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07-07-09;修订日期:2007 -11 -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201004, 40321101)资助。
作者简介:连　纲(1977-),男 ,陕西彬县人,讲师 , 主要研究方向为景观生态学 、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地质量。 E-mail:lian.gang@ 163.

com

基于环境相关法的土壤属性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以黄土丘陵沟壑区小流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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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横山县朱家沟小流域采集 111个样点 ,分析土壤属性与地形因子相互关系 ,进行空间预测分析。结果表

明:土壤密度与复合地形指数 CTI显著正相关 ,土壤有机质与复合地形指数 CTI、汇流动力指数 SPI、沉积物运移

指数 STI显著负相关 , 全磷只与坡度 β显著负相关。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型对于土壤密度和有机质拟合较好 ,

而对于全磷 , 预测结果较差;回归 -克里格预测有效地减小了残差 ,消除了平滑效应 , 预测极差更宽 , 对于局部的

变异及地形 、土地利用的关系体现更为细化 , 提高了预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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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属性是土壤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 ,分析

预测土壤属性空间变异及其动态是可持续土地利

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1]

。许多研究表明 ,定量

化的环境因子与土壤属性之间存在很好的相关性 ,

可用以预测土壤属性
[ 2, 3]

。随着 3S技术的发展 ,

越来越多的土壤调查者倾向于利用更为详尽的辅

助变量来指导土壤制图和相关属性空间分布研究 ,

数字地形分析 、遥感影像 、数字土壤图等辅助数据

被大量应用于土壤属性的空间预测
[ 4 ～ 6]

。以往传

统的土壤分级制图法及样点数据空间内插等方法 ,

比较适用于较均一的环境 ,但对于高度异质的景

观 ,传统的方法较难得到理想的空间预测结果 。黄

土高原地形破碎 ,加之各种人类活动干扰 ,土壤属

性空间变异程度大 ,其空间分布受土地利用和地形

显著影响
[ 7, 8]

。本文结合 3S技术 ,利用相关环境

因子 ,分析土壤属性与地形因素的相互关系并进行

空间分布预测研究 ,以期为该区生态系统恢复与有

效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陕西省北部横山县朱家沟流域

(109°21′～ 109°24′E、37°56′～ 37°59′N),面积为

11.3 km
2
。区域气候为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

均降水量 400 mm左右 ,降水多集中在 7 ～ 9月 ,年

际变率大。研究区地形破碎 ,沟壑纵横 ,区内土壤

以黄绵土为主 ,土质疏松 ,抗蚀性差 ,水土流失严

重。流域内自然植被破坏殆尽 ,垦殖指数较高 ,土

地利用以坡耕地 、梯田 、坝地 、草地 、林地和灌木林

地为主 ,是典型的雨养旱作农业区 。主要作物品

种:谷子 、玉米 、高梁 、绿豆 、土豆等 。

2　研究方法

2.1　采样与分析

利用 1∶10 000地形图生成 DEM(栅格 5 m×5

m)及高分辨率遥感影像(QuickBird)解译生成土

地利用图 ,在 GIS平台下进行叠加分析 ,综合考虑

采样尺度及样点代表性 ,根据土地利用 、地形等特

征 ,有针对性的预设 140个样点 ,记录各样点坐标 。

选用高精度的 GPS(SF-2040G, NavCom)进行定

位 ,其水平精度为 0.15 m。于 2004年 8月进行外

业采样 ,依据 GPS定位尽量与内业预设样点相一

致 ,并记录实际采样点坐标及详细的样地特征信

息。每个样地取 0 ～ 20 cm的表层土壤 ,设置 3次

重复 ,所有采样在 3日内完成。由于受野外实际条

件限制 ,最终外业采样共 111个样点 ,样点分布见

图 1。将土样风干 、过筛后分析相关土壤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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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项目有土壤密度 、有机质和全磷 。分析方法如

下:密度用环刀法;有机质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全磷

用硫酸 -高氯酸消煮 , ICP测定。

图 1　小流域样点分布格局

Fig.1　Distributionpatternofsamplingsites

2.2　数据获取与结果检验

利用样点信息 ,通过数字地形分析技术 ,在空

间分析模块下获取相关地形属性。选取的地形属

性主要有:高程(h),坡度(β),坡向(α),平面曲率

(Kh), 剖面曲率 (Kv), 复合地形指数 CTI(com-

poundtopographicindex),汇流动力指数 SPI(stream

powerindex),沉积物运移指数 STI(sedimenttrans-

portindex)。各地形指数的获取及其物理意义 ,可

参见相关文献
[ 9, 10]

。

从 111个样点数据随机抽取 20个样点作为验

证数据集验证其余 91个样点数据产生的预测模

型。通过比较验证数据点位置 j上土壤属性的实

际观测值 zj和预测值 j可以评价预测精度 ,以验证

数据集的平均预测误差(MPE)和均方根预测误差

(RMSPE)来评价预测准确性
[ 11]

。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中 ,土壤密度介于 1.12 ～ 1.42 g/cm
3
之

间 ,平均 1.26 g/cm
3
;有机质含量 0.13% ～ 0.92%

之间 ,平均 0.45%;全磷含量 368.78 ～ 1 499.90

mg/kg之间 ,平均 848.98 mg/kg。土壤属性空间变

异不是很大 ,容重为弱变异 ,有机质和全磷属中等

变异 。经单样本 K-S检验 ,三者均符合正态分

布。

表 1　土壤属性基本统计学特征

Table1　Descriptivestatisticsforsoilproperties

平均值 中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极差 标准差 变异系数 K-S

容重(g/cm3 ) 1.26 1.27 1.12 1.42 0.30 0.08 0.06 0.62

有机质(%) 0.45 0.46 0.13 0.92 0.79 0.17 0.38 0.66

全磷(mg/kg) 848.98 777.82 368.78 1499.90 1131.12 255.20 0.30 0.31

3.2　土壤属性与地形指数的关系

地形属性可以刻画 、表征汇流特征 ,也可反映

土壤属性
[ 9]

。定量化的地形信息常被用于土壤学

研究 ,包括土壤属性建模及预测
[ 1, 9]

。由于坡向是

一环形变量 ,分别对其求正弦 、余弦值进行变换 ,生

成新的两个亚变量
[ 7, 12]

,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

见表 2。

土壤密度与复合地形指数 CTI正相关 ,由于复

合地形指数与地表汇流和坡度有关 ,分析结果间接

的反映了土壤密度与地表汇流和坡度的关系。土

壤有机质与复合地形指数 CTI、汇流动力指数 SPI

和沉积物运移指数 STI显著负相关 ,而这三者是表

征特定景观中水分和沉积物运移的综合地形变量 ,

越大表明汇流 、侵蚀越为强烈 。而全磷只与坡度 β

显著负相关 ,与其它地形因子关系不显著 。坡度影

表 2　土壤属性与地形指数的相关矩阵

Table2　Correlationmatrixofsoilpropertiesandterrainindices

地形因子
土壤属性

密度 有机质 全磷

H 0.125 0.030 0.089

β -0.089 -0.097 -0.166＊

cosα -0.115 0.069 -0.099

sinα 0.096 0.041 0.056

Kv -0.013 -0.123 0.120

Kh 0.099 0.124 -0.117

CTI 0.427＊＊ -0.232＊ 0.063

SPI -0.094 -0.311＊＊ 0.152

STI -0.016 -0.292＊＊ 0.048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5;＊＊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1。

响入渗和径流等 ,坡度越大 ,导致其入渗率下降 ,地

表和亚表层径流越高
[ 13]

,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

了土壤属性的重新分布 、变化 ,尤其是全磷 ,因为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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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失主要是受径流的影响。整体而言 ,地形指数

与土壤属性的相关性较低 ,远低于预期 ,这可能与

土地利用有关。相关研究表明 ,在较新形成的冲积

单元上 ,地形与土壤属性的关系远比其它景观单元

上密切
[ 2]

。

3.3　土壤属性环境变量空间预测及验证

以所测土壤属性为因变量 , 地形指数为自变

量 ,将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作为虚拟自变量进行多

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采用最小二次方的方法进行

拟合 ,回归结果如下:

B=1.149 +0.016CI-0.01Kv

R
2

=0.40 (p<0.001)

O=0.708 -0.216S+0.387D-

0.037PI +0.075G

R
2

=0.35 (p<0.001)

P=830.695 +469.438T

R
2

=0.13 (p<0.001)

其中 , B为密度 ,最终进入模型的自变量为复合地

形指数 CI和剖面曲率 Kv,从该方程的方差分析结

果来看 ,残差平方和为 0.168,回归模型对总方差

的解释为 40%;O为有机质 ,最终进入模型自变量

为灌木地 S、坝地 D、汇流动力指数 PI和草地 G,其

残差平方和为 1.43,回归模型对总方差的解释为

35%;P为全磷 ,最终进入模型的自变量只有梯田

T,其残差平方和为 57 523.4,回归模型对总方差的

解释为 13%。对于变异弱的容重 ,平均预测误差

(0.013)和均方根预测误差(0.078)均很小;而全

磷预测结果不理想 ,平均预测误差(-54.869)和

均方根预测误差(320.406)较大 。从图 2也可直

观看出 ,回归预测对于容重和有机质较理想 ,而全

磷预测数值只在两个值之间变动。整体而言 ,回归

预测模型平滑效应较强 ,预测数据有一个趋中趋

势 ,须对残差再进行预测以降低预测残差 ,提高预

测精度。

图 2　实测值与预测值比较

Fig.2　Comparisonofobservedandpredictedvaluesofsoilproperties

　　对回归残差进行克里格插值 ,最终结果如图 3

所示。密度预测范围 0.95 ～ 1.97 g/cm
3
,沟谷地带

和坡顶地区相对较高 。有机质预测值在 0.12% ～

1.29%之间 ,与回归预测结果相比 ,极差更宽 ,较好

的反映了局部分布特征及其与土地利用的关系;全

磷预测值在 126.63 ～ 1 764.49 mg/kg之间 ,与实

际情况较为吻合 ,既反映了与土地利用的关系 ,也

反映了其空间变异 。回归 -克里格预测与回归预

测相比 ,平均预测误差和均方根预测误差均有所减

小 ,预测准确性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表 3),预测

值极差更宽 ,对于局部的变异及地形和土地利用的

关系体现更为细化 ,更为接近现实情况。从图 2也

可直观看出 ,回归 -克里格预测减小了平滑效应 ,

与实测值较为接近 ,预测精度优于回归预测。在地

形复杂地区土壤属性可能存在不平稳性 ,尤其是在

黄土丘陵沟壑区 。利用回归方法 ,将环境变量的线

性组合作为外部漂移趋势项来分离残差 、消除不平

稳性 ,进而再对残差进行普通克里格估计 ,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减小普通克里格的局限性 ,同时提高预

测的精度。

4　结论与讨论

黄土高原地形破碎 ,土壤属性受地形和土地利

用影响显著 。从地形分析入手 ,引入相关地形复合

指数 ,尝试将格局与过程联系起来 ,研究定量化地

形特征与土壤属性之间的关系。地形指数与土壤

属性的相关分析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壤的形成 、

发展与地表和亚表层水分 、沉积物运移相关。从预

测模型和验证结果来看 ,土壤密度和有机质的回归

模型预测精度较高 ,而全磷预测结果不理想。对于

回归分析 , R
2
均不是很高 ,如果加大采样密度 ,使

用高分辨率 、大比例尺的数字地形模型和更为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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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多元线性回归方法预测;b.回归 -克里格方法预测

图 3　不同方法预测的土壤属性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distributionmapofsoilpropertiesobtainedbydifferentmethods

表 3　预测结果准确性分析

Table3　Testofpredictionaccuracy

土壤属性

多元线性回归预测

平均预测

误差

均方根预

测误差

回归 克里格预测

平均预测

误差

均方根预

测误差

密　度 0.013 0.078 0.001 0.051

有机质 0.032 0.153 -0.002 0.096

全　磷 -54.869 320.406 13.099 76.794

的环境变量 ,可能会解释更多的残差 。回归 -克里

格预测有效地减小了残差 ,消除了平滑效应 ,与实

测值较为接近。利用回归残差克里格插值 ,既解决

了回归残差较大的问题 ,又避免了高度异质景观地

统计插值应用的局限性 ,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土

壤属性要素由点到面的空间扩展提供了一个有益

的借鉴 。

然而环境相关法由于自身的特点 ,其应用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 ,样点的分布 、密度 、邻近样

点的选取数等诸多因素均会影响预测精度 ,回归分

析需要大量的样点数据支撑 ,地统计研究通常要求

规则取样 ,这均会给野外采样和实验室分析带来较

大的负担 ,特别是在较大的研究区域
[ 2, 3, 13 ～ 19]

。运

用 GIS将样点属性数据同地理坐标结合起来 ,巢穴

取样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不同尺度土壤属性变异 ,并

使产生的样点数相对较少 ,可能是景观尺度上一种

较好的方法
[ 15]

。如何科学准确地布置样点以便最

大程度地反映土壤的真实变异是当前研究面临的

一个挑战。本研究也只是一种方法上的探讨 ,加大

样点密度和样点代表性 ,可能会进一步提高预测的

精度 。其次 ,定量化环境信息的获取存在一定的争

议。对于小尺度的研究 ,可以采用实地测量获取相

关环境信息 ,但在拓展到空间过程中 ,如何实现数

据的无缝衔接则是一大关键性问题;对于较大尺度

研究 ,实地测量不尽现实 ,其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 、

物力 ,且随机误差不易控制消除。结合 3S技术 ,获

取相关环境信息成为必然 ,而空间数据的不确定性

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此外 ,如何解决多元数据 、

空间数据集成的不确定性也是一大难题 。这些都

是今后需要进一步考虑和深入研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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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distributionofSoilPropertiesinaSmallCatchment
oftheLoessPlateauBasedonEnvironmental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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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alysisandforecastonthespatialdistributionanddynamicsofsoilpropertiesisanimportantelement

ofsustainablelandmanagement.Topographyandlandusearekeyfactorswhichaffectsoilpropertiesvariabilityon

catchmentscaleintheloesshillyarea.Correlationanalyseswerecarriedoutbetweensoilproperties(includebulk

density(BD), soilorganicmatter(SOM)andtotalphosphorus(TP))andterrainattributes.Finally, terrainat-

tributesandlandusetypeswereusedtopredictspatialdistributionofsoilpropertiesbymultiple-linearregression

analysisandregression-Kriging, basedondatafrom111 pointsinZhujiagoucatchment;HengshanCountyof

ShaanxiProvince.Resultsindicatedthatthereisa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bulkdensityandcompoundtopo-

graphicindex(CTI);andanegativecorrelationbetweenSOMandcompoundtopographicindex(CTI), stream

powerindex(SPI)andsedimenttransportindex(STI);andasignificantnegativecorrelationwasfoundbetween

TPandslope(β).Thecorrelationsbetweentheseterrainattributesandsoilpropertiesreflectedtosomedegreethat

soildevelopsinresponsetothewaywaterflowsthroughandoverthelandscape.TheregressionmodelforBDhad

thehighestR
2

value, followedbySOMandTP.TheregressionmodelwasprecisefortheBD, butthevariationis

ratherlargeandtherewasahighsmoothingeffectonthepredictedvalues.ForTP, thepredictedresultisvery

poor.Suchtechniquesmaybeappliedasafriststepinunmappedareastoguidesoilsamplingandmodeldevelop-

ment.Inordertoexplainthevariationsbetter, combinedstep-wiseregressionandresidualsinterpolatedusing

Krigingwasconducted.Theresultsshowedthatregression-Krigingimprovedaccuracyofprediction.

Keywords:smallcatchment;soilproperties;environmentindicators;spatial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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