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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掌握黄土高原沟壑区坡地土壤水分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经典线性回归方

法对该区不同土层深度土壤含水率的分布进行模拟。 结果表明， 不同土层深度的土壤含水率呈中等程度变异， 并

与海拔高度、 黏粒、 粉粒、 砂粒含量和分形维数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和交互相关关系， 可用于状态空间模拟分

析。 不同因素组合下的状态空间模拟效果均要优于线性回归方程， 其中采用海拔高度、 砂粒含量和分形维数的三

因素状态空间方程模拟精度最高（Ｒ２ ＝ ０ ９９２）。 状态空间模拟方法可用于黄土高原坡面尺度不同土层深度土壤含水

率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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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是联系大气水、 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纽带， 在水资源的形成、 转化及消耗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并对

土壤侵蚀、 土壤⁃植被⁃大气传输体（ＳＶＡＴ）中的物质迁移以及土壤形成过程有较大影响［１⁃２］。 土壤、 地形、 植

被以及气象因素在空间上普遍存在变异性， 导致了土壤水分空间分布的异质性［３］， 这种异质性表现为尺度

的函数［４⁃５］， 如小区［６］、 地块［７］、 坡面［８］、 流域［９］和区域［１０⁃１１］。 坡面是黄土高原沟壑区最基本地貌单元， 由

于泥沙输移具有分选性， 造成侵蚀泥沙在坡面的再分布［１２］， 引起土壤质地、 土壤水分空间分布的差异性。
在黄土高原沟壑区， 土壤水分是坡面植被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 其空间异质性会影响植被的合理配置及恢复

过程［６］。 因此， 以坡面为尺度研究土壤水分的空间变异， 有助于明确黄土高原植被恢复与土壤水分之间的

相互作用机制， 并为坡面植被合理布局提供参考。
国内外已对坡面尺度土壤水分的空间变异及影响因素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潘成忠和上官周平［１３］ 发现陡

坡土壤含水率沿坡顶到坡底呈现出先增大后持平或减小的变化趋势； 王云强等［１４］ 发现草地和农地坡面的土

壤含水率随坡长的增大呈波浪式变化； 胡伟等［１５］表明退耕坡地土壤水分的变异程度坡上＞坡中＞坡下； 姚雪

玲等［１６］指出土壤含水率的空间变异主要表现在不同植被之间， 而不是坡位之间； Ｂｉ 等［１７］表明坡面土壤含水

率随坡度的增大而减小， 阳坡比阴坡土壤含水率低； Ｚｈｕ 和 Ｓｈａｏ［１８］认为坡面表层 １５ ｃｍ 土壤含水率主要受前

期土壤含水量影响， 而受坡度、 容重和砾石覆盖度影响较小； Ｇａｏ 等［１９］ 研究发现在坡面沟道内土壤质地对

土壤水分的影响要大于地形因素； Ｆａｍｉｇｌｉｅｔｔｉ 等［２０］表明坡面土壤表层水分在雨季主要受孔隙度和饱和导水率

的影响， 在干旱条件下主要受相对高程、 坡向和黏粒含量的影响； Ｐｅｎｎａ 等［２１］ 选取凸形坡、 直线型坡和凹

型坡 ３ 个坡面， 表明地形因子不能很好地解释土壤水分的空间变异， 而坡度和地形湿度指数可对土壤水分进

行模拟。 众所周知， 坡面土壤含水率具有垂直变化特征［１３⁃１４］， 但纵观已有研究， 对坡面不同土层深度土壤

含水率的模拟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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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统计学采用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等方法确定土壤含水率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 并对土壤水分进行预

测。 但是此方法忽略了各变量的空间位置， 以及不同位置上各变量与其自身及其他变量之间的空间依赖关

系。 状态空间模拟方法弥补了这一缺陷， 并可用自回归模型来表述这种依赖关系， 并成功运用于土壤饱和导

水率［２２］、 全钾［２３］、 有机碳［２４⁃２５］、 草地净初级生产力［２６］和作物产量［２７⁃２８］等的模拟。 关于土壤水分模拟方面，
状态空间方程仅有过对表层（０～６ ｃｍ）土壤含水率的模拟［２９］， 且没有对状态空间模拟的适用性进行验证， 而

表层土壤水分的变异性较大， 因此， 对不同土层深度（０ ～ ５００ ｃｍ）土壤含水率的模拟是一个新尝试。 黄土高

原沟壑区人工刺槐林分布广泛， 土壤水分是刺槐生长发育的主要限制因子。 因此， 本研究选取典型的退耕刺

槐林坡面为研究对象， 分析坡面土壤水分的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线性回归和状态空间方程对不同土层深度的

土壤含水率进行模拟并验证， 以期为坡面土壤水分管理、 植被恢复和水土流失防治提供理论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图 １　 黄土高原沟壑区王东沟小流域及监测点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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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区 域 位 于 陕 西 省 长 武 县 王 东 沟 小 流 域

（１０７°４０′Ｅ—１０７°４２′Ｅ， ３５°１２′Ｎ—３５°１６′Ｎ）， 如图 １ 所

示， 流域面积为 ８ ３ ｋｍ２， 海拔高度为 ９４６ ～ １ ２２６ ｍ。 流

域地貌分为塬面和沟壑两大单元， 分别占流域面积的

３５％和 ６５％， 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区。 该区属暖温

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降水量为 ５８２ ３ ｍｍ，
降水主要集中在 ７—９ 月， 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５８ ２％， 年

平均气温为 ９ ２℃， 无霜期为 １７１ ｄ， 地下水埋深为 ５０ ～
８０ ｍ， 无灌溉条件， 农业生产水分主要依赖于天然降水，
属于典型的旱作雨养农业区。 塬面土壤为黑垆土， 母质

为中壤质马兰黄土， 通透性好； 梁坡和沟道的土壤类型

分别以黄绵土和红土为主。 自然植被类型主要有冰草

（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ｍ）、 狗尾草（ Ｓｅｔａｉｒ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和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Ｔｕｒｃｚ ） 等； 人 工 植 被 主 要 有 刺 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 油松（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和山杏

（Ｐｒｕｎｕｓ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等。
１ ２　 试验设计

１ ２ １　 样点布设

在王东沟小流域选择典型的刺槐林坡面（图 １）， 坡长为 １８７ ｍ， 根据地形特征自坡顶到坡底布设 Ａ、 Ｂ
两条监测样线， 每隔 ５ ５ ｍ 布设一个样点， 每条样线各有 ３５ 个监测点， 其中本研究只对 Ａ 样线进行分析， Ｂ
样线用来对状态空间模型进行验证。 对于每个监测点， 用土钻采集土壤样品， 取样深度为 ５００ ｃｍ。 在 ０ ～
１００ ｃｍ内， 每隔 １０ ｃｍ 取 １ 个土样； 在 １００～５００ ｃｍ 内， 取样间隔为 ２０ ｃｍ， 采用烘干法（１０５～１０８℃， １０ ｈ）
测定土壤含水率。 由于状态空间模拟方法是在时间序列上发展而来， 只适用于一维样带数据， 因此， 将 ０ ～
１００ ｃｍ （坡顶至坡底编号为 １～３５）、 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坡底至坡顶编号为 ３６ ～ ７０）、 ２００ ～ ３００ ｃｍ （坡顶至坡底编

号为 ７１～１０５）、 ３００～４００ ｃｍ （坡底至坡顶编号为 １０６～１４０）和 ４００～５００ ｃｍ （坡顶至坡底编号为 １４１～１７５）的
土壤含水率均值分别作为状态空间模拟对象， 共计 １７５ 个（Ａ 样线）， 按编号顺序自 １ 开始， 到 １７５ 结束， 进

行一维串联连接。 状态空间模拟分析中， 样点与样点之间的距离并不代表实际距离， 而是表示其位置的相对

滞后关系， 本研究中样点的一维串联连接能够真实地反映出采样间隔下土壤含水率的空间变异及其相互依赖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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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２　 样品测定

土壤含水率的测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９ 月 ５ 日和 １２ 月 ２５ 日进行， 对应土壤水分样品 ６ ３００ 个， 测定

前没有发生降水事件， 由于 ３ 次土壤含水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故将 ３ 次土壤含水率的平均值进行状态空

间模拟分析。 同时每隔 ２０ ｃｍ 取 １ 个土壤样品在自然条件下进行风干， 然后分别将 ０～１００ ｃｍ、 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
２００～３００ ｃｍ、 ３００～４００ ｃｍ 和 ４００～５００ ｃｍ 的每 ５ 个土壤样品进行均匀混合， 并过 ２ ｍｍ 土壤干筛， 用激光粒

度仪测定土壤质地， 共计 ３５０ 个。 土壤含水率影响因素中， 选取海拔高度、 黏粒、 粉粒、 砂粒含量、 土壤颗

粒中值直径和分形维数。 黏粒、 粉粒和砂粒的分级采用美国制分类系统， 土壤颗粒中值直径可在土壤质地分

布图中获得。 土壤颗粒分形维数可反映土壤结构和土壤属性等， 其计算公式为［３０］

Ｖ（δ ＜ ｄｉ）

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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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ｍａｘ

æ

è
çç

ö

ø
÷÷

３－Ｄ

（１）

式中　 ｄ ｉ 为相邻两筛分粒级 ｄｉ 和 ｄｉ＋１的平均粒径； Ｖ（δ＜ ｄ ｉ）为粒径小于 ｄｉ 的土壤颗粒累积体积； Ｖ０ 为土壤颗粒

总体积； ｄｍａｘ为最大粒级颗粒的平均直径； Ｄ 为分形维数。 以 ｌｇ（
ｄ ｉ

ｄｍａｘ

）为横坐标， ｌｇ ［
Ｖ（δ＜ ｄ ｉ）

Ｖ０
］ 为纵坐标做线

性拟合， 直线斜率为 ３－Ｄ， 即可求出分形维数。
１ ３　 经典统计学分析

对土壤含水率、 海拔高度、 黏粒、 粉粒、 砂粒含量、 土壤颗粒中值直径和分形维数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 获得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等统计信息。 变异系数（ＣＶ）用来表示各变量的变异

程度， 当 ＣＶ≤ １０％时为弱变异， 当 １０％ ＜ ＣＶ＜ １００％时为中等程度变异， ＣＶ≥ １００％时为强变异［２４］。 皮尔

逊（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用来探寻土壤含水率与其他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土层

深度土壤含水率的差异； 基于土壤含水率的各影响因素， 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模拟土壤含水率的空间分布。
１ ４　 状态空间模拟理论

状态空间模拟方法在时间序列数据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建立， 可以根据过去的过程预测未来的状况。 状态

空间方程可用一个空间状态下的变量值对下一个或几个空间状态下变量值进行模拟， 一般包括 ２ 个方程， 状

态方程和观测方程［３１⁃３２］。 在状态空间模拟分析中， 位置 ｉ处观测的一组状态向量与在位置 ｉ － ｈ 处的状态向量

具有空间相关性。 其中当 ｈ＝ １ 时， 状态方程为

Ｚ ｉ ＝ ϕＺ ｉ －１ ＋ ｗｉ （２）
式中　 Ｚ ｉ 为位置 ｉ 处的状态向量， 为 ｐ 个变量在 ｉ 处的值； ϕ为空间转换系数矩阵， 是一个 ｐ×ｐ 维的系数矩

阵； ｗｉ 为模型误差， 也是一个普通的 ｐ×ｐ 协方差矩阵， 它在空间位置上不相关， 且服从均值为 ０、 方差恒定

的正态分布。 空间转移矩阵 ϕ和空间协方差矩阵 ｗｉ 通过迭代回归的方法求得［３３］。 状态向量 Ｚ ｉ 可以通过观

测矩阵 Ｍｉ 和误差项 ｖｉ 与观测向量联系起来产生观测方程：
Ｙ ｉ ＝ ＭｉＺ ｉ ＋ ｖｉ （３）

式中　 ｖｉ 为在空间位置上不相关的普通协方差矩阵， 同样符合均值为 ０ 且方差恒定的正态分布， ２ 个方程中

的模型误差 ｗｉ 和观测误差 ｖｉ 相互独立。 Ｙ ｉ 为观测向量， Ｚ ｉ 为变量的全部真实状态， 可认为是观测向量经平

滑滤波处理， 消除 “噪音” 后的状态。 所以， 观测向量未必能反映变量的真实状态， 等于变量的真实状态

再加上一个不能确定的误差， 只是系统状态的一个间接反映［３３⁃３４］。
为消除不同变量之间数量级的差异， 进行状态空间模拟之前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３２］， 其方程为

ｘｉ ＝ ［Ｘ ｉ － （ｍ － ２ｓ）］ ／ ４ｓ （４）
式中　 Ｘ ｉ 为标准化处理前变量值； ｘｉ 为标准化处理后变量值， 其均值为 ０ ５， 标准差为 ０ ２５； ｍ 和 ｓ 分别为

标准化处理前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
１ ５　 数据处理

相关经典统计学分析均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软件中进行。 各变量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交互相关分析以及土壤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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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空间模拟均在ＡＳＴＳＡ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软件下实现。 线性回归和状态空间模型的模

拟效果采用决定系数 Ｒ２和纳什效率系数 ＮＳＥ来评估， Ｒ２和 ＮＳＥ的值越大， 则模拟效果越好。 ＮＳＥ计算公式为

ＮＳＥ ＝
∑

ｎ

ｉ ＝ １
（Ｏｉ － Ｏｍ） ２ － ∑

ｎ

ｉ ＝ １
（Ｐ ｉ － Ｐｍ） ２

∑
ｎ

ｉ ＝ １
（Ｏｉ － Ｏｍ） ２

（５）

式中　 Ｏｉ 为土壤含水率真实值； Ｏｍ 为土壤含水率真实值的平均值； Ｐ ｉ 为土壤含水率预测值； Ｐｍ 为土壤含

水率预测值的平均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各变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土壤含水率、 海拔高度、 黏粒含量、 粉粒含量、 砂粒含量、 土壤颗粒中值直径和分形维数沿 １７５ 个样点

（Ａ 样线）的分布状况如图 ２ 所示。 可以看出， 土壤含水率沿一维样带分布总体上呈现逐渐变小的趋势。 为较

直观地分析不同深度土壤含水率的大小， 各土层土壤含水率的数值分布及差异性比较见图 ３。 ０ ～ １００ ｃｍ 和

１００～２００ ｃｍ土层含水率显著大于其余 ３ 个土层含水率， 而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 ２００ ～ ３００ ｃｍ、 ３００ ～ ４００ ｃｍ
和４００～５００ ｃｍ 的土壤含水率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黏粒含量、 土壤颗粒中值直径和分形维数沿一维样带的分

布比较杂乱， 无明显变化规律， 局部波动性较大（图 ２）。 砂粒含量与土壤含水率的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 沿

着一维样带分布呈逐渐变小趋势， 而粉粒含量则沿着样带分布呈现逐渐增大趋势（图 ２）。

图 ２　 土壤含水率及其他变量沿 １７５ 个样点的分布状况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１７５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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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率的差异性比较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ｓ

表 １ 列出了土壤含水率、 黏粒含量、 粉粒含量、 砂

粒含量、 土壤颗粒中值直径和分形维数的统计特征值。
粉粒含量和分形维数的变异系数均较小， 分别为 ３％和

１％， 属于弱变异； 土壤含水率、 海拔高度、 黏粒含量、
砂粒含量和土壤颗粒中值直径的变异系数为 １４％ ～ ４３％，
为中等程度变异。 土壤含水率与海拔高度、 黏粒含量、
砂粒含量和分形维数显著正相关， 与粉粒含量显著负相

关， 而与土壤中值直径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结合各

变量沿样点的分布（图 ２）， 土壤含水率与砂粒含量沿样

点的分布大体一致， 而与粉粒含量相反， 这与相关分析

中土壤含水率与砂粒含量呈正相关， 与粉粒含量呈负相

关统一。 由此可见， 土壤质地对坡面不同土层土壤含水

率的空间分布影响较大［３５］。 在线性回归和状态空间模拟

分析中， 只选择与土壤含水率显著相关的海拔高度、 黏粒含量、 粉粒含量、 砂粒含量和分形维数进行空间自

相关和交互相关分析。
表 １　 土壤含水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统计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ｔ １７５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变量
土壤含水率 ／

％
海拔高度 ／

ｍ
黏粒含量 ／

％
粉粒含量 ／

％
砂粒含量 ／

％
土壤中值直径 ／

μｍ 分形维数

最小值 ８ ５３ １ ０８６ １５ ０６ ６９ １８ ０ ５９ ７ ８３ ２ ６５
最大值 ２１ ５０ １ １９０ ２６ ５６ ８０ ９７ ９ ７６ １７ ０６ ２ ７５
平均值 １３ ５４ １ １２８ １９ ０７ ７６ ８０ ４ １２ １２ ７６ ２ ６９
标准差 ３ ５１ ２９ ２ ６５ ２ １１ ２ ６０ １ ８９ ０ ０２
变量 土壤含水率 海拔高度 黏粒含量 粉粒含量 砂粒含量 土壤中值直径 分形维数

变异系数 ０ ２６ ０ １５ ０ １４ ０ ０３ ０ ４３ ０ １５ ０ ０１
相关系数 １ ０００ ０ ３７８∗∗ ０ ２５２∗∗ －０ ５７４∗∗ ０ ３６０∗∗ ０ ００７ ０ ２１２∗∗

注：相关系数为土壤含水率与各变量间的关系；∗∗表示在 Ｐ ＜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

２ ２　 土壤含水率与其影响因素的自相关和交互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系数可定量表征变量在空间上的依赖关系， 对于某个变量， 当获取不同位置处的测定值时，
便得到随滞后距离变化的自相关系数［２４⁃２６］。 在进行状态空间模拟分析之前， 要确定各变量在不同空间滞后

距离下的相关性［３２］。 土壤含水率、 海拔高度、 黏粒含量、 粉粒含量、 砂粒含量和分形维数的空间自相关分

析如图 ４ 所示， 自相关系数大于 ９５％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０ １４８， 则具有显著自相关性， 反之则不具有显著

自相关性。 土壤含水率在 ２０ 个滞后距离下具有显著空间自相关性， 在各变量中空间依赖性最强； 海拔高度、
粉粒含量和砂粒含量的空间自相关性也较强， 滞后距离分别为 １３、 １３ 和 ９， 这与它们沿样点的分布有明显

变化趋势有关； 黏粒和分形维数的自相关滞后距离最小， 滞后距离均为 ６。 变量只要在 １ 个滞后距离下显著

自相关， 即可进行状态空间分析［３３］， 因此， ６ 个变量均满足状态空间模拟的要求。
自相关展现了单变量在空间上的相关性， 而交互相关则是表示双变量（土壤含水率与海拔高度、 黏粒含

量、 粉粒含量、 砂粒含量、 分形维数之间）在空间上是否相关的有力工具， 交互相关分析也是进行状态空间

模拟之前的必备工作［３３］。 如图 ５ 所示， 土壤含水率与各变量的空间交互相关具有方向性， 且在不同的滞后

距离上交互相关系数大小不同， 总体上随着滞后距离的增大， 相关系数逐渐变小。 土壤含水率与海拔高度、
黏粒、 砂粒含量和分形维数具有显著正交互相关性， 而与粉粒含量存在显著负交互相关关系。 从交互相关性

程度来看， 土壤含水率与粉粒含量和砂粒含量均在正负方向 １０ 个滞后距离范围内显著相关， 表现出较强的

空间交互相关性； 土壤含水率与海拔高度在不同滞后距离上的空间相关性也较强， 正方向上滞后距离为 ７
个， 负方向上为 ９ 个； 但是， 土壤含水率与黏粒含量和分形维数交互相关的滞后距离较短， 在正方向上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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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个滞后距离， 负方向上均为 １ 个。 事实上， 相关滞后距离的大小与相关系数大小并无必然联系， 在不同滞

后距离上， 相关系数的相对大小也不相同［２２］。 因此， 相对经典的相关分析而言， 交互相关系数可以很好地

揭示土壤含水率与海拔高度、 黏粒含量、 粉粒含量、 砂粒含量和分形维数在不同滞后距离下的相关性。

图 ４　 土壤含水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自相关

Ｆｉｇ ４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图 ５　 土壤含水率与其影响因素的空间交互相关

Ｆｉｇ ５ 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２ ３　 土壤含水率的状态空间模拟

状态空间模拟要求变量的空间自相关和交互相关至少在 １ 个滞后距离下显著相关， 因此将海拔高度、 黏
粒含量、 粉粒含量、 砂粒含量和分形维数均引入到状态空间方程中对土壤含水率进行模拟， 通过不同变量之

间相互组合， 选取最能准确模拟土壤含水率的一阶状态空间方程。 根据组合结果分单因素、 双因素和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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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个组别， 由于黏粒含量、 粉粒含量和砂粒含量均属于土壤质地， 为了避免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此

３ 个变量不同时出现在状态空间方程中。
在单因素状态空间方程中， 各变量均能较好地对土壤含水率进行模拟， Ｒ２在 ０ ９７０ 以上， 其中砂粒含量的模

拟效果最好， 可解释土壤含水率空间变异的 ９８ ７％， ＮＳＥ为 ０ ９８６ （表 ２）。 对于 ｉ 处的土壤含水率， ｉ－１ 处含水率贡

献率达 ７６ ２％～８５ ７％， 而其影响因素贡献率仅为 ９ １％～１９ ２％， 也就是说 ｉ－１ 处海拔高度、 黏粒含量、 粉粒含量、
砂粒含量和分形维数对 ｉ 处土壤含水率解释的变异不如 ｉ－１ 处土壤含水率本身贡献率大。 在土壤含水率的影响因素

中， 砂粒的相对贡献率最大为 １９ ２％， 说明砂粒对土壤含水率影响较大， 这与单因素方程中， 砂粒具有最好的模

拟效果相吻合。 但是， 砂粒与土壤含水率的相关系数不是最大， 也不是空间自相关最强的因素。 因此， 状态空间

模拟的优劣与变量的相关性和空间自相关性没有关系， 这与相关学者的研究具有一致性［２２⁃２３，２９］。

表 ２　 基于不同因素组合下土壤含水率的状态空间预测方程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ｃ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状态空间方程 Ｒ２ ＮＳＥ

（ＳＷＣ） ｉ ＝ ０ ７８４（ＳＷＣ） ｉ－１＋０ １６６（Ｅ） ｉ－１＋ｗｉ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５
（ＳＷＣ） ｉ ＝ ０ ８０３（ＳＷＣ） ｉ－１＋０ １４８（Ｗｃｌａｙ） ｉ－１＋ｗｉ ０ ９８１ ０ ９８０

单因素 （ＳＷＣ） ｉ ＝ ０ ８５７（ＳＷＣ） ｉ－１＋０ ０９１（Ｗｓｉｌｔ） ｉ－１＋ｗｉ ０ ９７６ ０ ９７５
（ＳＷＣ） ｉ ＝ ０ ７６２（ＳＷＣ） ｉ－１＋０ １９２（Ｗｓａｎｄ） ｉ－１＋ｗｉ ０ ９８７ ０ ９８６
（ＳＷＣ） ｉ ＝ ０ ８０８（ＳＷＣ） ｉ－１＋０ １４３（Ｄ） ｉ－１＋ｗｉ ０ ９８２ ０ ９８０
（ＳＷＣ） ｉ ＝ ０ ７２６（ＳＷＣ） ｉ－１＋０ １３６（Ｅ） ｉ－１＋０ １０９（Ｗｃｌａｙ） ｉ－１＋ｗｉ ０ ９８９ ０ ９８８
（ＳＷＣ） ｉ ＝ ０ ７７７（ＳＷＣ） ｉ－１＋０ １４７（Ｅ） ｉ－１＋０ ０３５（Ｗｓｉｌｔ） ｉ－１＋ｗｉ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５

双因素 （ＳＷＣ） ｉ ＝ ０ ７０５（ＳＷＣ） ｉ－１＋０ １１７（Ｅ） ｉ－１＋０ １４８（Ｗｓａｎｄ） ｉ－１＋ｗｉ ０ ９９０ ０ ９８８
（ＳＷＣ） ｉ ＝ ０ ７２９（ＳＷＣ） ｉ－１＋０ １３７（Ｅ） ｉ－１＋０ １０４（Ｄ） ｉ－１＋ｗｉ ０ ９８９ ０ ９８８
（ＳＷＣ） ｉ ＝ ０ ７８４（ＳＷＣ） ｉ－１＋０ ０９３（Ｗｃｌａｙ） ｉ－１＋０ ０８１（Ｄ） ｉ－１＋ｗｉ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５
（ＳＷＣ） ｉ ＝ ０ ７９０（ＳＷＣ） ｉ－１＋０ ０５７（Ｗｓｉｌｔ） ｉ－１＋０ １１９（Ｄ） ｉ－１＋ｗｉ ０ ９８６ ０ ９８５
（ＳＷＣ） ｉ ＝ ０ ６９０（ＳＷＣ） ｉ－１＋０ １７３（Ｗｓａｎｄ） ｉ－１＋０ １１８（Ｄ） ｉ－１＋ｗｉ ０ ９８９ ０ ９８８
（ＳＷＣ） ｉ ＝ ０ ７１５（ＳＷＣ） ｉ－１＋０ １３０（Ｅ） ｉ－１＋０ ０７０（Ｗｃｌａｙ） ｉ－１＋０ ０６０（Ｄ） ｉ－１＋ｗｉ ０ ９８５ ０ ９８４

三因素 （ＳＷＣ） ｉ ＝ ０ ７２９（ＳＷＣ） ｉ－１＋０ １３２（Ｅ） ｉ－１＋０ ０１２（Ｗｓｉｌｔ） ｉ－１＋０ １０１（Ｄ） ｉ－１＋ｗｉ ０ ９９０ ０ ９８９
（ＳＷＣ） ｉ ＝ ０ ６５８（ＳＷＣ） ｉ－１＋０ ０９３（Ｅ） ｉ－１＋０ １４２（Ｗｓａｎｄ） ｉ－１＋０ ０９６（Ｄ） ｉ－１＋ｗｉ ０ ９９２ ０ ９９１

注：ＳＷＣ为土壤含水率；Ｅ 为海拔高度；Ｗｃｌａｙ为黏粒含量；Ｗｓｉｌｔ为粉粒含量；Ｗｓａｎｄ为砂粒含量；Ｄ 为分形维数。

　 　 在双因素状态空间方程中， 海拔高度和砂粒含量组合的模拟效果最好， Ｒ２为 ０ ９９０， ＮＳＥ为 ０ ９８８， 海拔

高度和砂粒含量的相对贡献率分别为 １１ ７％和 １４ ８％。 三因素状态空间模拟土壤含水率效果最好的是海拔

高度、 砂粒含量和分形维数， 可解释土壤含水率空间变异的 ９９ ２％（表 ２）。 同时， 为了使状态空间模拟结果

的表达更加清晰， 土壤含水率的真实值、 预测值以及 ９５％的预测置信区间如图 ６ 所示。 ３ 个最优方程对土壤

含水率模拟效果均较好， ９５％预测置信区间较窄， 真实值和预测值之间也很紧凑。

图 ６　 不同因素组合的最优状态空间方程模拟标准化土壤含水率分布

Ｆｉｇ ６ Ｓｃａｌｅ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ｅｓｔ 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ｃ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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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土壤含水率的线性回归模拟

为比较状态空间方程与经典线性回归对土壤含水率模拟效果的优劣， 将相同组合下的各变量进行线

性回归分析。 如表 ３ 所示， 单因素回归方程中， 粉粒含量与土壤含水率的相关性最好， 但其所能解释的

土壤含水率变异仅为 ３３％， 海拔高度、 黏粒含量、 砂粒含量和分形维数对土壤含水率的模拟效果更差，
其 Ｒ２仅在 ０ ０４５ ～ ０ １４３ 之间； 双因素方程中， 海拔高度和粉粒含量的组合对土壤含水率的模拟效果最

优， 其 Ｒ２为 ０ ４５０， ＮＳＥ为 ０ ４３３； 在所有线性回归方程中， 海拔高度、 粉粒含量和分形维数的组合有最

优的模拟结果， Ｒ２也仅为 ０ ４９６。 自单因素到双因素和三因素， 随着变量的增多， 线性回归方程对土壤含

水率的模拟效果逐渐变好。
表 ３　 基于不同因素组合下土壤含水率的线性回归方程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线性回归方程 Ｒ２ ＮＳＥ

ＳＷＣ ＝－３８ １６９＋０ ０４６Ｅ ０ １４３ ０ １３８
ＳＷＣ ＝ ０ ３３３＋７ １８８Ｗｃｌａｙ ０ ０６４ ０ ０５８

单因素 ＳＷＣ ＝ ８１ ３４１－０ ８８３Ｗｓｉｌｔ ０ ３３０ ０ ３２６
ＳＷＣ ＝ ０ ７１１＋１０ ６１６Ｗｓａｎｄ ０ １３０ ０ １２５
ＳＷＣ ＝ ３０ ９８６－６９ ９３４Ｄ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９

ＳＷＣ ＝－４８ １５５＋０ ０４８Ｅ＋０ ３７２Ｗｃｌａｙ ０ ２２２ ０ ２１３

ＳＷＣ ＝ ３１ ５６２＋０ ０４２Ｅ－０ ８５３Ｗｓｉｌｔ ０ ４５０ ０ ４３３

ＳＷＣ ＝－３３ ０９５＋０ ０３９Ｅ＋０ ５９５Ｗｓａｎｄ ０ ２３１ ０ ２２２

双因素 ＳＷＣ ＝－１４１ ４６９＋０ ０４９Ｅ＋３７ ０２５Ｄ ０ ２０６ ０ １９７

ＳＷＣ ＝ １ ５１７ ９３９＋５ ７１９Ｗｃｌａｙ－５９８ ９０７Ｄ ０ ２２４ ０ ２１５

ＳＷＣ ＝ ２７１ ８５４－１ ３１９Ｗｓｉｌｔ－５８ ２８１Ｄ ０ ４０８ ０ ４０１

ＳＷＣ ＝－２３７ ７７８＋１ ４１６Ｗｓａｎｄ＋９１ １２４Ｄ ０ ３９１ ０ ３８３

ＳＷＣ ＝ １ １３８ ９２０＋０ ０３７Ｅ＋４ ５５１Ｗｃｌａｙ－４６５ ６４０Ｄ ０ ３１１ ０ ２９８

三因素 ＳＷＣ ＝ １８６ ８１３＋０ ０３７Ｅ－１ １９８Ｗｓｉｌｔ－４５ ５４９Ｄ ０ ４９６ ０ ４８７

ＳＷＣ ＝－２８０ ７９０＋０ ０３９Ｅ＋１ ２９９Ｗｓａｎｄ＋９０ ９４７Ｄ ０ ４９０ ０ ４８１

　 　 通过比对表 ２ 和表 ３， 根据 Ｒ２和 ＮＳＥ的大小可以看出， 无论单因素、 双因素还是三因素方程， 状态空间

方程的模拟效果要远优于线性回归方程。 在整个线性回归方程中， 最优方程的 Ｒ２仅为 ０ ４９６， 而状态空间方

程的单因素粉粒含量的模拟效果最差， 其 Ｒ２也高达 ０ ９７６。 由于状态空间方程较经典线性回归而言， 很好地

考虑了土壤含水率与其自身及影响因素在空间位置上的相关性， 同时引入了观测误差和模型误差［２３］， 因此，
在黄土高原沟壑区， 状态空间模拟方程比线性回归更能精确地模拟坡地土壤含水率的空间分布。
２ ５　 状态空间方程适用性检验

对 Ａ 样线 １７５ 个样点土壤含水率的状态空间模拟表明， 单因素、 双因素和三因素的最优变量组合分别为

砂粒含量、 海拔高度 ＋ 砂粒含量、 海拔高度 ＋ 砂粒含量 ＋ 分形维数， 因此， 将上述组合分别引入到 Ｂ 样线

土壤含水率的模拟中（Ａ、 Ｂ 样线一维串联方式相同）， 以检验此方法在坡地土壤含水率模拟中的适用性。 如

图 ７ 所示， ３ 种组合下的状态空间方程对土壤含水率的模拟效果均较好， Ｒ２和 ＮＳＥ均在 ０ ９８０ 以上。 在单因

素和双因素组合中， 只有土壤含水率值较小和较大时， 散点偏离 １ ∶１预测线， 其余情况下散点均匀分布在

１ ∶１预测线两侧； 而三因素组合下， 土壤含水率真实值和预测值几乎在一条直线上， 模拟效果最优。 因此，
状态空间模拟在黄土高原沟壑坡地土壤含水率的预测中具有很好的适用性， 可用于土壤含水率的模拟， 这对

于深入理解影响土壤水分分布的主导因素和指导坡地水分的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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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因素组合下标准化土壤含水率的真实值与预测值比较

Ｆｉｇ 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ｓｃａｌｅ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ｙ ｓｔａｔｅ⁃ｓｐａｃ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３　 结　 　 论

（１） 黄土高原沟壑区不同土层深度土壤含水率在坡面尺度上表现为中等程度变异，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表

明， 土壤含水率与海拔高度、 黏粒含量、 砂粒含量和分形维数呈显著正相关， 而与粉粒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２） 土壤含水率在 １７５ 个采样点上具有显著空间自相关结构， 并与海拔高度、 黏粒含量、 粉粒含量、

砂粒含量和分形维数在不同滞后距离上存在显著空间交互相关关系。
（３） 不同因素组合下的状态空间方程模拟效果均远优于线性回归方程， 其中海拔高度、 砂粒含量和分

形维数的组合对土壤含水率的模拟精度最高。
（４） 将 Ａ 样线土壤含水率模拟最优的单因素（砂粒含量）、 双因素（海拔高度＋砂粒含量）和三因素（海拔

高度＋砂粒含量＋分形维数）变量组合引入到 Ｂ 样线进行模型适用性检验， 其 Ｒ２＞０ ９８０， ＮＳＥ＞０ ９８０， 可用于

黄土高原沟壑区坡地土壤含水率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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