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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霞ꎬ涂成龙ꎬ陆晓辉ꎬ 等.２０２１.贵州省旱地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Ｊ] .环境科学学报ꎬ４１(１０) :４１７９￣ ４１８７

Ｃｈｅｎ Ｑ Ｘꎬ Ｔｕ Ｃ Ｌꎬ Ｌｕ Ｘ Ｈꎬ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Ｚ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ｄｒｙｌａｎｄ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ｏｉ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ꎬ４１(１０) :４１７９￣ ４１８７

贵州省旱地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陈清霞１ꎬ２ ꎬ涂成龙３ ꎬ陆晓辉１ꎬ２ ꎬ李龙波４ꎬ∗
１.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 喀斯特研究院ꎬ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３. 贵州医科大学环境污染与疾病监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ꎬ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４. 贵州省地质环境监测院ꎬ贵阳 ５５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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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贵州省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训基地ꎬ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要:探究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异规律ꎬ分析环境因子对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空间分异的影响ꎬ对贵州省山地复杂环境下土壤

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１３０９１４ 个野外采样点ꎬ综合运用多种地统计学与传统统计学的方法ꎬ分析了贵州省旱地黄
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空间变异特征及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①贵州省旱地黄壤 Ｚｎ 的平均含量略低于全国土壤 Ｚｎ 的平均含量( １００ ｍｇｋｇ －１ ) ꎬ处
于中等水平ꎬ而有机质含量则较为丰富ꎻ变异系数表明两者均属于中等程度的空间变异.②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ꎬ呈聚
集分布ꎬ其中以 Ｚｎ 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更大、自相关程度更强ꎻ两个养分的最优理论模型均为指数模型ꎬ且块基比均介于 ２５％ ~ ５０％ꎬ具有中等程
度的空间相关性ꎬ但结构性因素的作用更大ꎻ有机质的分形维数较 Ｚｎ 要高ꎬ其空间格局更复杂ꎬ对尺度的依赖性大.③Ｚｎ 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

西部和西北部地区ꎬ低值区多位于东南部和南部地区ꎻ有机质高值区沿西北东南带斜线分布ꎬ而低值区则沿东北西南方向与高值区呈现交叉分
ＮＤＶＩ 与两者的相关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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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格局.④空间自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表明ꎬ选取的 ７ 个环境因子均对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空间变异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ꎬ其中ꎬ高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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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ｂｏｔｈ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ｇｇｅ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５％ ~ ５０％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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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卷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ｏｗ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ｌ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ｚｏｎｅ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ｏｗ ｖａｌｕ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ｌ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ｖａｌｕｅ ｚｏｎｅ. ④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ａ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Ｚ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ｏｉｌꎬ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ＤＶＩ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ｏｉｌꎻ ｚｉｎｃꎻ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ꎻ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ꎻ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

向东梯级下降ꎬ最大高差可达 ２７６３ ｍ.同时该区又是

引言(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我国西南岩溶地区的中心ꎬ在喀斯特地貌与非喀斯

土壤 Ｚｎ 是动植物体内必需的微量元素ꎬ其含

特地貌的双重作用下ꎬ区内地形复杂ꎬ山地丘陵与

量变化对动植物的生长发育具有重要意义ꎬ但过量

接影响( Ｌｏｃ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ꎻ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 土壤

有机质作为土壤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ꎬ不仅可以通
过影响土壤微生物活性和数量、养分利用率及持水
能力等来影响土壤肥力ꎬ还对土壤中农药残毒、重
金属污染和元素的活性等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钟

聪等ꎬ２０２０) .

土壤 Ｚｎ 和有机质作为土壤养分的一部分ꎬ其

普查办公室ꎬ １９９４ꎻ涂成龙等ꎬ２０１２) .独特的地形地
貌和植被差异为土壤的形成发育提供了复杂多变
的自然环境条件ꎬ这必将引起贵州省土壤养分呈现
一定的空间变异特征. 而目前有关贵州省土壤养分

空间变异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土壤样本量较少、
区域较小ꎬ 且 研 究 对 象 多 集 中 于 氮、 磷、 钾 等 方 面

( 向仰州等ꎬ２０１８ꎻ王雅琼等ꎬ２０２０) ꎬ在省域尺度上
对旱地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基于

学

迁移转化也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ꎬ在空间

用下呈现一定的垂直和水平分异特征( 贵州省土壤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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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Ｚｎ 或 Ｚｎ 短缺也会对农业的生产和管理产生直

洼地谷地交错分布.此外ꎬ省内植被也在地形因素作

分布上存在高度的异质性ꎬ成为不均一变化的时空

此ꎬ本研究以贵州省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数

随着土壤养分流失和重金属污染等问题的加剧ꎬ国

和半方差函数 ３ 种地统计学与传统统计学相结合的

连续体(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近年来ꎬ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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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众多学者采用多种方法ꎬ从不同尺度和区域对

土壤养分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 如

在研 究 方 法 上 常 将 地 统 计 学 方 法 ( Ｍｏｎｄａ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地理加权回归方法(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及神
经网络模型方法( Ｚ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用于土壤养分的

据为基础ꎬ综合运用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分形维数
方法ꎬ从不同角度分析探讨贵州省旱地黄壤 Ｚｎ 和

有机质的空间分异规律及其主要驱动因子ꎬ以期为
贵州省土壤的科学管理、农业土肥利用效率的提高
及实现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治理改良等提供
参考依据.

空间变异 性 分 析ꎻ 在 区 域 尺 度 上 则 从 喀 斯 特 山 地

２

２０１８ꎻ杨静涵等ꎬ２０２０) 再到城市郊区( Ｗｈｉｔ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１

土壤养分元素空间分异的原因及影响因子ꎬ不同学

２９°１３′Ｎ、１０３°３６′ ~ １０９°３５′Ｅꎬ是一个内陆山地省份.

等ꎬ２０２０) 、地形地貌( 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和土地利用

就占了 ９２.５％. 区内地势总体西北高、东南低ꎬ地形

( Ｂａ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 到 高 原 流 域 盆 地 ( Ｚｈｕ ｅｔ ａｌ.ꎬ

环

１９９７ꎻ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等区域均有涉及ꎻ同时ꎬ对于

者也从成土母质( Ｂａ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土壤类型( 钟聪
方式( Ｍｏｎｄａ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等方面展开了大量调查

研究ꎬ其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土壤养分的空间分异是
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ꎬ即使是同一养分元素ꎬ
其在不同区域的空间变异程度及其主要驱动因子
也会有较大差异.综上可知ꎬ不同区域土壤养分空间
变异和影响因子的作用程度不同ꎬ准确掌握区域土

材料与方法(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位于云贵高原东部ꎬ地理位置为 ２４°３７′ ~

全省土地总面积达 １７.６２ 万 ｋｍ ２ ꎬ其中山地和丘陵
连绵起伏、山脉纵横交错ꎬ平均海拔在 １１００ ｍ 左右.

在大陆性气候和海洋性气候的交替作用下ꎬ年平均

气温为 １４ ~ １６ ℃ ꎬ年降水量为 １１００ ~ １３００ ｍｍꎬ具有
湿润亚热带气候的特点.省内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

多ꎬ植被覆盖率在 ５２％ 左右ꎬ但在气候地貌差异条
件下ꎬ植被覆盖率也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贵州省土

壤养分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主要驱动因子ꎬ对于科

壤在复杂的地形地貌、植被和特殊的气候条件下ꎬ

学认识土壤肥力水平、优化作物施肥及实现土壤资

形成了多样的土壤类型ꎬ其中尤以黄壤发育的地形

源的可持续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东部斜坡地带ꎬ地势由西

地貌多 样、 分 布 面 积 最 大 ( 占 全 省 土 壤 总 面 积 的

４６.４％) ꎬ从黔西北 １９００ ｍ 的中山到黔中 １０００ ｍ 的

１０ 期

高原面再到东南部海拔 ５００ ｍ 左右的丘陵均有分布

基比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变量在空间上的分

( 贵州省土壤普查办公室ꎬ １９９４)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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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变异和相关特征ꎬ还能量化结构性因素和随机

因素对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空间变异的影响程度. 其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２.２.１ 数据来源 结合贵州省土壤分布图ꎬ按照 １
ｋｍ × １ ｋｍ 的 网 格 在 贵 州 省 旱 地 黄 壤 地 区 采 取

≤２５％时为强空间自相关性ꎬ介于 ２５％ ~ ７５％ 之间

Ｘ 射线荧光光谱仪( 即采用 Ｘ 光或伽玛射线照射样

空间相关性ꎬ且当块基比 < ５０％ 时表明变量的空间

中ꎬ块基比表示空间自相关程度的高低ꎬ当块基比

１３０９１４ 个土样数据ꎬ经风干、研磨过筛后ꎬ分别采用

为中等程度的空间自相关性ꎬ≥７５％ 时则表明弱的

品ꎬ通过不同元素放射的特征 Ｘ 光来测定元素特征

变异主要由结构性因素 ( 自然因素) 主导 ( 杨静涵
等ꎬ２０２０) .分形维数可对变量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度

值ꎬ能够较大程度地防止外界因素的干扰ꎬ是一种

电极法和高温水解法对 Ｚｎ、ｐＨ 和有机质进行测定

得到基础样本点数据ꎻ而后在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 下载贵州省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ＯＬＩ

遥感影像数据和 ３０ ｍ ＤＥＭ 数据.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ＯＬＩ

数据 通 过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 ６ 软 件 计 算 归 一 化 植 被 指 数

(ＮＤＶＩ) ꎬ并对计算后的影像进行拼接和裁剪得到贵
州省 ＮＤＶＩ 影像数据ꎻ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６ 中对 ＤＥＭ 数据

机因素影响越强ꎬ空间分布越复杂( 陈洋等ꎬ２０１６) .

虽然半方差函数和分形维数在分析变量空间

分异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ꎬ但其无法对空间相关性

的正负性和显著性进行统计学检验ꎬ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
数刚好弥补了这一缺点. 局部空间自相关性(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由全局空间自相关演化而来ꎬ其实质是在

全局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ꎬ进一步量化局部空间要
素与周围要素之间的聚 离 程 度 和 显 著 性 ( 高 凤 杰

学

进行拼接、裁剪和填洼处理得到无洼地的 ＤＥＭ 数

量ꎬ取值范围在( １ꎬ２] 之间ꎬ其值越大ꎬ表示其受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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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非破坏式、分析精密度高的物质测量方法) 、

据ꎬ基于填洼后的 ＤＥＭ 数据提取贵州省的高程、坡

等ꎬ２０１８ ) . 双 变 量 局 部 空 间 自 相 关 性 ( 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则是利用定量指标来分析和描述两个变

度、坡向、地形湿度指数和地表起伏度数据( 窗口大
小为 ３ × ３) .最后通过提取分析ꎬ得到每个样本点对
２.２.２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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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环境因子数据.

量间有无空间相关性及相关程度ꎬ进而探究它们之

对研究区样本数据进行正态检

验( Ｋ￣Ｓ 法) 剔除异常值(３ 倍标准差法) 后ꎬ最终得

间是否可以进行相互预测或解读( 张子璐等ꎬ２０２０) .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的取值范围通常在[ － １ꎬ１] 之间ꎬ其绝

对值越大表明空间相关程度越高ꎬ越趋向于 ０ 则越

到 １１０４１２ 个有效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和比较环境

偏向于随机分布( 杨静涵等ꎬ２０２０) .本文采用基于邻

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 均在 ＳＰＳＳ ２２ 中完成.Ｚｎ 和有机

标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空间相关特征ꎬ分析过程均在

因子对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空间分异的影响的单因素

质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分析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６ 中完成.常规统

计分析和绘图处理分别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 和 Ｏｒｉｇｉｎｇ２０１７

环

中进行.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空间结构特征采用局部

接的空间权重探讨黄壤 Ｚｎ、有机质及这两种养分指
ＧｅｏＤａ１.１４ 中完成.

３

结果与分析(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分形维数和半方差函数 ３ 种方法进

３.１

发ꎬ相互印证ꎬ能更客观全面地描述黄壤 Ｚｎ 和有机

次土壤普查养分分级标准及我国土壤 Ｚｎ 含量背景

半方差函数和分形维数的计算均在 ＧＳ ＋ １０. ０

壤 Ｚｎ 的平均含量略低于全国土壤 Ｚｎ 的平均含量

行相互验证分析.３ 种地统计学方法从不同角度出
质的空间结构特点.

中完成.半方差参数中的块基值、基台值、变程和块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旱地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将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均值( 表 １) 与全国第二

值( 刘铮ꎬ １９９４) 进行对比ꎬ可以看出贵州省旱地黄
(１００ ｍｇｋｇ －１ ) ꎬ处于中等水平ꎬ而有机质含量则较

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Ｄｅｓ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Ｚ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ｏｉｌ

黄壤养分

单位

均值

范围

标准差

变异系数

Ｋ￣Ｓ 检验值

缺乏

Ｚｎ

ｍｇｋｇ －１

９８.７１

３９.４０ ~ １７２.７０

２８.４４

２８.８１％

０.５８

１５.９２％

有机质

ｇｋｇ －１

３０.７２

７.８０ ~ ５９.６０

１０.４６

３４.０５％

０.５６

１４.４３％

Ｚｎ 和有机质丰缺等级样本占比
中等

丰富

很丰富

４０.４９％

２８.５０％

１５.０９％

３８.７４％

２７.８０％

注:表中“缺乏、中等、丰富、很丰富”的划分范围分别为:有机质<２０、２０ ~ ３０、３０ ~ ４０、>４０ ｇｋｇ －１ꎻＺｎ<７０、７０ ~ １００、１００ ~ １３０、>１３０ ｍｇｋｇ －１.

１９.０３％

４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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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 富. 有 机 质 的 变 异 系 数 较 Ｚｎ 要 高ꎬ 但 根 据

１) ꎬ呈聚集分布ꎬ其中ꎬＺｎ 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较有机

之间ꎬ属于中等程度的空间变异.从养分丰缺等级可

州省的西部、西北部呈现“ 高￣高” 型聚集分布ꎬ在东

Ｎｉｅｌｓｅｎ 等( １９８５) 的标准ꎬ两者均介于 １０％ ~ １００％

质大ꎬ说明其自相关程度更高.空间分布上ꎬＺｎ 在贵

以看出ꎬ有机质和 Ｚｎ 的样本量以中等水平偏多. 由

南部和南部呈现“ 低￣低” 型聚集分布ꎬ在东北部和

Ｋ￣Ｓ 检验值可知ꎬ两个养分指标均符合正态分布ꎬ满

北部则呈现“ 高￣低” 、“ 低￣高” 及“ 不显著” 的交错分

足地统计计算和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的要求.

布ꎻ有机质的“ 高￣高” 型聚集区分布于贵州省的西

３.２

旱地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地统计特征

北东南一带ꎬ“ 低￣低” 型聚集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和

征

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表明( 图 １) ꎬ黄壤 Ｚｎ 和有

布于两聚集区及其他地区之间.

北部ꎬ而“ 不显著” 、“ 高￣低” 和“ 低￣高” 型则交错分

旱地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特

Ｆｉｇ.１

３.２.２

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空间自相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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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学

机质均存在极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接近于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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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Ｚ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ｏｉｌ

旱地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空间结构特征

参

度的空间相关性ꎬ说明这两种养分指标的空间变异

照半方差函数理论模型的选取标准( 决定系数 Ｒ 接

是由结构性因素和随机因素共同决定的ꎬ但结构性

２

近于 １ꎬ残差 ＲＳＳ 趋向于 ０) ꎬ发现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

因素的作用更大.有机质的块基值、基台值及变程均

指标的 Ｒ 均在 ０. ９ 以上ꎬ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Ｚｎ

范围略高于 Ｚｎ.同时ꎬ有机质的分形维数也较 Ｚｎ 要

的最优理论模型均为指数模型( 表 ２) ꎬ且两个养分
２

环

和有机质的块基比均介于 ２５％ ~ ５０％ꎬ具有中等程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土壤养分

理论模型

Ｚｎ

指数模型

有机质

３.２.３

指数模型

较 Ｚｎ 要高ꎬ表明有机质变异的随机性和空间相关
高ꎬ说明其空间格局更复杂、对尺度的依赖性大.

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半方差模型参数及分形维数

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Ｚ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ｏｉｌ
块金值

基台值

块基比

０.０７

０.１３

４９.９６％

０.７５

１.５０

变程 / ｋｍ２
１３.２６

４９.９７％

旱地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空间分布特征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结果的交叉验证表明ꎬ黄壤 Ｚｎ 和有机

１３.７９

Ｒ２

０.９５

０.９８

ＲＳＳ

５.８４６×１０

２.５８５×１０

分形维数
－５
－３

１.９３

１.９４

高值区沿西北东南带斜线分布ꎬ而低值区则沿东北
西南方向与高值区呈现交叉分布的格局. 根据农业

质的平均误差接近于 ０( 分别为 ０.１７、０.１０) ꎬ均方根

划分标准ꎬ当土壤含 Ｚｎ 量低于 ２０ ｍｇｋｇ －１ 、有机质

精度要求.由图 ２ 可知ꎬ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在空间上

不良等问题ꎬ因此ꎬ在贵州省东南部和南部地区要

中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ꎬ低值区多位于东南部和南

机肥避免土壤缺乏有机质等对农作物带来的不利

标准误差接近于 １( 均为 ０.９３) ꎬ说明插值结果满足

呈现班块状分布的格局ꎬ其中ꎬＺｎ 的高值区主要集
部地区ꎬ北部地区土壤 Ｚｎ 含量处中等水平ꎻ有机质

含量低于 ２０ ｇｋｇ －１ 时ꎬ则可能造成农作物生长发育

注意耕地土壤缺 Ｚｎꎬ而黔北耕地地区则要多施加有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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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Ｆｉｇ.２

３.３

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空间分布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ｏｉｌ

旱地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

度最高的为高程和 ＮＤＶＩ.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Ｚｎ 与地

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空间分异的主导环境因子

表起伏度、坡度和坡向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ｐ <

变异起主导作用的基础上ꎬ选取表 ３ 中 ７ 个环境因

关性( ｐ<０.０５) ꎻ有机质与高程、地形湿度指数、坡向

３) ꎬ结果显示ꎬ选取的 ７ 种环境因子均与黄壤 Ｚｎ 和

伏度和坡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特征.

３.３.１

在初步揭示结构性因素对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空间

子ꎬ结 合 土 壤 养 分 进 行 双 变 量 Ｍｏｒａｎ′ ｓ Ｉ 分 析 ( 表
有机质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相关性ꎬ其中ꎬ相关程

０.０５) ꎬ与其余 ４ 种环境因子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

和 ＮＤＶＩ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ꎬ而与 ｐＨ、地表起

４１８４

环

表３

Ｚｎ

有机质

ｐＨ

０.０５９

Ｔａｂｌｅ ３
∗

－０.０８１ ∗

注:∗∗ｐ<０.０１ꎬ∗ｐ<０.０５.

体影响

科

学

学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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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养分与环境因子的双变量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ｃ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高程

０.２５６

地表起伏度

∗∗

０.１９４ ∗∗

－０.００８

地形湿度指数
０.０３

∗

－０.００３ ∗

０.０２ ∗

鉴于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只可表征环境因

法具体展现两者之间内部的变化情况ꎬ因此ꎬ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情况. 参

照前人划分标准ꎬ分别对 ｐＨ、高程、坡度、坡向( 汤

坡向

－０.０２

－０.０４

∗

－０.０６ ∗

∗

０.０２ ∗

０.０９７ ∗

０.１６２ ∗∗

研究区实际情况进行划分.

方差分析表明( 图 ３) ꎬ７ 种环境因子对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空间分异均具有显著性影响( ｐ<０.０５) .

黄壤 Ｚｎ( 图 ３ａ) 含量随 ｐＨ、高程和 ＮＤＶＩ 数值的增
加逐渐增大ꎬ而随地表起伏度和坡度的增加则表现

境
科
环
图３
Ｆｉｇ.３

ＮＤＶＩ

ＮＤＶＩ 划分等级ꎬ地表起伏度和地形湿度指数按照

学

国安等ꎬ２００６) ( 阴 坡 ０ ~ ４５°、 ３１５° ~ ３６０°ꎻ 半 阳 坡

坡度

４５° ~ １３５°ꎻ阳坡 １３５° ~ ２７５°ꎻ半阴坡 ２７５° ~ ３１５°) 和

环境因子对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空间分异的具

子对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总体相关程度的高低ꎬ而无

∗

学
报

３.３.２

境

环境因子对黄壤 Ｚｎ( ａ) 和有机质( ｂ) 空间分异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ｎ( ａ)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ｂ) ｉ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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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逐渐减小的趋势ꎬ且不同区间范围 Ｚｎ 含量差异

生长从而增加生物自肥作用ꎬ同时该区植被条件较

影响ꎬ其中ꎬ以地形湿度指数在 １０ 以上、坡向为阴坡

均使贵州省旱地黄壤有机质含量较丰富. 有研究表

显著ꎻ不同地形湿度和坡向也对 Ｚｎ 含量具有一定

好ꎬ大量枯落物归还土壤加之耕作有机肥的施入ꎬ

和半阳坡的 Ｚｎ 含量较高. 黄壤有机质( 图 ３ｂ) 含量

明ꎬ土壤有机质不仅本身是 Ｚｎ 的来源ꎬ同时还可通

随高程、地形湿度指数和 ＮＤＶＩ 数值的增加逐渐增

过吸附作用固定土壤中的 Ｚｎ( ＯＨ) ２ 使其沉淀ꎬ从而

大ꎬ而随 ｐＨ、地表起伏度和坡度的增加则表现出逐

增加土壤 Ｚｎ 含量( 赵建等ꎬ２０１９) .因此ꎬ本研究中黄

区间范围内差异性显著( ｐ < ０.０５) ꎻ不同坡向之间ꎬ

空间分布上与有机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ꎬ但由于黄

壤 Ｚｎ 含量随有机质含量的丰富也相对较高ꎬ且在

渐递减的规律ꎬ且有机质含量在不同环境因子的各

壤 Ｚｎ 受成土母质的影响较大ꎬ而贵州省黄壤母质

有机质含量也具有显著性差异ꎬ其中以半阳坡的有
机质含量最高、而半阴坡有机质含量最少.

４.１

学
报

４

类型多样加之有机质受外界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多ꎬ
所以 Ｚｎ 与有机质的空间分布并不完全一致.

讨论(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４.２

旱地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总体特征

Ｚｎ 作为动植物生长发育必需的微量元素ꎬ既能

够促进植物酶、蛋白质、光合作用、核酸和生长素的

合成( Ｙ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２) ꎬ又可通过植物来源的食物在
土壤 － 植物 － 动物体中传播ꎬ当土壤中 Ｚｎ 含量过量

子的关系

土壤养分含量的空间变异是结构性因素和随

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变异系数和地统计学参数

表明ꎬ贵州省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均具有中等程度的

空间变异性ꎬ且块基比均< ５０％ꎬ说明其变异由结构
性因 素 占 主 导ꎬ 这 与 Ｚｈａｎｇ 等 ( ２０２０) 和 郭 广 慧 等

学

时就会降低土壤微生物活性并抑制作物生长ꎬ同时

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空间变异性及其与环境因

过量的 Ｚｎ 元素通过食物进入动物体后ꎬ也会对其

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２ꎻ 闫晓 露 等ꎬ

２０２０) .土壤有机质作为维持土壤生命机能的重要基

境
科

质之一ꎬ其不仅对土壤结构形成、保肥能力、土壤耕

性及协调土壤中水、养、气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ꎬ同
时ꎬ其迁移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碳循环过
程的平衡与稳定ꎬ进而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

响 ( 贵 州 省 土 壤 普 查 办 公 室ꎬ １９９４ꎻ 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贵州省旱地黄壤 Ｚｎ 的平均

含量为(９８.７１±２８.４４) ｍｇｋｇ ꎬ略低于全国土壤 Ｚｎ
－１

含量平均水平(１００ ｍｇｋｇ ) ꎬ而黄壤有机质含量则

环

－１

处于较丰富水平( 均值为(３０.７２±１０.４６) ｇｋｇ ) .黄
－１

(２０１１) 的研究结果一致. 由于贵州省黄壤形成的母

质类型多样ꎬ区域地形地貌、植被和气候差异明显ꎬ

因此ꎬ不可避免地带来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在空间上

的这种分布差异.其中ꎬ有机质的变异系数和块基比

均较 Ｚｎ 要高ꎬ表明其受随机因素的影响更大ꎬ原因
在于有机质除在植被类型的影响下还受耕种施肥

的影响ꎬ而 Ｚｎ 含量则受成土母质的影响较大. 如同
为黄壤类型下ꎬ贵州省不同植被类型有机质平均含
量大小为阔叶林>草被>针叶林ꎬ不同母质类型下 Ｚｎ

平均含量依次为页岩、板岩和凝灰岩 > 玄武岩和辉

绿岩>砂页岩互层>普通砂岩>老风化壳( 贵州省土
壤普查办公室ꎬ １９９４) .

空间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表明ꎬｐＨ、ＮＤＶＩ、高

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样本量均以中上水平较多ꎬ能够

程、地表起伏度、地形湿度指数、坡度和坡向均对黄

区可能出现土壤 Ｚｎ 含量超标ꎬ而东南部和南部地

中ꎬＺｎ 和有机质与高程和 ＮＤＶＩ 的相关系数更高ꎬ

较好地满足作物生长需求ꎬ但同时也要注意西北地

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空间分异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

区可能出现土壤缺锌及黔北地区出现耕地土壤缺

且平均含量均随高程和 ＮＤＶＩ 的增加呈逐渐增加的

乏有机质等问题对动植物带来的不利影响. 相关研

究表明ꎬ土壤 Ｚｎ 和有机质的含量差异主要与土壤
类型、成土母质、气候、地形、植被和人类活动等因

素有关( Ｔ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ꎬ其中ꎬＺｎ 含量受土壤类型

和成土母质的影响较大( 闫晓露等ꎬ２０２０) ꎬ而有机
质的积累则与区域海拔、植被和人类活动等关系较
为密切( 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贵州省受湿润亚热带气候
的影响ꎬ水热组合条件较好ꎬ有利于生物的繁衍和

趋势ꎬ所以本研究中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均在西部高
海拔地区含量较高.Ｌｅｉｆｅｌｄ 等(２００４) 认为ꎬ随海拔高
度增加气温逐渐降低ꎬ蒸发量小而湿度较大ꎬ在潮
湿环境中土壤生物化学作用减弱而有利于微生物
的累积ꎬ而低海拔地区热量丰富ꎬ生物分解速度较
快ꎬ因此ꎬ高海拔地区更有利于土壤有机质和 Ｚｎ 元
素的积累ꎬ本研究中低海拔地区出现的有机质含量
较高的现象可能是由于在低海拔平原或小丘上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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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Ｚｎ 和有机质受海拔的影响在西部和西北部

其值越大ꎬ说明植被覆盖度越高ꎬ归还土壤中的枯

高海拔地区ꎬ由于温度低而湿度相对较大ꎬ有利于

落物也就越多ꎬ有机质含量也就越丰富ꎬ而有机质

土壤养分 的 储 存 而 含 量 较 高ꎬ 在 东 南 部 和 南 部 地

高.有研究表明ꎬ中国地带性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与土

于 Ｚｎ( ＯＨ) ２ 的沉淀ꎬ因而出现有机质含量较高而 Ｚｎ

区ꎬ黄壤受母质影响 ｐＨ 较低ꎬ有机质分解慢且不利

对 Ｚｎ 的吸附也使高植被覆盖度区黄壤 Ｚｎ 含量较
壤 ｐＨ 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Ｆ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ꎬ而

含量较低的分布格局. 同时ꎬＺｎ 和有机质的空间分

Ｚｎ 含量则与 ｐＨ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邓邦良等ꎬ

异还受到其他环境因子和人为因素的影响ꎬ如在地

２０１６) ꎬ因此ꎬ在贵州省东南部出现的有机质较高而

表起伏度大、坡度陡峭的地方ꎬ由于雨水淋洗冲刷

南部黄壤较全省黄壤发育程度高ꎬ其主要成土母岩

ＮＤＶＩ 较高地区ꎬ由于植被枯落物大量归还土壤补

较强ꎬ黄壤 Ｚｎ 和有机质流失严重而含量较低ꎬ而在

为泥质岩、石英岩和砂页岩等酸性岩ꎬ土壤 ｐＨ 多处
于 ５.５ 以下ꎬ有机质分解慢而含量高ꎬ而低 ｐＨ 值导
致土壤溶液中氢氧离子和多价阳离子的离子积缩

小ꎬ生成含 Ｚｎ 元素的 Ｚｎ( ＯＨ) ２ 沉淀的机会减小ꎬ从
而对 Ｚｎ ２＋ 的吸附力弱ꎬ土壤含 Ｚｎ 量降低( 贵州省土

壤普查办公室ꎬ １９９４ꎻ杜彩艳等ꎬ２００５) .

本研究中 Ｚｎ 和有机质随地表起伏度和坡度的

充有机质来源的同时吸附 Ｚｎ 元素而使土壤的有机
质和 Ｚｎ 含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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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贵州省黄壤 Ｚｎ 的平均含量为(９８.７１±２８.４４)

ｍｇｋｇ －１ ꎬ处于中等偏下水平ꎬ而有机质的平均含量
为(３０.７２± １０.４６) ｇｋｇ ꎬ为中等偏上水平. 有机质
－１

的变异系数、分形维数和块基比略高于 Ｚｎꎬ但两者
均属于中等程度的空间变异性ꎬ且结构性因素的作
用更大ꎻＺｎ 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较有机质高ꎬ表明其空
间自相关性更强、分布更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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