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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延河流域羊圈沟为研究对象，基于土壤水分空间自相关理论，在土壤水分环境影响因子多元回归基础上，建立了土壤
水分空间化模型，并探讨了土壤水分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土壤水分空间分布具有正相关性，且相关性显著，在空
间上表现为聚集状态；表层土壤水分与植被覆盖度、高程、坡度、地表粗糙度、地形起伏度和地表切割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且与
地表切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与植被覆盖度、高程、坡度、地表粗糙度以及地形起伏度因子呈负相关；与普通克里格（OK）、反
距离加权（IDW）、径向基函数（RBF）和全局多项式（GPI）的土壤水分空间内插方法相比，多元回归 +普通克里格方法（MROK）的
拟合程度最高，是表层土壤水分空间化较好模型；土壤水分空间分布格局明显，主要表现为西部和东北部土壤水分含量低，东南
部土壤水分含量高。该研究揭示了土壤水分环境因子相关性及空间分异规律，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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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分是陆地生态系统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
分[1]，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的因子之
一[2,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家意识到土壤水分对
植物生长的特殊作用[4]。特别是在生态条件恶劣的黄土
高原丘陵区[5]，土壤水分是制约该地区植被恢复和生
态重建的主要限制因子。然而由于土壤水分的形成和
分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准确获
得某个区域的土壤水分是很困难的，因此，通过对实地
采样点的表层土壤水分数据进行空间插值是土壤水分
由离散的点信息扩展为连续空间信息的一种基本方
法。反距离加权法（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 IDW）、
张力样条函数法（Spline with Tension, SWT）、趋势面法
（Trend）、普通克里格法（Ordinary Kriging, OK）、协同克
里格法（Cokriging, COK）、全局多项式插值（Global
Polynomial Interpolation, GPI）、径向基函数法（Radial
Basic Functions, RBF）等[6]是土壤水分空间化的基本方
法。当前，随着遥感技术在土壤水分研究中的深入应

用，将遥感数据、地形数据及其衍生的数据[7]进行深入
挖掘，进而将这些环境因素与土壤水分空间化模型相
结合，从而提高这些环境变量对土壤水分的模拟精度，
是目前数字土壤研究的重点。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将多元回归分析和

克里格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土壤属性空间分布模拟，并
且国内外很多研究表明结合多元回归 + 克里格方法
进行空间拟合的预测精度更高。Tomislav Hengl等[8]基
于回归克里格理论，研究土壤属性空间分布预测的通
用架构，认为考虑多因素的回归克里格方法明显优于
普通克里格和简单回归模型。ZHU Qing等[9]通过比较
在不同土地覆被中普通克里格和回归克里格对土壤属
性的模拟精度，认为当空间结构不能通过基于点观测
很好的获取和表达，土壤属性和辅助变量之间有很强
的相关性时，回归克里格具有更高的模拟精度。
Kabindra Adhikari等[10]以丹麦的一个复杂研究区为例，
通过比较克里格方法和回归方法对土壤黏粒含量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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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认为回归克里格方法对土壤黏粒含量的预测精度
最高。S.J. Baxter等[11]基于土壤矿化氮和速效氮空间分
布研究，认为考虑高程数据的协同克里格方法预测精
度较高。姚雪玲等[12,13]利用普通克里格、线性回归模型
和回归克里格等插值方法通过对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壤
水分插值方法的研究，认为考虑多个辅助变量的回归
克里格法空间插值精度更高。
本研究以黄土沟壑区羊圈沟小流域的表层土壤水

分为研究对象，结合 GIS平台，分析土壤水分空间自相
关，并基于多元回归法定量评价土壤水分环境影响因
子，充分考虑地形因子对土壤水分的影响，建立了土壤
水分空间化模型，并分析了土壤水分空间分布特征。该
研究揭示了土壤水分环境因子相关性及空间分异规
律，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2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准备与处理
2.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延安市羊圈沟流域，面积 2.02 km2。区

域地貌类型为黄土梁和黄土沟，属典型黄土丘陵沟壑
区。区域气候为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
535 mm，降水多集中在 7 ~ 9月。流域内土壤以黄绵土
为主，水土流失严重，年平均侵蚀模数为 8979 t km-2a-1。流
域内植被类型以果园、草地和林地为主。
2.2 数据准备与预处理
数据准备：利用 TDR 300土壤水分测定仪，2015

年 10月 2 ~ 5日在研究区共测得 325个采样点的土
壤水分含量值，要求采样点空间分布均匀，同时利用
GPS记录各点的地理位置。取样时根据W路线在每个
样点周边 1 m的范围内额外布设 4个取样点，以 5个
点的平均值作为相应采样点的实测土壤水分值。通过
1∶10000地形图数字化得到该区域 5 m× 5 m的数
字高程数据（DEM）。另外利用高分科教服务平台下载
得到流域内 2015年 10月 2日的“高分一号”卫星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GF- 1 PMS），包含 8 m多光谱波段以及
2 m全色波段。
数据预处理：利用 Arcgis 10.2中的 Geostatistical

Analys工具进行采样点数据分析。首先是对数据进行
正态检验，剔除或修复异常值。接着选择验证土壤水分
采样点数据，利用 Subset Features工具随机选取 216
个采样点用于模型构建，剩下的 109个采样点用于土
壤水分插值精度的验证（图 1）。图 2是研究数据集的
直方图分布，从中可以看出，采样点数据近似服从正态
分布。以流域内 DEM数据为基础，根据 Spatial
Analyst Tools提取出流域内的地形因子。对 GF- 1数据

进行裁剪、大气校正、正射校正以及图像融合等预处
理，最后计算流域内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以及植被覆盖度。

3 研究方法
3.1 环境影响因子提取方法
3.1.1 地形因子提取 首先基于 DEM数据，利用
Spatial Analysis Tools中的表面分析工具 Surface提取

图 1 采样点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soil samples

图 2 采样点直方图分布
Fig.2 Histogram of soil sampl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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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流域内坡度（Slope）、坡向（Aspect）因子以及 Solar
Radiation工具中的 Area Solar Radiation得到流域内的
太阳辐射总量。通过以下方法提取出各地形因子之后
利用 Acgis 10.2 中的 Extraction to values 工具提取出
采样点对应像元的各地形因子值。
（1）地形起伏度（Relief Degree of Terrain, RDLS）

表示在特定区域内海拔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差值 [14]。
通 过 Spatial Analysis Tools 中 的 邻 域 分 析 工 具
Neighborhood，设置邻域大小为 3 × 3，统计区域内的
最大值与最小值，则：

RDLS = Hmax - Hmin （1）
式中，Hmax与 Hmin分别表示分析窗口中的最大和

最小高程值。
（2）地表粗糙度（Land Surface Roughness, LSR）

表示在一定区域内地球表面积与其投影面积之比。计
算公式如下：

LSR = 1/cos(slope×π/180) （2）
式中，slope表示坡度，基于 DEM数据利用 Spatial

Analysis Tools中的 Surface提取得到。
（3）地表切割深度（Land Surface Cutting Degree,

LSCD） 表示地面某点邻域范围内的平均高程与最低
高程之差[15]。其提取方法参考地形起伏度，公式如下：

LSCD = Hmean - Hmin （3）
式中，Hmean与 Hmin分别表示分析窗口中的平均和

最小高程值。
3.1.2 植被覆盖度的计算 混合像元分解模型是计算
植被覆盖度的常用方法[16]，计算公式如下：

NDVI = (ρNIR - ρR) / (ρNIR + ρR) （4）

FVC = NDVI - NDVIsoil
NDVIveg - NDVIsoil

（5）

式中，NDVI表示标准化植被指数；ρNIR、ρR分别表
示 GF- 1数据的近红外波段和红色波段；FVC为植被
覆盖度；NDVIsoil为陆地土壤像元的 NDVI；NDVIveg表
示纯植被像元的 NDVI。一般情况下 NDVIsoil与 NDVIveg
取给定置信度的置信区间内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15]，本
研究在取值时结合流域内实际情况以及统计计算，当
累计频率分别为 5%和 90%时，NDVIsoil 与 NDVIveg
的取值分别为 0.01和 0.96。计算出流域内 NDVI图像
分辨率为 2 m，为与 DEM数据分辨率保持一致，通过
重采样将其分辨率调整为 5 m。最后利用 Arcgis 10.2
中的 Extraction to values工具提取出采样点对应像元
的植被覆盖度。
3.2 空间自相关分析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自然界中一切地理事物与

其他事物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且这种相关程度
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减弱[18]。本研究基于空间自相关理
论来判定研究区内土壤水分空间自相关关系，即通过
空间自相关来检验各采样点土壤水分含量是否与相邻
区域上该变量取值的大小有关[19,20]。衡量和评价空间自
相关的指标很多 [21,22]，但就研究土壤属性方面常用
Moran's I指数来衡量空间自相关：

I = n
S0

n

i=1
Σ

n

j=1
Σwi,jzizj
n

i=1
Σz2i

（6）

S0 =
n

i=1
Σ

n

j=1
Σwi,j （7）

式中，zi和 zj分别为采样点在 i 处的土壤水分含
量和在 j处的含量与其平均值的偏差；wi,j为采样点在
位置 i和 j之间的空间权重矩阵；n为采样点个数；S0

为所有空间权重的聚合。Moran统计量的值介于 - 1～1
之间，在通过显著性水平下，I值为正表明研究区内土
壤水分含量较高区域或土壤水分含量较低区域在空间
上显著集聚，值越接近 1，表明总体土壤水分含量的空
间差异越小，即相邻区域土壤水分含量就有较强的
相似性；反之，I值为负，表明研究区内土壤水分含量
与周围区域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值越接近 - 1，差异越
显著。
3.3 多元回归法
多元回归法基本思想是将研究要素分解为受可量

化环境因子影响的规律性分量和非规律性分量两部
分[23]。本研究主要考虑影响土壤水分的地形因子以及
植被覆盖因子，其中规律性因子包括植被覆盖度、高
程、坡度、地表粗糙度等可量化表示的要素；非规律性
因子主要表现为前者与土壤水分回归方程模拟值的残
差部分。公式为：

SM = aH + bS + cV + dRD + … + D + R （8）
式中，SM表示土壤水分值，H、S、V、RD等表示影

响土壤水分的规律性因子，D 表示常数项，R 表示残
差；a，b，c，d表示回归方程系数。多元回归法不仅考虑
了地理要素与土壤水分的规律性关系，还考虑了非规
律的残差对结果的影响，所以相比直接插值法理论上
有更高的拟合精度。
3.4 插值模型精度检验方法
（1）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表示土壤水分采样点的实测
值与模拟值的偏差占实测值百分比的平均值[12]。MAPE
越大，说明预测值与实际采样值差别越大，即预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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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差。

MAPE = 1
n

n

i=1
Σ|(pi - oi) / oi| （9）

（2）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指土壤水分采样点的预测值与实测值偏差的平方和采
样点个数比值的平方根。它能很好的反映出土壤水分
预测值的精确度。与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类似，值越大
说明预测值与实际采样值差别越大，即预测效果越差。

RMSE = 1
n

n

i=1
Σ(pi - oi)Σ Σ2 1/2 （10）

（3）模拟优度指数（Goodness of prediction statistic,
G） 是用来衡量不同土壤水分空间化模型模拟效果是
否优于仅对实测值取平均值的指标。G值越大，说明该
土壤水分空间化模型模拟效果越好。

G = 1-
n

i=1
Σ(pi - oi)2/(oi - o*)Σ Σ2 （11）

上述三个式中，n为检验数据的个数；pi为第 i个
点的预测值；oi为第 i个点的实测值；o*为所有检验数
据的平均值。

4 结果分析
4.1 空间自相关分析
4.1.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主
要是通过对土壤水分空间自相关指数的估计，来分析
研究区内整体土壤水分含量的关联及差异程度。本研
究利用 Geoda统计工具，采用 Moran's I系数法衡量研
究区土壤水分空间自相关水平，得到 Moran's I指数为
0.588，P值和 Z值均指示统计显著性（图 3），且 P = 0，
Z = 17.546，即通过假设检验，这同时也为普通克里格模
型提供了很好的前提[24]。正的全局 Moran's I系数说明
该区域土壤水分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在空间上表现为
聚集状态，表明土壤水分较高的地区与土壤水分较高
的地区相连接，土壤水分较低的地区与土壤水分较低
的地区相邻接。
4.1.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是否存在采样点土壤水分含量的

高值或低值的局域空间聚集，必须进行局域空间自相
关分析，说明土壤水分各采样点空间单元与其空间单
元的相似程度[18]。由图 4可知研究区内大部分采样点
分布在 H- H（High - High）象限（右上方），表明这些采
样点单元的土壤水分含量与其周围单元水分含量相比
有较高程度的空间集聚；其次是 L- L（Low - Low）象限
（左下方），表明这些采样点单元的土壤水分含量与其

周围单元水分含量相比有较低程度的空间集聚。H- H
象限和 L- L象限中的采样点单元均具有较强的空间
正相关性，呈集聚分布。少部分采样点位于 L- H（Low -
High）象限（左上方）和 H- L（High - Low）象限（右下
方），L- H象限表明这些采样点单元的土壤水分含量
与其周边单元土壤水分含量相比较低，H- L表明这些
采样点单元的土壤水分含量与其周边单元土壤水分含
量相比较高，二者都呈现离散型的空间分布格局。

4.2 多元回归分析
基于研究区域较小，气象等因子对土壤水分的空

间差异影响不大，因此本研究着重考虑影响土壤水分

图 3 全局空间自相关报表
Fig.3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report

图 4 Moran's I散点图
Fig.4 Scatter plots of Moran'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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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植被覆盖度、高程、坡度、坡向、地表粗糙度、地
形起伏度、地表切割深度以及年太阳辐射总量 8个因
子，在 SPSS 19.0中，以采样点的实测土壤水分值作为
输出变量，以相应点的被覆盖度、高程、坡度、坡向、地
表粗糙度、地形起伏度、地表切割深度以及年太阳辐射
总量作为输入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
从而获得土壤水分分布的空间面数据。
为了避免多元回归分析中的多元共线性问题，采

用逐步回归检测法，将影响土壤水分的各个环境因子
逐个引入模型，对于每次引入的因子都要进行 F检验，
并对已经选入的因子逐个进行 t检验，当原来引入的
因子由于后面因子的引入而变得不显著时，则将这些
因子剔除。通过分析，坡向和太阳辐射总量因子作为多
余变量被剔除，最终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1。回归方程
以及各回归因子均通过显著性检验（P < 0.05）。回归
方程如下：

SM = - 0.058H - 0.579S - 0.129V - 19.727R -

1.993RD + 1.338D + 113.57 （11）
式中，SM表示土壤水分含量值，H表示高程，S表

示坡度，V表示植被覆盖度，R表示地表粗糙度，RD表
示地形起伏度，D表示地表切割程度。由回归方程可以
看出，土壤水分与地表切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与高
程、坡度、植被覆盖度、地表粗糙度和地形起伏度因子
呈负相关。研究表明[25~27]，随着坡度越大，土壤含水量
相应降低，土壤水分渗透性一般随着海拔的降低而减
弱，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与其相一致。植被覆盖度影响土
壤水分含量及其蒸散量[26]，一般来说，植被覆盖度越
高，土壤含水量也会越高，而本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土壤
水分与植被覆盖度呈负相关，其原因是由于研究区内
植被覆盖度高的地区大多分布在陡坡坡面上，不利
于土壤水分的累积，从而导致土壤水分含量较低。在
地形因子中，地表切割程度越大，土壤含水量也会越
高，而地表粗糙度和地形起伏度的增大致使土壤含
水量降低。

表 1 回归因子显著性检验
Table 1 Significance test for regression factors

T值
Value of T

4.681
- 3.396
- 2.431
- 2.170
- 1.114
- 1.897
0.946

标准系数
Standard coefficient

- 0.292
- 0.208
- 0.610
- 0.265
- 0.627
0.228

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24.263
0.017
0.053
0.267
17.709
1.050
1.467

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

113.570
- 0.058
- 0.129
- 0.579
- 19.727
- 1.993
1.388

因子
Factor

常量(Constant)
高程(H)
植被覆盖度(V)
坡度(S)
地表粗糙度(R)
地形起伏度(RD)
地表切割深度(D)

显著性
Significance

0.000
0.001
0.016
0.012
0.033
0.040
0.043

非标准化系数
Non - normalized coefficient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得到土壤水分回归模型预
测结果之后，提取出用于建模的 216个采样点对应的
土壤水分回归模型预测值，得出回归残差值，然后对残
差值采用普通克里格方法进行空间化处理。同时也要
注意在对残差值插值之前，仍需保证数据服从正态分
布。最后将残差结果与回归预测结果相加，在 ArcMap
Raster Calculator模块中直接计算出结果，此即为多元
回归分析 + 普通克里格方法建立的土壤水分空间化
模型（图 5）。
4.3 不同插值模型精度比较
由表 2可以看出，GPI 模型土壤水分值的 MAPE

和 RMSE均较大，其次是 OK模型，多元回归 + 克里
格模型（Multiple Regression Ordinary Kriging，MROK）
的预测误差最小。对于 G值，MROK为 0.84，明显优于
IDW和 RBF，说明相比较而言，MROK的模拟优度指
数最高。另外，检验样本各点的土壤水分观测值与

MROK模型预测值的拟合优度 R2达到 0.854（图 6），
远远高于与其余四种插值模型预测值的相关系数。可
见，对于土壤水分而言，考虑了多元地理要素的多元回
归 +克里格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土壤水分数据栅格化
准确度。不仅如此，基于多元要素回归的土壤水分与
其他数据栅格化结果相比，更加精细，细节表现更好，
是土壤水分精细化表示的有效方法（图 5）。
4.4 土壤水分空间特征分析
从多元回归 +克里格插值结果整体来看，研究区

域土壤水分含量集中在 10% ~ 30%之间，空间分布格
局明显，主要表现为西部和东北部土壤水分含量低，东
南部土壤水分含量高。这与王云强等认为黄土高原土
壤水分空间分布为东南高、西部和东北部低，并且从东
南到西北有逐渐减小的趋势是相一致的[28]。
地形因子对土壤水分含量有着显著的影响，由图5

可以看出，研究区内土壤水分含量较高的区域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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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较小、地表粗糙度较低、地形起伏度较小以及地表
切割深度较大的区域。本研究以计算出的坡向值 0°代
表正北，按顺时针方向计算，东为 90°，南为 180°，西为
270°，可看出研究区内东坡和南坡的土壤水分值含量相
对较高，而西坡和北坡的土壤水分含量值相对较低。
不同植被类型由于其根系分布深度及密度不同，

使得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水分含量也不相同。研究区内，

表 2 不同插值模型的精度评估
Table 2 Evaluation for the precision of different interpolation models

插值方法
Interpolation method

OK
IDW
RBF
GPI
MROK

MAPE
0.168
0.167
0.166
0.229
0.134

RMSE
4.23
4.04
4.12
5.11
3.81

G
0.74
0.77
0.76
0.66
0.84

检验指标
Test indicator

图 6 多元回归 +普通克里格插值方法实测值与预测值关系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sured value and predictive value by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ordinary kriging

图 5 不同插值方法土壤水分空间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moisture by using different interpol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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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草地和灌木林的土壤水分含量相对较高，林地的
土壤水分含量较低。同时，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水分
含量值的高低也与高程及地形起伏有关。由于耕地大
都分布在地形平坦、海拔相对较低的区域，所以其土壤
水分含量较高。而林地大都分布在一些陡峭海拔较高
的区域，其土壤水分相应含量较低。

5 结论
（1）研究区土壤水分Moran's I指数为 0.588，且P =

0，Z = 17.546，土壤水分呈空间正相关，且相关性显著，
在空间上表现为聚集状态。
（2）表层土壤水分含量与地形因子和植被覆盖因子

度密切相关，且与地表切割深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地
表粗糙度、地形起伏度、植被覆盖度等因子呈负相关。
（3）与 OK、IDW、RBF和 GPI的土壤水分空间内

插方法相比，多元回归分析 +普通克里格方法的拟合
程度最高，插值结果很好的再现了原始测量结果，是土
壤水分精细化表示的有效方法。
（4）研究区内土壤水分空间分布格局明显，主要表

现为西部和东北部土壤水分含量低，东南部土壤水分
含量高；土壤水分含量较高的区域集中在坡度较小、地
表粗糙度较低、地形起伏度较小以及地表切割深度较
大的区域。
影响土壤水分的要素是复杂多样的，本研究在参

数选取中，考虑了常用的植被覆盖度、高程、坡度、地表
粗糙度、地形起伏度以及地表切割深度与土壤水分的
关系。本研究选取训练样本采用的是空间随机抽样方
法，研究表明不同取样方法也会影响土壤水分的空间
分布结果，所以对不同取样方法的分析将会是今后的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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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Simulation of Soil Moisture in Small Watershed of a Loessial
Gully Region based on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ANG Xiao- feng 1, 2, ZHANG Yuan 1, 3, FENG Xiao- ming 3, LIU Li- li 1, ZHANG Zhao- ying 1

(1.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Resourc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China; 2. School of Land Engineering,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China;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AS ,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il moistur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between soil moistur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established the spatial model of soil moisture and discusse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Yangjuangou watersh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moisture
in the study area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presented aggregated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surface soil
moisture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land surface cutting degree, while it ha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vegetation
coverage, elevation, slope, land surface roughness and the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of spatial interpolation, such as Ordinary Kriging (OK), 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 (IDW), Radial Basic
Functions (RBF) and Global Polynomial Interpolation (GPI), Multiple Regression Ordinary Kriging (MROK) was the
best method which took into account the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reflect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moisture effectively. There is a geographical pattern in soil moisture distribution and the value of soil moisture in north
was relative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outh of Yangjuangou. The study revealed the correlation pattern between soil water
and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their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Key words: Soil moistur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ultiple regression; Yangjuan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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