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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山地丘陵交错地带耕层土壤pH和养分空间变异特征及影响因素，为指导山地丘陵交错地带开

展农业生产和科学定量施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湖北省广水市山地丘陵交错地带耕层土壤为研究对象，通过实

地调查和室内检测获得200个土壤样点的相关数据，采用统计学、地统计学和GIS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土壤pH和有机

质等土壤养分元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湖北省广水市山地丘陵交错地带耕层土壤pH和有机质、全

氮、有效磷、速效钾、缓效钾含量变异程度均属中等变异，土壤养分元素均有弱空间相关性特征。养分含量在空间上

以集聚分布为主，相互关系较弱，养分元素的块金效应值均处于25%~75%，养分元素的空间变异性受随机性因素和

结构性因素共同影响。耕层土壤的pH介于5.5~6.5，以弱酸性土壤为主；有机质含量级别为适宜，有效磷、速效钾和缓

效钾含量较高；全氮含量较低，含量级别为缺乏。有机质含量与生物多样性呈正相关，全氮含量与海拔和坡度呈负相

关，速效钾含量与海拔呈负相关、与有效土层厚度呈正相关，缓效钾含量与有效土层厚度呈正相关，但相关性均较弱。

【结论】湖北省广水市山地丘陵交错地带耕地表层土壤养分中除全氮含量较低外，其余养分元素的含量均不缺乏。土

壤pH及主要养分元素的空间变异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对于山地丘陵交错地带的耕层土壤养分含量

而言，灌溉能力、海拔、坡向、坡度、有效土层厚度和生物多样性为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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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variability of cropland soil pH and nutrients and their
affecting factors in mountainous hilly interlaced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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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tudy on spatial varia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il nutrients in cropland soil in the inter-
laced zone of mountainous hills was condu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cientific quanti-
tative fertilization in the interlaced zone of mountainous hills.【Method】Taking the cropland soil in the mountainous and
hilly interlaced zone of Guangshui City，Hube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based on the 200 soil samples date ob-
tained from field surveys and laboratory tests，using the statistics，geostatistics and GIS methods，analysis of spatial distri-
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utrients such as pH and soil organic matter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was carried out.【Result】
The variability of soil pH，organic matter，total nitrogen，available phosphorus，available potassium and slowly available
potassium in the cropland soil in the mountainous and hilly interlaced zone of Guangshui City，Hubei Province were all
moderately variable，and soil nutrient elements were characterized by weak spatial correlation. The nutrient content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space，and the relationship was weak. Nugget effect values of the nutrient elements were be-
tween 25% and 75%，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nutrient elements was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random factors and
structural factors. The pH of cropland soil was between 5.5 and 6.5，which was mainly weakly acidic soil，the organic ma-
tter contents level was suitable. Content of available phosphorus，available potassium and slowly available potassium was
high，the content of total nitrogen was low and content level was lack.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organic
matter content and biodiversity，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otal nitrogen and altitude and slope，negative correlatio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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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耕地质量是影响农作物产量的重

要因素之一（朱红波和张安录，2006）。在耕地面积

不断减小的情况下（康蕾等，2017），研究耕地质量及

其影响因素对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耕

地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养分元素含量及驱动

分析等领域（王晓瑞等，2018），其中土壤养分对植物

生长和粮食生产作用较大。因此，研究耕层土壤养

分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可为农业生产规划、土

壤有效利用及土壤培肥管理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前人研究进展】土壤养分元素的研究方法主要为统

计学和地统计学方法，研究内容为耕地质量评价和

土壤养分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子分析。其中，地统

计学是以区域化变量理论为基础、以变异函数为主

要工具，研究空间要素分布情况的学科。通过地统

计学与生态论相结合的方法，可研究土壤养分的空

间异质性与格局，地统计学中的区域化变量理论、变

异函数与生态学相结合能较好地反映土壤养分空间

分布格局（王政权，1999）。地统计模型的参数计算

和分析较复杂，随着学科发展和应用方向的扩展，地

统计学方法已成为研究土壤养分空间变异与空间结

构特征的一个重要工具（李友宏等，2006；汤洁等，

2014）。王国梁等（2002）运用系统论研究丘陵区纸

坊沟流域植被恢复的土壤养分效应，得出土壤全氮

含量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存在良好的线性相关，土壤

全磷含量与土壤有机质含量也有一定的线性相关，

土壤有机质的累积和分解对土壤全磷和全氮含量有

重要影响。黄绍文等（2003）采用传统统计与地统计

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县级区域粮田土壤养分空间

变异，结果表明不同土壤养分的变异情况各异，土壤

主要养分的空间特征以大块状变异为主，此研究结

果对土壤养分分区管理有一定借鉴意义。李亮亮等

（2005）、史舟和李艳（2006）研究了地统计学在土壤

空间变异及土壤学中的应用，结果表明地统计学为

土壤性质空间变异的量化提供了强有力支持。近年

来，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在处理土壤养分数据、

分析土壤养分空间变异特征、研究土壤养分空间结

构及其影响因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史原轲和

李玲，2017；韩逸等，2018）。贾树海等（2009）、安永

龙等（2018）、杨之江等（2018）利用GIS技术与地统计

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不同地区、不同耕地土壤养分

空间变异性和影响因素，为土壤施肥、分区管理等生

产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总之，研究土壤养分空间

变异性和驱动力的方法不断更新，研究内容逐渐丰

富，研究视角逐渐扩大，GIS技术和地统计学相结合

的方法已成为研究土壤养分空间变异特征和影响因

素的有效手段。【本研究切入点】目前，耕地质量方面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耕地土壤养分元素空间分析及其

驱动分析等方面，研究区域主要为湖泊流域（吕真真

等，2014）、河流流域（高凤杰等，2016）或其他（高灯

州等，2016），但针对地势较复杂的山地丘陵交错地

带耕地养分空间变异特征分析的研究还较缺乏。【拟

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前人ArcGIS地统计分析模块的

土壤养分空间变异分析方法（刘晓林等，2012）和县

域尺度土壤合理采样方法（于雷等，2016）的基础上，

以湖北省广水市山地丘陵交错地带耕层土壤为研究

对象，运用GIS技术和地统计学方法，研究耕层土壤

养分元素空间变异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

指导山地和丘陵交错地带开展农业生产和科学定量

施肥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广水市位于桐柏山脉东南麓，大别山脉

西端。东部与孝感市大悟县毗连，南部与孝感市安

陆市和孝昌县相邻，西部与随州市交界，北部与河南

省信阳市接壤，地跨东经113°31 ′ ~114°07 ′、北纬31°

23 ′ ~32°05 ′。地势北高南低，山地、丘陵、岗地、沿河

小块平原自北而南依次分布。全市面积2647 km2，

山地占总面积的30.1%，丘陵占67.4%，平原占2.5%。

农业用耕地面积7.465×104 ha，其中常用耕地面积

3.956×104 ha，山地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东北部，一般

坡度为30°~45°，最高处大贵山海拨907.8 m，相对高

tween available potassium and altitude，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vailable potassium and effective soil thicknes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lowly available potassium and effective soil thickness，but these correlations were weak.
【Conclusion】Except for the total nitrogen content is low，the content of other nutrient elements in not insufficient in crop-
land soil in the mountainous and hilly interlaced zone in Guangshui City，Hubei Province. The spatial variability of soil
pH and major nutrient elements is affected by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For the soil nutrient content of cropland soil in
the interlaced zone of mountainous hills，irrigation capacity，altitude，gradient，aspect，soil effective thickness，biodiver-
sity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Key words：mountainous and hilly interlaced zone；cropland soil；pH；nutrient；semivariogram；spatial correlation
index；stepwise regression

木合塔尔·艾买提等：山地丘陵交错地带耕层土壤pH和养分空间变异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50卷南 方 农 业 学 报·1434·

差300~500 m，具体地势情况见图1。气候类型属

北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冷暖适中，冬干夏雨，

雨热同季，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3~16 ℃，北部为

13~14 ℃，中部为14~15 ℃，南部为15~16 ℃，南北温

差2 ℃。

1. 2 数据来源

结合研究区内各行政村耕地面积、地形地貌、

土壤类型、土地利用方式等基础数据，充分考虑代表

性、均衡性和可达性后进行采样点布设。从湖北省

广水市耕地图斑上选择200个代表性地块，进行实地

土样采集，样点分布详见图1。按照客观公正、简便

实用、均衡性、定量定性相结合等原则，通过实地调

查采样及土壤样品理化分析得到土壤养分数据。基

于湖北省广水市的数字地面高程模型（DEM，30 m×

30 m），提取地形起伏度、地面粗糙度、坡度和坡向指

标数据。通过实地调研记录获得海拔、灌溉条件、生

物多样性、有效土层厚度等相关数据。

分级
Grading
极丰富 Very high
丰富 High
最适宜 Very suitable
适宜 Suitable
缺乏 Low
极缺乏 Very low

pH

>8.5 强碱性
7.5~8.5 碱性
6.5~7.5 中性

5.5~6.5 微酸性
4.5~5.5 酸性
＜4.5 强酸性

有机质（g/kg）
Organic matter

>40
30~40
20~30
10~20
6~10
<6

全氮（g/kg）
Total N
>2.00

1.50~2.00
1.00~1.50
0.75~1.00
0.50~0.75

<0.50

有效磷（mg/kg）
Available P

>40
20~40
10~20
5~10
3~5
<3

速效钾（mg/kg）
Available K

>200
150~200
100~150
50~100
30~50
<30

缓效钾（mg/kg）
Slowly available K

>500
400~500
300~400
200~300
100~200

<100

图 1 研究区位置、土壤采样点分布及其DEM示意图
Fig.1 Sketch map showing of research location，soil sampling points and DEM

选择湖北省广水市耕地土壤pH、有机质、全氮、

有效磷、速效钾和缓效钾为耕层土壤养分的主要代

表性属性（郑梓萱和曾辰，2017）。根据研究区土壤

采样点的pH和养分含量特征，参照全国第二次土壤

普查养分分级标准（张敏等，2010；张志坚等，2018）

和湖北省耕地质量与肥料工作总站发布的《湖北省

耕地质量监测指标分级标准》制定广水市土壤养分

分级标准（表1）。

1. 3 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先通过统计学方法分析广水市耕地土壤表层

养分元素的数据特征，再以地统计方法分析养分元

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徐建华，2010；张婵婵等，2013）。

利用简单克里金法（杨子清等，2012）进行空间插值，

再分析养分元素的空间分异情况。最后分析养分元素

与其影响因素间的相关性及广水市耕地质量等级。

采用SPSS 22.0的描述性统计功能研究土壤表

层的养分含量及数据变化情况；利用GeoDa 0.9.5 进

行空间相关性统计，并研究各养分要素的空间分布

规律及相互空间分布关系；利用GS+9.0半变异模型

找出各要素的空间分布变化规律并为空间插值选择

理论模型，利用ArcGIS的空间分析模块进行插值并

制作空间分异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土壤pH及主要养分元素的统计特征

结合表1和表2数据分析可知，采样点土壤pH平

均值为6.25，呈微酸性；有机质平均含量属适宜级

别，全氮平均含量属缺乏级别，有效磷和速效钾平均

含量属最适宜级别，缓效钾平均含量属丰富级别。

由表2还可看出，土壤pH和全氮的标准差较小，分别

表 1 湖北省广水市耕地土壤pH和土壤养分级标准
Table 1 Classification criterion of plough soil pH value and nutrients in Guangshui，Hu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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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湖北省广水市耕地土壤pH和土壤养分级标准
Table 1 Classification criterion of plough soil pH value and nutrients in Guangshui，Hubei

为0.71和0.23，说明其离散程度较小；缓效钾和速效

钾的标准差较大，分别为211.68和58.25，说明其离散

程度较大；有机质和有效磷的离散程度居中。变异

系数能反映随机变量的相对波动程度，根据变异系

数分级标准（CV≤10%为弱变异性，10%<CV<100%

为中等变异性，CV≥100%为强变异性）（李友宏等，

2006），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均属中等变异性，其中土

壤pH的变异系数最小（11%），有效磷的变异系数最

大（78%）。为了解各属性数据分布情况，对土壤养

分数据进行单样本K-S正态分布检验，显著性概率值

P>0.05，保留原假设数据服从正态分布；P<0.05，表

明假设不成立，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由表2可知，

除土壤pH和有机质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外，其余养分

数据均不服从正态分布；通过Box-Cox变换后，全氮

等养分数据也服从正态分布。

指标
Index
pH
有机质 Organic matter
全氮 Total N
有效磷 Available P
速效钾 Available K
缓效钾 Slowly available K

理论模型
Model

指数模型
高斯模型
指数模型
球状模型
指数模型
球状模型

块金值
Nugget
0.0053
0.0410
0.1330
0.4094
1.6030
0.2270

基台值
Sill

0.0136
0.0800
0.2568
0.7000
6.5130
0.4880

块金系数（%）
Nugget coefficient

38.79
51.25
51.79
58.48
24.62
46.51

变程（m）
Range
3811
4743
5295
3749
4924
4659

决定系数R2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0.64
0.66
0.77
0.72
0.54
0.41

指标 Index
pH
有机质（g/kg）Organic matter
全氮（g/kg）Total N
有效磷（mg/kg）Available P
速效钾（mg/kg）Available K
缓效钾（mg/kg）Slowly available K

平均值 Average
6.25
12.48
0.51
11.27

105.84
407.82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0.71
3.23
0.23

14.45
58.25
211.68

CV（%）
11
26
46
78
55
52

数据分布类型 Data distribution type
正态
正态

Box-Cox正态
Box-Cox正态
Box-Cox正态
Box-Cox正态

表 2 土壤pH及主要养分的统计学特征值
Table 2 Soil pH value and nutrients statistics

2. 2 土壤pH及主要养分元素的地统计特征

2. 2. 1 半变异模型分析 半变异函数有3个特征

参数：块金值（C0）、基台值（C0+C）和变程（A）。其中，

块金值反映随机因素对区域化变量的影响，即随机

部分（人为因素）引起的变异；基台值表示土壤养分

元素在研究区域内的空间变异程度；变程反映土壤

养分元素发生空间变异的尺度大小，即空间相关性

的最大距离。块金系数［C0 /（C0+C）］可反映样本间

的空间相关性特征（赵月玲等，2005；杨之江等，

2018；张志坚等，2018），块金系数大于75.00%表明空

间异质性主要受随机性因素影响，块金系数小于

25.00%表明空间异质性主要受结构性因素影响，块

金系数介于25.00%~75.00%表明区域化变量的空间

异质性是随机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利用GS+9.0对广水市土壤pH及主要土壤养分

元素进行半变异函数分析后得到的参数和决定系数

（R2）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土壤pH、全氮和速效钾

的最优半变异理论模型为指数模型，有机质的最优

半变异理论模型为高斯模型，有效磷和缓效钾的

最优半变异理论模型为球状模型。速效钾的块金系

数接近25.00%，其余指标的块金系数介于25.00%~

75.00%，表明这些指标的空间变异特征受到人为因素

和自然因素的共同影响。

2. 2. 2 空间相关性分析 利用GeoDa 0.9.5计算养分

元素的空间自相关系数（Moran’s I），通过Moran’s I

分析养分元素的空间相关性（陈安宁，2006）。空间

自相关是研究空间中某位置的观察值与其相邻位置

的观察值是否相关及相关程度的一种空间数据分析

方法，用z得分和p值对该指数进行显著性检验。空

间自相关可分为正相关和负相关，正相关表明某单

元的属性值变化与其邻近空间单元具有相同变化趋

势，负相关则相反。

根据土壤采集点地理坐标制作点元素图，建立

空间权重矩阵，计算各养分元素的Moran’s I，结果

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全氮和全磷的Moran’s I为

负值，表明空间邻近采样点全氮或全磷含量值之间

存在负相关，其他土壤元素的Moran’s I均为正值，

说明各采样点同一属性值之间存在正相关。Mo-

ran’s I=0的情况未出现，表明全要素具有空间自相

关性，但空间自相关较弱。全氮的z得分为负值，表

表 3 土壤pH及主要养分元素的半变异函数理论模型及参数
Table 3 The semivariogram models and parameters of soil pH value and nutrients

木合塔尔·艾买提等：山地丘陵交错地带耕层土壤pH和养分空间变异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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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观测值趋于分散分布；其余要素的z得分均为正

值，表明观测值趋于集中分布。

由Moran’s I空间分布图（图2）可看出，各土壤

养分元素的空间分布形式各不相同。其中，土壤pH

和有机质在四个象限均等分布，未出现高低值集聚

分布的情况；全氮和缓效钾的分布情况近似，全氮的

大部分采样点分布在第二象限或第四象限，表明空

间联系形式为低观测值样点被高观测值样点包围

（LH）和高观测值样点被低观测值样点包围（HL），

缓效钾的大部分采样点分布在第一象限或第三象

限，表明空间联系形式为高值被高值包围（HH）和低

值被低值包围（LL）；有效磷和速效钾的分布情况相

同，采样点主要集中于坐标中心，表明有效磷和速效

钾观测值标准化数据和“滞后”数据差别极小，且大

部分采样点分布在第一象限或第三象限，空间联系

形式为HH和LL。

2. 3 土壤pH及主要养分元素的空间变异特征

运用ArcGIS的地统计功能，通过简单克里金法

变量及检验值
Variable and test value
Moran’s I
z
P

pH

0.1050
2.332
0.019

有机质
Organic matter

0.0296
0.650
0.510

全氮
Total N
-0.0014
-0.560
0.570

有效磷
Available P

-0.0025
0.063
0.960

速效钾
Available K

0.0920
2.103
0.035

缓效钾
Slowly available K

0.1221
2.879
0.003

图 2 Moran’s I 空间分布情况
Fig.2 Moran’s I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表 4 土壤pH及主要养分元素的Moran’s I
Table 4 Moran coefficient of soil pH value and nutr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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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壤养分元素进行空间插值，并按照湖北省广水

市耕地土壤养分级别标准绘制各养分元素含量插值

图（图3）。对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有效磷等元素的属

性数据先进行数据变换，然后选择半变异函数进行

插值。

由图3可看出，简单克里金插值后，根据土壤养

分级别标准，湖北省广水市耕地土壤pH介于5.5~

6.5，土壤主要为弱酸性；有机质含量分级为适宜；全

氮含量在西北、东北和中南部区含量分级为缺乏，在

中部、东南和西南部极缺乏；西北、东北和中部等大

部分区域的有效磷含量级别为最适宜，东南部区的

级别为适宜；速效钾含量分级为适宜、最适宜、丰富

和极丰富，不存在缺乏区域，东南部的速效钾含量低

于西北部；缓效钾含量分级为丰富，东北部和中部的

含量较高，级别为丰富和极丰富，北部和南部的含量

较低，含量分级为适宜和最适宜。

2. 4 影响因素分析

由表3可知，湖北省广水市土壤养分元素的块

图 3 土壤pH和土壤养分元素的空间插值结果
Fig.3 Spatial interpolation results map of soil pH value and nutrients

木合塔尔·艾买提等：山地丘陵交错地带耕层土壤pH和养分空间变异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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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系数在24.62%~58.48%，空间变异受随机性因素

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影响土壤养分分布情况的随

机性因素有耕作制度、施肥、种植作物、管理水平、环

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和灌溉能力等；影响养分元素空

间分布的结构性（自然因素）因素包括母质、地形、土

壤类型、地质地貌、土壤质地、气候和生物等。以研

究区实际情况为依据，选取灌溉能力等10种因子，分

析其对湖北省广水市土壤养分元素空间分布的影

响。这些影响因子中大部分是具有随机性的定性因

子，为了能定量表示影响因子与养分元素间的关系，

对定性数据进行定量化变换。采用隶属度函数法对

数据进行定量化处理，再利用SPSS 22.0对原数据进

行极大化标准化，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如表5

所示。

由表5可知，土壤pH与灌溉能力、排水条件、坡

向和有效土层厚度呈正相关，与海拔、坡度、地形起

伏度、地面粗糙度、土壤容重和生物多样性呈负相

关，但相关性均未达显著水平（P>0.05，下同）；土壤

有机质含量与生物多样性呈显著正相关（P<0.05，下

同），与其余因子的相关性均不显著；全氮与海拔和

坡度呈显著负相关；有效磷与所有影响因子的相关

性均不显著；速效钾与海拔呈显著负相关，而与有效

土层厚度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缓效钾与有效

土层厚度呈显著正相关。

使用GeoDa 0.9.5计算土壤养分元素与影响因

子的全局双变量Moran’s I，用于分析影响因子和养

分元素在全局尺度下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6）表

明，土壤pH与灌溉能力、海拔、土壤容重的空间相关

性较大，与灌溉能力正相关，与海拔、土壤容重负相

关；有机质与排水条件、海拔、坡度和土壤容重间具

有较大的空间相关性，与灌溉能力和坡度间正相关，

与海拔和土壤容重负相关；全氮与海拔间的双变量

Moran’s I为-0.837，两者具有较强的负空间相关性。

此外，全氮与地形起伏度和有效土层厚度间存在较

高的空间正相关性；速效钾与有效土层厚度间具有

较高的空间正相关性，与其余因素的空间相关性较

弱；有效磷和缓效钾与各影响因素的空间相关系数

均相对较低。

为比较各影响因子对养分元素空间分异的影

响程度，以pH、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和缓效

钾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通过逐步回归可判

定不同影响因子对养分元素空间变异的综合解释能

力和相对重要性。表7为各影响因子对6种养分元素

间的逐步回归结果，回归指标△R2是回归模型判定

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灌溉能力 Irrigation capability
排水条件 Drainage condition
海拔 Elevation
坡度 Gradient
坡向 Aspect
地形起伏度 Topographic relief
地面粗糙度 Ground roughness
有效土层厚度 Soil effective thickness
土壤容重 Soil bulk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pH

0.049
0.012
-0.078
-0.006
-0.039
-0.017
-0.009
-0.003
-0.068
-0.005

有机质
Organic matter

0.001
0.104
-0.123
0.109
-0.025
0.024
0.009
0.014
-0.049
-0.032

全氮
Total N
0.007
0.019
-0.837
0.002
-0.031
0.045
0.005
0.056
-0.012
-0.048

有效磷
Available P

-0.029
0.015
-0.014
-0.021
0.006
-0.008
-0.028
0.017
-0.041
0.018

速效钾
Available K

-0.033
-0.024
-0.032
0.017
0.022
-0.032
0.019
0.171
0.054
0.025

缓效钾
Slowly available K

-0.027
-0.006
-0.025
-0.041
0.006
-0.018
-0.042
0.083
0.021
0.022

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灌溉能力 Irrigation capability
排水条件 Drainage condition
海拔 Elevation
坡度 Gradient
坡向 Aspect
地形起伏度 Topographic relief
地面粗糙度 Ground roughness
有效土层厚度 Soil effective thickness
土壤容重 Soil bulk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pH

0.057
0.034
-0.069
-0.130
0.069
-0.042
-0.065
0.031
-0.059
-0.049

有机质
Organic matter

-0.056
0.137
-0.070
0.035
-0.003
0.013
0.035
0.063
-0.079
0.194*

全氮
Total N
-0.024
0.074

-0.179*
-0.140*
0.022
0.056
0.053
-0.041
-0.002
0.080

有效磷
Available P

-0.083
0.074
-0.075
-0.038
0.013
-0.023
-0.040
0.016
0.073
-0.005

速效钾
Available K

0.015
-0.033

-0.143*
-0.051
0.072
-0.004
-0.035

0.247**
0.045
-0.081

缓效钾
Slowly available K

0.077
0.062
-0.024
0.014
-0.045
-0.020
0.002
0.159*
0.043
-0.010

表 5 各要素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Table 5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factor

**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表示显著相关（P<0.05）
** indica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1）；* indica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P<0.05）

表 6 土壤养分元素与影响因子间的空间相关系数
Table 6 Spa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soil nutrient elemen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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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该系数是指在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只增

加某一自变量时，回归方程判定系数的增量。该系

数取值越大，说明自变量越重要（赵明松等，2016）。

由表7可知，10个影响因子中有7个对土壤pH的

空间变异影响显著（P<0.1），能独立解释土壤pH空间

变异的1.7%~7.5%，灌溉能力、土壤容重和海拔对土

壤pH的空间分异影响较大，排水条件的影响程度较

小；对有机质来说，坡度能解释4.5%的空间变异，其

次为灌溉能力和生物多样性，地形起伏度对有机质

的空间变异解释量不显著（P>0.1）。海拔等6个影响

因子对全氮的影响显著（P<0.1），其中有效土层厚度

单独解释5.8%的变异，灌溉能力等6个影响因子的作

用不显著（P>0.1）；灌溉能力、海拔和土壤容重对有

效磷的空间变异的影响显著，但影响程度较低，在

1.5%~2.7%；灌溉能力、排水条件、坡度等因素对速

效钾的空间变异影响程度较高，地形起伏度和地面

粗糙度对速效钾影响不显著；灌溉能力、有效土层厚

度、土壤容重和生物多样性4个影响因子对缓效钾的

空间变异影响显著，其中灌溉能力的影响程度最高。

综合来看，灌溉能力、海拔、坡向、坡度、有效土层厚

度及生物多样性对3个或3个以上养分元素的解释能

力较强，可视为主要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灌溉能力 Irrigation capabilities
排水条件 Drainage conditions
海拔 Elevation
坡度 Gradient
坡向 Aspect
地形起伏度 Topographic relief
地面粗糙度 Ground roughness
有效土层厚度 Soil effective thickness
土壤容重 Soil bulk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R2

pH

0.075
0.017
0.061
0.047
0.057
-

0.049
-

0.066
-

有机质
Organic matter

0.042
0.019
0.036
0.045
0.041
-

0.025
0.031
0.039
0.042

全氮
Total N

-
-

0.045
-

0.036
0.043
0.023
0.058
-

0.054

有效磷
Available P

0.015
-

0.022
-
-
-
-
-

0.027
-

速效钾
Available K

0.091
0.084
0.074
0.099
0.095
-
-

0.061
0.097
0.068

缓效钾
Slowly available K

0.048
-
-
-
-
-
-

0.041
0.021
0.023

表 7 影响因子对养分空间变异主导因素分析
Tab.7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spatial variability of soil nutrients

各数据表示对应因素在 0.1水平下对土壤养分元素含量影响显著（P<0.1）；“-”表示该因素对土壤养分元素含量无影响
The data showed that the corresponding factors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oil nutrient element at 0.1 level（P<0.1）；“-”indicated that the factor had no
effect on the content of the soil nutrient element

3 讨论

本研究以湖北省广水市山地和丘陵交错带耕

地200个土壤样点的调查和检测数据为基础，运用

GIS技术和地统计学方法，研究耕层土壤养分元素空

间变异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个土

壤表层样点的pH平均值为6.25，呈微酸性特征，有机

质、有效磷、速效钾和缓效钾的平均含量较高，全氮

平均含量较低；土壤pH和土壤养分元素呈中等变异

特征。

土壤养分元素的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

广水市土壤养分元素的块金系数在25.00%~75.00%，

养分元素的空间分布由结构性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

作用，与杨艳丽等（2008）、赵明松等（2016）的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即不管是山地丘陵带或平原区，土壤养

分元素的空间变异均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作

用，但影响程度不同。土壤养分元素空间分布类型

主要以高值包围高值、低值包围低值为主，低值被高

值所包围或高值被低值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的观

测点数量较少，养分元素的空间分布格局总体上呈

斑块状特点。全局单变量Moran’s I和各影响因子

间的全局双变量Moran’s I 均较小，呈空间弱相关特

征。说明土壤养分元素分布受到地形、土壤类型等

自然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受灌溉能力和施肥方式等

人为因素的影响，且人为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强。

本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广水市土壤pH和主要

养分元素中，仅全氮含量缺乏，其中中部、东南和西

南部的全氮极缺乏；其余指标的含量分级均为适宜、

最适宜、丰富或极丰富。究其原因可能是湖北省广

水市耕层土壤全氮含量主要受地形影响，东北和东

部为山地，中部和西南等为河谷和平原地带；此外，

土壤氮素含量较低还可能与施肥、耕作方式等人为

因素有关。因此，在农业生产或耕地施肥时，东南部

和西南部的耕地应适当增加氮肥的施用量。各影响

因子对土壤养分元素的空间变异性影响较弱且影响

程度各异，各养分元素间存在较复杂的关联。灌溉

能力对土壤pH、有机质和速效钾的空间变异影响较

大，海拔对土壤pH、有机质、全氮和缓效钾的空间变

木合塔尔·艾买提等：山地丘陵交错地带耕层土壤pH和养分空间变异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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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影响较大，生物多样性对有机质、全氮和速效钾的

影响程度较大，与吴崇书和章明奎（2015）提出的不

同高程地貌区耕地土壤肥力差异明显的研究结果一

致。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河谷地带、坡度较大区域应

采用提高灌溉能力、秸秆还田等方式增加土壤有机

质含量，还要保护生物多样性，从而提高耕地质量，

以保证农作物对土壤养分的需求。但本研究中仅从

影响强度方面分析土壤养分与影响因子间的关系，

而土壤养分与各影响因子间的数量关系和影响机制

还需进一步探讨。

4 结论

湖北省广水市山地丘陵交错地带耕地表层土

壤养分中除全氮含量较低外，其余养分元素的含量

均不缺乏。土壤pH及主要养分元素在空间上存在

一定的分布差异，各养分的空间变异受自然因素和

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对于山地丘陵交错地带的耕

地土壤养分含量而言，灌溉能力、海拔、坡向、坡度、

有效土层厚度和生物多样性为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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