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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兴永、刘文全、王传珺、付腾飞、陈广泉、王玉广、苏乔、于洪军、马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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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土壤盐渍化监测与评价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滨海地区土壤盐渍化监测与评价的监测方案设计、监测内容与方法、现状评价、监测

资料汇总和报告编写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海岸带和海岛的土壤盐渍化监测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1121.1-2006 土壤检测第 1 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 
NY/T 1121.16-2006 土壤检测第 16 部分：土壤水溶性盐总量的测定 
NY/T 1121.17-2006 土壤检测第 17 部分：土壤氯离子含量的测定 
NY/T 1121.18-2006 土壤检测第 18 部分：土壤硫酸根离子含量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岸线  coastline 
多年大潮平均高潮位时海陆分界的痕迹线。 
[来源：GB/T 18190-2017, 2.1.1] 

3.2 

土壤  soil 
由矿物质、有机质、水、空气及生物有机体组成的地球陆地表面上能生长植物的疏松层。 
[来源：GB/T 18834-2002, 2.2] 

3.3 

土壤盐渍化  soil salinization 
土壤中积聚盐分形成盐渍土的过程。 
[来源：GB/T 18190-2017, 5.1.7，有修改] 

3.4 

土壤含盐量  soil salinity 
土壤中可溶盐的总量，以每千克干土中含有的可溶盐的克数表示。 
[来源：TD/T 1043.1-201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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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土壤电导率  soil conductivity 
土壤传导电流的能力，通过现场测量土壤中孔隙水的电导率来表示。 
[来源：HJ 802-2016, 3.1，有修改] 

4 监测方案设计 

4.1 总则 

监测点构成监测断面，监测断面构成监测网。在监测网布设前，应收集相关土壤、土地利用、植被

和水文地质等资料。监测网的布设应兼顾科学性、经济性和可操作性。 

4.2 监测断面布设 

监测断面布设要求如下： 

a) 监测断面布设应保持相对稳定，具有连续性； 
b) 监测断面应垂直于海岸线方向布设，在确定的盐渍化监测区域内断面布设间距应不超过 25km，

土壤盐渍化严重区断面间距应不超过 10km，监测区断面数应不少于 3 条。 

4.3 监测点布设 

监测点布设要求如下： 

a) 监测点的布设应突出重点区域，兼顾一般区域，站位应有代表性，并应统一编号； 
b) 每条断面布设监测点 3 个~5 个，监测点应不少于 3 个（盐土区、过渡带、非盐渍化区），如果

在监测期间发现不存在非盐渍化点，则应沿着断面的方向往内陆区域增加一个非盐渍化监测

点，保证在监测期间至少有一个监测点始终在非盐渍化区内； 
c) 布设自动监测点的断面，应对每个自动监测点建立卡片，作为永久档案资料（见附录 A 中表

A.1）。 

5 监测内容与方法 

5.1 常规监测 

5.1.1 常规监测内容 

常规监测内容包括：土壤含盐量、氯离子含量、硫酸根离子含量。 

5.1.2 常规监测方法 

滨海地区土壤盐渍化常规监测方法主要以传统手工取样和室内测试分析为主，具体监测与分析方法

如下： 
a) 土壤采样前期准备： 

 工具类：铁锹和土钻等； 
 器材类：卷尺、样品袋、照相机和 GPS 等； 
 文具类：样品标签、记录表格、记号笔和铅笔等小型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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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土壤化学性质测定样品的采集：土壤样品采集用专门记录表（见附录 A 中表 A.2），记录应既

全面，又突出重点。样品采集应按垂直深度进行取样，取样深度 0cm~100cm。每个土壤样品

均为各监测点 0cm~100cm 深度的土壤混合样，至少有相邻的 3 个土壤监测点组成，取中心点

的三个角，点与点间隔 1m。每个土壤样品质量 1kg 左右，采集的土壤样品密封于塑料自封样

品袋中，在样品袋上用记号笔记录样品站位相关信息，GPS 记录采样点坐标。 
c) 土壤样品的制备：从野外采回的土壤样品应及时放在样品盘上，摊成薄薄的一层，置于干净

整洁的室内通风处自然风干，严禁暴晒，并注意防止酸、碱等气体和灰尘的污染。当土样达

到半干状态时，应将大土块捏碎。风干后的土样平铺在平整木板或塑料板上，用木棍或塑料

棍压碎，经过初步压碎的土样，如果数量太多，可以用四分法分取适量，并用 2mm 孔径的筛

子过筛。未通过筛子的土粒，应重新压碎，直至全部通过筛孔为止；但石子切勿碾碎，应并

入砾石中处理。在风干和压碎过程中，应随时将土样中的植物残根、侵入体和新生体进一步

剔除干净。 
d) 土壤样品的贮存：过筛后的土样经充分混匀，放入样品瓶中备用，瓶内外各具标签一张，写

明采样地点、站位编号、采样日期和采样人等信息。制备好的土样应妥为贮存，避免日光、

高温、潮湿和有害气体的污染，可将封装好的土样存放于实验室橱柜中，常温贮存即可。一

般土样保存三个月至半年，直至全部分析工作结束，分析数据核实无误后，才能弃去。其它

操作可按 NY/T 1121.1-2006 中有关方法进行。 
e) 样品测定： 

 土壤含盐量：按NY/T 1121.16-2006规定的方法测定； 
 土壤氯离子含量：按 NY/T 1121.17-2006 规定的方法测定； 
 土壤硫酸根离子含量：按 NY/T 1121.18-2006 规定的方法测定； 
 数据结果的分析处理按附录B中表B.1进行整理。 

5.1.3 常规监测频率 

为能准确反映年内滨海土壤盐渍化的变化情况，应每季度监测 1 次。考虑到实际监测情况，每年应

保证在枯水期和平水期各监测 1 次。 

5.2 自动监测 

5.2.1 自动监测内容 

滨海土壤盐渍化自动监测指标应包括：土壤电导率、土壤温度、土壤体积含水率。 

5.2.2 自动监测频率 

滨海土壤盐渍化自动监测频率应按不同监测目的和要求来确定，监测频率应以1次/小时至2次/天为

宜。若每天监测2次，监测时间为每日8:00和20:00。 

5.2.3 自动监测系统安装 

滨海土壤盐渍化自动监测系统包括传感器、数据传输终端、供电设备等设备。具体要求如下： 
a） 自动监测系统选用的设备应经过国家授权质检或其他资质机构检测； 
b） 监测仪器安装高度应便于日常操作和查看显示面板； 
c） 监测仪器周围应留有足够的空间，以便于日常维护、检修； 
d） 连接监测仪器所用各种电缆和管路应加保护管，排列整齐； 
e） 监测仪器探头应埋设于地表以下 30cm 处的土壤中，条件允许时可在地表以下 60cm 和 90cm

处的土壤中各安装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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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自动监测系统安装结束后，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系统联调和性能测试； 
g） 此处未提及要求参照仪器说明书内容，自动监测仪器的安装还应按照 GB50093-2013 中第 6 章

和第 7 章的要求执行。 

5.2.4 自动监测精度要求 

用于滨海土壤盐渍化自动监测的传感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导率测量范围：0mS/cm ~25mS/cm，分辨率0.01mS/cm； 
b) 含水率测量范围：10%~50%，分辨率1%； 
c) 温度测量范围：-20℃~70℃，分辨率：0.1℃； 
d)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30℃~80℃。 

5.2.5 自动监测仪器校准 

自动监测仪器应具备校准功能，使用自动监测仪前要进行检定或校准，每年应检定或校准1次。 

5.2.6 自动监测系统检查与维护 

自动监测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到现场进行检查和维护，检查频率应1次/年，主要对系统的允许

状态进行全面的检查和测试。仪器检测应按照产品使用手册或产品说明书和相关规程要求进行，现场维

护时，应利用移动存储设备下载监测数据作为备份，若条件许可，也可远程下载数据。 

5.2.7 土壤电导率与土壤含盐量换算 

为了提高滨海土壤盐渍化监测效率和评价精度，应建立各监测区域土壤含盐量与土壤电导率的对应

关系。利用监测区域内所有监测点的土壤含盐量数据与自动监测的土壤电导率数据，在相同土壤含水量

的水平下，通过统计分析软件计算二者的相关系数，并建立回归方程，计算样本数应不少于 50 个。在

后期监测过程中，可直接通过自动监测获得的电导率换算成土壤含盐量，便于开展区域盐渍化现状评价。 
数据结果的分析处理按附录B中表B.2进行整理。 

6 现状评价 

6.1 评价要求 

评价要求包括以下内容： 

a) 现状评价是在区域土壤盐渍化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区域盐渍化特点，分析区域土壤盐渍化特征

与空间变异规律，评价区域内盐渍化的类型、离岸距离、范围、趋势和程度等级； 
b) 现状评价主要考虑区域土壤盐渍化的自然属性，土壤含盐量、氯离子及硫酸根离子的变化情况； 
c) 现状评价应考虑区域土壤盐渍化的发育机理，明确区域盐渍化的影响因素； 
d) 当年的土壤盐渍化现状评价结果应与上一年度的评价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说明土壤盐渍化的变

化趋势。 

6.2 评价指标和标准 

滨海土壤盐渍化现状评价主要针对区域盐渍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评价指标应包括： 
a) 土壤含盐量、氯离子含量及硫酸根离子含量； 
b) 土壤盐渍化的类型、离岸距离、范围、趋势和程度等级。 
滨海土壤盐渍化现状评价标准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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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评价方法 

6.3.1 盐渍化类型 

依据氯离子含量与硫酸根离子含量的比值判定区域盐渍化的类型，按照附录C中表C.1的盐渍化类

型划分标准确定各监测点的土壤盐渍化类型。盐渍化类型计算方法见附录D中D.1.1。 
a) 所有监测点中只存在一种盐渍化类型时，则该盐渍化类型为区域主要盐渍化类型； 
b) 所有监测点中存在两种或以上盐渍化类型时，则以监测点中盐渍化类型数量最多的确定为区域

主要盐渍化类型； 
c) 所有监测点中如存在两种或以上盐渍化类型数量相同时，则按照附录 C 中表 C.2 所列盐渍化

类型，选取土壤含盐量最高的类型代表区域主要盐渍化类型。 

6.3.2 盐渍化离岸距离 

依据区域盐渍化类型监测结果，采用距离插值法确定各监测断面的盐渍化离岸距离。距离插值法见

附录D中D.1.2。具体方法如下： 
a) 如监测点全部为同一种盐渍化类型，则直接利用距离法计算盐渍化离岸距离； 
b) 如监测点存在两种或以上盐渍化类型，则需要把不同盐渍化类型土壤含盐量进行归一化处理，

即把某一盐渍化类型监测点所处某一程度的土壤含盐量归一化到区域主要盐渍化类型的同一

盐渍化程度上，再计算盐渍化离岸距离。归一化方法见附录 D 中 D.1.2； 
c) 利用距离插值法计算各断面非盐渍化与盐渍化分界点的离岸距离，即垂直岸线的距离，分界点

的离岸距离即为该监测断面的盐渍化离岸距离； 
d) 在区域土壤盐渍化现状评价中，将各监测断面中最大的盐渍化离岸距离确定为区域土壤盐渍化

最大离岸距离。 

6.3.3 盐渍化范围 

连接监测区域中各断面盐渍化离岸距离点，并与监测区岸线做封闭曲线，计算封闭区域的面积，该

封闭区域即为区域土壤盐渍化范围。面积计算方法见附录D中D.1.3。 

6.3.4 盐渍化趋势分析 

通过现状评价结果与之前监测结果对比确定区域土壤盐渍化发展趋势，具体方法如下： 
a) 针对只有监测断面的区域，如果同一监测断面的土壤盐渍化最大离岸距离年度变化在 50m 以

内，土壤盐渍化稳定；最大离岸距离年度增加值大于 50m，土壤盐渍化加重；最大离岸距离年

度减少值大于 50m，土壤盐渍化减弱； 
b) 针对可确定土壤盐渍化面积的区域，如果土壤盐渍化面积增大，土壤盐渍化加重；土壤盐渍化

面积减少，土壤盐渍化减弱。 

6.3.5 盐渍化程度等级评价 

依据区域盐渍化类型监测结果，利用距离插值法对区域盐渍化程度等级进行评价，具体方法如下： 

a) 如监测区域只存在一种盐渍化类型，则按照附录C中表C.2的盐渍化程度划分标准，利用距离

插值法确定各盐渍化程度等级的分界点，连接相同盐渍化程度等级分界点进行土壤盐渍化程度

划分。分界点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D中D.1.4； 

b) 如监测区域存在两种或以上盐渍化类型，则需要把某一盐渍化类型监测点所处某一程度的土壤

含盐量归一化到区域主要盐渍化类型的同一盐渍化程度上，再利用6.3.5中a）的方法进行操作。

归一化方法见附录D中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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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测资料汇总 

7.1 照片 

汇总的照片资料包括现场监测的照片及数码信息，照片分辨率不低于300dpi。 

7.2 监测原始数据 

监测原始数据包括所有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的原始记录。自动监测点信息按照附录A中表A.1整理；

现场土壤盐渍化样品采集按照附录A中表A.2整理；室内土壤盐渍化样品分析按照附录B中表B.1整理；

土壤盐渍化现场监测数据按照附录B中表B.2整理。 

7.3 相关图件 

7.3.1 上报图件 

上报图件包括滨海土壤盐渍化监测点分布图、滨海土壤盐渍化现状评价图等。 

7.3.2 图件编制要求 

7.3.2.1 比例尺 

图件比例尺为1:250 000，其中土壤盐渍化严重区图件比例尺为1:100 000；图件信息包括：相关基

础地理信息、经纬度、比例尺、图例、制图人信息等。 

7.3.2.2 制图精度 

图廓边长度误差小于等于图上±0.1mm；对角线、方格公里网线长度误差小于等于图上±0.3mm；格

网交点的直角坐标位移小于等于图上±0.6mm。 

7.3.2.3 坐标系、投影、分幅 

坐标系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投影采用高斯—克吕格6º带投影，也可采用其他

需要的投影；分幅采用国际统一分幅或自由分幅。 

7.3.2.4 图式符号 

1:250 000图件按照GB/T20257.4-2017规定的要求执行，1:100 000图件按照GB/T20257.3-2017规定的

要求执行。现状评价图图式见附录D中表D.2。 

7.4 资料上报格式 

照片及摄像资料经编辑、刻成光盘后上报主管部门，光盘中应有详细的记录及说明。 

8 监测与评价报告格式及内容 

滨海土壤盐渍化监测与评价报告的内容和格式应满足附录E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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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滨海土壤盐渍化监测点和样品采集记录表 

表A.1给出了滨海土壤盐渍化自动监测点记录卡。 

表A.1 滨海土壤盐渍化自动监测点记录卡 

填表人：       校对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地  点 省(市)        县(市、区)         镇(乡)        村 

断  面 

编  号 
 

站  点 

编  号 
 

监  测 

指  标 
 

仪  器 

名  称 
 

探  头 

数  量 
 

探  头 

埋  深 

cm 

 

经  度 

︒、'、" 
 

纬  度 

︒、'、" 
 

地  面 

高  程 

m 

 

建  站 

年  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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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给出了滨海土壤盐渍化样品采集记录表。 

表A.2 滨海土壤盐渍化样品采集记录表 

 

地  点 省(市)        县(市、区)         镇(乡)        村 

断  面 

编  号 
 

站  点 

编  号 
 

经  度 

︒、'、" 
 

纬  度 

︒、'、" 
 

高  程 

m 
 

天  气 

情  况 
 

土地 

利用 

类型 

耕    地：旱地□         水浇地□        水田□ 

园    地：果园□         茶园□          其它园地□ 

林    地：有林地□       灌木林地□      其它林地□ 

草    地：天然牧草地□   人工牧草地□    其它草地□ 

其它土地：空闲地□       荒地□          其它（         ） 

采样 

点地 

理位 

置草 

图 

 

采集 

土样 

特征 

描述 

 

备注 

 

填表人：       校对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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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滨海土壤盐渍化样品分析和现场监测记录表 

表 B.1 给出了滨海土壤盐渍化样品分析记录表。 

表B.1 滨海土壤盐渍化样品分析记录表 

监测区域： 

断面 站位 
Cl- 

mg/L 

SO4
2- 

mg/L 

含盐量 

g/kg 

 

    

    

    

    

 

    

    

    

    

 

    

    

    

    

    

 

    

    

    

    

    

 

    

    

    

    

    

填表人：       校对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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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给出了滨海土壤盐渍化现场监测记录表。 

表B.2 滨海土壤盐渍化现场监测记录表 

监测区域： 

断面 站位 
温度 

℃ 

湿度 

% 

电导率 

mS/cm 

 

    

    

    

    

    

 

    

    

    

    

    

 

    

    

    

    

    

 

    

    

    

    

    

 

    

    

    

    

    

填表人：       校对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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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滨海土壤盐渍化类型和程度划分标准 

表 C.1 给出了滨海土壤盐渍化类型划分标准。 

表C.1 滨海土壤盐渍化类型划分标准 

盐渍化类型 Cl-/SO4
2- 

硫酸盐型（SO4
2-） <0.5 

氯化物-硫酸盐型（Cl--SO4
2-） 0.5～1.0 

硫酸盐-氯化物型（SO4
2--Cl-） 1.0～4.0 

氯化物型（Cl-） >4.0 

表 C.2 给出了滨海土壤盐渍化程度划分标准。 

表C.2 滨海土壤盐渍化程度划分标准 

单位为百分率 

等级 
类型 

氯化物型（含盐量） 硫酸盐-氯化物型（含盐量） 氯化物-硫酸盐型（含盐量） 硫酸盐型（含盐量） 

非盐渍化土 <0.15 <0.2 <0.25 <0.3 

轻度盐渍化土 0.15～0.3 0.2～0.3 0.25～0.4 0.3～0.6 

中度盐渍化土 0.3～0.5 0.3～0.6 0.4～0.7 0.6～1.0 

重度盐渍化土 0.5～0.7 0.6～1.0 0.7～1.2 1.0～2.0 

盐土 >0.7 >1.0 >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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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滨海土壤盐渍化现状评价方法 

D.1 现状评价 

D.1.1 盐渍化类型 

滨海土壤盐渍化类型按式D.1计算： 

 𝑇 = 𝐶1
𝐶2
 ........................................ (D.1) 

式中： 

T  ——氯离子与硫酸根离子的含量比值，无量纲； 
𝐶𝐶1——氯离子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𝐶𝐶2——硫酸根离子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D.1.2 离岸距离计算 

利用距离插值法计算滨海土壤盐渍化不同程度等级的离岸距离，利用归一化法对不同盐渍化类型的

土壤含盐量进行换算。 

a) 距离插值法 

滨海土壤盐渍化不同程度等级的离岸距离按式 D.2 计算： 

 𝐷𝐷 = 𝑆𝑡1−𝑆𝑡2
𝑆𝑡1−𝑆𝑡3

× 𝑑𝑑1 + 𝑑𝑑2 ................................. (D.2) 

式中： 

D——非盐渍化与轻度盐渍化分界点距离海岸线的垂直距离，单位为米（m）； 
𝑆𝑆𝑆𝑆1——已达到或超过轻度盐渍化程度监测点的土壤含盐量，单位%； 
𝑆𝑆𝑆𝑆2——各盐渍化类型中非盐渍化与轻度盐渍化临界阈值，氯化物型为 0.15，硫酸盐-氯化物型为 0.2，

氯化物-硫酸盐型为 0.25，硫酸盐型为 0.3，单位%； 
𝑆𝑆𝑆𝑆3——未达到轻度盐渍化程度监测点的土壤含盐量，单位%； 
𝑑𝑑1——已达到或超过轻度盐渍化程度监测点与未发生盐渍化监测点之间的距离，单位为米（m）； 
𝑑𝑑2——已达到或超过轻度盐渍化程度监测点距海岸线的垂直距离，单位为米（m）。 

b) 归一化法 

非盐渍化、轻度盐渍化、中度盐渍化和重度盐渍化程度等级的土壤含盐量按式 D.3 计算： 

 𝑆𝑆𝑆𝑆z = 𝑆𝑆𝑆𝑆mx + �𝑆𝑡y−𝑆𝑡yx�
𝑆𝑡ys−𝑆𝑡yx

× （𝑆𝑆𝑆𝑆ms − 𝑆𝑆𝑆𝑆mx） ......................... (D.3) 

式中： 

𝑆𝑆𝑆𝑆𝑧𝑧——目标盐渍化类型同一程度等级土壤含盐量的转换值，单位 %； 
𝑆𝑆𝑆𝑆mx——目标盐渍化类型同一程度等级土壤含盐量的下限阈值（低值），单位%； 
𝑆𝑆𝑆𝑆ms——目标盐渍化类型同一程度等级土壤含盐量的上限阈值（高值），单位%； 
𝑆𝑆𝑆𝑆y——原盐渍化类型同一程度土壤含盐量的监测值，单位%； 
𝑆𝑆𝑆𝑆yx——原盐渍化类型同一程度等级土壤含盐量的下限阈值（低值），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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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𝑆𝑆𝑆ys——原盐渍化类型同一程度等级土壤含盐量的上限阈值（高值），单位%； 
盐土程度等级的土壤含盐量按式 D.4 计算： 

 Stz = Stmy + �Sty−Styy�
Styy

× Stmy .............................. (D.4) 

式中： 

𝑆𝑆𝑆𝑆z——目标盐渍化类型在盐土程度等级的土壤含盐量转换值，单位 %； 
𝑆𝑆𝑆𝑆my——目标盐渍化类型土壤含盐量的盐土阈值，单位%； 
𝑆𝑆𝑆𝑆y——原盐渍化类型在盐土程度等级的土壤含盐量的监测值，单位%； 
𝑆𝑆𝑆𝑆yy——原盐渍化类型土壤含盐量的盐土阈值，单位%； 

D.1.3 面积计算 

根据确定的土壤盐渍化位置，连接各个监测断面上非盐渍化与轻度盐渍化分界点，与监测区域岸线

做封闭曲线，利用GIS平台的面积计算功能确定土壤盐渍化面积。 

D.1.4 盐渍化程度等级 

在判断出区域主要盐渍化类型的基础上，对监测断面的土壤含盐量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选择该监

测断面处于不同盐渍化程度等级的相邻两点，采用公式D.5的计算方法，确定该断面不同盐渍化程度分

界点。监测断面各个盐渍化程度等级分界点距离海岸线的垂直距离按式D.5计算： 

 𝐷𝐷 = 𝑆𝑡g−𝑆𝑡l
𝑆𝑡g−𝑆𝑡d

× 𝐷𝐷1 + 𝐷𝐷2 ................................. (D.5) 

式中： 

D——不同盐渍化程度分界点距离海岸线的垂直距离，单位为米（m）； 
𝑆𝑆𝑆𝑆g——土壤含盐量数值较高监测点的土壤含盐量，单位%； 
𝑆𝑆𝑆𝑆l——不同盐渍化程度的临界阈值，单位%； 
𝑆𝑆𝑆𝑆d——土壤含盐量数值较低监测点的土壤含盐量，单位%； 
𝐷𝐷1——两个监测点之间的距离，单位为米（m）； 
𝐷𝐷2——土壤含盐量数值较高监测点距海岸线的垂直距离，单位为米（m）。 

D.2 盐渍化现状评价图图式 

表D.1给出了滨海土壤盐渍化评价图图式。 

表 D.1 滨海土壤盐渍化评价图图式 

类别 式样 宽度 颜色(RGB) 

盐土  图上 0.5cm 边框：0,0,0；图案：255,0,0 

重度盐渍化  图上 0.5cm 边框：0,0,0；图案：255,128,0 

中度盐渍化  图上 0.5cm 边框：0,0,0；图案：255,255,0 

轻度盐渍化  图上 0.5cm 边框：0,0,0；图案：139,209,0 

非盐渍化  图上 0.5cm 边框：0,0,0；图案：56,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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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滨海土壤盐渍化监测与评价报告内容与格式 

E.1 文本格式 

滨海土壤盐渍化监测与评价报告本文格式包括以下内容： 

a) 文本规格，文本外形尺寸为 A4（210mm×297mm）； 

b) 封面格式： 

1）第一行书写：××省市（一号宋体、加黑，居中）； 
2）第二行书写：滨海土壤盐渍化监测报告（一号宋体、加黑，居中）； 
3）第三行书写：报告编制单位全称（三号宋体、加黑，居中）； 
4）第四行书写：××××年××月（小三号宋体、加黑，居中）； 
5）第五行书写：中国，空一格，××（编制单位所在地名）（整行内容四号宋体、加黑，居中）； 

以上各行间距应适宜，保持整个封面美观。 
c) 封里一内容：封里一中应分行写明：监测项目实施单位全称（加盖公章）；项目负责人、技术

总负责人、分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人员姓名；报告书编制单位全称（加盖公章）；编制人、

审核人姓名；编制单位地址；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E-mail 地址等内

容。 

E.2 报告编写大纲 

图 E.1 给出了滨海土壤盐渍化监测与评价报告编写大纲 

 

图 E.1滨海土壤盐渍化监测与评价报告编写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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