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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绿地土壤是城市生态系统的营养基础，掌握其理化特征及养分状况对加强城市绿地土壤管理，改善城市

绿地质量和环境健康、增进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青岛市东海岸主城区核心区域的城市绿地土壤为

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查和室内化验，分析土壤理化特征，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模糊隶属度模型综合评价土壤养分状

况，基于 ArcGIS10.2运用反距离权重法进行空间插值模拟土壤养分空间分布。结果表明：研究区城市绿地砂土、壤

土占比分为 54.71%和 45.29%，部分地段土壤板结。45.28%的绿地土壤 pH值偏高；土壤含盐量较低，呈非盐渍化

（83.02%）和轻度盐渍化（16.98%），但道路绿地受氯化钠融雪剂影响含盐量偏高；土壤养分总体处于中等水平，

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的样点平均值均在三级肥力水平及以上，但部分样点区域含量较低。绿地类

型是影响土壤养分含量的主要因素，海拔高度和海岸距离对研究区绿地土壤理化性质影响不显著，在人为干扰等强

烈作用下质地对养分的影响有悖于一般规律。土壤养分综合指数介于 0.326 ~ 0.647，总体处中等水平，高、中、低肥

力区面积比近似 1:1:1。研究区绿地土壤养分指数大致呈现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特征，并在中部区域形成一条

凸向内陆的近似“M”的弧形高肥力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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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il of urban green space is the nutritional basis of the urban ecosystem.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ster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utrient condition of the urban green space, to improve the urban green
space quality，the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ecosystem. Taking the urban greenbelt
soil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main urban area of the Qingdao east coas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il were analyzed wit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 and the soil nutrient status was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fuzzy membership model. Built on ArcGIS10.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nutrients was simulated by spatial interpolation with inverse distance weight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sandy soil and loam in the urban greenbelt in the study area was 54.71% and 45.29%, and the soil in
some sections was consolidated, 45.28% of the green space soil has a high pH value; the soil salt content was low, showing
non-salinization (83.02%) and mild salinization (16.98%). Road greenbelt salt content is hig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dium
chloride snow melt agent. Soil nutrients were generally at the medium level, the average values of organic matter,
alkali-hydrolyzable nitrogen, available phosphorus and available potassium were all at three levels of fertility and above, but
the contents of some samples were relatively low. The type of green space is the primary factor affecting the soil nutrient
content, while the effects of altitude and coastal distance o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green soil in the study
area were not significant. The effect of texture on nutrients is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rule under the persuasive effect of
human disturbance. The soil nutrient comprehensive index was between 0.326 and 0.647, and the overall level was medium.
The area ratio of high, medium and low fertilizer area is about 1:1:1. The soil nutrient index of the greenbelt in the study area
show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aring in the north and the west, low in the south and the east. There was a high 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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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ty zone with convex inland approximately "M" in the central region.
Keywords: Urban green space; soil nutrien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nutrient evaluation

城市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最主要活动场所和国家重要的组成单元，其生态环境质量的好坏不

仅关系到人民生活品质的高低，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城市园林绿地是城市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环境质量、调节系统平衡、美化城市景观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2]。现

阶段针对城市园林绿地的研究多集中于景观设计规划[3,4]、绿地生态系统结构[5]和功能[6,7]等方面，城

市土壤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基础物质承载者，特别是城市园林绿地土壤为城市植被生长提供了必需

的附着空间和营养基础，其质量的高低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系统服务价值的大小[8]。

城市园林绿地土壤主要包括 3种类型，即城市绿地土壤、保护地土壤和盆栽土壤。本文选取城

市绿地土壤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指公园、苗圃及专用绿地的土壤。这类土壤受降水量、温湿度等

城市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同时还受到建筑、堆积、践踏、挖掘等人为因素干扰，原土层分布已无规

律可循，土壤的三相比例发生显著变化，土壤肥力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研究城市绿地土壤

的理化特征和养分状况，可为土壤改良和园林绿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青岛市（35°35′ ~ 37°09′N，119°30′ ~ 121°00′E）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濒临黄海，是环渤海经

济圈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多项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城市，是国家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本文选

取的研究区位于青岛东海岸主城区的核心区域，范围北至青岛港铁路-杭鞍高架路-市北区北界，东至

浮山-海青路，南、西至海边，地理坐标（36°02′ ~ 36°07′N，120°16′ ~ 120°28′E），总面积 62.05  km2

（图 1）。该区是全市的政治、文化、金融中心，青岛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西临胶州湾，南临黄海，

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起伏不定，分布有浮山、太平山、青岛山等山头。土壤以棕壤为主并有

部分盐渍土，棕壤多分布于山地丘陵等地势较高的区域，盐渍土多分布于沿海低洼区，呈带状分布。

研究区属温带季风气候，且有显著海洋性气候特点，四季分明，温度适中，年均降雨量 424.6  mm。

图 1 研究区位置和样点分布图

Fig.1 Location and sample points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1.2 土壤样品采集与化验

1.2.1 土壤样品采集 样品于 2016年 12月采集，在研究区内的公园、广场、街头绿地、道路沿线参

照绿地分布、街区分隔情况进行布点，使样点遍布研究区，采样点如图 1所示。采样时，根据绿地

分布情况，选择有代表性的样点，在 100~200 m2左右范围内，采用“S”形方法采样；采样深度为 0~30 
cm，将所采土样进行多点（5~10点）混合，然后用四分法，对角线取样品 1  kg 左右装袋密封。共

采集土壤样品 53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02）》，结

合研究区绿地实际情况，将绿地分为公园绿地、街旁绿地、道路绿地、单位绿地 4种类型。单位绿

地指位于某单位内部，由单位自行管理的绿地，取 4个样本；道路绿地指道路广场用地内的绿地，

包括行道树绿带、分车绿带、交通岛绿地、交通广场和停车场绿地等，并将道路防护绿地（团岛路

防护林）归入道路绿地，共取 12个样本；公园绿地指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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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防灾等作用的绿地，共取 19个样本；街旁绿地指位于城市道路用地之外，相对独立成片的绿

地，包括街道广场绿地、小型沿街绿化用地等，其中“街道广场绿地”与“道路绿地”中的“广场绿地”
不同，“街道广场绿地”位于道路红线之外，而“广场绿地”在城市规划的道路广场用地（道路红线范

围）内，共取 18个样本。公园绿地以原生土为主，而单位绿地、道路绿地、街旁绿地以客土为主。

1.2.2 土壤样品化验 土壤样品测试分析按《土壤分析技术规范》[9]的规定，参考《土壤农化分析》[10]

的方法进行。土壤质地测定采用过 1 mm孔筛风干土样，加分散剂（酸性土壤加 0.5  mol·L-1 NaOH，
碱性土壤加 0.5  mol·L-1六偏磷酸钠，中性土壤加 0.5  mol·L-1草酸钠），用吸管法测定；土壤 pH采

用水土比 2.5:1，酸度计法；土壤含盐量采用水土比 5:1，烘干称重法；有机质采用油浴加热重铬酸

钾—硫酸溶液氧化，硫酸亚铁滴定测定；碱解氮采用碱解扩散法；有效磷采用 0.5  mol·L-1 NaHCO3

浸提，钼锑抗比色法；速效钾采用 1  mol·L-1 NH4AC浸提，火焰光度计法测定。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DEM 数字高程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数据日期 2009年，采

用通用横轴墨卡托（UTM）投影，1984年世界大地（WGS84）坐标系统，空间分辨率 30  m。借助

ArcGIS10.2 软件平台进行采样点海拔高度和海岸距离数据提取，运用反距离权重（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IDW）空间插值功能进行指标的空间分布模拟[11]。数据统计与相关分析采用 SPSS 软件。

1.4 城市绿地土壤养分综合评价

选取 pH值、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 5 项指标进行青岛城市绿地土壤养分评价，采

用主成分分析和模糊隶属度模型进行综合评价[12]。

1.4.1 评价指标权重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13,14]，排除人为因素干扰，体现指标权重

的客观性。具体步骤如下：（1）运用 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

献率，并计算各主成分权重；（2）提取成份得分系数矩阵，结合主成分权重，计算各评价指标的因

子得分；（3）对因子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式 1），确定为评价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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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IWi是评价指标权重，ai是各评价指标的因子得分，n为指标个数。

1.4.2 评价指标隶属度 运用隶属度函数对各评级指标进行量纲归一化处理，消除因为指标不同所带

来的数据差异性。其中，pH值适用于抛物线型函数（式 2），此类指标存在一个最佳适宜范围，指

标值偏离程度越大对土壤肥力的负向影响越大。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适用于“S”型函数

（式 3），该指标在一定范围内与土壤肥力呈现正相关关系，偏离此范围对土壤肥力状况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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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MF为隶属函数，x为评价指标的实际测定值，x1、x2、x3和 x4分别为评价指标的临界

值。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推荐的土壤肥力分级标准，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确定指标临界值。

pH值以微酸性下限值（5.5）、中性下限值（6.5）、中性上限值（7.5）和弱碱性上限值（8.5）为临

界值；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等养分指标，分别以二级上限值和五级下限值作为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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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土壤养分综合评价指数 依据土壤肥力评级指标权重和隶属度计算研究区土壤养分综合评价指

数。其中，SFQI是土壤养分综合评价指数，EIWi和 DMFi分别为第 i项指标的权重值和隶属度值。

i

n

i
i DMFEIWSFQI  

1
(4)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物理性质特征

土壤物理性质主要通过野外采样时观察土壤表观状况和室内土壤质地测定进行描述分析。土壤

质地对土壤理化性质和养分供应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土壤水分、养分、空气、吸附

性、耕性及植物生长的影响上[15,16]。青岛城市绿地土壤质地总体上偏砂，颗粒较粗。在全部 53个样

品中，砂土 25个、占 47.17%，壤砂土 4个、占 7.55%；砂壤土 23个、占 43.40%，壤土只有 1个、

占 1.89%。由图 2可知，在水平方向上，青岛市园林土壤质地分布较为复杂，各种质地交错分布，

但总体表现为沿海地区多砂质土壤，内陆地区多壤质土壤，土壤颗粒由沿海向内陆逐渐变小的变化

规律。在垂直方向上，砂质土壤多分布在海拔较低的沿海区域，壤质土壤多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山丘

公园、坡地等区域。

在调查中发现，砂质土土层较薄、粗骨物质多，通气透水性好保水力弱，有利于好气性微生物

的活动。因含水量少，热容量较小，所以昼夜温差变化大，土温变化快，这对于某些植物生长不利。

壤土和部分砂壤土人为压实严重。这导致表层以下好气性微生物活性降低，土壤熟化缓慢、密实程

度高，破坏通透性良好的团粒结构，形成理化性能较差的密实、板结的片状或块状结构，出现板结

坚硬、透气性能差、循环不畅现象，阻碍园林植物根系的正常伸展[17]。

图 2 土壤质地分布图

Fig.2 Soil texture distribution

2.2 土壤化学性质特征

土壤化学性质是影响土壤肥力的重要因素，青岛城市绿地土壤化学性质描述性统计见表 1。由

表 1可见，根据标准差判断，各指标组内个体间离散程度大小依次是：速效钾>碱解氮>有效磷>有机

质> pH>含盐量。根据变异系数判断标准（CV<0.1 弱变异性，0.1<CV<1 中等变异性，CV>1 强变异

性），所有项目的变异系数均大于 0.1小于 1，属于中等程度变异。各指标变异程度大小依次为：含

盐量>有效磷>碱解氮>速效钾>有机质> pH。
表 1 青岛城市绿地土壤化学性质描述性统计表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oil chemical properties in Qingdao urban green space
指标
Index pH 含盐量/g·kg-1

Saltness
有机质/g·kg-1

Soil organic matter
碱解氮/mg·kg-1

Alkali-hydrolyzable N
有效磷/mg·kg-1
Available P

速效钾/mg·kg-1
Available K

样本量 53 53 53 53 53 53
最大值 8.98 1.97 43.19 371.88 65.06 397.15
最小值 4.79 0.14 4.62 16.17 1.86 32.61
平均值 7.23 0.61 26.86 105.71 20.87 141.51
极差 4.19 1.83 38.57 355.71 63.20 364.54

中位数 7.47 0.43 28.52 92.16 17.16 123.11
标准差 1.06 0.47 8.53 62.10 15.59 75.10
变异系数 0.15 0.78 0.32 0.59 0.75 0.53
偏度 -0.83 1.53 -0.57 2.49 1.20 1.41
峰度 0.02 1.53 0.10 8.36 0.78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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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土壤酸碱性 土壤 pH平均值 7.23，区间范围 4.79~8.98。53 个样本中有 24 个（45.28%）超过

7.50，最大值高达 8.98，分析原因，其一可能是因为园林绿地受到扰动大，特别是建筑垃圾含量高

（部分建筑垃圾往往含有较多的石灰等碱性物质）引起内陆棕壤的酸碱性不正常；其二，可能是沿

海的部分盐渍土在较长时间的施肥影响和淡水淋洗后盐分减少而碱性离子增加导致[18]。pH高于 8.0，
碱性较高，不利于园林植物生长，应注意通过施用酸性肥料或调理剂进行调控，使土壤 pH值接近

中性（6.5 ~ 7.5）促进植物生长。

2.2.2 土壤含盐量 53个样点中非盐渍化土壤样点有 44个，占 83.02%，说明青岛虽然是海滨城市，

但海岸为砂石海岸，距离海边一定距离后土壤无自然盐渍化的条件。轻度盐渍化样点 9个、占 16.98%，

多数园林植物生长不受影响。无中、重度盐渍化土壤和盐土。值得注意的是，有 5个样点土壤含盐

量超过 1.50  g/kg，占 9.43%。这 5个样点有的分布于海边，受到海水影响含盐量偏高。但靠内陆的

个别样点盐分含量异常，达 1.90  g/kg 以上，接近中度盐渍化水平，分析原因，这几个样点均位于桥

梁或斜坡附近，可能是因为冬季降雪，城市管理中使用工业盐作为融雪剂，而后在这些地方积累所

致。此外，园林土壤过量施用化肥，也可能使得园林土壤中无机盐离子增多，pH值升高，盐渍化加

重，这会导致植物形成生理干旱，产生盐离子毒害，抑制园林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2.2.3 土壤养分指标 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是土壤养分的重要组成成分，是衡量土壤肥

力的重要指标。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推荐的土壤肥力分级标准，青岛城市绿地土壤肥力分级结

果见表 2。有机质含量介于 4.62~43.19 g/kg 之间，平均值 26.86 g/kg，属于三级肥力标准。低于 6 g/kg
的有 2个样点，均为公园绿地，但仅有少量乔木和灌木，无地被草本植物；高于 30 g/kg 的有 24个
样点，占 45.28%。碱解氮含量介于 16.17~371.88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105.71 mg/kg，属于三级肥

力标准。低于 30 mg/kg的有 2个样点，均为公园绿地，但仅有少量乔木和灌木，无地被草本植物；

120~150 mg/kg 的有 9个样点，占 16.98%；高于 150 mg/kg 的有 6 个样点，占 11.32%。有效磷含量

介于 1.86~65.06 mg/kg 之间，平均值为 20.87 mg/kg，属于二级肥力标准。低于 3 mg/kg 的有 1个样

点，3~5 mg/kg的有 3个样点，分别为街头或道路绿地、山地；20~40 mg/kg 的有 15个样点，占 28.30%；

高于 40 mg kg-1的有 8个样点，占 15.09%。速效钾含量介于 32.61~397.15 mg/kg之间，平均含量 141.51
mg/kg，属于三级肥力标准。低于 50 mg/kg的有 3个样点，分别为街头或道路绿地、公园绿地；50 ~
100 mg kg-1的有 15个样点，占比 33.96%；150~200 mg/kg的有 6个样点，占 11.32%；高于 200 mg/kg
的有 11个样点，占 20.75%。总体而言，土壤养分含量居于中等水平，部分样点区域含量较低，需

要注意施肥补充。

表 2 青岛城市绿地土壤养分分级统计

Table 2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s of soil nutrients in Qingdao urban green space
指标
Index

六级
Sixth level

五级
Fifth level

四级
Fourth level

三级
Third level

二级
Second level

一级
First level

合计
Total

有机质
标准/g·kg <6 6 ~ 10 10 ~ 20 20 ~ 30 30 ~ 40 >40 --
样本数/个 2 0 10 17 22 2 53
比重/% 3.77 0 18.87 32.08 41.51 3.77 100

碱解氮
标准/mg·kg <30 30 ~ 60 60 ~ 90 90 ~ 120 120 ~ 150 >150 --
样本数/个 2 4 20 12 9 6 53
比重/% 3.77 7.55 37.74 22.64 16.98 11.32 100

有效磷
标准/mg·kg <3 3 ~ 5 5 ~ 10 10 ~ 20 20 ~ 40 >40 --
样本数/个 1 3 12 14 15 8 53
比重/% 1.89 5.66 22.64 26.42 28.3 15.09 100

速效钾
标准/mg·kg <30 30 ~ 50 50 ~ 100 100 ~ 150 150 ~ 200 >200 --
样本数/个 0 3 15 18 6 11 53
比重/% 0 5.66 28.3 33.96 11.32 20.75 100

2.3 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因素分析

2.3.1 不同绿地类型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对不同绿地类型下的土壤化学性质进行对比分析（表 3），
可见，不同绿地类型由于其位置、管理方式等的不同，对土壤化学性质有明显的影响。道路绿地含

盐量最高，平均 0.83 g/kg，虽然整体上处于非盐渍化水平，但个别样点盐渍化已达中度边缘。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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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冬季常以工业盐（氯化钠）作为融雪剂，氯化钠在道路两侧、特别是桥梁或斜坡下方积累，使

道路绿地土壤含盐量升高。单位绿地含盐量最低，但 pH最高，可能是单位绿地往往建筑垃圾较多，

或者一般单位对绿地的管理仅重视浇水，在降低土壤盐分的同时，pH有所升高。公园绿地含盐量平

均为 0.58 g/kg，个别样点处于海边，可能受到海潮影响，浪花溅入带进盐分所致。从土壤养分含量

来看，各类型绿地养分含量平均值均在三级以上，与青岛城市绿地有较好的施肥管理有关。有机质

含量平均值均三级以上肥力水平，其中道路绿地最高，可能与道路绿地一般处于围栏之中，较少人

为践踏扰动、枯枝落叶积累较多有关；公园绿地最低，主要原因是公园绿地人为干扰较多，地被植

物人为践踏较多、枯枝落叶常有清扫，有机质积累相对较少。公园绿地碱解氮含量最高，道路绿地

与之相近。公园绿地一般管理较其他类型绿地多，施肥以氮肥为主，但多为丘陵、海岸公园，地形

起伏较大，存在土壤和养分流失问题，故有效磷、速效钾含量并不是最高的。街旁绿地有效磷、速

效钾含量最高，因为街旁绿地一般地势起伏较小，水土流失较轻，再就是街旁绿地中有几处为近年

建成的街道广场绿地，磷钾肥施用时间较近，土壤中保存较多。

表 3 不同绿地类型土壤化学性质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soil chemical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green space
指标

Index
pH 含盐量/g·kg-1

Saltness
有机质/g·kg-1

Soil organic matter
碱解氮/mg·kg-1

Alkali-hydrolyzable N
有效磷/mg·kg-1

Available P
速效钾/mg·kg-1

Available K
单位绿地 7.82 0.49 27.61 99.03 20.21 152.76
道路绿地 7.63 0.83 29.30 109.00 22.90 130.73
公园绿地 6.77 0.58 24.39 110.54 16.63 125.40
街旁绿地 7.32 0.51 27.66 99.89 24.14 163.21
平均值 7.23 0.61 26.86 105.71 20.87 141.51

2.3.2 不同质地类型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对不同质地类型下的土壤化学性质进行对比分析（表 4），
pH值由小到大依次为：砂壤土<砂土<壤砂土<壤土。含盐量由小到大依次为砂壤土<壤砂土<砂土<
壤土，与 pH值有较高的一致性。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都表现为砂土含量最高，壤土

含量最低。其中有机质和有效磷表现为壤砂土含量低于砂壤土含量，碱解氮和速效钾表现为壤砂土

含量高于砂壤土含量。综合来看，碱解氮和速效钾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明显的表现出质地越轻含量越

高的特征，有机质和有效磷含量总体上也表现出砂土比壤土高的现象。

表 4 不同质地类型土壤化学性质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soil chemical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texture types
指标

Index
pH

含盐量/g·kg-1

Saltness
有机质/g·kg-1

Soil organic matter
碱解氮/mg·kg-1

Alkali-hydrolyzable N
有效磷/mg·kg-1

Available P
速效钾/mg·kg-1

Available K
砂土 7.24 0.66 28.30 123.72 23.83 151.69

壤砂土 7.40 0.58 21.47 105.10 8.98 137.93
砂壤土 7.19 0.51 27.17 90.12 20.35 134.38
壤土 7.47 1.56 4.99 16.17 6.44 65.52

平均值 7.23 0.61 26.86 105.71 20.87 141.51
2.3.3 样点指标自相关分析 通过对青岛城市绿地土壤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各指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程

度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结果如表 5所示。pH值与各指标之间都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特别是与碱解

氮存在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其它指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明显；含盐量与 pH值、有机质、

海拔高度表现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速效钾、海岸距离表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碱解

氮呈显著正相关，与有效磷呈极显著正相关；有机质与 pH值、含盐量呈不显著负相关，与其他指

标呈不显著正相关；碱解氮与 pH值呈不显著负相关，与其他指标呈现正相关关系，特别的与含盐

量、有效磷呈显著正相关，与速效钾呈极显著正相关；有效磷与 pH值、海拔高度、海岸距离呈现

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有机质呈不显著正相关，与碱解氮呈显著正相关，与含盐量速效钾呈极显

著正相关；速效钾与 pH值、海拔高度呈不显著负相关，与含盐量、有机质、海岸距离呈不显著正

相关，与碱解氮、有效磷呈极显著正相关；海拔高度与海岸距离之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海拔高度

和海岸距离与其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说明二者并不是影响青岛城市绿地土壤养分的重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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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

表 5 青岛城市绿地土壤指标相关系数

Table 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soil index of urban green space in Qingdao
指标

Index
pH 含盐量

Saltness
有机质

Soil organicmatter
碱解氮

Alkali-hydrolyzable N
有效磷

Available P
速效钾

AvailableK
海拔高度

Altitude
海岸距离

Coastal distance
pH 1

含盐量 -0.181 1
有机质 -0.184 -0.003 1
碱解氮 -0.386** 0.347* 0.187 1
有效磷 -0.027 0.364** 0.007 0.322* 1
速效钾 -0.153 0.259 0.246 0.382** 0.647** 1
海拔高度 -0.202 -0.038 0.039 0.082 -0.108 -0.064 1
海岸距离 -0.116 0.126 0.268 0.071 -0.031 0.041 0.486** 1

备注：**显著性水平 P<0.01，即极显著水平；*显著性水平 P<0.05，即显著水平。

Note: **Very significance level P<0.01; *significance level P<0.05.

2.4 土壤养分综合评价

选取 pH值、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 5 项指标进行青岛城市绿地土壤养分的主成分

分析。通过 Bartlett球度检验，各指标的相关系数的相伴概率为 0.00，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共提取

5个成分。参考相关文献[19,20]，一般选取特征值大于 1，或累计贡献率大于 80%的主成分进行综合分

析。本研究中第 3主成分特征值 0.882，累计贡献率达到 83.117%，故选取前 3个主成分描述各项指

标的数据信息特征。由表 6可知，第 1主成分反映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的综合状况；第 2主成

分反映 pH值状况；第 3主成分主要反映有机质的状况，3个主成分能够反映所有指标的数据信息。

表 6 青岛城市绿地土壤指标的因子载荷矩阵

Table 6 Factor load matrix of soil index of Qingdao urban green space
指标

Index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 权重

Weight1 2 3
pH -0.456 0.671 0.408 0.154

有机质 0.392 -0.487 0.769 0.167
碱解氮 0.728 -0.245 -0.305 0.044
有效磷 0.718 0.576 -0.047 0.309
速效钾 0.830 0.315 0.169 0.326

利用本文构建的土壤养分综合评价指数模型计算研究区城市绿地土壤养分指数大小，基于

arcgis10.2软件平台，运用反距离权重（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IDW）空间插值法进行空间插值，

结果如图 3。其中，53个样点综合评价指数最大值 0.916，最小值 0.192，平均值 0.579，方差 0.187。
如图 3所示，土壤养分综合评价指数大致呈现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特征，并在中部区域形成一条

凸向内陆的近似“M”的弧形高肥力区带。采用自然裂点分级法将青岛城市绿地土壤养分水平分为五

级：极低[0,0.455）、低[0.455,0.544）、中[0.544,0.612）、高[0.612,0.699）、极高[0.699,∞）。其中，

极高土壤养分区面积 4.31  km2，占比 6.96%；高土壤养分区面积 17.84  km2，占比 28.79%；中等土

壤养分区面积 18.74  km2，占比 30.24%；低土壤养分区面积 17.19  km2，占比 27.74%；极低土壤养

分区面积 3.89  km2，占比 6.27%。高、中、低肥力区面积比近似 1:1:1。

图 3 青岛城市绿地土壤养分综合评价得分

Fig.3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core of soil nutrient in Qingdao urban gree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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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质地和绿地类型的土壤养分评价，结果见表 7。总体来说，土壤质地越轻土壤养分综合

评价指数越高，但并不严格按照此趋势变化，土壤养分综合评价指数从小到大依次是：壤土<壤砂土

<砂壤土<砂土。不同的园林绿地类型，土壤养分也有所不同，土壤养分综合评价指数从小到大依次

是：公园<道路<单位<街旁。单位绿地和街旁绿地地形平坦，大多为新建绿地，施肥时间短，土壤保

存多，且人工干预，特别是对绿地的培肥养护较多，肥力相对较高；公园绿地多山丘、坡地，地势

起伏不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水肥流失现象，土壤养分相对较低。

表 7 不同质地和绿地类型的土壤养分评价

Table 7 Soil nutrient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textures and types of green space
类别

Category
砂土

Sand
壤砂土

Loamy sand
砂壤土

Sandy loam
壤土

Loam
单位绿地

Unit green
道路绿地

Road green
公园绿地

Park green
街旁绿地

Roadside green
平均值 0.629 0.438 0.561 0.326 0.610 0.586 0.526 0.625

3 讨 论

土壤养分是土壤肥力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的综合反映与作用结果，同时

受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21,22]。研究区土壤质地从沿海低海拔到

内陆高海拔表现为由砂质土向壤质土逐渐变化的规律。一般而言，土壤质地越轻，颗粒越粗，保水

保肥能力越弱[23,24]。而青岛城市绿地土壤总体表现为砂质土各养分含量高于壤质土各养分含量，并

没遵循土壤含量与质地之间的一般性变化规律，究其原因与人为扰动影响较大有关。自然环境中，

土壤中氮、磷、钾和有机质等各养分主要来源于枯枝落叶、植物枯萎根系和动物遗体等在微生物参

与下的分解、利用。城市环境中，人为的清扫活动极大地削弱了这种土壤养分的自然来源途径，人

工施加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成为土壤养分的主要来源，并且以人类意志为转移，打破了自然界的土壤

养分分布规律。施工、废弃物堆弃和垃圾掩埋等人类活动也会对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产生影

响，促使土壤养分含量向有悖于自然规律的方向发生改变[25-27]。

相关研究表明，土壤养分是随海拔变化的，氮、磷、钾和有机质含量与海拔高度具有显著的相

关关系[28-30]，但本研究中二者相关性并不显著。其一，研究区以低海拔丘陵和沿海平原为主，地势

较为平坦，海拔变化范围仅为 0 ~ 318m，变幅较小，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土壤理化性质的海拔梯度变

化特征；其二，城市土壤受人为因素干扰强烈，以不同城市绿地类型为尺度施加不同程度、不同作

用方向人工干预，破坏了其原有的自然空间变化规律。

本文研究了青岛东海岸主城区的核心区域的城市绿地土壤理化性质养分特征，为绿地土壤管理

提供了依据，但仅是一个时间断面，今后尚需连续监测，分析其连续性演变特征。并且，运用反距

离空间插值法进行空间模拟还存在受样点方位影响大、预测精度低和局部细节不明显等局限性[31]，

今后还需深入研究具有更高精度的空间预测方法[32]。

4 结 论

（1）研究区绿地砂土、壤土占比分为 54.71%和 45.29%，部分地段存在土壤板结现象。研究区

绿地 45.28%的土壤 pH偏高，不利于园林植物生长。土壤含盐量较低，以非盐渍化土（83.02%）和

轻度盐渍化土（16.98%）为主，无中、重度盐渍化土壤和盐土。土壤养分总体处于中等水平，有机

质、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的样点平均值均在三级肥力水平及以上，但部分样点区域含量较

低，需要注意施肥补充，并控制水土流失；

（2）离海岸距离远近和海拔高度不同的样点土壤养分含量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二者对研究区

绿地土壤养分的影响不显著。不同绿地类型因所处微地形的差异和所受人为因素的干扰不同，土壤

养分存在较明显差异。不同质地土壤养分含量存在一定差异，但受人为干扰等影响强烈而有悖于一

般壤土比砂土肥力高的规律；

（3）土壤养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研究区土壤养分综合指数介于 0.326 ~ 0.647，总体处于中等

水平，高、中、低肥力区面积比近似 1:1:1。从空间上看，研究区绿地土壤养分指数大致呈现北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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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西高东低的特征，并在中部区域形成一条凸向内陆的近似“M”的弧形高肥力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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