类型及其性质简介  

一、铁铝土  

二、淋溶土  

三、半淋溶土  

四、钙层土  

五、干旱土  

六、漠土  

七、初育土 

八、半水成土 

九、水成土 



十、盐城土 

十一、人为土 

十二、高山土 

第四节  土壤资源的开发与合理利用  

一、耕地土壤资源  

二、草地土壤资源  

三、林地土壤资源  

第五节  区域土壤资源的改良利用与保护  

一、盐渍土资源的改良利用  

二、红壤资源的改良利用  

三、黄土高原土壤资源的保护利用  

四、黑土资源肥力的保持与持续利用  

 

四、考试要求 

绪论 

1. 了解土壤在地球表层系统中的重要性及作用。 

2. 熟练掌握土壤的基本概念及其主要功能。 

3. 了解土壤学科发展的概况，掌握土壤学科体系、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了解土

壤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上篇  土壤的物质组成 

 

第一章 土壤矿物质 

1. 掌握土壤矿物质的矿物组成与元素组成。 

2. 熟练掌握土壤中层状硅酸盐黏土矿物的构造特征、种类及一般特性；掌握土壤



中非硅酸盐黏土矿物的种类及其特性。 

3. 了解我国土壤黏土矿物分布规律及风化和成土作用与黏土矿物组成的关系。 

第二章  土壤有机质 

1. 掌握土壤有机质的来源、含量及组成，理解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和转化过程及其

影响因素。 

2. 熟练掌握土壤腐殖物质的形成和性质及土壤腐殖物质一黏土矿物一微生物的

相互作用，腐殖化系数与激发效应的概念。 

3. 熟练掌握土壤有机质在土壤肥力和生态环境上的作用及土壤有机质的管理技

术措施。 

第三章  土壤生物 

1. 了解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概念。熟练掌握土壤微生物和土壤动物的组成、土

壤微生物指标及其表征、根际的概念、根瘤菌的概念、菌根的概念及其分类

等。 

2. 熟练掌握土壤温度、水分及其有效性、pH、氧气和 Eh对土壤生物的影响。 

3. 掌握土壤生物的地理分布和土壤生物在土壤剖面和团聚体中的分布及土壤生

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四章  土壤水、空气和热量 

1. 熟练掌握土壤水的类型及其概念和在生产实践中较普遍应用的土壤水分常数，

正确理解土壤水有效性的含义，掌握土壤水分含量的表示方法和测定方法。 

2、掌握土水势及其分势的概念和土水势的测定方法、土壤水吸力、土壤水分特征

曲线和滞后现象的定义及其影响因素。 

3、掌握土壤空气的组成与特点、土壤空气的对流和扩散、影响土壤空气运动的因

素、土壤通气性及土壤通气性与植物生长的关系。 

4、了解土壤热量的来源、土壤表面的辐射平衡与热量平衡，熟练掌握土壤热容量、



土壤热导率、土壤导温率的概念，掌握土壤温度变化规律、影响因素及调节

土壤温度的一般措施。 

 

中篇  土壤性质与过程 

 

第五章  土壤的形成发育过程 

1. 熟练掌握土壤形成因素及其在土壤发生中的作用。 

2. 掌握地质大循环和生物小循环及其对土壤形成和营养元素循环的影响；熟练掌

握土壤形成过程中的物质转化和物质移动的机理；掌握基本土壤成土过程及

人为活动作用下的成土过程及其发生的过程特点和发生的环境条件。 

3. 理解土壤的个体发育、土壤的系统发育、土壤剖面、发生层和土体构型的含义；

了解反映土壤风化发育的指标及其含义。 

4. 掌握土壤诊断层的概念及土壤发生与诊断层形成之间的关系。 

第六章  土壤结构与力学性质 

1. 掌握土壤颗粒、土壤粒级、当量粒径的概念；掌握国际制和中国的土粒分级标

准；掌握各级土粒的矿物组成、化学组成和物理性质；了解卡钦斯基制和美

国农部制的土粒分级标准。 

2. 熟练掌握土壤密度和土壤容重、土壤孔隙度与土壤三相比的含义，掌握土壤孔

隙类型、当量孔径及影响土壤孔性的因素。 

3. 理解土壤机械组成和土壤质地的定义；掌握国际制土壤质地分类标准、卡庆斯

基土壤质地分类标准、中国土壤质地分类标准；熟练掌握不同质地土壤的肥

力特点、土壤质地剖面与肥力的关系以及不同质地土壤的利用与改良措施。 

4. 掌握土壤结构体和土壤结构性的含义及土壤结构性的评价，熟练掌握土壤团粒

结构的形成过程及其微观机制、土壤团粒结构在土壤肥力上的意义，掌握土



壤结构改良的主要途径。 

5. 理解土壤黏结性、土壤黏着性、土壤可塑性、土壤胀缩性、土壤的抗剪强度、

土壤压缩与压实的含义；熟练掌握土壤耕作的概念和土壤耕作的方法、土壤

宜耕性和土壤结持性的关系及土壤保护性耕作技术。  

第七章  土壤水分移动与循环 

1. 熟练掌握土壤水的饱和流动（达西定律）、饱和导水率及其影响因素；掌握土

壤水的不饱和流动、土壤水的入渗过程和土壤水的再分布及土壤水的渗漏；

掌握土面水分蒸发过程和土壤内部的水汽运动规律。 

2. 掌握农田土壤水分循环及平衡及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SPAC）中的水分运

动；熟练掌握土壤水的有效性概念、土壤有效水的范围及其与土壤和植物之

间的关系；了解土壤水分的空间变异性。 

3. 了解农田土壤水分的动态特性，掌握调控农田土壤水分的措施及其作用，熟练

掌握农田灌溉量的计算方法。 

4、 理解土壤溶质的对流运移、分子扩散、机械弥散和水动力弥散的含义，掌握

土壤溶质的动态特性。 

第八章  土壤胶体表面化学 

1. 掌握土壤胶体及根据其表面结构的特点所划分的类型、土壤胶体的比表面及其

测定方法。 

2. 掌握土壤胶体永久电荷和可变电荷的概念、永久电荷和可变电荷的来源、土壤电荷

数量及其影响因素及电荷密度。 

3. 熟练掌握交换性阳离子和阳离子交换作用、阳离子交换作用的特点、影响阳离

子交换能力的因素；灵活掌握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及其影响因素、土壤的盐基

饱和度、交换性阳离子有效度及其影响因素；掌握土壤胶体对阳离子专性吸

附的机理、主要影响因素及阳离子专性吸附的意义。 



4. 了解土壤胶体对阴离子吸附的概念和原理。 

第九章  土壤溶液化学反应 

1. 了解土壤溶液的组成与特性；掌握土壤酸的类型与成因、土壤酸度的强度指标

与数量指标；掌握土壤碱性的成因、土壤碱性指标。 

2. 熟练掌握土壤酸碱性对土壤生物的影响，掌握影响土壤酸度的因素及土壤酸度

调节措施。 

3. 熟练掌握土壤氧化还原强度指标与数量因素，掌握土壤氧化还原状况对土壤生

物的影响，掌握影响土壤氧化还原的因素及土壤氧化还原状况调节措施。 

4. 掌握溶度积的概念、溶度积应用的局限性及影响因素；掌握土壤中络合解离反

应及影响络合物稳定性的因素；掌握土壤中常见的天然螯合物和常见的人工

螯合剂及影响其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第十章  土壤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1. 熟练掌握土壤碳循环、土壤光合作用、土壤呼吸作用、土壤碳的固定、土壤碳

酸盐转化与平衡过程及土壤碳循环与全球气候变化。 

2. 熟练掌握土壤中氮的形态与土壤氮循环、大气氮的沉降、大气氮的生物固定、

土壤有机氮的矿化、土壤铵的硝化、土壤无机氮的生物固定、土壤铵离子的

矿物固定、土壤氨的挥发、土壤硝酸盐淋失与反硝化过程，熟练掌握土壤中

氮损失的环境效应与土壤氮的调控技术。 

3. 熟练掌握土壤中磷的形态与土壤磷循环、土壤有机磷的矿化与无机磷的生物固

定、土壤磷的吸附与解吸、土壤磷的沉淀与溶解、土壤磷的流失及提高土壤

磷有效性的途径。 

4、 熟练掌握土壤中硫的形态与土壤硫循环、大气硫的沉降、土壤有机硫的矿化、

土壤无机硫的生物固定、硫的氧化和还原、硫的吸附与解吸等过程以及土壤

硫的调控与管理。 



5. 掌握土壤钾的形态与土壤钾的循环与转化、土壤钾的固定与释放、土壤钾的损

失以及土壤钾的调控与管理。 

6、 掌握土壤微量元素的形态与土壤微量元素循环、土壤微量元素的吸附与解吸、

土壤微量元素的沉淀与溶解、土壤微量元素的氧化与还原、土壤微量元素的

络合与离解以及土壤微量元素的调控与管理。 

 

下篇  土壤利用与管理 

 

第十一章 土壤肥力与养分管理  

1. 熟练掌握土壤肥力、土壤生产力、养分生物有效性的概念；掌握土壤养分的形

态有效性、土壤污染元素的形态有效性和养分及重金属的空间有效性。 

2. 熟练掌握植物根系吸收养分的过程，土壤溶液中养分的补给与供应和土壤养分

向根系的移动。 

3. 掌握农田养分管理的基本原理及农田氮磷管理技术。 

第十二章 土壤污染与修复  

1．熟练掌握土壤背景值、土壤自净作用、土壤环境容量、土壤污染的基本概念。 

2．掌握土壤主要污染物的种类、来源及危害。 

3．熟练掌握土壤组成、土壤酸碱性及土壤氧化还原状况对污染物毒性的影响。 

4．熟练掌握污染土壤主要的修复技术及技术的特点；掌握土壤污染的预防措施；

了解污染土壤的修复标准。 

第十三章 土壤质量与农产品安全  

1. 掌握土壤质量的概念及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 

2. 掌握土壤肥力退化、肥料和农药施用以及土壤环境污染与农产品安全的关系。 

3.了解保障农产品安全的土壤质量管理对策及措施。 



第十四章  土壤退化与生态恢复  

1. 掌握土壤退化的基本概念及土壤退化的分类。 

2. 了解我国土壤退化的背景与基本态势。 

3. 熟练掌握我国土壤退化的现状、主要类型、原因及防治。 

4. 掌握土壤退化的生态恢复。 

第十五章  土壤分类与调查技术  

1. 掌握土壤分类的基本概念，了解土壤分类工作的内容和土壤分类的理论基础和

依据。 

2. 掌握中国土壤分类系统的分类原则和依据，了解中国土壤分类系统的命名方

法。 

3. 掌握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和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分类原则；

了解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分类系统、命名方法和检索方法及土纲检索；了解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与中国土壤分类系统的土壤参比。 

4. 了解国际土壤分类发展趋势。 

5. 掌握土壤资源调查的内容和步骤、技术要点、田间方法和遥感调查方法；了解

土壤资源调查的准备工作和土壤调查成果的应用。 

第十六章  土壤资源类型及合理利用  

1. 掌握我国土壤的形成环境条件。 

2. 了解土壤空间分异与分布规律。 

3. 掌握土壤资源的特点及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4. 了解主要土壤类型及其性质。 

5. 了解耕地、草地和林地的开发与合理利用。 

6. 掌握区域土壤资源的改良措施、利用与保护。 

 

五、主要参考教材 



1、黄昌勇、徐建明主编．土壤学(第三版).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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