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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何为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 ）是用一种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土壤表面

特征和植被类型，就如同我们用标准命名来识别植物群落和土壤类型。土壤表面

特征及其分类模式描述的是 （即空气和土壤的临界面），植被的空

间排布（植被模式）和 迹象。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记录了最终会

影响 的土壤表面特征和植被类型，以及对于植物 和

的补充观察记录。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具有分类和排序的价值，在对监测 建立

、土壤调查信息，或者在描述被监测土地的位置条件时，可用来做快速的

评估。这种分类记录了土壤表面特征和植被类型，它们影响着监测点对于管理措

施、以及恢复自然驱动力的响应能力。到目前为止，获得这些属性类型的信息还

是需要高科技或密集的时间过程，所以土壤表层的特性与植被种类的数据还不能

按常规方法去收集或利用。因此我们发展了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来帮助克

服这种局限性。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与一些在草地健康状况的指标（ ；

）以及景观功能分析（ ）中所描述的指标

是一致的。不同于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的评估不是依据

的偏差，而是对于观测地的现存条件的描述。此外，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

通过对 和 比如 、 、 、短林丘 分别得到的不同的属

性特征进行综合观察分析，从而得到一个单一的分类标准。因此，一个有经验的

观测者可以迅速对某一观测地做出评价，而无需通过综合评定和解析很多个独立

的指标。当在一个广阔的区域中快速整合多重观察结果时，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

类模式是非常有用的。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更倾向于是一种土壤表面性质

的分类方法，而不是作为 和 的评价方法（尽管其在本质上是密

切相连的）。

土壤表面特征类型描述了出现在空气—土壤界面（土壤表面特征即指与空气

土壤表面特征

土壤再构

生态系统功能 群落组成 土壤剖

面

样地 现状

信息库

潜在位置

基座 水流模式 细流

土壤质量 草地健康

概述—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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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壤的土壤上部 区域）的物质类型。每一类型都代表无植被覆盖地表的

特性，这些特性能够影响土壤 、 和沉积、水分 以及植被生长等。

描述的是在一个样地中活力持久的 斑块及

（植物斑块间隙）之间的空间分布模式。不同的模式可以影响一个地区的

水分和养分的保持，同时可以阻止土壤侵蚀作用。

描述的是样地中土壤流失或沉积的范围及程度。土壤再构（由

于风和水的作用造成的土壤侵蚀和沉积）通过直接 和间接添加或损失营养来

影响植物。土壤再构也会影响空气和水的质量，以及其他生态系统的功能。

这些分类类型通常与一块样地（ 英亩或 × 米）的植被和土壤剖面的

观察报告结合使用，来描述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的 。土壤剖面能够用于理解

一个点的内在潜能，尤其是 。植被数据能够用于判断植物群落所处的

阶段或特征，包括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生物体的变化情况。土壤

表面特征和资源保持力分类描述的是影响植物群落生产力和土壤侵蚀性的土壤

表层的性能。土壤再构分类阐述的是影响土壤表层、植物群落特性、以及有效的

且近期的土壤流失或沉积。这五个因素（植物群落、土壤剖面和三个土壤表面特

征分类模式）以多种方式相互联系，从而影响着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生态系统的功

能或者牧场的健康状况。举例说明，基于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的评估报告可以

帮助我们评估那些发生大范围的快速的土壤退化，是否有成功恢复的可能性。

当土壤表层特性和植被空间排布影响到土壤和养分再分配、资源保留、水渗

透性和植物生根时，都可以应用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尤其是土壤表面特

征及其分类模式被设计应用在干旱、半干旱和半湿润的生态系统中。如果再做一

些试验和改进，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也可成功应用在湿润区生态系统中。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还可以应用在沙漠地、草地、放牧地和森林等。土壤

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已得到发展并应用于世界上许多干旱地区的土地评估，包

括位于美国、中国、外蒙古、澳大利亚、以色列和阿根廷（在本文的照片中有反

侵蚀 养分保持 渗透

资源保持力类型 维管植物 交叠斑

块区域

土壤再构类型

干扰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的应用

状况

生态学区位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的应用范围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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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Brandon

应）。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甚至可以应用于耕地，尤其是在旱作农业的间

歇期。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整合了多种土壤和植被的观察结果，而这些特征

的发生和外部表现都不一样。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是把出现在观察报告中

的各种各样事件和外观多重特性进行了一体化的分类。因此，土壤表面特征及其

分类模式在这个领域的应用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各种阶层的分类有时是模糊的

——即一块地可能呈现的特征不止表示一个类型。这就像从一个内科医生得到的

诊断结果是相似的，很少人认为定性观察，比如嗓子红或淋巴结肿胀，并非是有

价值的诊断标准。大多数人都认为并不一定要通过颜色的变化来判定嗓子的健康

状况，而淋巴结的大小也不能说明其肿胀情况。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作为

一种工具，可起到帮助诊断生态系统功能好坏的作用。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就像一种诊断生态系统作用的新工具。这里提供

的这种操作手段，即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技术，致力于使不同测量者对于

同一块土地的评定能够有一个统一的评级标准。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我们以大量

案例为基础。我们期待这个指南在使用者的批评指正中得以完善，由于本文作者

并没有直接接触过有关地理学的经验，故尤其欢迎地理学领域专业人士的批评指

导。请不要犹豫联系 或 提出问题和建议，帮助我们完善本手册。

1.4 请帮助我们完善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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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土壤表面特征分类

土壤表面特征分类（ ）即对空气—土壤界面薄层内的描述，包括物理结

皮、化学结皮、 、土壤表面岩石、半腐烂的落叶堆、裸露的土壤及

团聚性等方面。每一个类型的特性都将影响水分渗透性、土壤侵蚀与稳定、

养分保持与增加，以及植被生长。在多因素影响下的样地中，土壤表面特征类型

的选择基于影响最大的那个特征来确定。

土壤表面特征的分类是依据对某些因素（如土壤稳定性及土壤侵蚀）的影响

程度进行分级，这也便于在样地内正确的判断土壤表面特征类型。举个简单的例

子，各类别土壤表面特征保护土壤、防止侵蚀及机械破坏的能力不同，将他们按

能力大小进行排列，结果如下：祼露的单一细粒土 脆弱的物理或化学性结皮

坚固的物理结皮 侵蚀砾层 沙漠砾石表层。土壤表面特征类型可作为暂时的分

类，也可以作为长期的分类。贫瘠的物理或生物结皮可在物理性破坏下转变为裸

露的无结构土壤，在雨水的冲刷作用下，耕地的土壤可由土壤团粒体表面改变为

贫瘠的物理结皮。强的降雨可以带走侵蚀砾层内的岩石碎片，但却不能移走沙漠

砾石表层上的大块岩石。

围绕一个 × 米的区域空间（或一个你指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方），通常

以土壤剖面为中心来观察土壤表面特征（即土—空气的界面之间的 厘米的

横切面）。

如果有必要，可以从所选样地中挖出一些“ ”，来观测其结构性

、蓝藻鞘、 、 等。为了避免破坏土壤表面特征，可使用土壤

剖面刀、考古镐或小铲子从基础土层中分离土壤表面特征。

当确定具体类型时，需要考虑的仅是土壤表面特征而非 的土壤空

间。从土壤表面特征分类列表（表 ）的顶端开始，依次向后逐一完成。虽然可

以有两个或更多土壤表面特征类型出现，但对这种多类型的解释是较困难的，因

此只选择土壤表面特征分类数据表（表 ）中的一种类型即可。当出现一个以上

类型时，选择对于样地中 、水分渗透性和养分存留等影响最大的一个

生物地表 土壤

颗粒

土壤表面特征分类（ ）方法

结皮层 团聚

体 生物地表 物理结皮

植物底部

土壤稳定性

2.1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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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也就是说具有最大影响力的土壤表面特征类型在一块样地中往往占有最大

的区域。

如果在土壤表面特征分类表（表 ）中土壤表面特征类型选择为脆弱的物理

或化学结皮、盐质结皮、不太成熟的生物地表、破裂或卷曲的坚韧藻类地表和十

分成熟的生物地表时，要将一个或两个优势生物地表的 记录在表格

上优势生物地表（生物地表）一栏中 表 。

如果样地内为大量松散、无结构的土壤斑块（多为

近期风蚀沉积物）不连续的覆盖在一种类型的土壤表面特征上，在相应的土壤表

面特征类型修正栏（ 修正）内记入“ ”（松散的土壤，图 ），此处“ ”

并不是对“ ”（祼露的单一细粒土）的修正。

自上而下逐步完成土壤表面特征类型数据

表。在土壤表面特征分类项中找到一个最能描述样地性状的表述，在其后的“选

择一项”栏中做出相应的标记。在这里，生物地表是选择土壤表面特征类型的一

个重要成分，将优势生物地表功能 结构群编码写入对应的“生物地表”栏内（表

格中已被填黑处无需填写），对应的编码作为脚注，已在表格下列出。如果样地

内为大量松散、无结构的土壤斑块且不是连续的覆盖在一种类型的土壤表面特征

上，我们要在对应的土壤表面特征类型修正（ 修正）一栏中填写“ ”（这里

不是用来标记祼露的单一细粒土壤表面特征）。更多关于如何使用这张表格以及

每个土壤表面特征类型的详细说明可以在土壤表面特征分类方法和土壤表面特

征分类说明中看到。完整的土壤表面特征分类数据表可在如下网址提供下载：

（ 年 月 日录入）。

的土壤学科学家们请注意：土壤表面特征分类数据表需要修正以适用于

的土壤结皮修正器。

功能 结构群

土壤表面特征类型修正：

表 土壤表面特征分类数据表。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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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CV( ) M LV

A 2 So=

表 土壤表面特征分类数据表1  

土壤表面特征分类

选择

一项

生

物地

表

修正

祼露的单一细粒土。土壤表面特征具有的特征只有裸露的矿质土

壤而无其他类别

土壤团聚体。在土壤表层形成完好并且独特的结构团聚体，不

含其它土壤类型（完好团聚，非扁平状的，稳固的土壤）

稳固土壤中的岩石覆盖。土壤表层物质是受空间接近或部分嵌

入的岩石碎块（大多是大块的圆石）来保护，与土壤表面岩石相连。

脆弱的物理或化学结皮，没有或有很少的悬挂于土壤自然结构

上的蓝藻鞘，且没有由于蓝藻造成变黑。

坚固的物理结皮，常常是板状或大块，没有实质的生物组分。

暴露在表面的胶结层

盐质结皮，是土壤表层蒸发后沉积形成的一些精细、粗糙的结

晶或一些看得见的白色结晶，也包括一些生物组分。

不太成熟的生物地表，稠密的蓝藻鞘形成一个光滑或凹陷的黑

色外壳，包括一些功能性或结构性的群组（藻类、地衣、苔藓）

十分成熟的生物地表，通常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功能 结构

群（蓝藻，藻类，苔藓，地衣）形成的有多皱、尖顶或起伏的结皮。

破裂或卷曲的坚韧藻类地表，有或没有地衣类。

侵蚀砾层；侵蚀发生后或优质土壤矿质被移走后形成一个高度

统一的砾层，其中单独的碎片可能随径流流走。

沙漠砾石表层，由紧密排列、被浸渍过的岩石碎块牢牢嵌入到

泡状土壤层中形成。

半腐烂的落叶堆，位于 层之上（一个间隔或连续的 层）未

腐烂到完全腐烂程度的植物体及有机物。

从列表中主要的功能性和结构性群组中列出 个占优势的生物表皮： 蓝细菌 ， （苔藓类）， （地

衣）， （藻类）。 土壤表面特征分类修正： 一个松散土壤分类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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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So

PC

1a 1b /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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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a.

1.b.

—土壤表面特征分类为疏松的土壤。箭头所指的是松散、无结构的土壤（多

为近期风蚀沉积物）不连续的覆盖在土壤表面特征上。注意图 中，疏松的土

壤偏红而被它所覆盖的土层偏灰。在这个例子中， 被记入土壤表面特征分类

修正列（ 修正），在数据表中“脆弱的物理或化学结皮”的最右侧。在（图

中“脆弱的物理或化学结皮”是偏灰色的土壤而图 中为偏亮 偏黄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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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eds

2

2.2 PC

S-

3

SA-

4

RM-

5

WP-

6

SP-

7

土壤表面特征种类（ ）描述

祼露的单一细粒土；土壤表面特征具有的特征只有裸露的矿质土壤而无其

他类型（图 ）

土壤自然结构体

水蚀

土壤团聚体；在土壤表层形成完好或独特的结构团聚体，不含其它土壤

类型（完好团聚，非扁平状的，稳固的土壤；图 ）

角块状 次棱角形块状 颗粒状 柱状

稳固土壤中的岩石覆盖；土壤表层物质是受空间接近或部分嵌入的岩石

碎块（大多是大块的圆石）来保护，并土壤表面岩石连片（图 ）

脆弱的物理或化学结皮；没有或只有很少的悬挂于土壤自然结构上的蓝

藻鞘，没有由蓝藻变黑（图 ）

板状结构

光滑

雨滴影响

飞溅侵蚀

坚固的物理结皮；常有板状或大块状土壤结构，没有实质的生物组分（图

） 菱柱形 大块状

。对这个土壤表面特征类型的辨别可通过其缺少一定团聚结构的

特征（即单一细颗粒）来判断。表层无 。直径小于 毫米的单个

土壤微粒放在手中是可见的，被物理性粉碎的土壤颗粒一般处于此种类型。这种

土壤表面特征极易受到风蚀和 。

。土壤表层结构（ ）有

的是 、 、 和 。挖一个土壤剖面坑即可观察土壤结

构并确定土壤团粒体类型。土壤团聚体表面介质主要出现在草原地区，并因富含

有机质而变黑。含有结构性团聚体的土壤通常对于风蚀和水蚀具有高的抵抗力，

而且又有良好的渗透性。

。土层一般会

慢慢积累。岩石覆盖的土壤表面特征一般是肥沃且高产的，岩石覆盖的土壤表面

特征对于侵蚀的抵抗能力高于土壤团聚体。

。蓝藻鞘经常以几乎看不见的链状形态悬挂于结

皮碎块上，其上粘附着土壤小微粒。土壤表层是一种薄的或中等大小的 ，

且有时 （图 ）或伴有细小的裂纹。较薄的外壳与土壤颗粒粘合在一起，这

样相对于祼露的单一细粒土层而言，可以稍稍增加土壤抵抗风和水的侵蚀能力。

然而，脆弱的物理或化学性结皮的土壤表面特征会被 而破坏，最终导致

。这也会封闭土壤中的透气小孔，相对于祼露的单一细粒土和结构性团

聚体土壤表面特征，土壤的渗透性会降低。

。这些结皮层是十分厚的板状、 、柱状和 介质。当用手指按压这

一结皮层时，这个干燥的坚硬物理结皮一般是坚硬的，很难穿透。尽管在某些情

况下，生物或较薄的物理性外壳会出现在这个厚厚的物理性结皮的上面，但很多

情况下，这里没有大量实质性生物地表成分。因此，应存细确定完整的土壤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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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EM

特征类型，可以通过观测挖出或拔起的 厘米厚的表层土来实现，其中或许存在

。坚硬物理结皮可以抵抗雨水冲刷，相比于脆弱的物理或化学性结皮其土壤

表面特征可以降低风蚀和水蚀。由于表层具有封闭和较少的细孔，其渗透率较低，

且 会出现。

是在土壤表层以下土壤形成过程

中产生（即 ）。侵蚀作用使得这些胶结层到了土壤表层。这种类型

土壤表面特征样地，覆盖在胶结层上的残留土壤是典型的离散式。覆盖在土壤表

面的脆弱石膏结皮是包含在胶结层土壤表面特征中的，胶结层通常能够抵抗风侵

和水侵，但是会限制土壤的渗透性，尤其是新植被的生长。由于侵蚀作用暴露的

红岩地区包含在 类型中。

盐质结皮一般形成于脆弱

的物理或化学性结皮或坚硬物理结皮的表面。渗透率的变化取决于盐的类别及下

部的物理结皮。当盐质结皮出现时，会降低植物群落对土壤盐碱化的抵抗能力，

盐化会干扰幼苗的生根。

不太成熟的生

物地表相对于脆弱的物理或化学性结皮可通过紧密的蓝藻鞘来分辨。它们对于抵

抗雨滴冲击和土壤侵蚀方面的能力优于脆弱的物理或化学性结皮，但由于其缺少

足够的粗糙度，不能连续捕获 及减缓 。不太成熟的生物地表土壤表面特

征区域经常包含一些断裂的生物地表，这会导致形成小的、不稳固的物理性结皮

斑块。

相对

于不太成熟的生物地表，十分成熟的生物地表一般是由两个及以上的功能性或结

构性的群组构成。粗糙度和连续性都比不太成熟的生物地表强，可以留住土壤颗

粒，减缓流失速度，防止水土流失。

这些结皮层

是由薄的，尤其是表面有裂纹的土壤自然结构体组成，这些结构体在边缘处可能

泡孔

细沟侵蚀

暴露在表面的胶结层（图 ）；胶结层

土壤剖面 层

盐质结皮；是土壤表层蒸发后沉积形成的一些精细、粗糙的结晶，或一

些看得见的白色结晶，也包括一些生物组分（图 ）。

不太成熟的生物地表；稠密的蓝藻鞘形成一个光滑或凹陷的黑色外壳，

包括一些功能性或结构性的群组（藻类、地衣、苔藓）（图 ）。

沉积 径流

十分成熟的生物地表；通常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功能或结构群体（蓝

藻，藻类，苔藓，地衣）形成的有多皱、尖顶或起伏的结皮（图 ， ）。

破裂或卷曲的坚韧藻类地表；有或没有地衣类。（图 ）。

CEM- 8

B

SC-

9

PDB-

 10

SDB-

2 11

CB-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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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会向上弯曲。当较湿润时，与这一结皮层接触是有弹性的，而且单独的土壤自然

结构体下部多会出现绿色。破裂或卷曲的坚韧藻类地表土壤表面特征偶尔会夹杂

着地衣类。破裂或卷曲的坚韧藻类地表通过将土壤颗粒粘合在一起而使土层表面

更加稳固，然而，这一卷曲的结皮层易分离或者被风、水带走。破裂 卷曲结皮

的抗侵蚀能力取决于其水分状况，尺寸，厚度和支撑点强度。在一般情况下，相

对于不太成熟的生物地表和十分成熟的生物地表，干燥的开裂和卷曲有弹性的蓝

藻结皮层低抗 的能力弱。破裂或卷曲的坚韧藻类地表对于稳定土壤表面、固

定沉积物及 保持优于脆弱的物理或化学结皮和祼露的单一细粒土壤表面特

征。

每一岩屑的密度、表面及形状

大小都是不同的，但岩屑是存在于植物间隙的主要土壤特征物。相对于沙漠砾石

表层（下面的），砾层不会出现 ，也不会像打磨过一样比较光滑。侵蚀砾层

能够抵挡土壤表面的雨滴冲击、 及风侵蚀。不同于岩石覆盖和沙漠砾石

表层土壤表面特征，构成侵蚀砾层的岩屑不是镶嵌在积累的土壤物质中。

相比于暴露的岩石表面、镶嵌着岩石的土壤及内

含泡孔的土壤而言， 呈现的是变暗且有光泽的外貌。岩屑的高覆盖、集

中且自然植入使得沙漠砾石表层抵抗风和水的侵蚀能力略高于侵蚀砾层。岩屑植

入土壤的表面，并伴随着发育完好的泡状结皮层，相对于侵蚀砾层，水分的渗透

能力显著下降。地表径流发生时，单个的岩屑不会随之移动。沙漠砾石表层形成

了稳定的表面，表明没有近期的或活跃的侵蚀作用。

。位于半腐烂的落叶堆积层上部的个体

叶片和植物各部分是可以被辨别的，但是随着深度的加深，辨别会越来越困难。

土壤剖面 层的边缘部分，单独的植物某些部分是不太易辨别的。半腐烂的落

叶堆积层可以提高土层表面的稳定性，防止土壤受到雨滴冲击，表面径流和风蚀

而造成的侵蚀影响。半腐烂的落叶堆积层对水分渗透性的影响依赖于其厚度、水

分含量以及半腐烂的落叶堆积层和 对水分排斥力的大小。细孔的存在、半

风蚀

资源

侵蚀砾层；侵蚀发生后或优质土壤矿质被移走后面形成一个高度统一的

砾层，其中单独的碎片可能随径流流走（图 ）。

涂膜

地表径流

沙漠砾石表层；由土壤表紧密排列、被浸渍过的岩石碎块牢牢嵌入到

泡状的土层中形成（图 ）。

沙漠涂膜

半腐烂的落叶堆；位于 层之上（一个间隔或连续的 层）未腐烂到完

全腐烂程度的植物体及有机物质（图 ）

矿质土

EP-

 13

DP-

 P14

D- A 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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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treter et al. 2007

0 1

1 3

5-15

3-5

腐烂的落叶堆积层中的潮湿区域以及潜在的矿质土可以促进 。

生物地表形态学（ ）。典型的平滑生物地表出现在炎热

的极干旱沙漠或在刚刚发生干扰的沙漠中出现。平滑生物地表的垂直地貌最小，

只有 — 厘米之间，通常由 占领。 生物地表发生在极轻的干旱沙漠，垂

直地貌高于平滑地表，高度在 — 厘米之间，并且包含了矿质土壤和平滑地表之

间的间隙。 生物地表发生在中纬度凉爽的沙漠，垂直地貌高度最大在 厘

米之间。 生物地表外貌只出现在严重霜冻的冬天。起伏生物地表比光滑地表

有更多的垂直地貌，但比尖形地貌少，垂直高度在 厘米之间，起伏地表通常

不包括矿物土壤地表或者平滑地表的间隙部分。

优先流

图

蓝藻 多皱

尖顶

起伏

 2



12

                   

S

5 3a

3b

3b

图 3 

3.a.

3.b.

3.c.

—祼露的单一细粒土。土壤表面特征的主要特征是只有裸露的矿质土而不

含其他种类。直径小于 毫米的单个土壤微粒放在手中是可以看见的（图 ）。

祼露的单一细粒土壤表面特征（图 左侧箭头所指）经常会观察到动物的足迹。

在这里人类足迹和沙地上的痕迹是相似的，没有结构性团聚体被足印所破坏（图

右下部箭头所指）。

沙地上
的脚印

沙地上
的踪迹

单 一 颗 粒
（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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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4a

4b

Bruce Kunze NRCS

图 4 

4.a.

4.b.

土壤团聚体。在土壤表面形成的结构完整且有明显结构的团聚体，不含

其他土壤表面特征种类（完好的团聚，但不是板状结构，稳定土壤；图 ）。团

聚体土壤表面特征主要出现在草地群落地区（图 ），颜色因含有机质而变暗。

图片是由 提供，土壤资源领域科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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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

 5a-c

图

圆石

 5

5.a. 5.b.

5.c.

5.d. 5.e.

稳固土壤中的岩石覆盖。土壤表层物质是受空间接近或部分嵌入的岩

石碎块（大多是大块的 ，图 ）来保护，或者与基岩混合在一起。岩石

覆盖的土壤表面特征一般是肥沃而高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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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

6a

6b ( 6c-d)

图 6 

6.a
.

6.b
.

6.c
.

6.d
.

脆弱的物理或化学结皮，没有或有很少的悬挂于土壤自然结构上的蓝藻

鞘，且没有由蓝藻变黑。蓝藻鞘经常以几乎看不见的链状形态悬挂于结皮碎块上，

蓝藻鞘上粘附着土壤小微粒（图 圆圈处）。土壤表层是一种薄的或中等大小的

板状结构（图 ）。土壤表层有时会有光滑或较浅的板状裂纹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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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7a-d

2 7a-b 7b

图 7 

7.a.

7.b.

7.c.

7.d.

坚硬物理结皮，常有板状或大块土壤结构，没有实质的生物组分（图

）。在某些情况下，生物的或较薄的物理性外壳会出现在这个厚厚的物理结

皮的上面。因此，要得到完整的土壤表面特征类型，可以通过观测挖出或拔起的

厘米厚的表层土来实现（图 ）。结皮层中存有泡孔（图 ）。

板状土壤结构

泡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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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M-

8a-c

8b

CEM

CEM

图 8 

8.a.

8.b.

8.c.

暴露在表面的胶结层。胶结层是在土壤表层以下土壤形成过程中产

生的，侵蚀作用使得这些胶结层到了土壤表层（图 ）。在这个土壤表面特征

类型的区域里，覆盖在胶结层的土壤残余部分是典型的松散结构（图 ）。

覆盖在胶结层的

土壤残余部分

较少侵蚀

的土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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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9a-d

9e-f 9b

Joe Chiaretti NRCS

SC

9

9.b.

9.c.

9.d.

9.e.
9.f.

9.a.

图 盐质结皮，是土壤表层蒸发后沉积形成的一些精细、粗糙的结晶（图 ）

或一些看得见的白色结晶（图 箭头所指），也包括一些生物组分。图 由

提供，土壤科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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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B-

10a

10a-d

图

波纹

10 

10.a.

10.b.

10.c.

10.d.

不太成熟的生物地表，稠密的蓝藻鞘形成一个光滑或凹陷的黑色外

壳，包括一些功能性或结构性的群组（藻类、地衣、苔藓；图 ）。不太成熟

的生物地表相对于脆弱的物理或化学结皮是通过紧密的蓝藻鞘来分辨的（图

）。

地衣类 由于蓝藻造
成轻度变黑

由于蓝藻造
成的未变黑

由于蓝藻及松散的地衣造成的变

黑或未变黑的 状结皮层区域

由于蓝藻造成的变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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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B

( 11a-f)

( 11d-f) 11c Tom Reedy NRCS

图 11

11.a.
11.b.

11.c.

11.e.
11.f.

11.d.

—十分成熟的生物地表，通常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功能或结构群体

（蓝藻，藻类，苔藓，地衣）形成的有多皱、尖顶或起伏的结皮 图 。相对

于不太成熟的生物地表，十分成熟的生物地表一般是由两个及以上的功能性或结

构性的群组构成 图 。图 由 提供，科学家（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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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

12a-d

12a

CB

CB

图 12

12.a.

12.b.

12.c.

12.d.

—破裂或卷曲的坚韧藻类地表，有或没有地衣类。这些结皮层是由薄的，

尤其是表面有裂纹的土壤自然结构体组成，这些结构体在边缘处可能会向上弯曲

（图 ）。破裂或卷曲的坚韧藻类地表土壤表面特征偶尔会夹杂着地衣类（图

）。

无地衣的

有地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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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

13a-c 13d

13a-c

图 13

13.b.

13.c.

13.d.

13.a.

—侵蚀砾层；侵蚀发生后或优质土壤矿质被移走后面形成一个高度统一

的砾层，其中单独的碎片可能随径流流走。每一岩屑的密度、表面及形状大小都

是不同的（图 ），但岩屑是存在于植物间隙的主要的土壤特征物（图 ）。

相对于沙漠砾石表层，砾层不会出现涂膜或也不会像打磨过一样比较光滑（相对

于下一页），岩屑不是完全的嵌入到土壤表面内（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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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

14a b

14a b

Joe Cook AZGS

图 泡状14

14.a.

14.b.

—沙漠砾石表层，由紧密排列、被浸渍过的岩石碎块牢牢嵌入到 的

土表中形成。与侵蚀砾层相反，大小不等砾石岩屑是完全嵌入在土壤表面，并不

会因径流而移位（图 和 ）。岩石的光泽外表表明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沙漠

涂层表面（图 和 ）。沙漠砾石表层表明没有近期的或活跃的侵蚀发生。图

片由 提供，地质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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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A

15a

b A 15b

A

图 层15 O

15.a.

15.b.

15.c.

半腐烂的落叶堆，位于 层之上（一个间隔或连续的 ）未腐烂到完

全腐烂程度的植物体及有机物质。位于半腐烂的落叶堆积层上部的个体叶片和植

物各部分是可以被辨别的，但是随着深度的加深，辨别会越来越困难（图 和

）。土壤剖面 层的边缘部分，单独的植物某些部分不太易辨别（图 ）。

在表层可分辨的

单独的植物部分

层边界线

半腐烂的

落叶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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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RC)

16

Herrick et al. 2009

Reitkerk et al. (2004)

第 章 资源保持力类型

资源保持力类型 描述的是在一个样地中持久的维管植物斑块和这些

斑块间隙区域的规模和相关性。每一类别的特征反映了持久植物群落保持水分、

养分、土壤和其它资源（掉落物、种子等）的能力。在较低的分类级别中，这些

资源有更大的可能性被保留下来。图 提供了关于用资源保持力类型来描述植

物—空隙区域模式的概念性概述。不像空隙截取方法仅沿一维方向，即沿着横断

面线，测量斑块空隙（ ），而资源保持力分类在二维方向上考虑

空隙的大小和形状，因此便有了斑块间的联系性。

资源保持力分类中所描述的不同类型的图示概述。这个图表展示了一个模

拟的植被片区的一体模式，其中深色区域代表 ，白色代表空隙区域。

每一有颜色的方框代表一个特定地区，而且每个地区中植物斑块和空隙区域的模

式与相关的资源保持力类别相对应。图表改编自

图

持久植物斑块

．相互连接的空隙区域并在不

同方向穿越整个地区；孤立的

持久植物斑块。

．相互连接的空隙

区域；零散的植物斑

块或没有植物斑块。

．持久植物斑块被延长

的穿越整个地区的空隙

区域分散隔开。

．相互连接的持久植

被并且其周围环绕的

圆形或椭圆形的空隙

区域大于 厘米。

．相互连接的持久植被或密集

丛生禾草覆盖并且其周围环绕

的圆形空隙区域小于 厘米。

．持久植物斑块被此地

区中延长的有边界的空

隙区域分散隔开。

16

5 6

4

2

30

1

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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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20 20

20

3.1 RRC资源保持力类型（ ）术语

持久维管植物：

持久植物斑块：

一年

生植物

土地资源

区 生态区 地域

空隙区域： 多年生

资源：

能够长期在某个地点生长的寿命较长的维管植物种类或寿命

较短但在同一地点可以不断自我繁殖和更新的植物种类。

由一种或多种持续性维管植物组成的独立群体，它们被空隙

区域与其他斑块分隔开来。持久植物斑块不包括那些能被风蚀或水蚀移走的

或其它寿命较短的植物，也不包括土壤表面特征中的非维管束植物。持久

植物斑块是通过在土壤表面或接近土壤表面的植物部分来定义。例如，高于土壤

表面的灌木冠层不能用于决定斑块的范围，因为它们几乎不能捕获在土壤表面横

向流动的资源。更确切的说，斑块的尺寸是由植物的基部和土壤表面的冠层部分

决定（图 和图 白箭头所指）。持久植物斑块的稳定物理结构可使它们能够

捕获和保留水分、养料以及土壤，这经常作为持久植物斑块区域沉积物积累的证

据。

一般来说，一个持久植物斑块由许多植物构成，它们彼此之间的根际距离在

厘米以内。当两个相邻植物在某一方向上的距离超过 厘米时，它们可被认

为分属于两个各自独立的植物斑块。

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依据植物如何拦截那些在土壤表面横向移动的资源为你

所研究区域的持久植物斑块定义不同的规则。但这些规则在相关主要

、 及 上应该是通用的，并且能够反应植物组成和斑块如何影响资源

保持力。

没有 、寿命较长的维管植物，实际上只有有效的土壤表面

特征或生长寿命较短、非持久植物的土壤表面特征。空隙区域中植物密度通常大

于 厘米。因为资源保持力分类所关注的是持久维管束植物的覆盖以及这种覆

盖在稳固土壤表层和捕获资源中的排列方式，所以包含岩石碎片、矿质土壤、杂

物、半腐蚀的落叶堆、生物或物理结皮、只有一年生的非持久植物覆盖或缺乏持

续性植物覆盖的区域都被认为是空隙区域。符合这些要求的动物干扰区（如蚂蚁

等）也被认为是空隙区域。空隙区域是径流的来源，当径流发生时，裸露的土壤

表面特征又经常是沉积物的来源。

具有生态或景观功能的水、土壤、杂物、种子和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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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GL2 2. PLMU3 3. SCBR2

http://plants.usda.gov/java/

2 1 2 3

, 

, PRGL

; FLCE

SH w/mid PG

图

图

稳 定 的 植 物 斑

块

植物板块

17

18

2
1

3

三个分离的斑块类型出现在这个系统中。斑块的组成可以通过植物代码（

： ， ： ， ：

；植物代码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获得： ）在

数据表 中加以描述。或者可以简单地被描述为 、灌木， 、多年生中高草， 、

多年生矮草。代码可以用来形容不同的生活型（如，高位芽植物 中高地上芽植

物 矮地上芽植物）。白色箭头指示的是 斑块的宽度。

这里的植物斑块通常包括焦油灌木（ ），并伴有一

种或多种其它植物和寿命长的多年生中高草物种。这些植物斑块可以被认为是焦

油灌木和多年生草本及其它物种（ ，等）混合而成。白色箭头指出

了斑块的宽度。注：斑块的宽度比冠层的宽度小。

Prosopis glandulosa Pleuraphis mutica Scleropogon 

brevifolius

Flourensia cern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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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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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23 24

3 4( 21 22)

3 5 2

17 18

3.2 RRC资源保持力分类（ ）的方法

上风面 下风面

风区长度

矩阵

绕着面积为 × 米的区域走动（或其它能代表该地区的样方），尤其要注

意观察土壤剖面。观察空隙区域的规模和形状（ 厘米或与你的定义相符）以

及持久维管植物的规模和联系性。

思考持久植物如何影响这个地方资源的横向移动。

从上坡一侧行至下坡侧，只呆在空隙区域中。想象地表水在此区域流过。思

考沿地表水流经的大致方向，你走多远才可以遇到能够减慢水流流速和捕获沉积

物的持久植物斑块（即，空隙区域的长度是多少？）。

从 行至 ，呆在空隙区域中。你走多远才可以遇到能够拦截风和

沉积物的持久植物斑块（即，空隙区域的长度是多少？ 是多少？）。

现在，记住它们的长度。那么这些空隙区域的宽度是多少呢？

观察整个样地的空隙区域的尺寸和形状后，带着下面这些问题从数据表中

（表 ）去选择一个资源保留类别：

这些空隙区域的直径是否小于 厘米？它们的形状是圆形或椭圆形？或者

是否空隙区域的长度要明显大于宽度？这些空隙区域是否为风和水提供路径？

这些斑块的长度是否大致与它们的宽度相等，并且在几个方向上是否相互连接？

这个区域是否以 型持久植物为主，有或无零散的空隙区域（如资源保持

力类别 或 ，图 和图 ）？或者这个区域是以相互连接的空隙区域为主，

周围或无独立、分散的持久植物斑块（如资源保持力类别 或 ，图 和图 ）

吗？如果这个地区与前两种情况均不符，考虑一下类别 和 图 和图 。

应用多种类别可最好的描述样地中的不同区域（如，一边是小圆形的空隙区

域，另一侧延长的空隙区域穿越了整个地区），但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样地归到

同一类别中。通常情况下，要选择一个对这个地点影响力最大的类别。

如果资源保持力分级为 到 ，就要在表 中描述持久植物斑块的组成（如，

组成斑块的草本和灌木种类，示例见前面的图 和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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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http://jornada.nmsu.

edu/esd/development -resources (2011 7 22 )

V 3.0
1

1

30

2 30

3

4

5

6

表 资源保持力分级（ ）数据表。

表 资源保持力分级（ ）数据表

2 RRC

2 RRC

选择最恰当描述持久植物斑块和空隙区

域的资源保持力类别。选择该地点保持土壤、水和养分影响最大的类别。如选择

资源保持力分级的 到 ，持久植物斑块的组成应在数据表的底部加以描述。更多

关于对这个数据表的应用信息详见资源保持力分级方法和资源保持力分级描述。

完整的土壤表面特征及其模式分类数据表可从以下网站下载：

年 月 日录入

资源保持力分级（ ）
选 择

项

．相互连接的持久植被或被密集丛生禾草覆盖并且其周围环绕的圆形空隙

区域小于 厘米
备注

．相互连接的持久植被并且其周围环绕的圆形或椭圆形的空隙区域大于

厘米

．持久植物斑块被此地区中延长的有边界的空隙区域分散隔开

．持久植物斑块被延长的穿越整个地区的空隙区域分散隔开

．相互连接的空隙区域并在不同方向穿越整个地区；孤立的持久植物斑块

．相互连接的空隙区域；零散的植物斑块或没有植物斑块

描述持久植物斑块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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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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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RRC

19 

30

20 2

30

资源保持力分类（ ）的描述

图 资源保持力类型 1：相互连接的持久植被或被密集丛生禾草覆盖并且其周

围环绕的圆形空隙区域小于 厘米。

图 资源保持力类型 ：相互连接的持久植被并且其周围环绕的圆形或椭圆形

的空隙区域大于 厘米。

在持久植物中的空隙区域不到 厘米。为

了选出这种类型 在样地上，相互连接的持久植物必须据有代表性 非空隙区域、

非短命草 生长期较短的禾草或草本植物 。

整片样地上空隙区域大于 厘米 而且其中的持久植

物相互连接。要选择这种类型 样地上的持久植物必须具有一些特征 非空隙区域、

非短命草 生长期较短的禾草或草本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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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资源保持力类型 ：持久植物斑块被此地区中延长的有边界的空隙区域分

散隔开。

图 资源保持力类型 ：持久植物斑块被延长的穿越整个地区的空隙区域分散

隔开。

21 3

22 4

成片的持久植物被空隙区域延伸分离 但这些空隙区域不能横跨整片样

地（样地有界限）。

成片的持久植物被空隙区域延伸分离，并且这些空隙区域反复穿越整片样

地或者延伸至样地较远处（样地没有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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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资源保持力类型 ：相互连接的空隙区域并在不同方向穿越整个地区；孤

立的持久植物斑块。

图 资源保持力类型 ：相互连接的空隙区域；零散的植物斑块或没有植物斑

块。

23 5

24 6

在这片样地上持久植物并不是主要的特征，就算存在，也只

是一些分散的或孤立的植物斑块。

这块样地没有持久植物，或仅有几个单独的植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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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5

第 章 土壤再构分级

土壤再构分级是描述一块样地土壤重新分配过程（即由于风和水所造成的侵

蚀和沉积）的范围及程度。土壤再构的过程有许多特征，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几

点：基座、地表径流、 、 、 。每一级别

的特征都能够影响到土壤支撑植物群落生长或其他功能的能力。土壤再构的范围

和程度，及其对植物的影响，随土壤再构级别的升高而加巨（图 ）。

随着土壤再构等级的提高，对土壤再分配程度增加的描述。在较高等级，

土壤再构的横向距离增加。

土壤再构分级的关注点在于活跃的或最近的侵蚀和沉积过程的证据。历史上

发生过侵蚀和沉积过程的证据也能被观察到（通常是在土壤剖面上），但土壤再

沉积堆 碳酸盐外壳 岩石碎屑表面的土壤线

图

最初的水平面

现在的水平面

25

5 cm
SRC 1 SRC 2

SRC 3a

SRC 3b

SRC 4a

SRC 4b

SRC 4c



34

1 2

20 20

SRC 0

SRC 1 SRC 

2 SRCs 3a-4c

25

3a 3b 4a 4b 4c

2

SRC 0 1 SRC 2

SRC 0 3

SRC 1

构分级更侧重于土壤再构如何影响了当前的植物群落生长和土壤流失速度。将近

期的土壤再构过程从历来的土壤再构过程中分辨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当确定正确

的土壤再构级别时，仅需考虑近期的或活跃的土壤再构过程。此外，在一个给定

的时间点上，侵蚀或沉积都可能是最明显的，甚至两者可以同样明显。在确定是

侵蚀或沉积其中之一还是二者同时影响一块土地时必须要非常认真。

确定土壤再构等级有两个步骤：（ ）评估土壤再构的空间范围（ ）确定其

严重程度。绕着 × 米的区域（或其它能代表该地区的样方）走动，尤其要

注意观察土壤剖面。观察该地点上发生的侵蚀和沉积过程的证据。土壤再构发生

过的证据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指标特征。“土壤再构分级说明”中对各级别土壤

再构分级普遍存在的指标加以了说明。附录中说明了土壤再构的指标及其代表的

过程。

土壤再构的空间范围包含以下几个程度：无再构现象（ ）；植被覆盖

的土壤矩阵上有轻微的土壤再构现象（ ）；斑块状的侵蚀或沉积现象（

）；在样地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发生了广泛的土壤再构现象（ ）。随

着侵蚀或沉积在样地上越发普遍，土壤再构的空间范围随之延伸越广。

回答下列问题，并参考图 ，来确定正确的土壤再构级别：

如果回答“是”，这块样地分类级别为 、 、 、 或 。在这种级别下，

这块样地包含了土壤再构的广泛证据，这些证据由大量的重复的土壤侵蚀和沉积

指标构成。继续进行步骤 来评估土壤再构的严重程度。

如果回答“不是”（即土壤流失或沉积的范围并不广泛），则这块样地的级别

为 ， 或者 。

继续下一问题来确定土壤再构级别：

没有，则在数据表格中选择“ ”（表 ）。

有，则选择“ ”。

是，则选择

4.1 

1. 

土壤再构分级的确定方法

步骤 确定土壤再构的空间范围

样地上发生了大范围的土壤流失或沉积吗？

存在侵蚀或沉积的证据吗？

在植被覆盖的区域中有轻微的土壤移动吗？

土壤再构的指标是否发生在被稳定的植被土壤包围的斑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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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 2

3a 3b 4a 4b 4c

25

10cm SRC 

3a 3b <10cm SRC 4a 4b 4c >10 cm

A <10cm SRC 3a

>10cm SRC 4a 4b

<100

<10cm

SRC 3b >10cm SRC 4b 4c SRC 4c

25

SRC 

3a 3

<10cm A

SRC 4a 4b

3b

SRC 4a

SRC 4b

“ ”。

只有广泛的发生土壤流失或沉积，正确选择了 、 、 、 和 级别（参

见图 ）的样地才进行严重性评估。土壤再构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植物根部和土

壤表面的高度差的不同（即侵蚀的深度和沉积的厚度多于还是少于 ）。

和 为土壤再构的中等水平（ ）。 、 和 为严重水平（ ）。

确定高度差是由于沉积和侵蚀中其一或两者共同造成的，可能需要在植物根部挖

一个小剖面（详情参见附录）。

如果植物根部高于土壤表面（高高在上），则是侵蚀的证据。对于土壤流失，

则要区分土壤表层（土壤剖面 层）中度流失（ ， ）和土壤表层严

重流失（ ， 或 ）。

如果植物根部位于地表之下，则是沉积的证据。沉积亦可由部分植物掩埋和

近期的沉积来表明。近期沉积（通常 年）可能由无结构的板状交替的薄或

细的 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由无结构且与地表以下土壤颜色不同的形

式（如，散沙）表现出来。对于土壤沉积，要注意区分中度土壤沉积（厚度 ，

）和严重（厚度 ， 或 ）或连续的土壤沉积（ ）。

侵蚀和沉积形成的 呈现出的状态是，位于侵蚀土表的上部，其有不同颜

色或纹理（通常是精细分层）。在样地中，侵蚀或沉积的覆盖范围决定了是其中

之一占据优势，还是二都共同占主导地位。

回答下列问题，并参考图 ，来确定正确的土壤再构分类：

是，则选择在数据表上选择“

”表 ）。

注：如果土壤流失 ，测量人员确定 层地表完全被侵蚀， 已暴

露，则是否存在沉积来选择“ ”或“ ”。

是，则选择“ ”。

是，则选择“ ”。

是，

则选择“ ”。

步骤 确定土壤再构的严重程度

层状土壤

土堆

这块样地主要是 的土壤流失吗？

下层土

是否主要是由样地外的沉积来源造成的 的沉积？

是否主要是 的土壤流失或样地内大量的暴露底层土，并且土壤沉积

显著？

是否块状沉积与 的土壤流失同样显著，或整片样地底层土暴露？

2.

<10cm

<10cm

>10cm

>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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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 4c

http://jornada.nmsu.edu/esd/

development-resources (2011 7 22 )

V 3.0
1

0.

1.

2. <5 cm 3 4

3a. <10cm 3 4

3 b. <10cm 3 4

4a. >10cm

4 b. >10cm 3 4

4 c. >10cm 3 4

3.

4.

1

,

是否样地上主要是连续的或 的沉积？

步骤 检查分类表述，并选择一个类别

表 土壤再构分级数据表。

表 土壤再构分级数据表

土壤再构分级定义：
没有侵蚀或沉积的证据。

少量土壤的再分布。

成块的、轻微（ ）的土壤流失和沉积

广泛的中度土壤流失（ ）。

广泛的中度土壤再分配（ ）。

>10cm

3.

3 

3 

0.

1.

2. <5 cm

3a. <10cm

3 b. <10cm

是，则选择“ ”。

参阅“土壤再构分级说明”中的分类描述来确定正确的分类级别。如果描述

不符合最初选择的级别，则重新评估样地并选择另外的类别。

从下表中选择一个土壤再构类别。在土壤再构

分级的定义内，土壤再构分级的级名为粗体字。每一级别的关键解释为斜体字。

用斜体字的解释来确定具体类别，斜体字之后为每个类别的依据。完整的土壤表

面特征及其模式分类数据表可从以下网站下载： 了解

年 月 日录入 。

土壤再构分级（ ）
选 择

项

没有侵蚀或沉积的证据

少量土壤的再分布

成块的、轻微（ ）的土壤流失和沉积 ，

广泛的中度土壤流失（ ） ，

广泛的中度土壤再分配（ ） ，

广泛的严重的侵蚀（ ）；轻微沉积

广泛的严重（ ）侵蚀并伴随块状沉积 ，

大范围严重的土壤沉积（ ） ，

备注：

风或水的运动使沉积的沉淀物形成沉积丘；沉积丘可以出现在障碍物之上或之下，或者出现在风速或水速

降低的地方。 确认在土坑里的沉积。最近的沉积物通常被看作是薄或细的层状土壤表面，其上有可变的纹

理而无固定结构。

变窄、拉长、有时变的曲折的水流动模式和夹带土壤的凋落物运动这些证据表明土壤薄层的流失或者

厘米至几厘米的沉积是由于风或水的原因造成的。

。

样地上的沉积物源可能是来自样地内的，也可能是来自样地外的。包括基座、岩石碎屑表面的土壤线、小

土阶、水流动模式 带土的凋落物堆、风刷、土堆都可作为证据。

片状

稳定土壤和沉积物积累通常与持久稳固的植物有关。证据包括土堆、整片样地的基座、岩屑上的土壤线、

砾石滞留层、水流动模式、滑坡和细流都暗示着在样地大部分表层有几厘米的流失。

沉积

堆积物可以与侵蚀或再分配的沉积物相关联，从而表明了这片样地的沉积堆积物为土壤当前进入和离开所

形成的。证据包括样地中的小沉积丘、部分掩埋的植物或石头、薄且不连续的席状沉积。这些特性有时与

没有一层明显的水土流失而且土壤运动发生在一个有植被覆盖的或稳定的土壤基质

内。

处于有植被覆盖或稳定的土壤基质内的离散斑块表层变薄。

整片土地表面明显变薄 有或没有片状的稳定土壤和沉积物堆积。

一般样地上沉积物（ 厚）来自非这片样地的沉积物源。

,

<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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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RC 4a ,

, 

<5cm <10cm >10cm

SRC=0

1

SRC=1

SRC=0 SRC=1

2-4c SRC 1

分散的基座、水流动模式和河流联系在一起，暗示存在侵蚀或当地沉积物的再分配。

证据包括滑坡、陡坡、

砾石滞留层、岩屑上的土壤线、突出的基座 通常与腐烂的或死亡的植物一起 、细流、冲沟、暴露的根和

暴露的表土。一个 类的地区是一个侵蚀的地区 通常由河流冲积引起。

证据包括滑坡、

砾石滞留层、岩屑上的土壤线、通常伴随腐烂或死掉的植物的突出基座、细流、冲沟、暴露的根、暴露的

表土、广泛的风力冲刷、土堆、梯层和表明大量沉积的植物掩埋。通常与河流和风刷进程相结合。

沉积物源来

自样地的外部。证据包括沉积丘、连续沉积堆 掩埋的植物和石头、矮林丘或圆丘面。可能存在细流。沉

积可能由河流或风的进程形成。

随着土壤再构级别的提高，侵蚀和沉积的程度和严重性也在增加。在以下的

每个级别中，用粗体表明级别的名称，斜体表示级别的定义，之后是证据的描述。

对于某个特定的分类级别，描述仅需参考有用的指标，不需要参考每一个提到的

指标。把级别之间的定量区分（例如： ， ， ）当做证据应用于

列出的指标之中。

土壤没有活跃的或近期的侵蚀或流失的

证据。一块 的土地是稳定的区域。有抵抗侵蚀的能力，没有接受样地外

来源的土壤沉积，样地内无土壤再构现象。

在一块样地具有被侵蚀的表层且无其他土壤再构迹象存在时，可以选择这个

级别。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发生过显著的侵蚀现象，并且留下了致密的砾石，

其稳固了土壤表层，土壤表层呈平滑而连续的侵蚀面，持久植物下没有土堆，没

有水流图案，除了砾石外没有其他的侵蚀或沉积的指示物。

变窄、拉长、有时变的曲折的水流动模式

和夹带土壤的凋落物运动这些证据表明土壤薄层的流失或者 厘米至几厘米的

沉积是由于风或水的原因造成的。 的土地是一块稳定的土地，但是不同

于 的土地， 的土地在边缘与其他级别土地的交接处有部分土壤和

资源的再分配。与余下的级别（ ）相比， 地表没有明显的变薄，也没

有样地外来源的沉积。

。

4a. >10cm

4 b. >10cm

4 c. >10cm

4.2 

0. 26

1. 27

2. <5 cm 28

广泛的严重的侵蚀（ ）；轻微沉积。

广泛的严重（ ）侵蚀并伴随块状沉积。

大范围严重的土壤沉积（ ）。

土壤再构分级的说明

没有侵蚀或沉积的证据（图 ）。

少量土壤的再分布（图 ）。

成块的、轻微（ ）的土壤流失和沉积（图 ）

样地存在于一个广泛的侵蚀区域内。

样地存在于一个广泛的侵蚀与沉积区域内。

整片样地连续的沉积。没有挖掘机很难开展测定工作。

没有明显的水土流失而且土壤运动发生在一

个有植被覆盖的或稳定的土壤基质内。

处于有植被覆盖或

稳定的土壤基质内的离散的斑块表层变薄。样地上的沉积物源可能是来自样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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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 2

SRC 0 SRC 1 SRC2

/

SRC 3a-4c

SRC 0 SRC 2 SRC 3a SRC 3a

SRC 3a

4a-c

SRC 3a A

SRC 3b

SRC 3a SRC 3b

3b 4b 4c

( )

SRC 4a ,

SRC 0 3b

4b 4c

10cm

的，也可能是来自样地外的。

整片土地表面明显变薄 有或没

有片状的稳定土壤和沉积物堆积。片状稳定土壤和沉积物积累通常与持久稳固的

植物有关。

一般样地上沉积物（

厚）来自非这片样地的沉积物源。沉积堆可以与侵蚀或再分配的沉积物相关联，

从而表明了这片样地的沉积堆为土壤当前进入和离开所形成的。

样地存在于一个广泛

的侵蚀区域内。

包括基座、岩石碎屑表面的土壤线、 、地表

径流，带土的 、 、土堆都可作为证据。样地内大部分都属于

的土地是稳定的或有植被覆盖。不同于 和 ， 有块状的地表变

薄，同时伴有块状的沉积。土壤沉积源可能来自于样地内或样地外。土壤侵蚀

沉积并不广泛或者并不深、并不厚（相对于 ）。

土堆、整片样地的基座、岩屑上的土壤线、砾石滞留层、地表径流、

和细流都暗示着样地大部分表层都有几厘米的流失。沉积源可能来自样地内

或样地外。不同于 到 ， 的样地大部分并不稳定。在

的样地上发生的基本过程会造成整片样地的土壤及其他资源的流失。 不

同于 的地方在于，其土壤流失并不深，沉积也不厚。

如果同时伴有活跃的侵蚀的证据，一块有侵蚀表面（砾石滞留层）的样地适

合定义到 ，并且变薄的土表（ 层）一般直接位于侵蚀面的下方。

证据包括样地中

的小沉积丘、部分 或 、薄且不连续的 。这些特性有时与

分散的基座、地表径流、细流侵蚀或当地沉积物的再分配有关系。 主要

是不稳定的土壤。相对于 ， 在整片样地上大量存在薄的沉积层。

级别与 、 不同之处在于土壤沉积并不厚，且不相互交叠。

证据包括滑坡、 、砾石滞留层、岩屑上的土壤线、突出的基

座 通常与腐烂的或死亡的植物一起 、细流、 、暴露的根和暴露的表土。一

个 类的地区是一个侵蚀的地区 通常由 引起。整片样地或其中大

部分的地表已经流失（相对于 至 ）。小的凋落物或土坝（样地内的沉积）

可能由于在样地内的流动被障碍所分散，但土壤沉积并不是该样地的特点（相较

于 和 ）。

如果伴有活跃的土壤侵蚀以致近期土壤流失至少 的证据，一块有侵蚀

小土阶

凋落物堆 风刷

广泛的中度土壤流失（ ）（图 ）。

滑坡

广泛的中度土壤再分配（ ） 图 。

掩埋的植物 石头 席状沉积

广泛的严重的侵蚀（ ）；轻微沉积（图 ）。

陡坡

冲沟

河流冲积

3a. <10cm 29

3 b. <10cm ( 30)

4a. >10cm 31

,

<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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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SRC 4b 4a 4c

,

SRC 4c SRC 0 SRC 4a

, SRC 4c

表面（砾石滞留层）的样地可以被定义到这个级别。通常情况下，底土（ 或

层）直接位于侵蚀面的下方。

证据包括滑坡、砾石滞留层、岩屑上的土壤线、通常

伴随腐烂或死掉的植物的突出基座、细流、 、暴露的根、暴露的表土、广泛

的风力冲刷、土堆、梯层和表明大量的沉积的植物掩埋。通常与河流和风的冲刷

进程相结合。一块 的样地与 和 的样地具有共同特点，即它们都具

有活跃的侵蚀和接受沉积的现象。

如果伴有活跃的侵蚀和沉积的证据，一块具有侵蚀砾层（碎石外壳）的土地

适合定于到这个级别。且底土直接位于侵蚀面的下方。

证据包括沉积丘、连续沉积堆 掩

埋的植物和石头、矮林丘或 。可能存在细流。沉积可能由河流或风的进程

形成。处于 分级的样地是位于抬升的地形内。相较于 到

分级 处于 分级的样地具有厚的且连续的沉积堆、植物和岩石被掩埋的特

点。近期的沉积可能造成整片样地内的再分配，但主要的过程还是沉积为主。

4 b. >10cm 32

4 c. >10cm 33

广泛的严重（ ）侵蚀并伴随块状沉积（图 ）。

冲沟

大范围严重的土壤沉积（ ）（图 ）。

圆丘面

样地存在于一个

广泛的侵蚀与沉积区域内。

整片样地连续的沉积。没有

挖掘机很难勘测。沉积物源来自外部的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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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O

图 土壤再构分级 ：没有侵蚀或沉积的依据26 . 0 。在样地中没有活跃的或近期的

侵蚀或沉积的依据。以下在样地中均没有呈现：水流模式、混有土壤的凋落物堆、

基石、岩屑上的土壤线、风蚀、细流、冲沟、石砾滞留层、陡坡、裸露的根、小

土阶、沉积物、沉积堆、植物 石头残骸、沉积片层、植物新芽或拱起的丘状土

表。土壤表层（ 或 层）是完整的，稳定的，而且近期没有被削减或者得到

新的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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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图 土壤再构分级 ：少量土壤的再分布。27 1 没有明显的水土流失而且土壤运动

发生在一个有植被覆盖的或稳定的土壤基质内。变窄、拉长、有时变的曲折的地

表径流和夹带土壤的凋落物运动，这些证据表明土壤薄层的流失或者 厘米至几

厘米的沉积是由于风或水的原因造成的。属于土壤再构评级 级的样地是稳定

的：大多数样地由稳定的 植被覆盖的土壤组成。在具有很强的水流或风蚀情况

下，稀薄的沉积物可能会在样地周围移动。然而，最终样地并没有损失或获得什

么，并且地表也是完好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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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C 2

SRC 0 SRC 1 SRC2

图 土壤再构分级 ：成块的、轻微（＜ ）的土壤流失和沉积。28 2 5cm 处于有植

被覆盖或稳定的土壤基质内的离散的斑块表层变薄。样地上的沉积物源可能样地

内或样地外的。包括基座、岩石碎屑表面的土壤线、小土阶、水流动模式 带土

的凋落物堆、风刷、土堆都可作为证据。样地内大部分都属于 的土地是

稳定的或有植被覆盖的。不同于 和 ， 有块状的地表变薄，伴

有块状的沉积。这些沉积物可以是来源于土壤或者是样地内或样地外的土地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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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 0 SRC 2 SRC 3a

/

SRC 3a

SRC 4a SRC 4c

SRC 3a

图 土壤重构分级 ：广泛的中度土壤流失（ ）。29 3a <10cm 整片土地明显变薄 有

或没有片状的稳定土壤和沉积堆。片状的稳定土壤和沉积物积累通常与持久植物

有关。

,

土堆、整片样地的基座、砾石滞留层、地表径流都暗示着在样地大部分表

层都有几厘米的流失。不同于 和 ， 的样地大部分并不稳定，

在整个样地中都存在活跃的 近期的、有植物斑块覆盖的或稳定的土壤（残留物

完整且，没有侵蚀的土壤表层，该表层上有或没有水的沉积）再分配现象。处于

这种类型的样地（ ），最基本的过程是造成了全部的土壤或其他资源的流

失，与类型 到 相比，其没有深层的土壤损失和厚的沉积。处于

分级的样地是有不连续的席状沉积和极少的沉积堆的区域，但是植物和

石块仅是部分掩埋并且沉积物不厚、不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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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 3b SRC 3a SRC 3b

3b 4b 4c

图 土壤重构分级 ：广泛的中度土壤再分配（ ）。30 3b <10cm 一

证据包

括整个样地的沉积堆和部分植物掩埋。沉积必须通过取一个小的土壤剖面来证

实。 主要是不稳定的土壤。相对于 ， 在整片样地上大量

存在薄的沉积层。 级别与 、 不同之处在于土壤沉积并不厚，且不相互交

叠。

般样地上沉积物

（ 厚）来自非这片样地的沉积物源。沉积堆可以与侵蚀或再分配的沉积物

相关联，从而表明了这片样地的沉积堆为土壤当前进入和离开所形成的。

<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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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 0 3b

4b 4c

SRC 4b 4a 4c

10cm SRC 0 SRC 3b SRC 4a

SRC 4a

图 土壤重构

分级 广泛的

严 重 的 侵 蚀

（ ）；轻

微沉积。

图 土壤再构分

级 ：广泛的严重

（ ）侵蚀并

伴随块状沉积。

31

4a:

>10cm

32 

4b

>10cm

样地存

在 于 一 个 广 泛

的侵蚀区域内。

证据包括滑坡、

陡坡、砾石滞留层、岩屑上的土壤线、突出的基座（通常与腐烂的或死亡的植物

一起）、细流、冲沟、暴露的根和暴露的表土。这是一个由河流造成的侵蚀点。

整片样地或其中大部分的地表已经流失（相对于 至 ）。小的凋落物或

土坝（样地内的沉积）可能由于在样地内的流动或障碍所分散，但土壤沉积并不

是该样地的特点（相较于 和 ）。

样

地存在于一个广泛

的侵蚀与沉积区域

内。证据包括滑坡、

砾石滞留层、岩屑

上的土壤线、通常伴随腐烂或死掉的植物的突出基座、细流、冲沟、暴露的根、

暴露的表土、广泛的风力冲刷、土堆、梯层和表明大量的沉积的植物掩埋。这是

一个河流冲击和风蚀的综合过程。处于 分级的样地与 和 分级的样

地具有共同特点，即它们都具有活跃的侵蚀和接受沉积的现象。这块样地的多数

表层土壤至少有 都已经失去（区别于 到 、 类型），

厚的沉积正在发生（区别于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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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 4c SRC 0

SRC 4a SRC 4c

图 土壤再构分级 ：大范围严重的土壤沉积（ ）。33 4c >10cm 整片样地连续的沉

积。没有挖掘机很难勘测。沉积物源来自外部的样地。证据包括沉积丘、连续沉

积堆、掩埋的植物和石头、矮林丘或圆丘面。可能存在细流。沉积可能由河流或

风的进程形成。处于 分级的样地是位于抬升的地形内。相较于 到

分级，处于 分级的样地具有厚的且连续的沉积堆、植物和岩石被

掩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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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章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模式分类确定的提示

虽然土壤表面特征类型、资源保持力类型和土壤再构分类是相互关联的，

但它们必须分别确定，一类不能确定另一类。土壤侵蚀和沉积受土壤表面特征、

植物和空隙模式、 及来自样地内外干扰的影响。土壤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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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PCs

34 35

第 章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模式分类的解释与使用

总体而言，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 ）记录了那些影响植物生长

资源，并最终影响生态系统功能的当前土壤及植物群落的特征。特别的是，土壤

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描述的是一个利用观察特性去反映土壤资源的侵蚀保护、

养分的捕获、水分的保持以及土壤侵蚀和沉积的整个过程。结合植物群落和土壤

剖面的综合信息，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可以被用来描述生态系统的现状

（图 和图 ）。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的记录可以与空间数据

关联起来将土壤表面过程的信息外推到更大的尺度（例如，一个牧场或副业生产

地）。这些分级图可以用来进行项目规划、监测、管理和其他的分析。含有土壤

和植被空间信息的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的观察数据（例如，土壤调查，生

态位及行政区划图）能进一步加强其解释能力。

从多个地点获得的关于土壤剖面和植被信息的土

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的记录使 更容易、更深入。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的记录可以

用来帮助描述和区分 或群落发展阶段的特性。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的记录结合群

落发展阶段可以描述并解释土壤特性动力学。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的

记录与生态位点和生态状态的描述结合起来，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一个区域对管理

行为、恢复能力和自然驱动力的响应。

土壤表面特征及其分类模式的记录对土地使用者来说，

是土壤表面特性信息与生态系统功能信息相互交流的相对简单的方法。

1. 

2. 

3.

4. 

5. 

6. 

外推到更大的尺度：

深化生态区位的描述：

生态区位描述

区分生态状态及群落发展阶段：

生态状态

描述和解释土壤特性动力学：

预测对管理、恢复及自然驱动力的响应：

信息交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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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a

34b

34b WP

34b 2

34b 34a

图

沙质
多年生禾本科植物覆盖

稳定的 有植物
覆盖的土壤矩

阵

掉落物
移动

伸长的，有时弯曲的流动
路线

沙质
多年生禾本科植物覆盖

样地中伸长的有
边界的空隙斑块

34 

34.a.
65% 
PC = PDB, RRC = 1, SRC = 0

/

34.b.
40%
PC = WP, RRC = 3, SRC = 2

两个样地都是沙质生态样地，以多年生禾本科植物为优势物种。图 与

图 相比，其土壤表面特征（不太成熟的生物地表）、小的空隙及稳定的土壤

表现出了这块样地对于植物生根、生长、存活都具有高的潜能，同时也能更好的

固着土壤和土地资源。图 中弱的物理或生物结皮（ ）加上大块的空隙斑

块表明了这块样地对于风侵蚀、水侵蚀和干扰的抵抗能力下降（自身的或杂草及

入侵种的介入）。图 的土壤再构分级为 级，也指出了样地土壤稳定性的降

低。图 的样地与图 相比，被认为是有较大的土壤侵蚀及草地面积流失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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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a

35b

EP 35a

35a 35b

图

石粒质地
多年生禾本科植物覆盖

石粒质地
多年生禾本科植物覆盖

35 

35.a. 
35%
PC = EP, RRC = 3, SRC = 2

35.b. 
2%
PC = EP, RRC = 5, SRC = 3a

图 展示的是石粒质地生态学样地，禾本科为优势物种，同时伴生一些

蜜豆灌木（牧豆树）和其他木本植物。图 是同样的生态样地，蜜豆灌木占优

势，同时伴有一些主要在灌木中生长的多年生禾本科植物。两个地点都有侵蚀砾

层（ ）保护土壤少受侵蚀。然而，图 由于其具有大型，连贯且稳定的植

被，且很少发生土壤再构。因而，在保持土壤资源及植物生产能力方面具有更大

的潜能。图 这个地点与图 相比有巨大的潜能，能顺利的开展管理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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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0-42 1

2

<5mm

A1

A1

A2

A2

A3

50cm A3

A1

A1

第 章 附录—侵蚀和沉积过程的指示

土壤再构由风和水引起的侵蚀和沉积所造成。本附录提供了侵蚀和沉积过程

的说明。第 页介绍的土壤再构分级，旨在反映（ ）土壤再构的空间范围，

即一块土地中多大范围被侵蚀或沉积所影响；（ ）土壤再构的严重程度，这里指

侵蚀的深度和沉积的厚度。

水流侵蚀可以有多种方式。当雨滴与裸露的矿质土壤表面发生碰撞时，雨滴

冲击就会溅起土壤，从而造成侵蚀薄层土壤（ ）时，即发生溅蚀。当降雨

的速度大于土壤吸收的速度时，水开始在地表聚集；最终水会沿着斜坡流动。随

着水的流速和体积增加，凋落物的小颗粒被夹杂在水流之中，造成凋落物的移动

（图 ）。凋落物从植物的冠层下方集中到缝隙中时，凋落物运动的证据很容易

被观察到。随着水流动力的增加，更多更大的凋落物碎片发生运动。当水流遇到

阻碍时，速度减小，凋落物沉淀，通常会形成一个凋落物大坝的形式（图 ）。

当土壤中夹带凋落物时，凋落物的运动和堆积都是土壤再构的证据。

随着水流的增加和植物占地大小和连结的增加，土壤颗粒在样地内的斑块交

接处开始脱落并移动。随着斑块交接区域的变宽变长，在细流内的土壤和水都被

沿着斜坡向下运输（ ）。这就是地表径流（图 ），地表径流中的土壤

侵蚀深度从一毫米到最多几厘米不等，并且其中心部位最深。当这些细微的细流

开始聚合时，则发生的是 ，形成没有小渠的地表水流（片流）并均匀地

削薄薄层土壤（图 ）。当水流速度更大时，地表径流和片流可能发展成集中水

流。当水流变得更加集中并且沿着沟渠流动时，更多的土壤流失， 形成

的细流达到几厘米深（图 ）。集中水流最严重的形式是形成侵蚀沟，侵蚀沟通

常陡峭且≥ 深（图 ）。

风力侵蚀也是首先从夹带和运输凋落物碎片开始的。同样，也可以通过凋落

物的移动来探测到（图 ）。随着风速的进一步增加，更多更大的凋落物碎片开

始被移动。风行遇到阻碍时，凋落物从风柱中掉落下来，形成凋落物坝（图 ）。

随着风速增加，土壤抵抗风侵的能力下降。交叠区域扩大，植物高度下降，

7.1 侵蚀

集中流动

片状侵蚀

细沟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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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les 1977

A4

A5

A6 5

10cm 10cm

A6

>5 mm

A7

3-20cm

A9

20-50cm A9

O A 

A9

A10

土壤质地变细。风蚀通常从植物间隙开始：土壤颗粒随风脱落，但由于重量只能

移动几厘米。当它落回地表时，会造成新的土壤颗粒的移动（ ）。土壤

颗粒移动的侵蚀力量随着风速增加。在一块空隙区域内，土壤颗粒移动的侵蚀力

随着风向增加，且在中间部位最强，在障碍物周围减弱（背风面的相交区域）。

当风蚀愈发严重时，即形成风刷（图 ）。风刷表现为在相交区域外的凹陷或块

状土壤流失，即至少一厘米，中心位置也可达几厘米的块状裸露土壤。相交区域

相对较小且不连续时，风力冲刷由块状土壤流失开始，并逐渐增加至涵盖大部分

甚至整片土地。

随着风蚀或水蚀愈发严重，只有持久植物或生物地表来固定土壤（图 ），

使稳定的土壤斑块、残留的堆积丘和轻度侵蚀的土壤表面保留了下来。这些土丘

高于周围的空隙区域是土壤流失的证据。随着侵蚀的持续，植物根部的土壤被移

除，形成植物基座（图 ）。相较于非丘状的土壤表面，小于 厘米高的基座只

能近距离观察持久植物的根部时才能观察到。持续的侵蚀会暴露出植物的根。这

些都是带有腐烂或死亡植物的突出基座，显示出≥ 的土壤流失或≥ 高

的基座（图 ）。

当风蚀和水蚀移除了小的土壤颗粒，岩石碎片（通常直径 ）被留下并

堆积在土壤表面，即形成岩屑（图 ）。土壤内的岩屑可能形成粘土内核、

、二氧化硅或矿物斑。当土壤物质从土壤剖面内的岩石周围被侵蚀时，这些岩

石上的附着物和斑块就会在岩石上以土壤线的形式呈现出来，大致平行于土壤表

面。高度侵蚀状况或长期风蚀或水蚀会造成小范围内 土壤被移除时，则

形成滑坡（图 ）。滑坡与陡坡形成方式相同，但陡坡更为广泛，且表现为高

土壤被移除（图 ）。严重侵蚀（包括沟渠侵蚀）、深度风刷和深度片

状侵蚀都能完全移除土壤表层（ 和 层），并造成了底土暴露，通常表现为根

部暴露（图 ）。

土壤沉积通常发生于运输土壤物质的风力或水力减弱时。沉积最初以片状土

壤沉积的形式出现（通常颜色不同，一毫米至几厘米厚，图 ）。随着侵蚀的

增加，更大体积的土壤被移动。水蚀通常在一个持久植物周围减慢或停止，可能

碳酸

盐

沉积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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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m

A10 A11

<10cm A11

>10cm

A11

10cm

A11

形成小土阶，通常小于 厚。当风蚀或水蚀减慢甚至停止时，不连续的席状

沉积和沉积丘开始形成（图 和图 ）。沉积丘是指通过沉积形成的土堆。

小土阶、不连续的片状沉积和沉积丘都可能由样地内或外的土壤源形成。

由于持久植物是风流和水流的阻碍物，沉积最初是在部分掩埋的植物或岩石

（ 厚，图 ）处形成。随着侵蚀的严重性增加和土地外的沉积源的增加，

连续的席状沉积在低洼处累积。沉积丘尺寸的增加取决于沉积物沉积时间的长

短，沉积物质通常是样地外的沉积源。其结果是掩埋植物或岩石（ 厚）及

选择能够耐受厚沉积层的持久植物（图 ）。 透过厚厚的沉积层在持久

植物处形成一个圆丘状的表面，表现为众多的小沙丘（通常高于 ，见图

）。

矮林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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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侵蚀和沉积过程的指示物——凋落物移动与凋落物坝

图

凋落物坝

凋落物移动的证据

A1 凋落物的移动是资源再分配发生的证据（在风或水的作用下，凋落物从植

被冠层下移动到植物间隙），随着水流量增加，直到水流可冲走足够多、足够大

的凋落物。当水流遇到可使流速降低甚至使水流停止的障碍物时，凋落物就在这

些障碍物后沉积，形成了凋落物坝。土壤中夹杂着凋落物，就是土壤沉积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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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侵蚀和沉积过程的指示物——地表径流与片流

图

片流

地表径流

A2 水侵蚀：当水流增大到足以移动转运土壤颗粒时，地表径流就形成了。地

表径流可以以狭窄、蜿蜒、且某些时候更可以以曲折的形式出现，贯穿并环绕持

久植物。地表径流很浅，且会在其边缘处形成平缓的坡度，当水流变得连绵不断

且相互贯通时，就形成了片流，表面侵蚀可冲走样地内大范围的薄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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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侵蚀和沉积过程的指示物——溪流和冲沟

图

冲沟

细流

A3 水侵蚀：当水流越来越集中，细流就形成了。细流比地表径流要深，四周

更陡，细流的侵蚀可冲走一厘米到几厘米的土壤。随着水侵加剧，水流更加汇聚，

冲沟就形成了。冲沟侵蚀产生了具有更陡峭侧壁的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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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侵蚀和沉积过程的指示物——风刷

图

风蚀

A4 风侵蚀：风刷发生在风蚀吹走存在于植物间隙的细土时，形成狭长的下凹

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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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侵蚀和沉积过程的指示物——土丘：由侵蚀、沉积或二者

共同作用形成

图

土丘形成于侵蚀与沉积的共同作用：残留的、稳定植物
覆盖的土壤斑块以及近期的堆积 沉积作用形成的土丘

近期堆积形成的沉积丘
外露的侧根指示
出土壤的流失

沉积丘

残留的、有植物生长的土壤斑块

土丘附着物的形成实例

A5

/

土丘：他们是残留而稳定的 有植物生长的土壤斑块（侵蚀过后土壤停留在

这里被持久植物斑块固着于此）吗？是沉积丘（持久植物斑块可以阻碍侵蚀和低

速风，因此土壤都在这里沉积）吗？还是通过侵蚀和沉积共同作用的产物？如果

不确定，挖开持久植物基部，确定植物基部是否生长在没有土丘的土表（侵蚀的

证据），在土表下（沉积的证据），或在无土丘的土表之上，但在近期形成的沉积

物之下（二者共同作用的证据）。近期的土壤沉积物是多色、松散的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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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录：侵蚀和沉积过程的指示物——基座

图

基座

基座

基座

突出的基座和已死 接近死亡的植物：

A6

/

风侵蚀和水侵蚀：基座形成于 层厚度的减小和植物基部相对于周围（非

土丘）地表的外露和抬高。随着侵蚀程度的加深，基座比非土丘土表更高或抬高

得比非土丘部分更明显。注意，如果土丘已经出现，要挖出植物基部，以确认基

座是否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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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侵蚀和沉积过程的指示物——砾石滞留层

砾石滞留层

图 A7 风侵蚀和水侵蚀：细腻的土壤微粒在风和水侵蚀作用下移走，岩屑积累并

保留在土表，形成砾石滞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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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McFadden 1998

附录：侵蚀和沉积过程的指示物——岩屑表面的土壤线

岩屑表面的土壤线

图 A8 风侵蚀和水侵蚀：岩屑上的土壤线表现为 粘土涂层、碳酸盐、二氧化硅

或矿物质斑，出现在岩屑的下部以及岩屑的多个面；他们在土壤发生时已经形成，

是环绕一块岩屑的一条线，这些存在于土壤轮廓内的岩石，被周边的土壤腐蚀。

除非岩石被移动过，不然多条线都近似的与地表平行。粘土涂层、碳酸盐、二氧

化硅在 层形成。粘土涂层和矿物质斑是红棕色的；碳酸盐和二氧化硅是偏白

色。碳酸盐的土壤线出现在 层（例如，沙漠砾石表层； 等， ）

附近，证明了侵蚀只会发生在由于土壤流失而暴露的地方，参见岩屑上的碳酸盐

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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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0 SSSA 2008

20

附录：侵蚀和沉积过程的指示物——暴露的根、滑坡和陡坡

暴露的根

滑坡

陡坡

图 A9

   

风侵蚀和水侵蚀：暴露的根是土表变薄或土表流失造成的。垂直方向的暴

露根包括在植物基座低于植物基部的根和离体的根（通常看似剩余草根）。垂直

方向的暴露根证明了土壤表层厚度的减少，且已经达到最小值。水平方向的暴露

根表现为植物的侧根（一般发生在暴露的地下层 层）。陡坡就是小的悬崖，急

坡或者是由于土表侵蚀造成的构造阶地在一定程度上的扩大；没有固定高度，但

是通常不超过 厘米高（改编自 ）。滑坡就是一个小型的陡坡，仅仅

向旁延伸很少的距离，通常小于 厘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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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侵蚀和沉积过程的指示物——薄沉积和薄且不连续的席状

沉积

薄沉积

薄且不连续的席状沉积

图 A10 沉积物：薄沉积形成于风或水流速慢时，土壤在水流和气流中沉积。薄

且不连续的席状沉积形成于小到中型风或水流变慢或停下来时，土壤被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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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侵蚀和沉积过程的指示物——植物掩埋，沉积丘和矮林丘

图

局部植物掩埋，小沉积丘 植物掩埋，沉积丘

植物掩埋，大沉积丘

矮林丘

A11 沉积：随着依靠风传播沉积资源的增加，小的沉积丘在持久植物处形成，

通常会形成局部的植物土丘。随着沉积丘厚度的增加，尺寸也同时变大，这就导

致了矮林丘，并且形成了多丘状的地貌。



65

7

"Mineral horizons that have formed at the surface or below an O horizon. 

They exhibit obliteration of all or much of the original rock structure1 and show one 

or both of the following: (1) an accumulation of humified organic matter closely 

mixed with the mineral fraction and not dominated by properties characteristic of E or 

B horizons (defined below) or (2) properties resulting from cultivation, pasturing, or 

similar kinds of disturbance" (Soil Survey Staff 2010).

O

1

E B 2

- A group of primary soil particles that cohere to each other more 

strongly than to other surrounding particles (SSSA 2008).

- A simple plant composed of a single cell or string of cells" (Rosentreter et al. 

2007); "a large and diverse group of simple, typically autotrophic organisms ranging 

from unicellular to multicellular forms....They are photosynthetic like plants, and 

'simple' because their tissues are not organized into the many distinct organs found in 

plants (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11).

(Rosentreter et al. 

2007)

- Soil structure. Units are blocklike or polyhedral with flat or slightly 

第 章 术语对照表

A horizon -

A

Aggregate (soil) 

Algae

Angular blocky

土壤剖面 层：

土壤团粒体：

藻类：

矿物层形成于土壤表面或 层下，所有或大部分的原生矿物结构

已经不复存在，并且具有以下一至两个特征：（ ）与土壤矿物密切融合在一起的

腐殖化的有机物累积。不受 层和 层（定义见下面）属性特征的控制，（ ）也

不受由于耕种、放牧或相似的干扰类型属性的控制。

原生土壤颗粒群，其基本的土壤粒子相互粘着，其粘着程度超过其

与周围其他的粒子的粘着程度。

由单个细胞或者成串的多个细胞组成的一种简单植物

。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简单群体，典型的自养生物体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的

形式排列，它们像植物一样进行光合作用，而且结构比较简单，因为它们的组织

不同于植物组织那样具有独特而分工明确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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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ed surfaces that are casts of faces of surrounding peds; nearly equidimensional. 

Faces intersect at relatively sharp angles (SSSA 2008); see also ped.

 (SSSA 

2008)

- A plant that completes its life cycle and dies in one year or less (SRM 

1999).

- The process of estimating or judging the value or functional status of 

ecological processes (e.g., rangeland health) (Herrick et al. 2009).

(Herrick et al. 

2009)

- Horizons that formed below an A, E, or O horizon and are dominated by

obliteration of all or much of the original rock structure and show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A E O

1. Illuvial concentration of silicate clay, iron, aluminum, humus, carbonates, 

gypsum, or silica,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2. Evidence of removal, addition, or transformation of carbonates and/or gypsum;

/

3. Residual concentration of oxides;

4. Coatings of sesquioxides that make the horizon conspicuously lower in color 
value, higher in chroma, or redder in hue, without apparent illuviation of iron;

角块状：

一年生植物：

评估：

土壤剖面 层：

土壤结构的一种。表面平坦或略圆、似块状或多面体的结构，并且是土

壤自然结构体周围断面特征的单位，尺寸大小相似，横断面具有锋利棱角

。参见土壤自然结构体。

是一种在一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完成它的生命周期并且死亡的植物。

是评价或判断生态过程（例如草地）的价值和功能地位的过程

。

形成于土壤剖面 、 、 层下方，原始岩石结构大部分甚至全部

消失，并且呈现以下一个或多个特点：

硅酸盐、铁、铝、腐殖质、碳酸盐、石膏、二氧化硅若干个因素的集中沉积；

碳酸盐和 或石膏去除，增加或转化的迹象；

有氧化物的残余浓度；

倍半氧化物的包被，使得土层在没有明显的铁元素沉积的情况下，有明显的

Annual plant 

Assessment

B horiz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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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lteration that forms silicate clay or liberates oxides, or both, and that forms 

granular, blocky, or prismatic structure if volume changes accompany changes in 

moisture content "; (SSSA 2008).

6. Brittleness; or

7. Strong gleying…" (Soil Survey Staff 2010).

…(Soil Survey Staff 2010).

- A general term for the solid rock that underlies the soil and other 

unconsolidated material or that is exposed at the surface (SSSA 2008).

(SSSA 2008)

- Microorganisms (e.g.,algae, cyanobacteria, microfungi) and 

non-vascular plants (e.g., mosses, lichens) that grow on or just below the soil surface

(Herrick et al. 2009).

(Herrick et al. 2009)

- Rock or mineral fragments >600 mm in diameter” (SSSA 2008); see also 

rock fragments.

600

– "A grass having the characteristic growth habit of forming a bunch; 

lacking stolens or rhizomes" (SRM 1999); examples of bunchgrasses include 

dropseeds ( ), three awns ( ) and 

bluebunch wheatgrass ( ).

色价降低、色度升高、色调更红的现象；

能够形成硅酸盐粘土、释放氧化物或者二者共同发生，并且土壤含水量的变

化伴随着容积变化时，形成颗粒状、块状、棱柱的结构。

脆弱；或

强的潜育化

是位于土壤和其他松散物质之下或直接被暴露在外的坚硬石头的统称

。

生长在土壤表层或者仅仅处于土壤表层之下的微生物（例如藻类，蓝

藻细菌，小型真菌）和非维管类植物（例如：苔藓，地衣） 。

岩石或者矿物碎片直径大于 毫米。也可参见岩屑。

Bedrock

Biological crust 

Boulder

Bunchgrass 

基石：

生物地表：

巨石：

Sporobolus species Aristida purpurea and A. ternipes

Pseudoroegneria spic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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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osion and soil redistribution deposits sediments that accumulate 

around persistent plants, burying them from the base up.

- Naturally occurring, nearly white, chalky precipitate of calcium 

carbonate in soil. Forms include finely disseminated (discrete bodies not visible), 

filaments, masses, nodules, or soil horizons engulfed and/or cemented by calcium 

carbonate.

– During soil formation (pedogenesis), chalky 

white deposits of calcium carbonate coat the underside, sides and in some cases, 

entire rock fragments, or create a ring (collar) around each rock. Carbonate-coated 

rocks on the soil surface are indicative of erosion. Degree of erosion (thinning of A 

versus exposure of subsoil) is determined by observing a soil pit. Disregard carbonate 

collars as evidence of erosion if they are embedded in undisturbed A horizons (e.g., 

desert pavement; McFadden et al. 1998); see also soil lines on rock fragments.

A

丛生禾草：

植物掩埋：

碳酸盐：

岩屑上的碳酸盐外壳：

一种具有丛生这一典型生长特性的草种，缺乏匍匐枝或者缺乏根茎。

例如：种子下垂类（ ）、三芒种（ ）

和蓝丛麦草（ ）。

侵蚀物和土壤再构的沉积物在持久性植物周围积累，从根部开始向上

掩埋植物。

自然生成，近似白色，碳酸钙在土壤中呈垩白色的沉淀。碳酸盐存在形

状包括细小分散的（不可见且离散分布）、丝状、大量聚集、结节，或被土层包

裹，或被碳酸钙固定。

在土壤形成过程中（土壤发生），垩白色的碳酸钙沉积物

覆盖在岩屑上的阴暗面以及其它表面上，有时在整个岩屑上或者在每个岩石上都

形成了一个圈。土壤表面覆盖碳酸盐的岩石是土壤受到侵蚀的表现。侵蚀的程度

（暴露的底层土变薄）取决于对土壤剖面的观察。如果它们被放置于一个未被扰

乱的 层，那么就可以忽略碳酸盐在岩石表面形成的圈是侵蚀的证据（例如，

Sporobolus species Aristida purpurea and A. ternipes

Pseudoroegneria spicata

Burial of plants

Carbonate

Carbonate coats on rock fra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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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 cemented B horizon; (2) “having a hard, brittle 

consistency because the soil particles are held together by cementing substances such 

as humus, calcium carbonate, or the oxides of silicon, iron and aluminum. The 

hardness and brittleness persist even when wet; (3) [Pan] Genetic - a natural 

subsurface soil layer with low or very low hydraulic conductivity and differing in 

certain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from the soil immediately above or below the 

pan (SSSA 2008).

1 A B 2

3

– see soil lines on rock fragments.

- Soil structure. Units are prismlike and bounded by flat to rounded 

vertical faces. Units are distinctly longer vertically than horizontally; vertices angular. 

Tops of units are very distinct and normally rounded (SSSA 2008); see also ped.

- Rounded or partially rounded rock or mineral fragments between 75 and 

250 mm in diameter (SSSA 2008); see also rock fragments.

75 250

沙漠砾石表层）。参见岩屑上的土壤线。

（ ） 层与 相互融合 （ ）同时是一种坚固性和脆弱性的融合，因为

土壤微粒是被凝结物质的作用聚集在一起，这些凝结物质有腐殖质、碳酸钙、氧

化硅、氧化铁和氧化铝。甚至在潮湿环境中这种坚固性和脆性也会被保持。（ ）

硬土层的起源：一个渗透系数比较低或者非常低的天然下层土，它的硬土层的表

面或者下面，土壤的理化性质不同。

参见岩屑上的土壤线。

土壤结构的一种，此种土壤结构是由平而圆的垂直面围成的棱柱状。其垂

直明显长于水平面，具有顶点角，柱状体的顶部通常是明显的圆形。也可参见土

壤自然结构体。

直径介于 毫米和 毫米之间的圆形或者部分圆形的岩石或矿物碎片。

可参见岩屑。

Cemented horizon

Clay color stains on rock fragments 

Columnar

Cobble

胶合层：

岩屑上的粘土色斑：

柱状：

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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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lant community that occurs on a particular ecological 

site and in a particular state. Community phases within a given state are typically 

similar in plant functional groups, soil properties and ecosystem processes and, 

consequently, in vegetation structure, biodiversity and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They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responses to disturbance, and are often connected 

by traditionally defined successional pathways (modified from Herrick et al. 2009); 

see also ecological state.

- The proportions of various plant species in relation to the total 

on a given area; it may be expressed in terms of cover, density, weight, etc. (SRM 

1999).

- “A relatively large water flow over or through a relatively 

narrow course” (SSSA 2008).

- A small, streamlined dune that forms around desert, brush-and-clump

vegetation (SSSA 2008).

- A transient soil-surface layer, ranging in thickness from a few millimeters to a 

few centimeters, that is either denser, structurally different or more cemented than the 

material immediately beneath it, resulting in greater soil strength when dry as 

measured by penetration resistance or other indices of soil strength (SSSA 2008); see 

Community phase (plant)

Composition (plant)

Concentrated flow

Coppice

Crust 

（植物的）群落阶段：

（植物）组成：

集中流：

矮林丘

一种植物群落以特殊的状态出现在一个特殊的生态地点。

一个给定的群落阶段就是在功能群体、土壤性质、生态过程、植被组成、生物多

样性和管理要求方面具有典型的一致性。因它们对干扰的反应不同，从而可以将

它们区分开，它们也经常和传统定义上的演替途径相联系。参见生态状态。

在一个特定区域各种植物物种相对于总体的比例，可以通过覆盖

率、密度、重量等加以表述。

在一个相对狭窄路径上的相对较大的水分流动。

—一种小型的，在沙漠周围新形成的沙丘，灌木—丛生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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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biological crust and physical crust.

- Simple photosynthesizing organisms that can fix atmospheric 

nitrogen and serve as a photobiont in lichen associations (also called blue-green algae) 

(Rosentreter et al.2007).

– Sticky polysaccharide sleeves exuded from filaments of

cyanobacteria. Sheaths (1) adhere to and bind soil particles together, resisting wind 

and water erosion; (2) absorb water; (3) contribute nitrogen and carbon to the soil; and 

(4) are visible without magnification (Durrell and Shields 1961, Belnap and Gardner 

1993 and Belnap 2003).

1

2

3 4

- The process of leaving soil "material ...in a new position by a natural 

transporting agent such as water, wind, ice, or gravity, or by the activity of man" 

(SSSA 2008).

–see soil mound.

结皮层：

蓝藻：

蓝藻鞘：

沉积：

沉积堆：

一种动态的土壤表层，厚度从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要么比下层的物质

密集且与之结构不同，要么比下面的物质结合得更紧密，使之在干燥的条件下有

更大的土壤强度，可以通过测量土壤的渗透阻力或者其他土壤强度的指标来表

示。参见生物地表和物理结皮。

简单的光合作用生物，能够固定大气中的氮，作为共生光合生物存在于地

衣群落中（也被称为蓝绿藻）。

从丝状蓝藻中分泌出来的包裹在外围的具有粘性的多糖。鞘（ ）粘附

在土壤中，使土壤微粒聚集在一起，可以抵抗风和水的侵蚀；（ ）涵养水源（吸

收水分）；（ ）为土壤提供氮和碳；（ ）肉眼可见性。

留下土壤的过程“物质⋯通过自然界中的水、风、重力的运输或者人类活

动将其运抵一个新的位置”。

参见土壤堆。

Cyanobacteria

Cyanobacterial sheath

Deposition

Depositional m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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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hin, dark, shiny film or coating of iron oxide and lesser amounts 

of manganese oxide and silica formed on the surfaces of pebbles, boulders, rock 

fragments, and rock outcrops in arid regions (SSSA 2008).

- Natural, smooth undulations in a poorly developed biological crust (PDB) 

seen as small (<5mm), gentle bumps and depressions; a dimpled surface is comprised 

of cyanobacterial sheaths and has slightly more roughness than a smooth surface, but 

less than a rugose,pinnacled or rolling surface.

<5mm

- Ecosystem context: “Any relatively discrete event in time that disrupts

ecosystem, community, or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changes resources, substrate 

availability, or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White and Pickett 1985); Soil context: 

“Any relatively discrete event that alters the capacity of soil to function and changes 

soil morphology, composition or

processes" (Tugel et al. 2008).

- (rangeland ecological site) a distinctive kind of land with specific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that differs from other kinds of land in its ability to produce a 

distinctive kind and amount of vegetation, and in its ability to respond to management 

actions and natural disturbances (draft Interagency Ecological Site Handbook for 

Rangelands). Ecological sites are associated with soil map unit 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ooperative Soil Survey. They are classes of land defined by recurring soil, 

Desert varnish

Dimpled

Disturbance

Ecological site

沙漠涂膜：

波纹：

干扰：

在干旱区的鹅卵石，岩石，岩屑和露出地表的岩层表面形成的黑色有

光泽的薄膜，或是有氧化铁、少量氧化锰和二氧化硅覆盖的外壳。

天然的，不发达的生物地表上幅度很小（ ）的平滑波动，细微的隆

起和下陷；洼坑状表面由蓝藻鞘组成，比平表面粗糙，但是比多皱面、多角面和

起伏面光滑。

生态环境：“任何适时的相对独立的事件使生态系统、种群或种群结构紊

乱，改变资源、底物的可用性以及物理环境”。土壤环境：“任何相对独立的事件

改变着土壤能力，改变和重塑土壤形态、组份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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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form, geological, and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Ecological sites recur on similar soil 

components within either a Major Land Resource Area (MLRA) or Land Resource 

Unit (LRU).

– (1) Reports that describe: (a) the biophysical 

properties of ecological sites; (b) the vegetation and surface soil properties of 

reference conditions representing either pre-European vegetation and historical range 

of vari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per functioning condition, or potential natural 

vegetation; (c) state-and-transition model graphics and text; and (d) the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ecological site and other interpretations; (2) “Reports with 

associated data that contain the body of information associated with each ecological 

site (Bestelmeyer and Brown 2010); refer to National Range and Pasture Handbook 

(USDA NRCS 2003).

1 a b

c d

2

STM

- "A state includes one or more biological (including soil) 

communities that occur on a particular ecological site and that are functionally similar 

with respect to the three attributes (soil and site stability, hydrologic function and 

biotic integrity). States are distinguished by relatively large differences in plant 

functional groups, soil properties and ecosystem processes and, consequently, in 

生态区位：

生态区位描述（ ）：

（又称草地生态区位）一种具有特定物理性质的特色区域，不同于其

它区域，它可以生长种类和数量都很独特的植被，可以对（人为）管理行为和自

然干扰做出反应（牧场跨部门的生态区位手册草稿）。生态区位与国家土壤调查

中的土壤蓝图中单位的组成有关联。它们是由再生土壤、地形、地理和气候特点

来定义的土壤种类。在与主要的土地资源区或者是土地资源单元的土壤成分相似

的地方，生态区位会再现。

（ ）描述记录：（ ）生态区位生物物理性质；（ ）植被

和表层土壤性质的参考条件、可以描述前欧洲植被和历史范围的变化（在美国）、

适当的功能条件或描述潜在的自然植被；（ ）状态与过渡模式的图形和文本；（ ）

生态区位和其他方面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 ）记录下包含每个生态区位信息的

数据。参见 （状态与过渡模式）。

Ecological site description (ESD)

ESD

Ecologic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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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etation structure, biodiversity and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They are also 

distinguished by their responses to disturbance. A number of different plant 

communities may be included in a state and the communities are often connected by 

traditionally defined successional pathways" (In Herrick et al. 2009).

- The ability of an ecosystem to capture and use resources to 

produce goods and services.

- Ecological region; a geographic area with a specific suite of plant 

communities and unique climate, landforms, geology, and soils.

- Pertaining to earth material transported and deposited by the wind including 

dune sands, sand sheets, loess, and parna.

- (i) The wearing away of the land surface by rain or irrigation water, wind, 

ice, or other natural or anthropogenic agents that abrade, detach and remove geologic 

parent material or soil from one point on the earth's surface and deposit it elsewhere, 

including such processes as gravitational creep and so-called tillage erosion; (ii) The 

detachment and movement of soil or rock by water, wind, ice, or gravity......" (SSSA 

生态状态：一

生态系统功能：

生态区：

风积：

种状态可包含一个或者更多的生物（包括土壤）群体，并发生在一

个特殊的生态区位，在功能上与这三种属性相似（土壤和区位的稳定性，涵水功

能和生物完整性）。由于在植物功能群落，土壤特性，生态系统进程，甚至植被

结构，生物多样性和管理的需要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可以将不同的生态区分开，

也可根据它们在受干扰时做出的反应来区分。一种状态可能包括不同的植物群

落，这些群落经常与传统定义中的演替途径相联系。

生态系统获得、利用资源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能力。

又称生态区域；一块拥有特定的植物群落组合，独特的气候、地貌、地

质与土壤条件的地理位置。

关于风对地球物质的运输和储存的作用，包括形成沙丘，小沙原，黄土和

风成粘土。

Ecosystem function

Ecoregion

Eolian

Er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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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i

ii

- An E, B, C or other subsurface horizon brought to the surface 

through erosion and complete loss of the surface horizon.

E B, C

- The distance between plants; the maximum distance that wind or water can 

flow before reaching an obstruction.

- Pertaining to earth material transported and deposited by water.

- "A suite or group of species that, because of similar 

shoot or root structure, photosynthetic pathways, nitrogen-fixing ability, life cycle, 

etc., are grouped together" (Herrick et al. 2009).

- Soil structure. Units are approximately spherical or polyhedral and are 

bounded by curved or very irregular faces that are not casts of adjoining peds" (SSSA 

2008); see also ped.

侵蚀作用

下层土壤暴露：

风区长度

河流冲积：

功能 结构群

颗粒体：

：（ ）雨、灌溉用水、风、冰或者其他自然和人为活动造成的地表侵蚀

与磨损，使原来的地质物质和土壤从地球表面的一个位置移动沉积到任意地方，

包括重力作用和耕作侵蚀；（ ）通过水力、风、冰侵蚀或者重力作用使土壤或者

岩石被分离和移动。

、 、 土壤剖面层或者其他地下岩石层面通过侵蚀并完全丧

失表面土层而被暴露在表层。

：植物之间的距离，风或水遇到障碍物前流动的最大距离。

因为水的作用使地球物质被运输和沉积。

：一组物种，因相似的芽或根结构、光合作用路径、固氮生物能力、

生命周期等组合而成。

土壤结构的一种。是一种近似球形或者多面体的单位，以弯曲或不规则

表面分界，不同于邻接的土壤自然结构。

Exposed subsoil

Fetch

Fluvial

Functional/structural group

/

Granular



76

- Rounded or partially round rock fragment between 2 and 76mm in diameter

(Schoeneberger et al. 2002); see also rock fragments.

2 76 (Schoeneberger et al. 2002);

- An accumulation of rock fragments remaining at the soil surface after the 

removal of finer soil particles by water or wind erosion.

- "A channel resulting from erosion and caused by the concentrated but 

intermittent flow of water usually during and immediately following heavy rains. 

Deep enough (usually >0.5 m)to interfere with, and not to be obliterated by, normal 

tillage operations" (SSSA 2008).

0.5m

- A layer of soil or soil material approximately parallel to the land 

surface and differing from adjacent genetically related layers in phys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properties o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color, structure, texture, 

consistency, kinds and number of organisms present, degree of acidity or alkalinity, 

etc. (SSSA 2008).

- An undulating soil surface consisting of repeating coppices or 

depositional mounds.

Gravel

Gravel lag

Gully

Horizon (soil)

Hummocky

砾石：

砾石滞留层：

冲沟：

土壤剖面层：

圆丘：

直径为 至 毫米的圆形或部分圆形岩石碎块

参见岩石屑。

通过水和风的侵蚀，细微的土壤微粒被移除，剩下的岩屑聚集在土

壤表面。

暴雨过程中或暴雨过后，集中却断断续续的水流引起的侵蚀现象所形成的

水道。足够深（常大于 ）且不能被忽视并且已经干扰到正常耕作。

一种土壤或土壤物质的层面，近似平行于地面，在物理、化学、生

物属性，或者颜色、结构、质地、稳定性、种类、目前的生物数量以及酸碱度等

方面的特色均与相联的其它土壤层不同。

一种由连绵的矮灌木丛或者沉积丘组成的起伏土壤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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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ntry of water into soil.

- An area without perennial, long-lived vascular plants; effectively 

the soil pedoderm or the soil pedoderm with short-lived, non-persistent plants. 

Interpatch areas are recognized when plant spacing exceeds 20 cm. Areas covered by 

rock fragments, mineral soil, litter, duff, biological/physical crusts, and annual/non-

persistent plants are considered interpatch areas because the RRC focuses on the role 

of persistent vascular plant cover and the arrangement of that cover in stabilizing the 

soil surface and capturing resources. Interpatch areas can be sources of water runoff 

and bare or disturbed soil pedoderms are often sources of sediment.

20

- The removal of a fairly uniform layer of soil on a multitude of 

relatively small areas by splash due to raindrop impact and by sheet flow" (SSSA 

2008); see also rill erosion.

- (1) The systematic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 of 

resource information needed for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rangeland; (2) the 

information acquired through rangeland inventory (SRM 1999).

Infiltration 

Interpatch area 

Interrill erosion

Inventory (rangeland inventory)

浸润：

空隙区域：

细沟侵蚀：

水进入土壤的过程

没有多年生、寿命较长的维管植物，实际上只有有效的土壤表面特征

或生长寿命较短、非持久植物的土壤表面特征。空隙区域中植物密度通常大于

厘米。因为资源保持力分类所关注的是持久维管束植物的覆盖以及这种覆盖在稳

固土壤表层和捕获资源中的排列方式，所以包含岩石碎片、矿质土壤、杂物、半

腐蚀的落叶堆、生物或物理结皮、只有一年生的非持久植物覆盖或缺乏持续性植

物覆盖的区域都被认为是空隙区域。符合这些要求的动物干扰区（如蚂蚁等）也

被认为是空隙区域。空隙区域是径流的来源，当径流发生时，裸露的土壤表面特

征又经常是沉积物的来源。

在众多相对较小的区域里，由于雨水的冲刷和层流的侵蚀，使均匀层

的土壤移除形成细沟。参见溪沟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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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Subdivisons of MRLAs that distinguish areas of 

different regional climate and/or geomorphology” (Bestelmeyer and Brown 2010).

/

- The downwind direction; the direction the prevailing wind travels.

- Composite organism made up of a fungus and an alga, a cyanobacterium, or 

all three (Rosentreter et al. 2007).

- The uppermost layer of organic debris on the soil surface; essentially, the 

freshly fallen or slightly decomposed plant matter” (SRM 1999). “Includes persistent 

and non persistent organic [material] that is in contact with the soil surface (i.e., not 

rooted in the soil); (Herrick et al. 2009).

- A bryophyte belonging to the class Hepaticae, with flattened bodies that 

have distinct upper and lower surfaces (Rosentreter et al. 2007).

- Geographically associated land resource 

units delineated by the NRCS and characterized by a particular pattern that combines 

soils, water,climate, vegetation, land use, and type of farming. There are 278 MLRAs 

in the United States, ranging in size from less than 500,000 acres to more than 60 

现状信息库（草地现状信息库）

土地资源单元（ ）：

下风面：

地衣：

凋落物：

地钱：

：（ ）对于规划和管理牧场所需要的资源信息进

行系统的获取和分析（ ）信息需要通过草地现状获得。

区分不同区域气候和 或地貌区的主要资源土地区域的二

次划分。

顺风方向，盛行风方向。

是一种复合生物，由真菌、藻类、蓝细菌中的任意种共同组成。

土壤表面有机质的最外面一层，基本上是刚刚落下或者有些许分解的植

物部分，包括土壤表层持久和短期的有机物质。

一种属于苔纲的苔藓类植物，有明显的上面和下面的扁平状外形。

Land Resource Unit (LRU)

LRU

Leeward 

Lichen

Litter 

Liverwort

Major Land Resource Area (ML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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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on acres (USDA NRCS 2006and Womach 2005).

278 500000

60000000

Massive – Structureless soil; coherent; soil particles are not arranged into secondary 

units or peds (SSSA 2008); see also ped, soil structure, structureless.

- The formative part, prevailing condition or surrounding substance that 

constitutes the majority environment of a given area.

- A soil consisting predominantly of, and having its properties 

determined predominantly by, mineral matter. Usually contains <200 g kg-1 organic 

carbon (< 120-180 g kg-1 if saturated with water), but may contain an organic surface 

layer up to 30 cm thick (SSSA2008)

200 120-180g/kg

30cm

– Low growing, non-vascular plant in the division Bryophyta that has leaves 

attached in a whorl about the stem (Rosentreter et al. 2007).

- Elements or compounds essential as raw materials for organism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SSA 2008).

主要土地资源区（ ）：

大块状结构：

矩阵：

矿物质土壤：

苔藓：

MLRA

Matrix

Mineral soil

Moss

Nutrient

自然资源保护局所下的定义，地理上相连的土地资

源的单位，其特点是以特殊的方式结合土壤、水、气候、植被、土地利用和农业

类型，美国有 个主要土地资源地区，大小尺寸从至少 英亩到超过

英亩不等。

无结构土壤，粘着的；土壤微粒不会被归类到二级单位或者土壤结

构里。参见土壤结构体、土壤结构和土壤无结构。

构成一个给定区域主要环境的组成部分、优势条件或主要物质。

主要由矿物质构成的土壤，其性质由矿物质决定。通常有机碳的含

量是每千克小于 克（水中有机碳饱和量为小于 ），但是可能包含

高达 厚的含有有机物的土壤层。

苔藓植物门，其叶片盘旋生长于茎上，贴地生长，没有维管束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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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ers dominated by organic material.

- The organic fraction of the soil exclusive of undecayed plant and 

animal residues (SSSA 2008).

- Surface runoff of water following a precipitation event (SRM 

1999).

- A unit of soil structure such as a block, column, granule, plate, or prism, formed 

by natural processes (in contrast with a clod, which is formed artificially (SSSA 2008);  

discrete, natural unit of soil.

- Plants or rocks that appear elevated as a result of soil loss by wind or water 

erosion(does not include plant or rock elevation as a result of non-erosional processes 

such as frost heaving (Herrick et al. 2009); the root crown of a pedestalled plant 

occurs above the soil's surface.

- the lateral expanse of the top 0.5- 3 cm of the soil surface; the soil-air 

interface(Fey et al. 2006).

营养元素

土壤剖面 层：

有机质：

地表径流：

土壤自然结构体：

基座：

—生物生长和发展所必要的元素或化合物。

有机物质占主导地位的土层。

土壤中除了未腐烂的植物残枝和动物残留物的有机部分。

降水过后形成的地表水流。

一种形成于自然活动的土壤结构，比如块状、圆柱状、颗粒状、

薄片状或者棱柱状（相对于人为活动形成的土块），不连续的自然土壤结构。

由于风和水的侵蚀导致土壤的流失从而使植物（根部露出看起来更高）和

岩石看起来被抬高（不包括未经侵蚀过程但是植物或者岩石被抬高的现象，比如

冻胀现象），根基植物的根冠高于地表。

O horizon

O

Organic matter

Overland water flow

Ped

Pedestal 

Pedod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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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

- A description of the air/soil interface (the pedoderm) across a 

plot, including physical, chemical and rocks at the soil surface, duff, bare soil and the 

aggregation of soil particles. The features of each class influence water infiltration, 

soil erosion and retention, nutrient retention and addition, and plant establishment. 

Where multiple features occur on a plot, class selection is based on the feature of 

greatest influence.

- The mode of origin of the soil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rocesses or soil-forming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development of the solum, or 

true soil, from unconsolidated parent material (SSSA 2008).

- A plant that has a life span of three or more years (USDA NRCS 

2003).

- a discrete group of multiple individuals of one or more 

persistent vascular plant species separated from other such patches by an interpatch 

area. Persistent plant patches do not include annuals and short-lived plants that may or 

may not be present on the site during wind or water erosion events, nor non-vascular 

plants that are considered part of the pedoderm. Persistent plant patches trap and 

retain water, nutrients, and soil due to their persistent physical structures. There is 

often (but not always) evidence of sediment accumulation within a persistent plant 

土壤表面特征：

土壤表面特征分级：

土壤发生学（土壤起源）：

多年生植物：

距离地面 厘米的区域；空气与土壤的接触面。

对于一块样地的空气与土壤接触面的描述，包括物理、化学、

生物层、土壤表面岩石、半腐烂的落叶堆、裸露的土壤及土壤团粒体这几个层面，

每一分级的特点影响着水分渗透、土壤侵蚀和保留、营养物保留和增加、还有植

被的生长。多重特点发生在一块样地上，类别的选择则取决于最具影响力的特征。

土壤起源的模式，主要参考松散的土壤母质发展成为

土壤表层或成为真正土壤的过程和因素。

植物的寿命范围大于等于三年。

Pedoderm class (PC)

Pedogenesis (soil genesis)

Perennial plant

Persistent plant 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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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ch. As a rule of thumb, a persistent plant patch consists of multiple plants whose 

plant bases are within 20 cm of one another. A separate patch is recognized when the 

spacing between adjacent plants in a given direction is greater than 20cm.

20

20

– A crust formed by impact of raindrops on bare soil that causes the 

soil surface to seal and form a thin surface layer that inhibits water absorption 

(Herrick et al. 2009).

- Pertaining to biological crust morphology; pinnacled biological crusts 

occur in mid-latitude cool deserts, such as the Colorado Plateau;" pinnacled biological 

crusts have the greatest vertical relief with heights between 5 and 15 cm (Rosentreter 

et al. 2007).

5-15

-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 on a plant where the roots (below-ground 

biomass) and the stem(s) (above-ground biomass) of a plant meet; located at and just 

above the soil surface.

持久植物斑块：

物理性结皮：

尖顶：

植物底部：

一个有一种或多种持久的维管植物物种中的多个个体组成的不连

续的群体，区别于交叠斑块组成的植物区域。不包括可能出现在发生水和风侵蚀

的区域地段的一年生和短寿命的植物，也不包括被认为是土壤表面特征组成部分

的无导管植物。持久植物斑块因为植物的持久物理结构可以达到涵养水源，储存

营养，保持土壤的目的，常常有证据表明（但是不是一直有）持久植物斑可以积

累沉积物。一般来说，一个持久植物区域包含起码 厘米高的多种植物物种。如

果一个植物区域在某个特定方向上超过了其邻近植物 厘米以上，就可认为这是

一块持久植物斑块。

这种结皮受落在裸地上的雨滴的影响，雨滴落在裸地上，使土壤表

面密封和形成薄层表面，抑制了土壤对于水的吸收从而形成这种结皮。

与生物地表有关的形态；尖顶这一形态出现在中纬度凉爽的沙漠，例如，

科罗拉多高原，尖顶生物地表最大的垂直地势高度在 厘米之间。

植物的形态学特征，植物的根（土壤下的生物量）和茎（土壤上的生

Physical crust

Pinnacled

Plant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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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il structure. Units are flat and plate like. They are generally oriented 

horizontally and faces are mostly horizontal (SSSA 2008); see also ped.

- a defined area that represents a portion of the landscape (typically 20 x 20m for

Pedoderm and Pattern Classes); a plot is located completely within, and represents, 

one soil type (except where placed in an intermingled complex of differing soils), 

ecological site, state and community phase.

2 20

- The process whereby free water and its constituents move by 

preferred pathways through a porous medium"

- Soil structure. Units are prism like and bounded by flat to rounded 

vertical faces. Units are distinctly longer vertically than horizontally; vertices angular. 

Tops of units are indistinct and normally flat (SSSA 2008); see also ped.

- The energy transferred when a drop of rain collides with the soil 

surface;depending upon the size and velocity of the raindrop this impact can dislodge 

soil particles and small gravel leading to erosion; see also splash erosion.

物量）相交的地方，位于略高于土壤表面的地方。

土壤结构的一种。是一种平面的，板状的结构。它们通常是水平形成，

并且表面大多数情况下是水平的。参见土壤自然结构体。

代表一部分景观的特定区域（对于土壤表面特征和土壤模式分类而言通常

为 0× 米范围），一个样方必须位于并可以代表一种土壤类型（除非此处土壤

由不同类型土壤混合而成）、生态位置与状态以及群落种类。

自由水及其成份优先选择通过渗透性好的介质的过程。

土壤结构，此种土壤结构是由平而圆的垂直面围成的棱柱状。其垂

直明显长于水平面，具有顶点角，柱状体的顶部通常是明显的圆形。也可参见土

壤自然结构体。

Platy 

Plot 

Preferential flow

Prismatic 

Raindrop impact

板状结构：

样方：

优先流：

棱柱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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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egree to which ecological processes acting in rangelands 

sustain the capacity to recover desired species during favorable periods, and sustain 

the varied ecosystem services expected from rangelands.

- See soil redistribution.

- Nutrients, water, minerals, soil, litter, seeds, organic matter and biota that 

exist on a plot or site and support living organisms.

- A description of the size and connectivity of 

persistent vascular plant patches and interpatch areas across a plot. The features of 

each class reflect the ability of the persistent plant community to retain water, 

nutrients, soil, and other resources (litter, seeds). These resources have a greater 

potential to be retained at lower class values.

- The ability to keep resources on a plot or site.

雨滴影响：

草地健康：

再构：

资源：

资源保持分类（ ）：

保持力：

当一滴雨滴落在土壤表面就会发生能量的转换，根据雨滴的大小和速

度可以使土壤微粒和小的岩石碎屑离开原位，从而导致侵蚀。可参见测击侵蚀。

牧场在较好的发展期内能够维持两种能力的程度，一种是其恢复所需

物种的能力，另外是其提供被人们所期望的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

参见土壤再构。

一块样地区域上可以支持生命体生长的营养物质、水、矿物质、土壤、凋

落物、种子、有机物质和生物群落。

描述的是在一个样地中持久的维管植物斑块和这些斑块

间隙区域的规模和相关性。每一类别的特征反映了持久植物群落保持水分、养分、

土壤和其它资源（掉落物、种子等）的能力。在较低的分类级别中，这些资源有

更大的可能性被保留下来。

某一样地或区域内操持资源的能力。

Rangeland health

Redistribution

Resource

Resource retention class (RRC) 

RRC

Retention



85

- "A small, intermittent water course with steep sides; usually only several 

centimeters deep" (SSSA 2008).

- "An erosion process ... in which numerous and randomly occurring 

small channels of only several centimeters in depth are formed..." (SSSA 2008).

- Unattached pieces of rock 2 mm in diameter or larger (SSSA 

2008).

2mm

- Pertaining to biological crust morphology; rolling biological crusts exist 

only where frost-heaving occurs in the winter, such as the Great Basin; rolling 

biological crusts have more vertical relief than smooth crusts, but less than pinnacled 

crusts, with heights between 3 and 5cm; rolling crusts typically do not include gaps of 

mineral soil surface or smooth crusts (Rosentreter et al. 2007).

3-5

-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 on a plant where the roots (below-ground 

biomass)and the stem(s) (above-ground biomass) of a plant meet; located just below 

the soil surface.

- Pertaining to biological crust morphology; "rugose biological crusts occur in 

slightly less arid deserts, such as the Mojave Desert;" rugose biological crusts have 

Rill

Rill erosion 

Rock fragments 

Rolling

Root crown 

Rugose

细流：

细流侵蚀：

岩屑：

起伏：

根冠：

一种拥有陡峭边界的微小的、间歇的河道。通常只有几厘米深。

一种侵蚀过程⋯被仅仅几厘米深的大量随机的小水道形成的侵蚀。

直径大于等于 的独立岩石碎块。

用来修饰和说明生物地表形态，起伏的生物地表外貌只出现在严重霜冻的

冬天，例如美国的大盆地国家公园，起伏的地表比光滑的地表有更多的垂直地形，

但是比尖形地貌少，垂直高度在 厘米之间，起伏表面通常不包括矿物土壤表

面间或者平滑表面间的缝隙。

植物的形态特征，根（地下部分生物量）和茎（地上部分生物量）结合的

部分；位于土壤表面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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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vertical relief than smooth crusts, with heights between 1 and 3 cm and contain 

gaps of smooth crusts or mineral soil between them (Rosentreter et al. 2007).

1-3

- That portion of precipitation or irrigation on an area which does not infiltrate, 

but instead is discharged from the area. That which is lost without entering the soil is 

called surface runoff. That which enters the soil before reaching a stream channel is 

called ground water runoff or seepage flow from ground water. (In soil science runoff 

usually refers to the water lost by surface flow; in geology and hydraulics runoff 

usually includes both surface and subsurface flow.) (SSSA 2008).

- An escarpment, steep slope or structural bench of some extent at the soil 

surface resulting from erosion; may be of any height, but typically less than 50cm tall 

(adapted from SSSA 2008).

50

- A miniature scarp extending only a short distance laterally and typically 

less than 20cm tall.

20

- Large land areas of relatively homogeneous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components that interact to form environments of similar productive capabilities, 

response to disturbances, and potentials for resource management (McNab et al. 

多皱

径流：

陡坡：

滑坡：

：用于说明生物学上表面的形态；多皱的生物地表出现在稍微干旱的荒原，

比如莫哈韦戈壁。比平滑地表拥有更多垂直结构，垂直高度在 厘米，包含光

滑地表间或矿质土壤间的缝隙。

一片区域内降水或灌溉的部分水不渗入，而是从这片区域里流过。没有进

入土壤，就成为地表径流；在到达河道之前就渗入土壤的叫做地下水径流或地下

水渗流。（在土壤科学中，径流通常指的是通过地表流动而损失的水，在地质和

水力学中径流通常包括地上和地下的水流。）

一种陡斜坡，因为侵蚀作用造成一定范围的土壤表面形成陡峭的斜坡结构，

可能是任何高度，但通常小于 厘米高。

一个延伸较短且通常矮于 厘米的微型悬崖。

Runoff 

Scarp

Scarplet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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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 Transported and deposited particles or aggregates derived from rocks, soil, 

or biological material.

- The process of sediment deposition (SSSA 2008).

- The removal of a relatively uniform thin layer of soil from the land 

surface by rainfall and largely unchanneled surface runoff (sheet flow) (SSSA 2008); 

see also interrill erosion.

- A thin, relatively uniform layer of soil deposits; may be continuous 

across the soil or in patches.

- Structureless soil; noncoherent; individual soil particles are visible and 

are not arranged into secondary structural units or peds (SSSA 2008); see also ped, 

soil structure, structureless.

- Historical or natural state for an ecological site 

including its range of variation. Reference states have been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地域：

沉积：

沉降：

片状侵蚀：

席状沉淀：

单个颗粒：

相对同质的物理和生物成分所构成的大的土地区域，其物理和生物组份相

互作用形成具有相似的生产能力、干扰响应和资源管理潜能的环境。

来源于岩石、土壤或者生物物质的颗粒或聚合物被运输并储存下来。

沉积物沉积的过程。

通过降雨和大量的不规则地表径流从陆地表面移除一个相对均匀的薄

层土壤（表面流动）。参见细沟间侵蚀。

一种稀薄的相对均匀的土壤沉淀层；可能连续的穿过不同性质的土壤

或土壤斑块间。

一种土壤结构。相互间不附着，单个土壤粒子是可见的，不属于次级

构造单元或土壤结构。参见土壤自然结构体、土壤结构和土壤无结构体。

Sediment 

Sedimentation

Sheet erosion 

Sheet deposit

Single grain 

Site potential (referenc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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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ying criteria, but they most often designate the historical range of variation at the 

time of European settlement. It is often implicitly assumed that historically observed 

states are those that provide the maximum options for management and ecosystem 

services. This is because they were relatively unaltered by modern human extractive 

activities (Bestelmeyer et al., 2010).

- Pertaining to biological crust morphology; smooth bological crusts occur in 

hot, hyper-arid deserts, such as the Colorado Desert, and in recently disturbed deserts;

smooth biological crusts have the least vertical relief with heights between 0 and 1 cm 

and are often dominated by cyanobacteria (Rosentreter et al. 2007).

0-1

– Coatings of clay, carbonates, or silica, or mineral 

stains on the underside and sides of rock fragments; formed during pedogenesis and 

appearing as a line around individual rock fragments where erosion has removed soil 

adjacent to the rock or exhumed the rock. Lines are roughly parallel to the soil surface 

unless the rock has been displaced. Clay coatings, carbonates, and silica are formed in 

B horizons. Clay coatings and mineral stains are red to brown; carbonates and silica 

are whitish. Carbonate collars around rocks in A horizons (e.g., desert pavement; 

McFadden et al. 1998) are evidence of erosion only where exposed by soil loss; see 

also carbonate coats on rock fragments.

潜在位置（参考位置）：

平滑：

岩屑表面的土壤线：

生态地点历史或自然的位置，包括其发生变化的范围。

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区别不同的潜在位置，但通常以欧洲人定居时期来划定发生变

化的历史范围，那是通常认为能够提供最好的管理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历史上可见

的位置。因为那时候的土地还没有被现代人类的活动所改变。

关于生物地表形态的描述；光滑的生物表皮出现在干热的沙漠，比如科罗

拉多沙漠和最近扰动的沙漠；拥有最小的垂直结构，垂直距离在 厘米之间，

经常受蓝细菌的控制。

岩屑上的土壤线表现为 粘土涂层、碳酸盐、二氧化硅或矿

物质斑，出现在岩屑的下部以及岩屑的多个面；他们在土壤发生时已经形成，是

Smooth 

Soil lines on rock fra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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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McFadden 1998

- Mineral particles, <2.0mm in equivalent diameter, ranging between

specified size limits. The names and size limits of separates recognized by the USDA 

are: very coarse sand (1-2mm); coarse sand (0.5-1mm); medium sand (0.25-0.5mm); 

fine sand (0.1-0.25mm);very fine sand (0.05-0.5mm); silt (0.002-0.05mm); and clay 

(<0.002mm) (SSSA 2008).

2

1-2 0.5-1

0.25-0.5 0.1-0.25 0.05-0.5 0.002-0.05

0.002

- A vertical section of the soil through all its horizons and extending into 

the C horizon (SSSA 2008).

C

- The movement of soil by wind and water; includes erosion and / 

or deposition.

- A description of the extent and severity of soil 

redistribution processes (erosion and deposition by wind and water) across a plot. 

Redistribution processes are indicated by multiple features tha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pedestals, water flow patterns,depositional mounds and carbonate coats or 

clay color stains on rock fragments. The features of each class influence the ability of 

the soil to support plant communities and other functions. The extent and severity of 

环绕一块岩屑的一条线，这些存在于土壤轮廓内的岩石，被周边的土壤腐蚀。除

非岩石被移动过，不然多条线都近似的与地表平行。粘土涂层、碳酸盐、二氧化

硅在 层形成。粘土涂层和矿物质斑是红棕色的；碳酸盐和二氧化硅是偏白色。

碳酸盐的土壤线出现在 层（例如，沙漠砾石表层； 等， ）附近，

证明了侵蚀只会发生在由于土壤流失而暴露的地方，参见岩屑上的碳酸盐涂层。

矿物粒子，当直径小于 毫米，按特别的尺寸限值排列。命名和尺寸

限值由美国农业部的认定，包括：极粗砂（ 毫米），粗砂（ 毫米），中砂

（ 毫米），细砂（ 毫米），极细砂（ 毫米），粉砂（

毫米），粘土（小于 毫米）。

一个通过所有土壤层面的垂直切面，一直延伸至 层面。

通过风和水产生的土壤移动，包括侵蚀或者沉积或二者兼具。

Soil particle

Soil profile 

Soil redistribution

Soil redistribution class (SRC)

土壤颗粒：

土壤剖面：

土壤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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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redistribution and its effects on plants are greater at higher class values.

- The ability of the soil to retain it structure and resist wind and water 

erosion.

- The combination or arrangement of primary soil particles into 

secondary units or peds. The secondary units are characterized on the basis of size, 

shape, and grade (degree of distinctness) (SSSA 2008); see also: angular blocky, 

cloddy, columnar, granular, ped, platy,prismatic, structureless, sub-angular blocky, 

wedge.

- The relative proportions of the various soil separates in a soil as 

described by the classes of soil texture shown in [the soil textural triangle below]. The 

textural classes may be modified by the addition of suitable adjectives when rock

fragments are present in substantial amounts; for example, ‘stony silt loam’. The sand, 

loamy sand, and sandy loam are further subdivid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oportions of 

the various sand separates present. The limits of the various classes and subclasses are 

as follows (SSSA 2008).

土壤再构类型（ ）：

土壤稳定性：

土壤结构：

土壤质地：

SRC

Soil stability

Soil structure

Soil texture 

土壤再构分级是描述一块样地土壤重新分配过程（即由

于风和水所造成的侵蚀和沉积）的范围及程度。土壤再构的过程有许多特征，包

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几点：基座、地表径流、沉积堆、碳酸盐外壳、岩石碎屑表面

的土壤线。每一级别的特征都能够影响到土壤支撑植物群落生长或其他功能的能

力。土壤再构的范围和程度，及其对植物的影响，随土壤再构级别的升高而加巨。

土壤保持它的结构以及抵抗风和水侵蚀的能力。

组合或者促使初级的土壤颗粒成为二级单位或者土壤结构体。通过大

小、形状、等级（程度的不同）来划分二级单位。参见：角块状，团块状，圆柱

状，颗粒状，土壤结构体，扁平状，棱柱状，无结构型，多角的，楔形。

不同土壤组份分散在同一土壤里的相对比例，由土壤质地类型图（土

壤质地三角图）来显示。如果岩屑大量出现，土壤质地的类别可能由于这些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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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etachment and airborne movement of small soil particles 

caused by the impact of raindrops on soils (SSSA 2008).

- see ecological state.

– Synthetic descriptions of the dynamics of the 

vegetation and surface soils occurring within specific ecological sites. STMs consist 

of a diagram and narratives that describe these dynamics and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STMs are developed using a broad array of evidence including historical information, 

local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gener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monitoring and 

experimental data from a specific ecological site or similar sites. (Bestelmeyer et al. 

2010).

物的加入而变得不同。例如，多石的淤泥土质。沙土、壤沙土、砂质壤土都是在

现有的不同种类的沙子的基础上的细分。各个类别及其子类的划分条件如下：

落在土中的雨点影响较小土壤颗粒的分离和离散的运动。

参见生态状态。

综合描述特定生态区域内植被和表土相互作用的动态

过程。状态和过度模式通过图表和叙述来描述这种动态过程及其发生的依据。状

态和过度模式逐渐发展并使用一系列的依据，包括历史信息、当地的专业知识、

Splash erosion

State

State and transition model (STM)

STM

飞溅侵蚀：

状态：

状态和过度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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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ranged in or composed of strata or layers (SSSA 2008).

- Rock or mineral fragment between 250 and 600 mm in diameter if rounded, 

and 380 to 600 mm if flat. See also rock fragments (SSSA 2008).

250-600

380 600

- No observable aggregation or no definite and orderly arrangement of 

natural lines of weakness....primary soil particles [do not combine or arrange] into 

secondary structural units or peds (SSSA 2008); see also single grain and massive.

[ ]

- Soil structure. Units are blocklike or polyhedral with flat or 

slightly rounded surfaces that are casts of faces of surrounding peds; nearly 

equidimensional. Mixture of rounded and plane faces and the vertices are mostly 

rounded (SSSA 2008); see also ped.

- Soil horizon(s) located under the A or surface horizon, technically B 

horizons. Can include E and C horizon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ocument.

A B

E C

一般生态学知识、来自特殊生态区位或者类似地点的监控和实验数据。

包含或者组成于不同片层。

如果是圆形的岩石或者矿物碎片那么直径在 毫米之间，如果是扁

平结构的那么直径就在 — 范围之间。参见岩石碎块。

没有可观测的聚合结构或没有明确的有序排列的自然线条⋯⋯在第二或

者其它层面的土壤结构体中也是原始的土壤微粒 没有相互结合与排列 ⋯⋯参

见单个颗粒和大块状结构。

土壤结构的一种。表面是扁平或略圆的块状或多面形单位，

周围的土壤结构体的接触面几乎是等量的；圆形和平面的混合体，顶点大多数都

是圆形。参见土壤自然结构体。

处于 层或者表层的土壤层下方，学术上的 层。根据这本书的意图也

可以包括 和 层。

Stratified (soil) 

Stone

Structureless

Subangular blocky

Subsoil 

层状土壤：

石块：

无结构：

次棱角形的块状物：

下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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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eposition by water, orientation and/or packing of a thin layer 

of fine soil particles on the immediate surface of the soil, greatly reducing its water

permeability (SSSA 2008).

- Benches of soil deposition behind obstacles causes by water, not 

wind,erosion" (Pellant et al. 2005).

- Erosion of thin layers of the surface horizon in 

patches or throughout the plot. Subsoil is not exposed.

- See desert varnish.

-

- Higher plants with vessels that conduct sap throughout the plant" 

(Pellant et al. 2005); e.g., grasses, shrubs and trees.

- A crust consisting of vesicular pores (unconnected, nearly spherical 

voids with smooth walls; SSSA 2008).

- Unconnected voids with smooth walls (SSSA 2008).

Surface seal(ing) 

Terracette

Thinning (of the surface horizon)

Varnish

Vascular plant

Vesicular crust

Vesicular pore

表面密封：

小土阶：

土壤表层细化：

涂膜

维管植物：

泡状结皮：

泡孔：

由于水或风向作用使得细微的土壤颗粒在土壤表面沉积或积聚成薄薄

的一层，极大地减少了其渗水率。

由水引起土壤沉积遇到障碍物形成阶地，不是风或其它侵蚀作用造成。

一片区域或者贯穿样地的表面土层中被侵蚀的一小层。下层土不

会被暴露出来。

参见沙漠涂膜。

通过导管输送养分到植物各器官的高级植物，如：禾本科植物、灌木

和树木。

由泡状小孔组成的硬皮（不连接，平滑侧壁的近球形空隙）。

侧壁光滑而不连接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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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he wearing away of land surface by rain or overland water flow; 

the process by which water detaches and removes soil from one point on the earth's 

surface and deposits it elsewhere; (2) The detachment and movement of soil by water. 

Includes gully erosion, interrill erosion, rill erosion, sheet erosion, and splash erosion.

1

2

- The path water takes (i.e., accumulates) as it moves across the 

soil surface during overland flow (Herrick et al. 2009).

– Soil structure. Elliptical, interlocking lenses that terminate in acute angles, 

bounded by slicken sides; not limited to vertic materials (Schoeneberger et al. 2002); 

formed in the subsoil.

- (1) The wearing away of land surface by wind; the process by which 

water detaches and removes soil from one point on the earth's surface and deposits it 

elsewhere; (2) The detachment and movement of soil by wind. See also wind 

scouring.

1

2

- The act of wind erosion removing finer soil particles from 

interspaces and leaving behind residual gravel, rock or exposed roots on the soil 

surface (Pellant et al. 2005);wind scoured areas are often elongated and slightly 

concave in shape (slight depressions).

Water erosion

Water flow pattern

Wedge

Wind erosion

Wind scouring

水侵蚀：

地表径流：

楔形：

风侵：

（ ）通过雨或陆地水流磨损陆地表面；水流把土壤从地球表面的一处带

到其它地方并沉积起来；（ ）通过水力转移和运动土壤。包括冲沟侵蚀、细沟侵

蚀、溪沟侵蚀、片状侵蚀以及溅击侵蚀。

水流在地表流动（如聚集）时流经的路径

土壤结构的一种。由岩石光滑面围成的椭圆形，交错反射至尖角状缩口端，

不限于变性土壤物质，形成于下层土。

（ ）由风形成的陆地表面的磨损，风力将地球表面某处的土壤分离，移动

到其他任何一处并形成沉积；（ ）风力分离转移土壤。参见风力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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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pwind direction; the direction from which the prevailing wind 

originates.

风刷：

上风面：

风力侵蚀将空隙中细微的土壤微粒移除，土壤表面遗留下残余砾石、岩石

或者暴露的植物根系。风力侵蚀的区域通常狭长且呈凹陷状。

逆风方向，盛行风起源的方向。

Wind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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