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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漓江流域土壤水分空间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 ２′经纬网格， 采用地统计学方法对该流域表层

（０～１０ ｃｍ）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空间变异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从空间结构比上， 漓江流域表层土壤含水量、 容

重、 最大和最小持水量均具有高度的空间自相关性（各指标空间结构比均大于 ０ ８７）， 且其空间分布趋势基本一致，
由流域上游向中下游逐渐变化。 土地利用对流域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及其空间变异具有显著影响。 受时间尺度

和土地利用类型等因素的影响， 漓江流域表层土壤含水量相比其他土壤水分物理性质， 其空间异质性由随机引起

的空间变异增加， 空间自相关减小， 为 ０ ８７； 而土壤容重最大， 为 ０ ９２。 相关结果对于漓江流域土壤水分动态模

拟与预测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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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分在预测地表径流的产生以及区域干旱和洪涝灾害的发生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决定意义［１］。 受土

壤本身、 地形、 土地利用类型、 植被以及气候条件等因素随机性、 非线性时空分布的影响［２］， 土壤水分要

素无论在大尺度还是小尺度上都存在着高度的空间变异［３⁃４］。 其中， 大尺度上主要受降雨和蒸发格局的影响；
而小尺度上主要由地形、 植被、 土壤等因素来决定［５］。 土壤水分要素空间变异尺度（包括时间和空间尺度）
的研究， 对于理解中小尺度的气象变化以及大尺度的全球变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５］。 同时， 可以解释土

壤水分要素的空间变异中有多少是受小尺度、 短时间的影响， 有多少变异由大尺度、 长时间来决定， 以此来

决定采样的尺度大小和时间范围。 国内外已对土壤水分要素的空间变异及其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研究， 研究

尺度主要为林分、 坡面、 小流域、 流域或区域等［６⁃８］， 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 高寒草甸、 喀斯特地区等干旱

或半干旱地区［７，９⁃１１］。
漓江是湘、 黔、 桂三省区的交通枢纽和主要的人流物流通道， 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区。 其流域水文过程

对于流域生态旅游以及生态需水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１２］。 对漓江流域水文过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降水［１３］、
蒸散发［１４］、 径流［１５］以及水资源评价［１２］ 等方面。 但在土壤水分的监测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对缺

乏。 只有少数研究者开展了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初步研究， 如王修信等［１６］ 研究漓江流域喀斯特地区的气象

因素对不同深度土壤湿度的影响； 罗艾滢［１７］研究漓江上游毛竹林生理生态特征对土壤水分的响应以及覃淼

等［１８］研究桂北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饱和导水率和持水能力的影响。 这些研究对于理解漓江流域土壤水

分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但主要集中在点尺度和林分尺度， 难以阐明流域土壤水分的空间变异

及其影响因素。 为此， 本文基于 ２′经纬网格， 采用经典统计学和地统计学相结合的方法， 阐述干旱季节漓江

流域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空间变化特征并探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 从而理解流域土壤水分空间变

化的特征与规律， 以期为模拟该流域的土壤水分动态以及预测流域干旱或洪涝灾害的发生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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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桂林市的漓江流域（图 １）， 地理坐标为 １１０°５′Ｅ—１１０°４４′Ｅ， ２４°３８′Ｎ—２５°５６′Ｎ。 整个漓江

流域以漓江为轴线， 呈南北向狭长带状分布， 属于桂林市行政区划管辖范围。 该流域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 年均气温约为 １９ ℃， 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年降雨量为 １ ３６７ ５ ～ １ ９３２ ９ ｍｍ。 受季风活动影响， 流域

降雨量年内分为雨季和旱季， 其中雨季一般为每年的 ３ 月至 ８ 月， 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７５％； 旱季为每年的 ９
月至次年 ２ 月， 仅占全年降雨量的 ２５％。 流域内多为中、 低山地形， 有喀斯特山地、 丘陵、 台地。 土壤类型

主要以红壤为主， 伴随着黄壤、 水稻土、 紫色土和少量裸岩。 原生植被属于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但由于长

期人为活动干扰， 大部分地区多演变为松、 杉、 油茶、 毛竹、 果树林及灌木林等。

图 １　 漓江流域及采样样方分布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ｌｏｔｓ

２　 数据采集与处理

２ １　 土样采集和测定

把漓江流域按照 ＷＧＳ８４ 的地理坐标系划分为 ２′的经纬网格， 通过 ＧＰＳ 定位到每一个网格内， 随机选取

３０ ｍ×３０ ｍ 的均一地类作为调查样方（如 ３０ ｍ×３０ ｍ 的毛竹林或 ３０ ｍ×３０ ｍ 的农田）， 在样方中心点记录该样

方的经纬坐标。 在样方内随机设定 ３ 个采样点， 采用土钻在土壤表层（０～１０ ｃｍ）取土样放入铝盒， 带回实验

室用烘干法测定土壤质量含水量。 采用直径 ５０ ４６ ｍｍ×高 ５０ ００ ｍｍ、 容积为 １００ ｃｍ３规格的环刀， 把每个样

点的原状土样采集（环刀采集土样范围为表层深 ２ ５ ～ ７ ５ ｃｍ）带回实验室测定土壤容重、 最大和最小持水

量［１９］。 最后， 将 ３ 个土样的平均值作为该样方的样本值， 平均后的样本数量为 ４３８ 个（不包括建设用地和水

域）。 同时， 对样方内土壤类型、 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周边的土地利用情况等进行记录。 采样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为确保流域表层土壤含水量所处干湿条件的一致性， 本研究在采样前 ５ 天

内没有降雨情况下进行采样［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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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个 ３０ ｍ×３０ ｍ 调查样方内所记录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为基础， 通过空间插值的方法把漓江流域划分

为林地（包括竹林和其他林地两类）、 农田、 草地、 果园、 建设用地和水域等 ６ 种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２ ２　 土壤水分的空间插值

样本数据采用经典统计学和地统计学分析完成。 利用单样本的 Ｋｏｌｏ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ｏｖ 检验对各指标进行正

态分布检验， 将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进行对数转化使其呈正态分布以进行地统计学分析。 其中， 地统计学

分析主要采用半方差函数［８］， 其表达式为

γ（ｈ） ＝ １
２ｎ（ｈ）∑

ｎ（ｈ）

ｉ ＝ １
［Ｚ（ｘｉ） － Ｚ（ｘｉ ＋ ｈ）］ ２ （１）

式中： γ（ｈ）为半方差函数值； ｎ（ｈ）为抽样距离 ｈ 时的样本对总数； Ｚ（ｘｉ）和 Ｚ（ ｘｉ ＋ｈ）分别为区域化变量

Ｚ（ｘ）在空间位置 ｘｉ和 ｘｉ＋ｈ 上的实测数值。
对计算出的各土壤水分物理性质变异函数值， 以 ｈ 为横坐标， 变异函数值为纵坐标， 绘出半方差函数曲

线图， 并建立半方差函数的理论模型， 模拟区域化变量的空间变异特点。
文中各土壤水分物理性质拟合的半方差函数理论模型为指数模型：

γ（ｈ） ＝ ｃ０ ＋ ｃ１ １ － ｅｘｐ －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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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ｃ０为块金值； ｃ１为结构方差； ａ 为相关距离。
空间插值分析采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 方法进行插值， 主要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 ２ ｆｏｒ Ｄｅｓｋｔｏｐ（Ｅｓｒｉ Ｉｎｃ ）的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ｔ 模块进行。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统计特征

漓江流域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正是漓江流域旱季时期， 其表层土壤含水量波动范围为 ９ １２％ ～８２ ７５％， 平均值约为 ３０ ５６％。 流域内

表层土壤平均含水量变异系数较高， 为 ０ ３７， 呈中等程度变异。 流域内最大和最小持水量波动范围分别为

１６ ９９％～９６ ７８％、 １１ ３７％～７７ ４０％， 也表现为中等程度变异， 变异系数分别为 ０ ３２ 和 ０ ３４。 而流域表层

土壤容重的变异系数相对较小， 为 ０ １６， 说明表层土壤容重比土壤含水量、 最大和最小持水量相对稳定，
受外界随机因素的影响较小。 漓江流域内表层土壤容重波动范围为 ０ ７１～１ ６４ ｇ ／ ｃｍ３， 平均值为 １ ２０ ｇ ／ ｃｍ３。
其中， 因土壤平均含水量、 最大和最小持水量变异系数较大， 引起数值在分布上呈非正态分布， 需要对其进

行对数转化才服从正态分布。

表 １　 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统计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变量 含水量 ／ ％ 容重 ／ （ｇ·ｃｍ－３） 最大持水量 ／ ％ 最小持水量 ／ ％ 变量 含水量 ／ ％ 容重 ／ （ｇ·ｃｍ－３） 最大持水量 ／ ％ 最小持水量 ／ ％
最大值 ８２ ７５ １ ６４ ９６ ７８ ７７ ４０ 变异系数 ０ ３７ ０ １６ ０ ３２ ０ ３４
最小值 ９ １８ ０ ７１ １６ ９９ １１ ３７ 偏度系数 １ １３ －０ ０７ ０ ７９ ０ ８４０
平均值 ３０ ５６ １ ２０ ４７ １８ ３６ ０８ 峰度系数 ２ ０７ －０ ６９ ０ ２５ ０ ３３
标准差 １１ ２３ ０ ２０ １４ ８５ １２ １８ Ｋ⁃Ｓ 检验概率 ０ ８７∗ ０ ２３ ０ １１∗ ０ ０７∗

　 注：∗经过对数转换后的 Ｋ⁃Ｓ 检验概率。

３ ２　 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地统计特征分析

通过半方差函数理论模型对漓江流域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各指标进行拟合表明（表 ２）， 指数理论模型

的决定系数均较高， 分别为 ０ ７２１（土壤含水量）、 ０ ７２５（土壤容重）、 ０ ７０８（最大持水量）和 ０ ５５２（最小持

水量）， 说明指数理论模型可以反映漓江流域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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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变异函数模型及其相关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土壤要素 块金值 基台值 空间结构比 决定系数 变程 ／ ｋｍ 分维数

土壤含水量 ０ ０１６ ０ １２６ ０ ８７３ ０ ７２１ ２ ９００ １ ９４６
土壤容重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６ ０ ９１７ ０ ７２５ ２ ９００ １ ９４２

土壤最大持水量 ０ ００８ ０ ０８９ ０ ９１０ ０ ７０８ ２ ７００ １ ９４６
土壤最小持水量 ０ ０１２ ０ １０３ ０ ８８３ ０ ５５２ ３ ６００ １ ９２８

　 　 表层土壤容重的块金值最小（０ ００３）， 而土壤含水量块金值最大（０ ０１６）， 其次为最小持水量（０ ０１２）和
最大持水量（０ ００８）。 较大的块金值表明， 流域表层土壤含水量空间异质性由随机性引起的变异相比其他指

标较大。 这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 从更小尺度上（即缩小取样尺度）考虑表层土壤含水量的生态过程对其

空间异质性的影响。 流域表层土壤含水量基台值相比其他指标较高， 反映出土壤含水量的总变异程度较高，
这与土壤含水量在空间分布上受土地利用类型、 气候、 土壤类型等多种因素影响有关［２１］。

空间结构比表示空间自相关部分引起的空间异质性程度， 反映了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空间依赖性［６］。
从空间结构比来看， 漓江流域表层土壤含水量、 容重、 最大和最小持水量均具有高度的空间自相关性。 当空

间结构比＞０ ７５ 时， 系统具有高度的空间相关性［２２］。 其中， 表层土壤容重空间结构比最大（０ ９２）， 而土壤

含水量空间结构比相对较小（０ ８７）， 说明漓江流域表层土壤含水量相比其他指标受随机性因素影响较大。
这与其他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即人类活动的干扰增加了表层土壤水分空间分布的随机性变异［１０］。

变程是研究样本区域相似性的指标， 表示空间异质性最大变异的空间距离［２３］。 除最小持水量的变程在

３ ６ ｋｍ 范围内外， 其余指标皆在 ３ ０ ｋｍ 范围内， 表明流域内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空间连续性较为一致。
其他研究表明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变程仅是米级的范围［９］， 这也说明了土壤水分要素的空间异质性无

论是在大尺度还是小尺度上都是存在的。 分维数与半方差函数对数曲线的曲率有着相关关系， 随着曲率的增

加而减少［１０］。 流域土壤表层含水量分维数相比土壤容重分维数高， 验证了表层土壤含水量空间结构比比土

壤容重相对较低， 其由随机因素引起的空间变异增加， 空间依赖性减弱。
３ ３　 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空间分布

采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 方法对漓江流域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进行插值如图 ２ 所示。 流域内表层各土壤水分物理

性质具有较明显的空间格局， 且其空间分布趋势基本一致。 表层土壤含水量、 最大与最小持水量的高值和土

壤容重的低值区域主要集中在漓江流域上游， 即流域的北部和西北部漓江生态环境保护范围内的猫儿山自然

保护区和青狮潭水源林自然保护区内。 从流域上游到流域中下游， 表层土壤含水量、 最大和最小持水量有逐

渐减少、 表层土壤容重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由于土壤类型分布不一， 加上土地利用类型斑块分布差异改变了

流域表层土壤容重的空间格局， 空间连续性较差， 空间结构比较复杂。 此外， 在漓江干流附近区域， 如兴安

县、 灵川县、 桂林市区、 大圩镇以及阳朔县城等， 其表层土壤含水量、 最大和最小持水量都较小， 土壤容重

相比其他区域也较大， 说明人类活动越强烈其对流域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影响越大。
３ ４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空间异质性的影响

为了探讨土壤结构本身和随机因素对流域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空间异质性的影响， 对所有采样点按照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对流域土壤水分物理性质进行比较分析（表 ３）。 漓江流域竹林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相比其他

土地利用类型最好， 除表层土壤含水量与农田和草地没有显著差异外， 其余皆存在显著的差异性（ｐ＜０ ０５）。
而果园表层各土壤水分物理性质最差且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差异性显著（ｐ＜０ ０５）。 竹林根系在土层中分布

较浅， 主要分布在 ０～４０ ｃｍ； 同时竹林地表存在大量落叶层， 枯落物的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表层土壤

物理性质［２４］。 果园相比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受人类活动干扰最大， 本次采样时间正好是柑橘成熟时期， 果实

采收、 果树防寒害的维护等人类活动的干扰， 使果园表层土壤被踏实， 各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相对较差。 同

时， 取样点的数量与取样点的空间分布差异也会影响流域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空间变异评价效果。 从草地

的 ７ 个样点数量增加到果园的 ６５ 个样点数量， 再到林地的 １９５ 个样点数量， 各抽样的指标值有所差异且随

着样点数量的增加， 流域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均值跟整个流域的均值越接近。 同时， 如图 １ 所示，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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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表 ３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地类 样点数量
含水量 容重 最大持水量 最小持水量

平均值 ／ ％ 变异
系数 ／ ％

平均值 ／
（ｇ·ｃｍ－３）

变异
系数 ／ ％ 平均值 ／ ％ 变异

系数 ／ ％ 平均值 ／ ％ 变异
系数 ／ ％

林地 １９５ ２９ ０１９ｂ １２ ６９６ａ １ １９２ｂ ６ ８１３ａ ４７ ７６６ｂ １２ １７１ａ ３５ ６４３ｂ １１ ９５４ａ
农田 ８６ ３４ １７４ａ １０ ００７ａ １ ２４５ｂ ４ ８６８ｂ ４４ ４７５ｂ ９ ０２７ｂ ３６ ８０９ｂ ９ ２９４ａ
竹林 ８５ ３５ ７４３ａ １０ ２２６ａ １ ０２７ａ ７ ８４４ａ ６０ ２２８ａ １２ ３８２ａ ４５ ７２７ａ １１ ０００ａ
果园 ６５ ２３ ３０８ｃ １１ ８３５ａ １ ３６６ｃ ５ ２０６ｂ ３５ ３２８ｃ １０ ４９５ｂ ２６ ７６１ｃ １０ ３６７ａ
草地 ７ ３３ ２４７ａｂ １２ ９７０ａ １ ２５０ｂ ４ ６５１ｂ ４３ ５６２ｂ ８ ８５４ｂ ３６ ８１６ｂ １０ ５２６ａ

注： ａ、 ｂ、 ｃ 代表在 ０ ０５ 显著水平上存在差异性； ａｂ 代表在 ０ ０５ 显著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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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竹林主要分布在漓江流域上游区域， 其主要分布着水源山地常湿性常绿阔叶林； 中下游主要为石灰岩石

山、 峰丛洼地等的石灰岩性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 石山灌丛以及石山草坡等［２５］， 这就导致竹林所在土壤环

境相比中下游土壤环境条件相对较好。 而人为随机取样点的空间分布误差也增加了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空间变

异中由随机因素引起的差异。
通过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各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变异系数分析可以看出，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于流域

表层土壤含水量、 最小持水量变异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但农田和竹林的表层土壤含水量的变异系数最小，
分别为 １０ ００７％和 １０ ２２６％， 其原因可能是本次调查期间， 农田处于休耕状态， 对土壤干扰很小。 而竹林主

要分布在漓江上游， 土壤类型相对均一， 减少了由取样点随机分布误差造成的空间变异。 而林地和草地由于

其植被类型、 微地形及不同植被的耗水特征差异使表层土壤含水量在空间上表现出相对明显的异质性［８］。
此外， 竹林和其他林地对表层土壤容重和最大持水量的变异影响较为明显， 其原因可能是竹林和林地下存在

大量枯落物， 枯落物的不同分解程度在一定范围内改善了表层土壤物理性质的同时也改变了土壤容重和最大

持水量的空间差异， 但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 正如王云强等［２３］ 研究指出， 土地利用与土壤水分要素

之间具有相互作用性， 一方面土地利用类型的不同会导致土壤水分要素空间分布特征上的差异， 而土壤水分

要素时空上的差异反过来会影响土地利用的布局。

４　 讨　 　 论

本研究只是基于单一时间尺度（干旱季节内）探讨干旱季节漓江流域的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空间变异及不

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 并没有考虑土壤水分物理性质在时间尺度上的差异对空间变异的影响。 Ｅｎｔｉｎ 等［５］

认为， 从时间尺度上， 表层（０～１０ ｃｍ）土壤水分空间相关尺度为略小于 ２ 个月； 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和 Ｃｅｂａｌ⁃
ｌｏｓ［２６］研究表明干旱季节土壤水分相比雨季具有更高的稳定性。 因此， 本研究的调查时间控制在 ２ 个月范围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进行采样）并选择在人类干扰较小的干旱季节； 同时， 为确保流

域表层土壤含水量所处干湿条件的一致性， 采样前 ５ 天内没有降雨情况下进行采样［２０］。 但在时间尺度上，
土壤水分变化有差异， 时间尺度上的土壤水分变化差异对其空间变异的影响大小， 需要进一步研究去验证。

同时， 在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流域表层土壤水分要素空间变异影响时， 因各土地利用类型所处立地

非均一立地条件、 取样点分布及数量差异以及取样时间不同， 导致土壤水分要素的变化也不同。 如林地的表

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相比竹林略差。 所以， 在讨论不同区域土壤水分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时， 需要考虑到研究

区域的地形、 植被状况、 取样方法以及尺度范围， 以防止得出片面的结论［２７］。
此外， 本研究采用精度较高的基于物理机制的地面观测方法测定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 该方法在没有

考虑时间尺度的影响时是可行的［２８］。 本研究只是对漓江流域干旱季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空间变化特征一种

现象的阐述， 探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 没有考虑时间尺度上土壤水分差异对其空间变异的影响。 因

此， 其结果与结论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随着 ３Ｓ 技术的发展， 基于星载遥感影像方法可以估测地表土壤水分

变化。 但其在某些特定地区其分辨率精度无法满足要求［２８］； 同时， 因遥感影像条带的干扰， 使得地面观测

数据与遥感影像提取的数据难以校正［２９］。 此外， 模型方法虽有助于获取大范围长时间序列的土壤水分数据，
但其涉及过多参数模块， 受外界影响较大， 降低了模拟结果的精度［３０］。 在大尺度流域土壤水分长期监测中，
由 Ｖａｃｈａｕｄ 等［３１］提出的 “时间稳定性” 概念可以考虑用来估测流域的土壤水分要素空间变异特征。 如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等［２９］采用 “时间稳定性” 的概念设定若干个固定点对其表层土壤水分进行长期的监测发现， 利用

固定点的土壤水分变化值可以准确估测区域的土壤水分含量的变化。 因此， 在未来漓江流域水文过程研究

中， 可考虑在流域内设定若干个固定监测点， 进行以日或周为周期的监测， 分析不同时间尺度上土壤水分要

素的变化特征， 并评价时间尺度对土壤水分空间变异的影响， 以提高对流域尺度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空间变异

的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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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１） 漓江流域表层土壤含水量、 容重、 最大和最小持水量均具有高度的空间自相关性， 且其空间分布

趋势基本一致。 流域表层土壤含水量、 最大与最小持水量的高值和土壤容重的低值区域主要集中在漓江流域

上游地区； 从流域上游到流域中下游， 表层土壤含水量、 最大和最小持水量呈现逐渐减少、 表层土壤容重逐

渐增加的分布规律。
（２） 土地利用类型对流域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及其空间变异具有显著影响。 竹林相比其他土地利用

类型其表层土壤水分物理性质最好而果园最差； 包括竹林在内的林地对流域表层土壤容重、 最大持水量的空

间变异影响最为明显。
（３） 受时间尺度、 土地利用类型和采样点的数量及其空间分布等因素的影响， 漓江流域表层土壤含水

量相比其他土壤水分物理性质其空间异质性由随机部分引起的空间变异程度增加， 空间自相关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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