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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西安市集中蔬菜种植区为例，采用地统计学方法，对 369 份土壤样品有机质含量进行空间变异分析、
空间丰缺水平评价，并利用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深入研究土壤性质对有机质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蔬菜区土壤
有机质的最适变异函数是指数模型，其块金效应为 50.0%，在 2661 m 范围内具有中等空间相关性，有机质空间变异
性在东南-西北方向上最明显；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临潼区和高陵区交界处、周至县和鄠邑
区交界处周围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 15 g/kg，有机质含量随土壤颗粒的变细呈增大的趋势，同时，褐土有机质含量最
高，新积土有机质含量最低。土壤有机质与种植年限、pH 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可为蔬菜种植相关部门提
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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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ncentrated vegetable growing areas in Xi'a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took geostatistics to analyze
the spatial variability and spatial abundance level in 369 soil samples and study the effect of soil properties on organic matter
content with variance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variation function of soil organic
matter was exponential model with 50.0% nugget effect in vegetable fields, there was medium spatial correlation within the
scope of 2661 m, and spatial variability of soil organic matter was most obvious in southeast-northwest. The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was at a lower-middle-level in vegetable fields, the content of soil organic matter was below 15 g/kg at the
junction of Lintong and Gaoling, Zhouzhi and Huyi, where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increase the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The content of soil organic matter increased with the decrease of soil particl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ent of soil organic
matter in cinnamon soils was the highest, and the lowest in the new soil.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lanting age and pH value.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relevant vegetable
cultivation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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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质既是植物矿质及有机营养的源泉，又是形成土壤结构体的重要因素，其含量高低直
接影响土壤的保肥性、保水性、可耕性和通气性，是反映土壤质量、土壤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1-3]。
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直接影响土壤肥力及蔬菜产量、品质。此外，蔬菜生长期短、产量高、养分
需求量大、复种指数高、肥料投入量大，所以土壤有机质空间变异明显区别于其他大田土壤[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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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掌握蔬菜区土壤有机质空间变异规律、空间分布特征及土壤性质对其影响，对于改善土壤质量
和提高作物生产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20 世纪 70 年代，国外学者将地统计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 GIS）相结合并引入土壤空间变异分析，国内外学者对 GIS
和地统计学在农业中应用做了大量研究，集中于研究土壤养分空间变异研究、地统计插值方法比较
以及土壤适应性评价等。XU Ling-fei 等[4]统计分析果园土壤有机质和其他养分元素含量及其空间变
异规律，张彬[5]等将改进 TOPSIS 和 COK 技术运用到土壤养分综合空间变异规律研究中。石小华等[6]
对常用的插值方法进行对比发现克里格插值方法明显优于其他方法。N.Walke 等[7]基于 GIS 技术提出
采用多准则叠加法对棉花种植区土壤进行适宜性评价。Yang Gao 等[8]通过研究土壤酶行为的复杂性
表明，遗传分析、生物标志物结合地质统计学方法可准确评价土壤质量。
土壤有机质含量分布受到自然和人为等多种因素作用[9]。土壤有机质含量受气候、海拔、坡度、
土壤质地等自然要素影响[10]，如 Dai 和 Huang[11]研究发现温度、降雨量及海拔是影响土壤有机质含
量的关键因子；李婷等[10]探讨了土壤有机质含量主要受土壤质地、海拔高度和坡度等因素影响。同
时，人为因素对有机质空间变异也有重要作用，例如：土地利用方式、耕地施肥、种植方式[12]。赵
明松等[13]分析表明江苏省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时空变异主要受农业生产管理措施、土地利用变化等因
素显著影响。前人的研究多集中于耕地土壤，而对蔬菜区土壤研究较少，本文则结合自然因素下的
土壤类型、土壤质地、pH 值，和人为因素下的种植方式、种植年限来研究土壤性质对有机质空间变
异的影响。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西安市蔬菜集中种植区（以下称“蔬菜区”）为例，对蔬菜区 2014 年 369
个土壤采样点数据进行处理，利用 GS+7.0 软件对土壤有机质进行空间变异特征分析，利用 ArcGis10.3
地统计学方法和克里金插值法分析土壤有机质空间分布，并结合 SPSS 软件研究土壤有机质与土壤
类型、土壤质地、种植方式、种植年限、pH 值等之间的关系，为蔬菜区提升土壤质量、改善土壤肥
力提供科学依据。

1
1.1

研究材料
研究区概况

西安市位于黄河流域中部关中盆地，东经 107°40′~109°49′和北纬 33°42′~34°45′之间。辖境东西
长约 204 km，南北宽约 116 km，面积 10108 km2，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季风气候，冷暖干湿，四季
分明，年平均气温 13.0 ℃~13.7 ℃，年降水量 522.4 mm~719.5 mm，由北向南递增。7 月、9 月为两
个明显降水高峰月。年日照时数 1646.1 h~2114.9 h。蔬菜区主要分布于该市东北部和中部，东北部
蔬菜区包括灞桥区、高陵区、临潼区、阎良区的部分村镇。中部蔬菜区包括长安区、户县、周至县
的部分村镇。研究区由于气候与地形等因素的作用形成以潮土、褐土、黄绵土、塿土、水稻土、新
积土为主的六种土壤类型，土壤类型分布图如 1。研究区所属黄土高原区，土壤含砂量较大，根据
土壤普查研究区分布有粉砂质黏壤土、轻壤、壤土、砂壤、中壤、重壤。在长期的耕作中，人们主
要的种植方式有温室大棚种植、露地种植。温室大棚种植的蔬菜主要包括：西红柿、黄瓜、辣椒，
露地种植则包括：青菜、白菜、菠菜、蒜苗等。

图 1 研究区土壤类型
Fig.1 Soil types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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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土壤样品采集、测定与资料收集

以西安市蔬菜区集中分布区作为实验蔬菜区，为了提高估值精度，充分考虑不同土壤类型和地
形特点，均匀布设采样点（图 2）。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 system，简称 GPS）对采样
点定位，记录其经纬度位置，所有样点采集遵循“等量”、“随机”、“多点混合”的原则，样地内采取 5
点重复，各点间隔 20 m，充分混合后四分法取土 1 kg，于 2014 年 10 月共采取土样 369 份。在土壤
样品自然风干、过筛后，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油浴加热)测定土壤有机质，pH 值采用电位计法测定[14]。
土壤类型、土壤质地、种植方式、种植年限等由西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供。

图 2 蔬菜区土壤采样点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map of soil samples in the vegetable field

2.2

数据处理

采用 GS+和 SPSS 软件对研究区土壤有机质的空间变异进行研究。对原始数据运用 3 倍标准差
法剔除异常值，分别用最大最小值替代异常值，进行 K-S 正态分布检验，对于非正态分布的变量要
经数据转换使数据符合正态分布，计算研究区土壤有机质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标准差、变异
系数等，利用 ArcGis10.3 趋势分析探讨土壤有机质的趋势特征。以半变异函数决定系数（R2）接近
1，残差（RSS）尽可能小的原则建立半变异函数模型，获取变异函数的块金值、基台值、变程、块
金效应值等特征参数，及其各向异性，由此分析出土壤有机质空间变异特征。利用 ArcGis10.3 中的
地统计模块预测土壤有机质，并绘制了有机质空间分布图，进行空间分析。最后，在 SPSS 软件中
通过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研究土壤性质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3
3.1

结果与分析
蔬菜区土壤有机质描述性统计与趋势分析

利用 SPSS 软件对经去异的土壤有机质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见表 1。土壤有机质半方
差分析的前提是：数据必须符合正态分布，否则会出现比例效应[15]。利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 K-S
正态分布检验，表明土壤有机质含量符合正态分布。
表 1 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的统计特征值
Table 1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soil organic matter in the vegetable field
土壤属性 极小/g/kg 极大 g/kg 均值/g/kg 标准差 变异系数/% Z 得分
显著性水平
分布类型
Soil property Min
Max
Mean
SD
CV
Score Level of significance Distribution type
有机质
6.905
35.289
18.029 5.713
31.69
1.003
0.267
正态分布

空间变异的变异系数是指数据空间变异的大小，变异系数越大，表明它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匀，
受到外界的影响程度越高，也就是说随机性越强。一般认为，当变异系数≤10%时，为弱变异；10%<
变异系数<100%时，表示中等变异；变异系数≥100%时，表示强变异[16]。表 1 表明，有机质变异系
数为 31.69%，属于中等变异。
趋势分析是在三维视图下进行的探索空间数据，该方法将采样点分布在 X、Y 平面上，在每个
采样点上，以一个平行于 Z 轴的线段表示采样点的值。将采样点的值分别投影到 X、Z 平面和 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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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上形成散点图。通过这些散点可以做出一条最佳拟合线，并用它来模拟特定方向上的某种趋势，
若散点图投影的拟合曲线是平的，则称为 0 阶效应，表明空间数据没有趋势特征；若散点图投影的
拟合曲线是倾斜直线，则称为一阶效应；若散点图投影的拟合曲线为“U”型线时，称为二阶效应[17]。
蔬菜区土壤有机质趋势分析结果如图 3。

图 3 蔬菜区土壤有机质空间趋势图（单位：g/kg）
Fig.3 Spatial trends of soil organic matter in the vegetable field（Unit:g/kg）

图 3 中，X 轴表示正东方向，Y 轴表示正北方向，Z 轴表示各采样点土壤有机质实测值得的大
小。投影到 X、Z 平面的曲线表示东-西向的全局性趋势效应变化，投影到 Y、Z 平面的曲线表示的
是南-北方向全局性的趋势效应变化。由图 3 表明，在东-西方向上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较大，中间凸
出，两边凹下，呈明显倒“U”型趋势，表示其含量分布自东向西具有“低-高-低”的特征。在南-北方向
上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显著，呈“U”型趋势，表示其含量由北向南有机质含量先降低后增高。在两个
方向上土壤有机质都具有二阶效应，它会对半变异函数的计算和空间插值产生影响，因此需在分析
中去除趋势效应影响。
3.2

蔬菜区土壤有机质空间变异分析

采用 GS+7.0 软件对满足正态分布的采样点数据建立半变异函数模型，通过调节不同模型参数对
比模型的决定系数和残差[18]，因为决定系数是回归平方和占总平方和的比值，它直接能够反映变异
函数理论模型与有效样本拟合程度的高低，所以，在决定系数均可能大的基础上，选择残差尽可能
小得模型为最优模型，进而得到土壤有机质半变异函数图和半变异函数理论模型的参数，如表 2、
图 4 所示。
表 2 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半方差函数及参数
Table 2 Semi variance function and parameters of soil organic matter in the vegetable field
土壤属性
理论模型
块金值
基台值 块金效应/% 变程/km 决定系数 残差
Soil property Theoretical model Nugget(C0) Sill(C0+C) Nugget/Sill Range
R2
Residual
Exponential
23.09
46.19
50.0
2.661
0.723
57.9
有机质

图 4 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各向同性半方差函数
Fig.4 Isotropic semi variance of soil organic matter in the vegetable field

块金值表示土壤特性受人为干扰随机性因素引起的变异，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块金值为 23.09，表
明在采样的过程中存在人为因素引起的随机变异。土壤有机质的最优模型是指数模型，土壤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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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情况较好，决定系数在 0.6 以上，且块金值和残差都较小，表明理论拟合模型能够较好的反映
土壤有机质的空间结构特征。基台值表示土壤特性的总变异，包括结构性变异和随机性变异。块金
效应即块金值与基台值的比值，用它来反映土壤有机质的空间依赖性，块金效应值越高，空间依赖
性越弱，反之，块金效应越低，空间依赖性越强。较强的空间依赖性是由母质、地形等决定的[19]。
由表 2 可知：有机质块金效应为 50.0%，介于 25%~75%之间，具有中等空间依赖性，表明研究区土
壤有机质空间变异的影响因素既包括结构性因素也包括随机性因素。变程表示土壤有机质空间自相
关范围[20]。由表 2 可得，有机质的变程距离为 2661 m，表明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在此范围内分布连续，
存在空间自相关。
由于蔬菜区土壤长期受到自然和人为的共同作用，土壤有机质的分布具有明显的方向异性和趋
势特征，为了更加全面的研究土壤有机质空间变异特征，利用 GS+7.0 软件绘制 0°、45°、90°、135°
方向上的半变异函数，进一步分析空间变异的各向异性。从图 5 中可以看出，土壤有机质在东西 0°
方向、南北 90°方向和东北-西南 45°方向上的变异较小，而在东南-西北 135°方向上的变异较为明显。
在 0°和 90°方向上，当步长小于 45 m 时有机质随步长的变异程度大致相似，表现为各向同性，但当
步长大于 45 m 时，0°方向上半方差值呈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在 45°方向上半差值呈降低趋势；在
90°方向上有机质整体趋势与步长变异一致，具有同向性；135°方向上当步长大于 382.4 m 时出现快
速的上升趋势。

图 5 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各向异性变异函数
Fig.5 Anisotropic semi variance of soil organic matter in the vegetable field

3.3

土壤有机质空间分布格局

采用 ArcGis10.3 中 Geostatistics analysis 模块的普通克里格方法进行半变异函数拟合，得到蔬菜
区土壤有机质含量空间分布图。由于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比较集中，如果采用全国第二次土壤普
查养分分级标准会造成分级受限，以致数据分析不够深入，因此采用在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养分分
级标准[21]上进行再分类的分级方法，利用 ArcGis10.3 软件计算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占蔬菜区总面积的
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结果如图 6 和表 3 所示。
图 6 和表 3 表明，研究区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空间差异明显，整体上土壤有机质含量处于中
等偏低的水平。有机质含量低于 20 g/kg 的占总面积的 83.39%，属于国家土壤有机质含量等级标准
第四级，其中，临潼区和高陵区交界处、周至县和鄠邑区交界处周围有机质含量低于 15 g/kg，这些
区域要重点提高有机质含量。处于国家第三级（20~30 g/kg）的土壤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16.61%，主
要分布于长安区中部和西部、灞桥区北部以及阎良区东北和西北部的小范围区域。蔬菜区土壤分级
的分界线走向基本呈东北-西南走向，因此，有机质空间变异在西北-东南方向（135°）较为明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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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文各向异性分析结果一致。

图 6 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空间分布图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soil organic matter in the vegetable field
表 3 蔬菜区土壤有机质等级面积比例统计表（单位：g/kg）
Table 3 Statistics area ratio for different soil organic matter grade in the vegetable field（Unit: g/kg）
土壤属性
等级
标准
改进
面积比/%
累计面积比/%
Soil property
Grade
National standard Revised Percentage Cumulative area ratio
20~30
20~25
16.61
16.61
三级(Ⅲ)
土壤有机质
15~20
58.36
10~20
83.39
四级(Ⅳ)
<15
25.03

3.4

土壤性质对蔬菜区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3.4.1 土壤性质对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为掌握影响土壤有机质含量水平的因子，有效指导
农业生产，对研究区土壤类型、土壤质地、种植类型等概念型指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同时对种
植年限、pH 值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土壤类型、土壤质地、种植类型与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方
差分析(F 检验)结果如表 4。结果表明：不同的土壤类型、土壤质地间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存在显著差
异(P<0.01)。土壤质地有机质含量的影响达到极显著(P<0.001)，土壤类型的影响次之，达到了显著
(P<0.01)，而种植方式对其含量影响不显著。F 值为组间均方与组内均方的比值，表示不同分组间样
本均数的差别，其值越大表明不同分组间的差异越明显。对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异有显著影响
的因子中，土壤类型 F 值相对于土壤质地较低，表明土壤质地组间差异对土壤有机质变异影响存在
的差异性较大。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与种植年限、pH 值之间都具有显著负
相关关系（P<0.01）。相关性由大到小依次为种植年限、PH 值，相关系数分别-0.234、-0.198，即随
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有机质含量与 pH 值此高彼低。
表 4 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各影响因子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4 Variance analysis for soil organic matter at different impact factors in the vegetable field
影响因子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Impact factors
Sun of square
df
Mean square
校正模型
2069.995a
12
172.500
6.202
0.000
种植类型
2.764
2
1.382
0.050
0.952
土壤质地
966.853
5
193.371
6.952
0.000
436.126
5
87.225
3.136
0.009
土壤类型

3.4.2 土壤质地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表 5 为蔬菜区不同土壤质地下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分析结果，
由表 5 可得，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在不同土壤质地下由大到小依次为：粉砂质黏壤土、中壤、轻
壤、壤土、重壤、砂壤。粉砂质黏壤土有机质含量最多，砂壤中有机质含量最少，土壤有机质大致
随土壤颗粒的变细呈增大的趋势，与赵明松等[22]研究结果一致。这主要是因为砂质土壤通气和透水
性良好，好养微生物活动十分活跃，其进行好气分解的速度快，分解完全，中间产物很少积累，因
此不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而黏质土壤与之相反，利于土壤有机质的积累。另一方面，土壤中的
黏粒物质可与有机物质结合形成有机-无机复合体，吸附稳定土壤有机质，降低有机质矿化速度，促
进有机质积累，而砂质土壤缺少有机-无机复合体，所以不利于土壤有机质积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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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蔬菜区不同土壤质地下土壤有机质含量（单位：g/kg）
Table 5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at different soil texture in the vegetable field（Unit: g/kg）
土壤质地
平均值
计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Soil texture
Mean
Count
Max
Min
SD
CV
20.792
119
35.289
6.905
6.007
28.89
粉砂质黏壤土
18.175
68
35.289
7.632
5.82
32.02
中壤
17.061
29
28.205
8.096
4.265
25.00
轻壤
16.282
136
29.575
8.3
4.669
28.67
壤土
15.353
3
17.481
13.799
1.906
12.42
重壤
14.024
16
26.528
8.608
5.233
37.32
砂壤

3.4.3 土壤类型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表 6 为蔬菜区不同土壤类型下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分析结果，
由表 6 可得，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在不同土壤性质下由大到小依次为：褐土、黄绵土、水稻土、
塿土、潮土、新积土。这与土壤成土过程有关，褐土有机质含量高，营养元素较丰富，新积土为新
近冲积、洪积、坡积、塌积、海潮沉积或人工堆垫而成的土壤，成土时间短，没有剖面发育，故新
积土平均有机质含量最少。表 7 可以发现，潮土变异系数最大，高达 37.481%，这主要是由于潮土
的地下水埋藏较浅，水分条件好，这种土壤较早被开垦，农业历史比较久远，受到人为影响较大。
表 6 蔬菜区不同土壤类型下土壤有机质含量（单位：g/kg）
Table 6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at different soil type in the vegetable field（Unit: g/kg）
土壤类型
平均值
计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Soil type
Mean
Count
Max
Min
SD
CV
褐土
27.53
4
33.4
22.168
4.604
16.73
黄绵土
19.33
51
35.289
7.027
5.858
30.31
水稻土
19.05
18
35.289
10.09
5.418
28.43
塿土
18.83
152
35.289
8.096
5.368
28.51
潮土
16.86
33
35.289
7.632
6.318
37.48
新积土
16.22
113
35.289
6.905
5.298
32.66

4

讨 论

土壤有机质空间变异、丰缺水平研究结果与赵业婷[24]、方瑞红[25]、研究结果一致。与吕爽[26]研
究对比发现，西安市菜田土壤有机质含量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整体仍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这是
由于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是个长期的过程。土壤类型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与在赵明松[13]和蒋
威[27]的研究结果一致。种植年限对有机质含量的影响，与袁兆华[28]、杨建峰[29]、李香兰[30]等研究结
果一致，这主要是由于人为长期种植蔬菜改善土壤通气性，使得土壤有机质分解速度加快，微生物
更加活跃，此外，长期有机肥施用不足和土壤高强度利用也加剧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有机
质与 pH 值呈显著负相关与杨世琦[31]、郑玉龙[32]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在提高蔬菜区有机质含量
的同时要注重调节土壤 pH 值，防止土壤酸化，可采取推行施用生理碱性肥料、施用石灰、炉渣等
碱性土壤改良剂等方法。

5

结 论

以西安市集中蔬菜区 369 份土壤样本数据为基础，对蔬菜区土壤有机质进行空间变异分析和空
间格局分析，并用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研究土壤性质对土壤有机质空间变异的影响。西安市蔬菜
区土壤有机质表现出以下特征：
（1）蔬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符合正态分布，有机质变异系数为 31.69%，属于中等变异程度。
趋势分析表明有机质含量具有二阶效应：自东向西具有“低-高-低”的特征，由北向南有机质含量具有
先降低后增高的特点；
（2）蔬菜区土壤有机质的块金效应为 50.0%，具有中等空间依赖性，表明研究区土壤有机质空
间变异受结构性因素和随机性因素共同影响。指数模型是有机质空间变异最适模型。在 0°、45°、90°
方向上，土壤有机质变异较小且具有相似性，而在东南-西北 135°方向上的变异较为明显；
（3）土壤质地和土壤类型对有机质含量具有显著影响，土壤有机质与种植年限、pH 值呈显著
负相关（P<0.01）关系。有机质含量受土壤质地极显著影响，组间差异性较大，蔬菜区土壤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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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随土壤颗粒的变细呈增大的趋势。土壤类型对有机质含量的影响主要与土壤成土过程、成土环
境有关。
（4）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养分分级标准分类：土壤有机质含量总体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
属于国家标准第四级（10~20 g/kg）的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83.39%，处于第三级（20~30 g/kg）的占研
究区总面积的 16.61%。临潼区和高陵区交界处、周至县和鄠邑区交界处周围有机质含量低于 15 g/kg，
要重点提高有机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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