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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读 2015 年发布的《世界土壤资源状况报告》。 基于对世界土壤资源状况的多视角分析,
提出 1 / 3 面积的世界土壤资源处于部分或严重受损的态势,再次强调了世界土壤资源对于全球社

会的普世价值,彰显了全面监测、调控和管理全球土壤资源的重大任务以及教育、研究和技术发展

支撑全球土壤可持续管理的社会责任。 报告表明,全球土壤学研究焦点是土壤变化与自然和人类

活动驱动力、土壤退化及其导致的土壤质量、过程、功能和服务的变化,热点是碳(氮)—水—生物

储库及分布为代表的生物地球化学与全球系统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功能及人类健康生活的关系;全
球土壤学发展的突出趋势还表现为大数据为基础的集成研究。 全球土壤学话语权仍为欧美发达国

家所主导,中国土壤学的影响还很小,我国土壤学研究水平及其对社会的服务作用急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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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全球人口—资源—环境—
生态等问题的挑战。 至 2050 年,全球人口将达到 90
亿,要求现有的土地生产力再提高 50% [1];然而,高
速发展的全球城镇化日益普遍,并持久地占用或固

封地表土壤资源,仍在全球快速扩张并复合加剧的

大气酸沉降 /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抗生素

等新型污染物的环境污染削弱着土壤的功能,农业

高强度利用、土壤侵蚀与退化、森林覆被大幅度减

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损耗着土壤的机体,工业化驱

动的化石能源消费持续增长导致碳减排压力空前增

大;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及其不稳定性对土壤和生

态系统的复杂影响,这些都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对全

球土壤资源生产力及可持续性的严峻挑战[2]。 从

全球来说,土壤资源的数量、质量、功能及其对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与供给能力严重削弱,引起了全

球政策制定者和不同利益群体对全球土壤(资源)
安全的担忧。 因此,迫切需要有一个权威而全面的

报告,向全球各界公布世界土壤资源态势,以引起不

同利益相关者、不同国家和不同阶层以及国际组织

对于土壤资源功能对人类的作用和功能的深刻理

解,对于土壤资源损失与恢复的严重关切,对于可持

续利用和管理土壤资源责任的共同关注。 自 2014
年底始,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发起编撰了《世界

土壤资源报告》 [3],经过各国科学家 1 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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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终于在 2015 年世界土壤日前夕发布。 本文

对该报告进行解读,从中梳理出一些线索,通过讨论

土壤学的社会责任和全球土壤学发展趋势,对中国

土壤学发展提出一些启示。

2　 报告背景与宗旨:彰显土壤学的全
球社会责任

在第一个国际土壤年,联合国机构主导编撰并

发布该报告的意图是:向公众阐述土壤对于人类生

存的无可辩驳的重要性,报告全球土壤资源态势及

导致发生这些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与机制,向各界呼

吁采取恢复与改善土壤资源的全球行动。 这个报告

实质上就是一个基于专家知识及大数据分析的世界

土壤资源现状及未来变化趋势的全球科学评估;通
过这个评估,帮助公众和社会深刻理解全球土壤变

化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水质及水量、生物多样性

及人类健康等全球性问题的影响,最后促使构建土

壤资源的全球可持续治理框架,包括改善、恢复和重

建土壤资源可持续性的政策、技术和途径。 该报告

本质上是全球土壤学的纲领,从土壤资源的地球系

统属性、多目标服务属性和后代可持续发展保障属

性高度彰显了土壤学的全球社会发展责任,奠定了

为全球土壤可持续治理服务的世界土壤 (资源)
观[4]。 该报告应该是指导 21 世纪后半叶全球社会

利用、开发和管理土壤资源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指导

为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未来土壤学研究发展的

纲领性文件。
报告前几章用了很大篇幅阐述对地球土壤和土

壤资源的新认识、世界土壤资源状况及其表征、全球

土壤(资源)退化与治理的途径和技术以及全球土

壤可持续管理的策略、政策与行动建议。 报告的绪

论再次强调了 《世界土壤宪章》 ( The World Soil
Charter) [5],宪章阐明了地球系统给予人类的土壤

关键禀赋,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持的全球意义,土壤资

源利用的多利益休戚相关,土壤退化的短期和长期

效应及其风险,整体性和多重性的土壤生态系统服

务,因地制宜的土壤利用及管理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等主要问题,充分论证了土壤资源的全社会意义与

全球意义,强调了从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审视

土壤的作用、服务与价值,对于确立新的全球土壤观

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石。 也就是说,报告首先从联

合国通过的《世界土壤宪章》高度,充分阐述了土壤

的全球社会价值(农业资源价值、环境服务价值、生
态屏障价值以及生物多样性价值),突出了保持、改

善和恢复健康土壤覆被的全球责任。 这种责任在于

建立土壤利用的多利益平衡、土壤资源开发的国际

平衡和代际平衡。 充分认识和坚定土壤的全球社会

价值,构建土壤资源利用和开发的平衡和谐,有助于

缓和或规避区域冲突,建立世界资源新秩序,推进世

界和平[6]。
新的全球土壤观的核心是“土壤安全”观念,报

告将其确立为全面推行全球土壤治理的科学依据。
土壤安全(soil security)定义为维持或改善世界土壤

资源以提供充足的食物、纤维、淡水,襄助能源可持

续性及气候稳定, 保持生物多样性并提供环境保护

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整体功能状态[7]。 这在 2014 年

第 20 届世界土壤学大会上得到全球土壤学界的广

泛关注和反响。 报告明确将“土壤安全”定位为土

壤与全球社会问题相联系的核心概念,事关能源、环
境污染、食物安全、气候变化、区域发展等全球可持

续发展问题[8],而土壤退化是影响和制约土壤安全

的全球性挑战。 这是继 20 世纪末的“土壤质量”认
识[9]、21 世纪初的“土壤健康”认识[10],最近 10 多

年来,联合国千年评估计划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进

展[11]及对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食物安全以及全

球城镇化等全球问题的深刻认识后[12],推动土壤学

提出面向未来 90 亿人口生存和发展的新观念,这些

将成为指导全球土壤资源研究和土壤资源利用和管

理的导向标。
为保障全球土壤(资源)安全,报告提出了管控

土壤退化的全球土壤可持续管理理念和全球行动框

架。 其基本内涵包括土壤可持续管理标准(指南)、
技术与良好实践,土壤资源与土地利用的公共教育,
保障土壤安全的研究、开发与技术推广,兼顾多利益

相关者的土壤利用与管理,土壤资源开发的代际公

平,以及管控区域土壤退化以防范区域冲突等全球

土壤治理策略。 报告提出了管控土壤利用、调控土

壤变化和防控土壤退化的管理途径及技术途径。 这

里提出了“土壤修复” ( soil restoration)和“技术土

壤”(Technosol)作为改善和增进土壤安全的技术措

施,前者是退化而削弱甚至丧失土壤价值及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修复与重建,是恢复土壤的自然禀赋,
再造地球良好土壤覆被。 为达到这个目的,采用合

适的土壤和生态系统技术,再造具有土壤自然禀赋

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土壤材料,用于恢复重建失去的

土壤(覆被),从土壤的数量和质量充实全球土壤安

全基石。 这既可以通过当前正在呼吁实施的“千分

之四全球土壤增碳计划” [13] 来推进,又提供了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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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发展迅速的生物质炭科学技术的重大服务方

向[14]。 因而,该报告也对土壤修复产业和生物质炭

科技与产业发展起到指南作用。 保护土壤资源、改
善和增进土壤功能、提升土壤对人类服务,关系到联

合国制定的 17 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15]中至少 10
个目标的实现。 因此,《世界土壤资源状况报告》将
成为指导 21 世纪后半叶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土壤管

理的纲领性文件。
综上所述,土壤学的社会价值与任务,不仅是义

不容辞地探知地球系统中土壤的基本性质和发生过

程及其运行规律、土壤的作用及服务,而且是为全球

社会科学认知土壤资源的特点与属性、功能与价值、
健康与风险提供科学框架与方法,因而土壤学担负

着认识、利用、保护、管理全球土壤资源的科学重任。
土壤是地球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土壤学是支撑

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学科[16]。 这一点

已经越来越不容怀疑,当代亟需一个系统的土壤科

学来了解人类脚下的土壤性质与存在状态,需要一

个全球观测系统来认知土壤资源状态及其分布与变

化,需要一个全球土壤观来统领地球土壤资源政策、
管控及治理土壤资源的变化;需要一个完善的土壤

学教育、研究与技术发展体系,担当起教育全球公

民、监控土壤变化并发展土壤技术的重任。 该报告

再次凸显了土壤学正在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科学,土壤学研究在地球系统与人类社会关系协调

发展中的关键支撑地位。 因此,这个面向科学家、立
法者和决策者的关于全球土壤资源态势的报告,无
疑是第一个土壤学为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服务的政策性报告,
将在土壤学服务社会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3　 报告主要内容与土壤资源问题:全
球土壤学研究的焦点、热点与前沿

该报告分为如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是全球土壤

资源,是报告的总论,由引言、土壤与生态系统过程、
全球土壤资源和土壤与人类等 4 章构成;第二部分

是全球土壤变化的驱动力、状态与趋势,是报告评估

世界土壤资源变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土壤变化

的驱动力和全球土壤变化的状态、过程和趋势等 2
章;第三部分是全球土壤变化的影响与响应,包括土

壤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和土壤变化的管控与

政策响应等 2 章;第四部分是区域土壤变化的评估,
分别按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欧洲及欧亚、拉丁美

洲与加勒比、近东与北非、北美、西南太平洋(大洋

洲及邻近地区)和南极洲等地理区编写。
报告明确了七大土壤功能(植物生产,养分、物

质及水分的储存、过滤及转化,生物多样性库,人类

及人类活动的物理和文化环境,原材料来源,碳储

库,自然及文化遗迹的保存),强调了三大关键土壤

服务(水、碳和生物),提出了基础土壤肥力、土壤水

分、土壤气候变化属性、土壤可蚀性、土壤可耕性和

土壤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等 6 个方面关键土壤质量

属性,诠释了土地覆被、土地利用、土地管理加上大

气沉降为主的土壤污染等 3+1 项人类活动对土壤

变化的主要直接驱动力,刻画了人口增长与城镇化、
教育—文化—社会公平、土地市场、经济增长、战争

与内乱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六大全球人文因素对全

球土壤变化的间接驱动力,表征了土壤侵蚀、有机碳

损失、土壤污染、土壤酸化、土壤盐碱化、土壤生物多

样性减少、土壤固封(封闭)、土壤养分平衡变化、土
壤紧实化以及土壤墒情变化等十大全球性土壤变

化。 报告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变化将主要影响土壤生

产力与食物安全、气候变化及其调节、空气质量及其

调节、含水层水质及其调节、水循环及其调节、自然

灾害及其防控、土壤生物储库、人类健康水平、人类

自然文化服务等九大对地球系统和人类的巨大影

响,呼吁以可持续土壤管理为核心的全球土壤公约、
国家和区域土壤政策、计量和预测土壤变化的全球

土壤信息系统等 3 项全球行动倡议。
21 世纪以来,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变化对土

壤的影响以及土壤变化过程对地球环境及生命过程

的影响有较多研究积累。 城镇化和气候变化对土壤

变化的巨大驱动力是除自然生态系统演变以外的最

为剧烈和快速的驱动力,这已越来越受到国际土壤

学界的重视。 认识和表征人类活动的驱动力对土壤

变化的巨大影响已成为世界土壤资源态势研究的重

大基础问题[17]。 这个报告的基本认识是:除了部分

地区外,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土壤资源处于亚健康、不
健康或极不健康的状态,全球 1 / 3 面积的土壤因土

壤侵蚀、盐碱化、酸化、紧实化和污染而中度或严重

退化,从而削弱土壤生产力,制约着食物安全,进一

步可能引起食物市场波动和区域性饥饿与贫困,可
能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

因此,世界土壤资源研究的核心是全球和区域

土壤变化的过程、趋势及驱动力,变化对生态系统过

程及服务功能的影响、反馈及管控。 了解、表征、检
测与管控土壤变化构成了当代土壤资源研究的科学

基础,尽管 21 世纪初早已将土壤变化列为土壤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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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问题,并落实到长期地球系统观测计划和生态

系统观测计划中[18]。 但是,我们对土壤功能与服务

的计量与评估,对土壤变化的实时定量观测,仍没有

建立一套系统可行的科学方法和指标体系,这已经

成为土壤学服务于可持续管理的科技瓶颈[19]。 另

一方面,土壤的变化,特别是土壤退化将通过生物地

球化学循环过程的变化,影响生态系统进而影响地

球系统的生命过程,从而削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

地球生物圈的生物多样性[20]。 因此,土壤学的科学

焦点仍在于土壤变化与生物地球化学、生态系统服

务、地球关键带过程以及生物多样性等地表系统变

化的联系与反馈,这些联系与反馈可能是局地的更

可能是全球的,可能是短期的更可能是长期的。 这

些问题仍然将是 21 世纪后半叶世界土壤学研究的

焦点问题。
从报告内容的关键词也可以看出世界土壤学研

究的学科态势与热点(图 1)。 非政府或联合国的政

策性报告是面向不同利益群体或公众阶层的报告,
需要从高度宏观的角度和科学认识高度集成的深度

进行学术—政策—行动的融合。 报告讨论的问题或

关键词代表了最近一个时期内的土壤学服务社会的

热点或关注点。 我们对报告进行了关键词搜索统计

(图 1)。 按出现次数排序,出现最多的是水(及水

分)和碳(近 600 次),其次是土壤侵蚀、生物多样

性、生态系统服务、土地利用、土壤退化和城镇化

(100 ~ 200 次),再次是储库、土壤污染、气候变化、
土壤质量、土壤安全等(50 ~ 100 次),而传统的肥力

(如磷等其他营养元素、质地、金属和污染物等)处

于次要的关键词。 可见,土壤变化及其驱动力是土

壤资源问题的关键热点,而服务于气候变化的碳氮

水研究、服务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水分、生物多样性、
生态服务等问题上升为研究热点,或者日益被公众

所关注。 在报告的前言(Forward)中,特别强调了土

壤是地球最大的水库与水过滤器、最大的地表碳库

与温室气体调节器和最大的生物多样性等 3 个举足

轻重的土壤功能,他们对于地球生态系统功能起着

关键作用。 这些重要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也反映在

随后分别发表于 Global Change Biology(全球地学—
生物学—交叉研究重要刊物)和 Soil(欧盟地学联盟

开放性杂志)的 2 篇观点性评述论文中,它们是在

完成报告编写的同时编撰者们进一步凝练并综述而

成的[17,21] 。总之,水—碳—生物是土壤学研究最关

图 1　 报告中内容的关键词分布蜘蛛图

Fig. 1　 The spider diagram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key words in the report
(a)土壤成分关键词分布;(b)土壤属性关键词分布;(c)土壤过程关键词分布;(d)土壤功能关键词分布;(e)土壤驱动力

关键词分布;(f)土壤服务功能关键词分布

(a)Distribution of the key words about soil composition;(b)Distribution of the key words about soil properties;(c)Distribution of the key
words about soil progresses;(d)Distribution of the key words about soil functions;(e)Distribution of the key words about

soil driving forces;(f)Distribution of the key words about soi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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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需求和热点,体现了土壤的关键资源供给与关

键服务研究的全球需求,土壤利用、退化与社会发展

驱动力及气候变化驱动力的关系及其对土壤质量、
土壤安全的强烈影响是世界资源态势的关键内容。
这种研究特别体现在土壤与地球关键带研究的关联

与交集[22]。 相比之下,即使在国际土壤学界,对于

土壤水与地球水循环的研究仍然十分缺乏[23],这势

必是今后亟待充实的研究领域。

4　 报告引文类型及数量分布:全球土
壤学研究的特点及其发展
参考文献是报告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报

告学术内容和认识的主要支撑。 该报告的主报告总

论部分总计引用 1 130 篇出版物(表 1),其中研究

论文(包括基于实验数据的集成研究论文)引用不

到 50% ,引用的综述论文占到 1 / 4,而国际组织和项

目计划的专门报告和专著共占 1 / 4。 这可以看出,
该报告仍以研究报告为主要依据。 进一步将研究论

文分为实验研究和数据集成 2 种类型,则后者被引

论文共 224 篇,总被引用率占 20% ,且在最近 10 多

年来呈指数式提升(图 2),说明数据集成研究已经

成为国际土壤学研究的主流形式。 集成研究的不断

发展和提升,一方面体现了土壤学研究的基础大数

据库不断积累,另一方面更彰显了数据、信息和知识

的高度集成融合在支撑全球性政策报告以及服务于

全球社会的重要性。 再者,在整个报告中,引用的综

述论文共 287 篇,总被引用率与研究论文相当,这些

提示综述论文特别是前沿性综述论文体现科学的集

成度和认识水平,也体现对学科发展前沿的把握。
这些都是中国土壤学研究所不够的。

表 1　 报告引用论文的类型及引用比例

Table 1　 Types and proportion of the references
cited in the report

类型 引用篇数 引用占比 / %

报告 150 13. 3
专著 154 13. 6
综述 287 25. 4
研究论文 539 47. 7
总计 1 130 100. 0

我们将被引用文献按照作者(第一或通讯作

者)单位所在国家进行统计(图 3),经合组织国家的

文献占 90%以上,其中仅美国被引用文献就有 365
篇,占全部引用文献的1 / 3(图3a) ,而发展中国家

图 2　 被报告引用的大数据集成研究论文的年际分布

Fig. 2　 Chron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mega-data
synthesis studies cited in the report

被引用仅占 10% (图 3b)。 可见,在世界土壤学研

究版图中,美国仍处于领头羊地位,而英国、德国、荷
兰、澳大利亚属于土壤学强势国家。 在被引文献中,
中国的数量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但也仅有 27
篇被引用,相当于美国的 8% 和英国的 20% 。 虽然

本文没有分析这些引用文献在报告中的引用次数,
仅从引用文献数量看,中国已逼近比利时、瑞典、法
国、意大利、瑞士等欧盟主流国家水平,跻身国

际主流。

5　 报告的编写队伍:土壤学研究影响
的国别差异

该报告是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简称粮农

组织) 统领下,由全球土壤伙伴网络 ( Global soil
partnership)协调,政府间土壤专家组( International
panel on soils)负责编制。 具体由编委会(Editorial
board)召集编写,确定报告纲要及报告分章结构。
各章的编写由章召集人负责,并邀请相关专家作为

参编作者参与编写。 最后由责任编者统稿,并邀请

权威专家审定。
全书总参编人员 215 人,来自全球 58 个国家或

组织,其国别的地理分布见图 4。 尽管这个报告是

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导的政府间机构的官方报告,尽
量兼顾了参与者的国别多样性。 但这并不与世界的

土壤分布或人口分布相匹配,欧美加上大洋洲和日

本的编者占到 60% ,而非洲和拉丁美洲分别只占

7%和 10% 。 如果按报告的总论部分(前 8 章)计,
全球参编作者105位,来自发达国家(经合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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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报告中引用论文的国别分布

Fig. 3　 The 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papers cited in the report
(a)经合组织的发达国家; (b)发展中国家

(a)OECD developed countries; (b)Developing countries

编者占 71% ,发展中国家只占 29% (表 2)。 从地理

分布来说,2 / 3 以上的作者来自欧美和大洋洲。 其

中,参与编写最多的是美国,共 20 人;其次是英国,
13 人,共占参编专家队伍的 31. 4% ;第三是肯尼亚,
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
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 总部所在国,
其专家实际上也代表了欧美国家。 尽管我国有多人

参与了报告中分论的编写,但仅 3 位专家(分别来

自中国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和中国台湾大学)参

与了报告总论部分的编写。 我们还注意到,各部分

均由 9 人的评审专家进行评审,他们全部来自发达

国家。 因此,从报告的编写队伍来说,世界土壤资源

报告的话语权仍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掌控,这与

报告编写对专家业务水平的要求有关,但也可看出

国际机构科学活动中的国家竞争。 就这个报告来

说,我国在全球土壤学国际社会活动的参与度仍处

于初级阶段,这与我国的土壤学研究队伍和科研投

入还不甚匹配,但也反映了我国基础研究国际影响

的一般态势。
从上述可以看出,当前全球土壤学研究仍是西

方发达国家把握着全球前沿,主导着话语权。 2014
年在韩国举行的第 20 届世界土壤学大会,4 场大会

报告( CongressSymposium)共12个大会报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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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报告总论部分参编专家的国别 /地区分布

Table 2　 The national or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authors contributed to the general chapters of the report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 %
国家性质 OECD 75 71. 4

非 OECD 30 28. 6
地理分布 亚洲 18 17. 1

欧州 37 35. 2
北美(美加) 25 23. 8
非洲 8 7. 6
南美洲 8 7. 6
大洋洲 9 8. 6

图 4　 报告所有编写人员的国别地理分布

Fig. 4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all the
contribution authors

人分别是美国学者 5 人,韩国和澳大利亚学者各 2
人,荷兰、德国和印度尼西亚学者各 1 人,主持者和

报告中均无中国学者。 仅次于大会报告的是国际土

壤学联合会(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oil Sciences,IU-
SS) 四大部门 ( Division) 组织的学科 ( Disciplinary
Symposium)和交叉学科( Inter-Disciplinary Symposi-
um)分会报告, 计 22 个分会 24 场报告。 除了“生
物质炭土壤”( ID5)分会的 2 场报告是我国学者与

美国、韩国学者共同主持外,我国没有参与主持任何

一个分会报告会。 当然,中国有 7 人次参与主持了

共 61 场专业委员会和工作组的专业性讨论会[24]。
这凸显中国土壤学的国际影响力还十分薄弱,中国

要成为国际土壤学大国仍需时日。 我国近年来基础

研究投入已经接近欧美国家行列,但我国的科研产

出效能仍需大力提升,特别是高质量、前沿性和集成

性研究论文的产出,仍需要极大地激励并创造条件

跻身国际学术大舞台,争取话语权,提升竞争力[25]。

可喜的是,最近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国

际合作战略[26],土壤与地球关键带的研究已经有所

布局,希望能成为我国未来土壤学研究在国际上的

一个优势领域。

6　 结　 语

未来 90 亿人口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将对全球土

壤资源带来巨大压力。 伴随土壤资源的利用和管理

产生的各种变化及其风险,支配着世界土壤对全球

食物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持

能力。 《世界土壤资源状况报告》全面审视了当前

世界土壤资源态势,强调了世界土壤资源变化背后

的土壤过程、生态系统效应以及对全球社会潜在的

长期影响。 这是一篇土壤资源宣言书,进一步唤起

了全球社会对土壤安全的应有关注,呼吁全球行动

起来共同应对全球土壤变化及其带来的各种风险。
这个报告也彰显了土壤学研究对全球治理的特殊地

位,所面临的对全球社会的巨大服务压力及其研究

与技术发展的严峻挑战。
面向全球土壤学,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贡献及发

言权亟待提升,特别是集成研究和多尺度融合研究。
对于中国来说,在前沿领域急起直追的同时,如何发

挥特色,树立和巩固优势领域,发展全球引领性研究

计划,是中国土壤学在服务国家发展的同时,影响和

服务全球社会共同发展的重大需求。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Smith P, Ashmore M,Black H,et al. The role of ecosystems and
their management in regulating climate, and soil, water and air
quality[J] .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3, 50(4): 812-829.

[2] 　 IPCC.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s I II and I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M]. Switzerland:
Geneva, 2014.

[3] 　 FAO, ITPS. Status of the World’ s Soil Resources ( SWSR)—
Main Report[M]. Rome, Italy: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
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governmental Technical Panel
on Soils, 2015.

[4] 　 Pan Genxing, Cheng Kun, Lu Haifei, et al. Sustainable soil man-
agement: An emerging soil science challenge for global develop-
ment[J] . Scientia Agricultura Sinica,2015,48(23):4 607-4 620.
[潘根兴,程琨,陆海飞,等. 可持续土壤管理:土壤学服务社会

发展的挑战[J] . 中国农业科学,2015,48(23):4 607-4 620. ]
[5] 　 FAO. World Soil Charter[EB / OL]. 2015. [2016-09-10] . http:

∥www. fao. org / 3 / a-mn442e. pdf.
[6] 　 Lal R. The soil-peace nexus: Our common future[C]∥Congress

Symposium of the 20 th World Congress of Soil Science in Commem-

8101 　 　 　 　 　 　 　 　 　 　 　 　 　 　 　 　 　 地球科学进展　 　 　 　 　 　 　 　 　 　 　 　 　 　 　 　 　 　 　 　 第 31 卷



oration of the 90 th Anniversary of the IUSS. 2014.
[7] 　 Bouma J, Mcbratney A. Framing soils as an actor when dealing

with wicke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J] . Geoderma, 2013,200 /
201:130-139,doi:10. 1016 / j. geoderma. 2013. 02. 011.

[8] 　 Mcbratney A, Field D J, Koch A. The dimensions of soil security
[J] . Geoderma, 2014, 213(1):203-213.

[9] 　 Karlen D L, Mausbach M J, Doran J W, et al. Soil quality: A
concept, definition, and framework for evaluation (A guest Edito-
rial)[J] .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n Journal, 1997, 61(1):
4-10.

[10] 　 Doran J W, Zeiss M R. Soil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Managing
the biotic component of soil quality [ J] . Applied Soil Ecology,
2000, 15(1):3-11.

[11] 　 Stein A J. Global impacts of human malnutrition[J] . Plant and
Soil, 2010, 335(1):133-154.

[12] 　 Smith P, Ashmore M R, Black H I J, et al. REVIEW: The role
of ecosystems and their management in regulating climate, and
soil, water and air quality [ J ] .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3, 50(4):812-829.

[13] 　 Cheng Kun, Pan Genxing. “4 per 1000: Global soil carbon se-
questration”: Th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China [ J] . Ad-
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16, 12(5):457-464. [程
琨, 潘根兴. “千分之四全球土壤增碳计划”对中国的挑战与

应对策略[J] .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6, 12(5):457-464. ]
[14] 　 Pan Gengxing, Li Lianqing, Liu Xiaoyu, et al. Industrialization

of biochar from biomass pyrolysis: A new option for straw burning
ban and green agriculture of China[J] . Science & Technology Re-
view, 2015, 33 (13):92-101. [潘根兴,李恋卿,刘晓雨,等.
热裂解生物质炭产业化: 秸秆禁烧与绿色农业新途径[ J] .
科技导报, 2015, 33(13):92-101. ]

[15]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25 September 2015. 70 / 1.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
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Z / OL]. 2015[2016-06-10] .
http:∥ www. un. org / ga / search / view _ doc. asp? symbol = A /
RES / 70 / 1&Lang=E.

[16] 　 Janzen H H, Fixen P E, Franzluebbers A J, et al. Global pros-
pects rooted in soil science[ J] .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2011, 75(1): 1-8.

[17] 　 Smith P, House J I, Bustamante M, et al. Global change pres-

sures on soils from land use and management[J] .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16, 22(3):1 008-1 028.

[18] 　 Richter D. Unraveling the persistence of soil memory: Long-term
soil experiments and three time scales for understanding dynamics
of soil change[C]∥The ASA-CSSA-SSSA International Annual
Meetings, Salt Lake City, UT, 2005:2 889.

[19] 　 Robinson D A, Hockley N, Cooper D M,et al. Natural capital
and ecosystem services, developing an appropriate soils frame-
work as a basis for valuation[J] .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13, 57: 1 023-1 033,doi:10. 1016 / j. soilbio. 2012. 09. 028.

[20] 　 Smith P, Cotrufo M F, Rumpel C, et al. Biogeochemical cycles
and biodiversity as key drivers of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ded by
soils[J] . Soil Discussions, 2015, 2(1): 537-586.

[21] 　 Montanarella L, Pennock D J, Mckenzie N, et al. World’s soils
are under threat[J] . Soil, 2016, 2(1):79-82.

[22] 　 Banwart S, Black H, Cai Z, et al. Benefits of soil carbon: Re-
port on the outcomes of a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problems of the environment rapid assessment workshop[J] . Car-
bon Management, 2014, 5(2): 185-192.

[23] 　 European Space Agency. Over 30 Years of Global Soil Moisture
Observations for Climate Applications[EB / OL]. 2012[2016-09-
10] . http: ∥ www. esa. int / Our _ Activities / Observing _ the _
Earth / SMOS / Over_30 _years_of_global_soil_moisture_observa-
tions_for_climate_applicationsz.

[24]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oil Science, World Soil Congress: 20 th

Congress 2014 / Seoul South Korea[Z / OL]. [2016-11-07] http:
∥101. 96. 10. 62 / iuss. boku. ac. at / files / 20wcss_proceedings_
compressed. pdf.

[25] 　 Editorial. Way of the dragon. Science in China: A nature collec-
tion[J] . Nature, 2016,534(7 608):435.

[26] 　 Announcement of Opportunity (AO): Using Critical Zone Sci-
ence to Understand Sustaining the Ecosystem of Soil and Water,
A UK / China Collaboration, 2015 [ EB / OL]. 2015 [ 2016-08-
26 ] . http: ∥ www. nsfc. gov. cn / publish / portal0 / tab38 / in-
fo47898. htm. [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英国自

然环境研究理事会中英重大国际合作研究计划项目指南.
2015[2016-08-26] . http:∥www. nsfc. gov. cn / publish / portal0 /
tab38 / info47898. htm. ]

9101第 10 期　 　 　 　 张旭辉等:从《世界土壤资源状况报告》解读全球土壤学社会责任和发展特点及对中国土壤学研究的启示



Societal Responsibility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Global Soil
Studies and the Provisions for China: Lessons from the Status

of the 《World’ s Soil Resource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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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Xiaoyu, Zheng Jufeng, Li Lianqing, Pan Genxing∗

( Institute of Resources, Ecosystem and Environment for Agricultur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2015 is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Soil (IYS) adopted by the 378th Congres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tatus of the World’s Soil Resources was released by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
tions, which was the policy report about the status of the world soil resourc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were strengthened by the challenges for the global society from the risk and safety of the
change of soil quality, functions, services and soil health. One third of the world soil resources were suffering seri-
ous degradation, which could affect the food security in the futur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local conflicts in the
report. The major task of the global monitoring, regul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world soil resources and the so-
cial responsibility of supporting the sustainable soil management b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ere highlighte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development trends of soi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were discussed by the keywords,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ibuting authors and the citation of the references, as well
a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report. The keywords distribution of the report showed that the focus of the soil research
included the change of soil quality, processes, functions and services induced by the natural driving forces, hu-
man’s activity and soil degradation, as well as the hotspots covered soil carbon / nitrogen-water-biological pool and
distribution related with the biogeochemistry,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ecosystem functions and human health.
The number and structure of the cited papers showed that the integration research based on the mega-data analysis
were the promin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soil science.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all the contributing authors
showed that dominant discourse of the global soil science were grasped by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had just limited effects on the global soil science. It is urgent to promote China’s soil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services for global society.

Key words: Global soil science; Soil resourc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search development; Worl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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