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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布研究中的应用

———以寿光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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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半方差函数与 Ｍｏｒａｎ’ｓＩ两种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山东省寿光市土壤中微量元素的空间分布

特征，以探讨不同空间分析方法的差异性与准确性。结果表明，无论表层土壤还是深层土壤，半方差函数分析

得到的土壤微量元素的空间相关距离大约为２０～６０ｋｍ，而空间自相关图获得的正自相关距离为２０～２５

ｋｍ，负自相关距离为２５～５５ｋｍ。除深层土壤中的Ｚｎ元素外，其他元素均达到了显著的自相关水平。空间

自相关方法对土壤微量元素空间相关性的判断要优于半方差函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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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微量元素的组成及其变化特征直接反映

了土壤发育、成土及其演化过程以及人类活动的

影响［１３］。研究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的空间分布

规律对于探讨元素在土壤的形成和微量元素在土

壤中的迁移与转化具有重要意义。空间变异函数

分析与空间统计分析都可以归结为地统计学的研

究内容。上世纪末以来，空间分析技术在地球科

学和环境科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４１２］。

本文以山东省寿光市为例，基于 ＧＩＳ平台，

探讨了利用不同分析方法对土壤微量元素进行空

间分析结果的差异性。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所用数据来自于山东省寿光市地球化学调

查，该调查采用网格法均匀布点采样，对每一个采

样点精确定位，表层（０～２０ｃｍ）土壤采样密度每

４ｋｍ２一个采样点，深层（１５０～２００ｃｍ）土壤采样

密度为１６ｋｍ２一个采样点。寿光全市共采集表

层土壤样品６０１个，深层土壤样品１５５个。样品

微量元素的测定按照国家标准方法进行。为便于

表层与深层土壤样品分析结果的比较，利用地理

信息系统软件 ＡｒｃＧＩＳ９．２对表层土壤样点进行

等间距抽稀处理，使其样点密度与深层土壤样点

基本相同。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半方差函数

半方差函数可以定义为区域化变量在抽样间

隔下样本方差的数学期望。值得注意的是，半方

差函数只有在最大间隔的１／２以内才有意义
［４］。

假设区域化变量满足二阶平稳和本征假设，其半

方差函数表示为：

（）狉犺 ＝
１

２犖（犺）∑
犖（犺）

犻＝１

犣 狓（ ）犻 －犣 狓犻＋（ ）［ ］犺 ２（１）

式中，狉（犺）为半方差函数；犺为样点空间间隔距

离，称为步长；犖（犺）为间隔距离为犺的样点数；

犣（狓犻）和犣（狓犻＋犺）分别是区域化变量犣（狓）在空

间位置狓犻和狓犻＋犺的实测值。

根据式（１）计算出的半方差函数值可以通过

一系列的理论模型进行拟合。理论半方差函数曲

线不通过原点，而是存在一个最小的方差值，该值

称为块金值，块金值是间隔距离小于采样间距时

的测量误差或空间变异。随着间隔增大，方差增

大，并在一定的间隔后达到一个基本稳定的常数，

这个常数称为基台值。块金与基台的比值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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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明空间的变异特征，该值越大，说明空间变异

更多的是由随机成分引起，否则，则是由特定的地

理过程或多个过程综合引起［４］。

在实际的模型计算中，曲线从较低的方差值

升高，到一定的间隔值时到达基台值，这一间隔称

为变程。在变程内，样点越接近，两点之间相似性

或空间上的相关性越强［４］。如果某点与已知点距

离大于变程，那么该点数据不能用于数据内插（或

外推），因为空间上的相关性已不复存在。

１．２．２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

空间自相关是指同一个变量在不同空间位置

上的相关性［１３］。对区域化变量自相关性测度的

方法很多，Ｍｏｒａｎ’ｓＩ自相关指数的表达式为：

犐＝
狀

∑
狀

犻＝１
∑
狀

犼＝１

狑犻犼

×

∑
狀

犻＝１
∑
狀

犼＝１

狑犻犼 狓犻－珚（ ）狓 狓犼－珚（ ）狓

∑
狀

犻＝１

狓犻－珚（ ）狓 ２

（２）

式中，狓犻为变量在单元犻处的值；珚狓为变量狓 的平

均值；犠犻犼为空间权重函数。通常将犐标准化为

犣，以判断相关的正负性与显著性
［９］。当犣值为

正且显著时，表明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即相似的

观测值趋于空间集聚；当犣值为负且显著时，表

明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相似的观测值趋于空间

分散；当犣值为零时，则呈随机的空间分布。

空间自相关统计量使用的空间位置信息取决

于空间权重函数犠犻犼。一般来说，对离散点而言，

常用的方法是取权重函数为点对间距离的倒数。

１．３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的基本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进

行。利用地统计分析软件 ＧＳ＋ ７．０进行半方差

函数分析与相关参数的计算以及半方差图的绘

制。利用ＧＳ＋７．０和ＡｒｃＧＩＳ９．２中的模式分析

工具集进行数据的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自相关

图的绘制通过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１可以看出，４种微量元素在寿光市表

层和深层土壤中的含量变化范围虽然各不相同，

但与深层土壤相比，表层含量的平均值要高于深

层土壤，且含量的变化范围更大。这可能是因为

表层土壤在耕作的影响下，其中的微量元素随着

作物吸收与人为补充而被重新分配，总体补充到

土壤中的微量元素超过作物吸收而带出的量。从

变异系数的比较来看，表层土壤与深层土壤都属于

中等程度的变异，变异系数处于１５％～４０％之间，

只是深层土壤Ｚｎ的变异系数明显大于表层土壤。

偏度指标表明，除表层土壤中的Ｚｎ和深层土壤

中的Ｃｕ以外，其他几种元素均呈正偏态分布。

从峰度值可以看出，除深层土壤中Ｚｎ元素出现

尖顶峰外，其他几种元素分布的峰均较平缓。

表１　研究区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的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ｏｉｌ

变量
含量范围／（ｍｇ·ｋｇ－１） 平均值／（ｍｇ·ｋｇ－１）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偏度 峰度

表层 深层 表层 深层 表层 深层 表层 深层 表层 深层 表层 深层

Ｆｅ １５１２～６３３５ １８４１～５１０３ ３０６０ ２８６９ ６２１ ６４０ ２０．２９ ２２．３１ １．０６ ０．５３ ２．３ ０．４１

Ｍｎ ３３３～９７１ ３５６～９６６ ５４７ ５２４ ８２．９ ９６ １５．１６ １８．３２ ０．４２ ０．９７ ０ ２．０８

Ｃｕ ７．６～５６．７ ８．８～３５．１ ２２．５ １８．９ ６．８ ５．６ ３０．２２ ２９．６３ ０．６８ －０．０４ ３．０ －０．３６

Ｚｎ ３０．６～１６０．１ ３０．２～１９９ ５８．７ ５３．５ １２．８ １９．８ ２１．８１ ３７．０１ －０．３３ ４．７５ ２．３ ３１．６６

２．２　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半方差函数分析

为保证分析结果的精度，在进行半方差函数

计算之前，先通过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法
［１４］检

验元素的正态分布状况，并进行特异值剔除。经

检验，深层土壤中Ｚｎ元素不符合正态分布，因

此，在分析之前将其进行对数转化，对数转化后的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对数转化与特异值剔除完成

后，利用软件ＧＳ＋７．０的地统计分析功能，在不考

虑方向性因素（即各向同性）的条件下，在样点最

大间隔距离的一半范围内（表层３３．１ｋｍ，深层

３５．４ｋｍ），对寿光市表层与深层土壤中的微量元

素进行半方差函数分析，得到的相关参数见表２。

　　块金值与基台值之比可以揭示区域化变量的

空间相关程度。一般来说，比值＜２５％表明空间

相关性较强，比值在２５％ ～７５％之间表明具有中

等的空间相关性，比值＞７５％则表明空间相关性

很弱［１４］。从表２可以看出，除Ｃｕ元素块金值与

基台值之比＜２５％之外，其他３种元素的块金值

与基台值之比均处于２５％～７５％之间，这说明无

论表层还是深层土壤，Ｃｕ元素的分布均具有较强

的空间相关性，而其他３种元素仅具有中等程度

的相关性。从块金值／基台值的大小比较来看，表

０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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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土壤微量元素地统计学参数及相关检验

Ｔａｂ．２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ｏｉｌ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ｅｓｔｓ

变量 土壤层次 拟合模型 块金值 基台值 变程／ｋｍ 块金值／基台值／％ 决定系数犚２ 残差ＲＳＳ

Ｃｕ 表层 指数模型 １５．３ ７１．６ ６１．９ ２１．４ ０．９９３ ７．２９

深层 球状模型 １０．１ ４２．６ ５０．６ ２３．７ ０．９９３ ３．２

Ｚｎ 表层 球状模型 ８３．６ ２３１．１ ５８．０ ３６．２ ０．９７２ ２０２

深层 指数模型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２０５ ４３．３ ４９．８ ０．５６４ ２．８６×１０－６

Ｆｅ 表层 球状模型 ０．３７ １．２１ ２９．７ ３０．５ ０．９９５ ２．５２×１０－３

深层 球状模型 ０．３５９ ０．９４ ３３．７ ３８．２ ０．９８５ ３．０９×１０－３

Ｍｎ 表层 球状模型 ３８５０ ７７０１ ２０．９ ４５ ０．９８６ １．９×１０５

深层 高斯模型 ５８７０ １９０９０ ２１．６ ３０．７ ０．９９４ ７．４×１０４

层土壤中各元素的空间相关性大小顺序为Ｃｕ＞

Ｆｅ＞Ｚｎ＞Ｍｎ，而深层土壤中的顺序为Ｃｕ＞Ｍｎ＞

Ｆｅ＞Ｚｎ。除 Ｍｎ元素外，表层土壤其他３种元素

的块金值与基台值之比均小于深层土壤，这说明

除 Ｍｎ元素外，表层土壤其他３种元素的空间结

构性要优于深层土壤。从变程的大小可以看出，

表层土壤与深层土壤没有明显的差别，总体上寿

光市土壤微量元素含量的空间相关性范围为２０

～６０ｋｍ。从拟合函数的决定系数的大小可以看

出，由于深层土壤中的Ｚｎ元素空间分布的相关

性较弱，因此，其半方差函数的拟合度也较差。这

和不同元素在表层与深层土壤中受的影响因素不

同有关。

根据表２中的半方差分析结果，分别绘制不

同土 壤 层 次 ４ 种 元 素 的 半 方 差 函 数 图 （见

图１、２）。

图１　表层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半方差函数图

Ｆｉｇ．１　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ｉｌｓ

图２　深层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半方差函数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ＤｅｅｐＳｏｉｌｓ

２．３　土壤中微量元素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根据式（２）对寿光市表层和深层土壤样品中

微量元素含量的空间自相关指数进行计算，采用

随机条件下近似正态分布假设的标准差对其进行

标准化可得到犣值（见表３）。根据犣值大小，可

判断空间自相关是否显著。检验时以正态分布

９５％置信区间双侧检验阈值１．９６为界限，犣＞

１．９６为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表示某观测点与周

围观测点的值相似，即空间聚集；犣＜－１．９６为显

著的负空间自相关，表示某观测点与周围观测点

的值差异程度显著较大，即空间孤立；若犣介于

－１．９６～１．９６之间，则空间自相关不显著，变量

表３　土壤中微量元素空间自相关犣值

Ｔａｂ．３　犣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ｆ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变量
自相关指数 标准化犣值

表层 深层 表层 深层

Ｃｕ ０．５０３ ０．５１７ １２．９５ １２．３９

Ｚｎ ０．３３７ ０．０８９ １０．４０３ ０．６８８

Ｆｅ ０．４６３ ０．３９ １０．９１ １０．００９

Ｍｎ ０．３３４ ０．２３８ ９．０３５ ６．５３８

呈随机分布［１２］。由表３可以看出，除深层土壤中

的Ｚｎ元素外，其他元素的犣值均大于１．９６，这说

明在本采样密度下，除深层土壤中的Ｚｎ元素外，

１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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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元素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从而表明其

在土壤中的分布具有良好的空间结构。

为进一步分析土壤微量元素的空间自相关性

随样点距离的变化关系，利用受距离约束的空间

自相关分析结果，在０～６０ｋｍ范围内，以４ｋｍ

为间距，分别绘制表层和深层土壤微量元素空间

自相关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随距离的变化图，并比较

不同距离段内表层土壤与深层土壤元素空间自相

关值的大小（见图３）。

图３　土壤中微量元素空间自相关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ｏｉｌ

　　从图３可以看出，在小尺度（０～２５ｋｍ）范围

内，４种元素在表层土壤中的自相关指标值均大

于深层土壤，这说明在小尺度下４种元素在表层

土壤中的空间自相关结构比深层土壤中要好。在

该尺度下，除深层土壤中的Ｚｎ元素外，无论表层

土壤还是深层土壤中的元素均具有较好的空间自

相关性，并且随距离的增大，元素的空间自相关性

逐渐减弱。深层土壤中Ｚｎ元素的空间自相关值

在所有距离段范围内的自相关值均较小，这说明

在整个研究区内，深层土壤中的Ｚｎ元素含量受

随机性因素的影响较大。这与半方差函数分析得

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在较大尺度（２５～５５ｋｍ）范

围内，表层土壤微量元素呈负的空间自相关性，且

在５５ｋｍ左右，负的空间自相关性减弱或消失。

而深层土壤中的元素，其负的空间自相关性相对

较弱。文献［９］认为，正的自相关的尺度反映了斑

块的平均大小，而负的自相关则反映了相反性质

斑块的平均距离。

需要说明的是，全局的空间自相关指标主要

与空间相关图的前几个距离段有关，因为这几个

距离段的点对所占权重较大。空间自相关图上也

反映出前几个距离段的空间自相关指标为正值，

随着距离的增加，所有元素的空间自相关强度均

逐渐变弱。从空间相关图可以看出，空间自相关

在２０～２５ｋｍ（平均大约２０ｋｍ）处由正的自相关

变为负的自相关。

３　结　语

１）４种微量元素在寿光市土壤中的含量均

值整体上表层高于深层，且表层土壤元素含量的

变化范围更大。表层土壤与深层土壤元素含量均

属于中等程度的变异，变异系数处于１５％～４０％

之间。除表层土壤中的Ｚｎ和深层土壤中的Ｃｕ

以外，其他几种元素均呈正偏态分布且除深层土

壤中Ｚｎ元素外，其他几种元素分布的峰均较

平缓。

２）无论表层还是深层土壤，Ｃｕ元素的分布

均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而其他３种元素仅具

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除 Ｍｎ元素外，表层土壤

中其他３种元素的空间结构性要优于深层土壤。

表层土壤与深层土壤元素的变程没有明显的差

别，总体上，寿光市土壤微量元素含量的空间相关

范围为２０～６０ｋｍ。表层土壤中各元素的空间相

关性大小顺序为Ｃｕ＞Ｆｅ＞Ｚｎ＞Ｍｎ，而深层土壤

中的顺序为Ｃｕ＞Ｍｎ＞Ｆｅ＞Ｚｎ。

３）在一定空间尺度内，除深层土壤中Ｚｎ元

素外，其他元素均具有良好的空间结构。空间自

相关在２５ｋｍ左右由正的自相关变为负的自相

关。与其他元素相比，深层土壤中Ｚｎ元素含量

受随机性因素的影响较大。

４）空间自相关分析与半方差函数分析这两

种空间分析方法在衡量自相关性时的严格程度不

同，空间自相关方法更为严格。这种差别实际上

是由二者计算方法不同所致，即半方差函数计算

的是方差，而自相关指标计算的是协方差。前者

在分析时区分了正负两种相关性，而半方差函数

得出的相关尺度既包括正的自相关也包括负的自

相关。要精确分析土壤元素的空间相关性，空间

自相关分析方法要优于半方差函数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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