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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数字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的分辨率大小决定区域地貌形态特征的

表达程度，但目前 DEM 对于局部地形变异大的平原地区土壤有机碳制图精度的影响尚不明确。［方法］ 文

章以江苏北部耕地区域为例，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不同分辨率 DEM 下的地形、气候、植被、土壤、成
土母质与土壤有机碳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 DEM 分辨率对局部地形变异大的平原区土壤有机碳制图精度的
影响程度。［结果］（1） 不同 DEM 分辨率下，地形、气候、植被、土壤与成土母质 5 类因子对土壤有机碳

含量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2） 当 DEM 分辨率在大于 150 m 的范围内变化时，环境特征因 DEM 的“概化”
而逐步缺失细节信息，从而导致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精度随分辨率的增加而降低；（3） 地形是苏北耕地区
域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差异的最重要影响因子。［结论］ DEM 分辨率在 60－90 m 范围内时，整体平坦但局
部地形变异程度较大的苏北地区土壤有机碳制图效果最佳。
。 该研究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相似地貌类型区土壤
有机碳制图精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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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壤有机碳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是全球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减少一方面会导致耕地质

量急速下降从而威胁粮食安全，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大气二氧化碳 （CO2） 浓度升高从而加剧全球气候变
暖[1]。因此，土壤固碳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手段，也是缓解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高精度土壤有
机碳制图是深刻理解土壤有机碳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它对于实现精细化土壤碳固定具有重要作用[2]。一

般认为，影响土壤有机碳制图精度的环境因子包括地形、气候、植被、土壤、成土母质、位置和时间[3]
等，其中，地形因子能解释区域土壤有机碳方差的大部分[4]，因而被超过 80% 的研究者作为主要制图
因子[5, 6]。

数字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是提取地形因子的源数据，它的分辨率大小影响区域地

貌形态空间特征的表达程度[7]，是土壤有机碳制图精度的重要影响因子[8]。有研究表明，高分辨率 DEM 是

复杂地貌区改善土壤有机碳制图精度的最优选择[9]，而低分辨率 DEM 就足以保障平坦地貌区土壤有机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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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精度[10, 11]。然而，目前针对平坦地貌区的相关研究往往假设研究区内部地形地貌差异较小，而对土壤
有机碳制图精度影响不大。但现实情况下该假设并不总是成立，平坦地势也存在局部地貌形态有较强变
异的可能。当区域整体平坦而局部地形变异程度较大时，DEM 分辨率的选择就会通过影响区域地貌形态
空间差异的表达程度而对土壤有机碳制图精度产生影响。因此，在局部地形变异程度较大的平坦地貌区，
选择适宜分辨率的 DEM 进行土壤有机碳制图是非常必要的。近 10 年来，随机森林算法广泛应用于平原[10]、
高原[12, 13]和戈壁[14]等多种形态地貌的土壤有机碳制图。该算法通过随机有放回抽样防止过拟合，利用多棵

树求平均规避噪声与异常值，因而能够最小化模型本身对土壤有机碳制图精度的影响，避免非环境因子

对定量化不同分辨率 DEM 下土壤有机碳制图精度的干扰。此外，该算法也能够高效处理高维大数据集，
可较好地应对宏观尺度上数据量过大或者 DEM 衍生的地形因子过多等问题，被认为是定量化大区域土壤
有机碳制图精度影响的有力工具[15]。

基于此，文章以江苏北部 （简称“苏北地区”） 耕地为案例区，基于 2008 年原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

项目采集的 1 185 个土壤表层 （0~20 cm） 样点数据，利用随机森林算法构建不同 DEM 分辨率下土壤有机

碳含量同地形、土壤、植被、成土母质、气候和地理位置等环境变量的关系模型，预测研究区耕地土壤
有机碳含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DEM 分辨率对土壤有机碳制图精度的影响程度，并揭示其内在作用机
理，结果可为我国局部地形复杂的平原地貌区农田土壤有机碳制图精度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

1
1.1

数据与方法
研究区概况
江苏北部 （简称“苏北”） 地区 （图 1） 位于北纬

32°~35°20′与东经 116°20′~121°20′之间，包含连云港、
徐州、宿迁、淮安和盐城 5 个地级市。基于土地利用类

型数据的统计结果表明，2008 年研究区耕地面积约为
2 865.8 km2，其中水田占耕地总面积的 36.61%，旱地占

耕地总面积的 63.39%。研究区的土壤类型主要有 8 种，
其中潮土与盐土面积最大，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 52.67%
与 24.31%；成土母质 14 种，主要以黄泛冲积物和河海相
沉 积 物 为 主 ， 分 别 占 研 究 区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37.94% 和
20.12%。

苏北地区 99.9% 的耕地高程小于 200 m，属于平原

区；其中，连云港、宿迁、淮安和盐城境内高程普遍低

于或等于全域均值，而徐州境内高程普遍高于全域均值。
此外，通过分析 30 m 分辨率的 DEM 表明，研究区的高

图1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高程分布

程、坡度、平面曲率和剖面曲率表面变异系数分别为 57.9%、114.7%、714.1% 和 740.1%，这说明苏北地
区耕地局部地形存在明显的差别。
1.2

数据来源
2008 年苏北地区 1∶10 万土地利用现状图、年度植被指数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

VI） 空间分布数据集，以及 2006—2008 年研究区逐年降水量与逐年均温空间插值数据集 （1000 m 分辨
率），均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http://www.resdc.cn/Default.aspx）。30 m 分辨率的数字高
程模型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提取于 2015 年发布的全球 DEM 数据，该数据由日本 METI 和美国

NASA 联合研制的先进星载热发射和反辐射计 （ASTER） 数据计算生成，是目前大区域尺度常用最精细的

DEM。1∶5 万土壤数据库来自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该数据库包含土壤类型、成土母质、有机质、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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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磷和全钾等土壤信息。2008 年土壤表层 （0~20 cm） 样点数据源自于农业农村部江苏省测土配方项目。
1.3

环境变量的筛选

McBratney[3] 于 2003 年提出土壤有机碳制图的一般性框架，并命名为“scorpan-SSPFe （soil spatial pre⁃

diction function with spatially auto-correlated errors） ”，公式为：
S＝f ( s，c，o，r，p，a，n ) + e

（1）

式 （1） 中，S 为土壤有机碳，它是土壤 （s: soil）、气候 （c: climate）、生物植被 （o: organisms）、地形
（r: relief）、成土母质 （p: parent materials）、时间 （a: age） 和空间位置坐标 （n: coordinate） 的函数，e 为空
间自相关误差 （spatially auto-correlated errors）。

基于此框架，该研究首先选择土壤类型、土地利用方式、多年平均年降雨量 （2006-2008 年逐年年降

雨量的平均值）、多年平均年均温 （2006—2008 年逐年年均温的平均值）、归一化植被指数、高程、坡度、
坡向、平面曲率、剖面曲率、地形位置指数、地形粗糙度、汇聚指数和成土母质 14 个环境变量作为构建

随机森林预测模型的初始变量 （表 1）。然后，利用初始变量间的相关性系数 （表 2） 去除冗余变量以减少

模型计算量，具体评价过程为：地形位置指数与平面曲率，以及地形位置指数与剖面曲率的相关性均大
于 0.75，属于强相关，因此剔除地形位置指数；坡度与地形粗糙指数、剖面曲率与平面曲率的相关性分别
为 0.75 和 0.69，属于强与较强相关，根据 4 个变量与其他所有变量间的平均相关性大小，去除平均相关性

相对较大的剖面曲率与地形粗糙指数。最终，有 11 个变量 （表 1 非加粗变量） 参与随机森林模型的构建
与土壤有机碳含量的预测。

表1

影响土壤有机碳制图的环境变量

类型

变量

土壤

土类、土地利用类型

气候

多年平均年降雨量、多年平均年均温

植被

归一化植被指数

地形

高程、
、坡度
坡度、
、坡向
坡向、
、平面曲率
平面曲率、
、剖面曲率
剖面曲率、
、地形位置指数
地形位置指数、
、地形粗糙度
地形粗糙度、
、汇聚指数

成土母质

成土母质

注：加粗变量为去除的冗余变量

1.4

1.4.1

数据处理
训练集与验证集的构建

为定量化苏北地区耕地土壤有机碳含量的预测精度，将研究区内 1 182 个土壤表层样点划分为相互独

立的训练集与验证集两个集合。其中，验证集中包含 118 个样点，占研究区总样点数量的 10%，该样点基
于 Biswas 等提出的[16]成土母质单元分层随机采样方法从 1 182 个土壤样点中提取获得，式 （2）。验证集覆
盖研究区内的所有成土母质，因而对于整个苏北地区的环境特
征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余 1 064 个样点组成训练集用于随机森
林模型的构建。

N i = M i × 10%

（2）

式 （2） 中，Ni 是分层重采样后成土母质 i 范围内包含的验
证点数量，Mi 是分层重采样前成土母质 i 范围内包含的总样点
数量。分层重采样后各类成土母质所包含验证点的数量以及训
练样点与验证样点的空间分布分别见表 1 与图 2。
1.4.2

多分辨率环境变量数据库的构建

基于 ArcGIS 10.2 软件，分别以 1×1、2×2、3×3、4×4、5×

5、6×6、7×7、8×8、9×9 和 10×10 单元格大小的窗口对 30 m 分

图2

训练样点集与验证样点集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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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程

坡向

1

高程
坡向
多年平均
年降雨量
汇聚指数
土地利用
多年平均
年均温

0.03

1.00

0.18

-0.06

0.01

1.00

-0.37

0.01

-0.05

0.02

-0.01

0.21

0.02

-0.08

-0.02

地形位置
指数

0.31

0.04

坡度

0.36

0.24

平面曲率
剖面曲率
土类
地形粗糙
指数

成土母质

-0.23

0.42

0.25

0.06

土地
利用

0.50

-0.03

1.00
0.18

1.00

-0.02

0.01

-0.07

-0.14

1.00

0.47

-0.03

-0.01

0.01

-0.01

0.00

0.04

-0.07

0.03

-0.03

-0.40

0.24

0.07

0.23

-0.05

-0.05

0.03

0.53

-0.03

-0.01

0.00

0.03

0.14

-0.02

-0.08

-0.04

0.09

0.00

0.05

0.02

0.01

表 3
成土母质类型

验证点（个）
1

河海相沉积物 2
洪冲积物 3
湖相沉积物

多年平 归一化
均年
植被
均温
指数

0.06

0.06

变质岩类风化物

环境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0.04

注： 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

汇聚
指数

1.00

-0.12

归一化植
被指数

多年平
均年降
雨量

0.07

-0.42

4

花岗岩片麻岩类残坡积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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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0.01

-0.05

-0.12

0.02

成土母质类型

1.00

1.00

-0.69**
-0.04

0.01

0.32
0.76**
0.11
0.07

地形粗 地形位
糙指数 置指数

土类

1.00

-0.29

-0.02

1.00

-0.85**

-0.01

0.47

1.00

-0.03

-0.01

0.78**

0.27

-0.03

验证点（个）

黄泛冲积物

2

基性岩类残坡积物 8

4

砂页岩类坡积洪积物 10

7

剖面
曲率

-0.48

0.18

成土
母质

坡度

1.00

0.05

0.15

1.00

各成土母质范围内验证点数量

3

25

平面
曲率

6

黄河沉积物 7
其他各河流冲积物

9

成土母质类型

验证点（个）

37

石灰岩类残坡积洪积物

1

玄武岩类残坡积洪积物 13

10

11

下蜀黄土 12

21

1
5
1

1

辨率的 DEM 进行均值平滑，获得 10 个分辨率分别为 30 m、60 m、90 m、120 m、150 m、180 m、210 m、
240 m、270 m 和 300 m 的 DEM 数据集，并提取各分辨率 DEM 下的相关地形因子。此外，也分别生成 30
m、60 m、90 m、120 m、150 m、180 m、210 m、240 m、270 m 和 300 m 的土壤类型、成土母质、归一化
植被指数、多年平均年降雨量和多年平均年均温等因子的栅格数据集，构建多分辨率环境变量数据库。
1.5

偏度与峰度系数
偏度 SKEW，式 （3） 与峰度 KURT，式 （4） 是描述数据整体分布形态特征的统计量，二者均需要与

标准正态分布相比较[17]。偏度描述数据分布的对称性：偏度为 0 时，数据关于均值对称分布；偏度大于 0
时，数据分布形态与正态分布相比表现为右偏；偏度小于 0 时，数据分布形态与正态分布相比表现为左

偏。峰度描述数据分布的陡缓程度：峰度为 0 时，数据分布形态与正态分布的陡缓程度相同；峰度大于 0
时，数据分布形态比正态分布更陡峭；峰度小于 0 时，数据分布比正态分布更平缓。
n
Xi - X 3
n
SKEW =
(
∑ S )
(n - 1) (n - 2) i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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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T = [

n
Xi - X 4
n (n - 1)
3(n - 1) 2
(
)
]
∑ S
(n - 1) (n - 2) (n - 3) i = 1
(n - 2) (n - 3)

（4）

式 （3）（4） 中：n 为土壤有机碳观测值数量，Xi 为第 i 个土壤有机碳观测值， X 为土壤有机碳观测值
的平均值，S 为土壤有机碳观测值的标准差。

2

结果分析

2.1

苏北耕地区域土壤有机碳含量观测值的统计特征

苏北地区 1 182 个耕地表层样点的土壤有机碳含量介于

4.41 ~23.78 g/kg，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10.12 g/kg 和 2.58 g/
kg，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图 3）。此外，1 182 个表层样点的

土壤有机碳含量概率分布的偏度系数 （Skewness） 为 0.68，
与平均值 （10.12 g/kg）、标准差 （2.58 g/kg） 的正态分布相

比，中心值稍微向左偏移，表明该地区土壤有机碳含量小于
均值的样点数量较多；峰度系数 （Kurtosis） 为 3.38，与平

均值和标准差的正态分布相比，具有较强峰度，表明该地区
分布在平均值附近的样点数量较多。
2.2

不同分辨率 DEM 下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值差异分析

图3

土壤有机碳含量观测值的频率分布直方图
及其统计特征

基于 1 064 个训练样点以及不同 DEM 分辨率下的 11 个环境变量数据集，分别构建随机森林模型，预

测不同分辨率下的苏北地区耕地土壤有机碳含量，结果见图 4。
2.2.1

不同 DEM 分辨率下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值主要影响因子差异

因子重要性指数可以评估各环境变量对于土壤有机碳含量的重要性，某一环境变量的因子重要性越

高代表该变量对土壤有机碳含量高低值的影响程度就越大，也表明该变量对土壤有机碳含量的预测越重
要[18,19]。由图 5 可以看出，不同 DEM 分辨率下对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最重要的 3 个因子皆是多年平均年降

雨量、多年平均年均温和高程，且三者重要性之和占比在 42.89%~46.59%。气温与降水影响植被的生长、
土壤凋落物的输入与分解速率、微生物的生存环境和土壤含水量等[20]，与土壤有机碳的固定与分解过程密
切相关，因此对苏北地区耕地土壤有机碳含量的高低有重要影响。高程影响区域水分条件、土壤表层风
化速度与土壤温度等的空间分布[21]，也是影响苏北地区耕地土壤有机碳含量空间差异的关键因子。气候与
高程因子对苏北地区耕地土壤有机碳含量影响作用的主导地位说明：（1） 通过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以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措施，可以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2） DEM 分辨率能通过影响高
程空间分布差异的表达程度，对该

研究区土壤有机碳含量的预测产生
重要影响。从图 5 还可以看出，当

DEM 分辨率在[150 m，180 m，210
m， 240 m， 270 m， 300 m] 区 间 变

化时，因子重要性序列基本保持不
变，说明各因子对土壤有机碳含量
的相对影响作用在此分辨率区间趋
于稳定。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
有两个：（1） 环境因子在各自特定
的作用空间尺度通过相互作用对土
壤有机碳含量产生影响[22]。当 DEM

图4

不同 DEM 分辨率下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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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分辨率下各环境变量的重要性

注：AAP 多年平均年降雨量，AAT 多年平均年均温，ELE 高程，NDVI 归一化植被指数，Slope 坡度，Aspect 坡向，CI 汇聚指数，
PC 平面曲率，SG 土类，PM 成土母质，LU 土地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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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大于主要影响因子的作用空间尺度时，主导因子的
影响作用减弱且趋于稳定，从而导致全部因子的相互作用
也趋于稳定。（2） 当 DEM 分辨率大于等于 150 m 时，各影

响因子的空间分布特征因“概化”作用损失的细节达到上
限，空间分布差异在此分辨率范围内呈现稳定态势，因而
各因子对土壤有机碳含量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也就趋于
稳定。

该研究也基于土壤、气候、地形、植被与成土母质 5

种分类统计同类环境因子的重要性之和，作出各类因子的
重要性随分辨率变化的趋势图 （图 6）。可以看出，不同

DEM 分辨率下 5 类因子的重要性皆为：地形>气候>植被>
土壤>成土母质，这主要与各类因子作用空间尺度相对大

图6

各类因子总重要性随分辨率变化的特征

小是固定的有关。例如：地形因子反映的是局部地形特
征，作用空间尺度小且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因而对土壤有
机碳空间分布差异的贡献就比较多；但成土母质的斑块覆
盖空间范围相对比较广阔，作用空间尺度大且空间分布差
异较小，因而对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差异的贡献就相对较
少。此外，从图 6 还可以看出，不同分辨率下地形因子重
要性占比均在 42.04%~50.65% 取值，说明地形因子对本地
区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的影响始终占绝对主导地位，这也

与 Huang 等[8] 和 Taghizadeh-Mehrjardi 等[4] 的 研 究 结 果 相
一致。
2.2.2

图7

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精度随分辨率的变化特征

不同 DEM 分辨率下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值的精度差异

基于验证点集计算不同分辨率 DEM 下苏北地区耕地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值的均方根误差 （图 7）。可

以看出，土壤有机碳含量的预测精度随分辨率的变化呈现不规律波动，在 DEM 分辨率为 60 m 时预测精度
达到最高 （均方根误差为 2.21 g/kg），而在 DEM 分辨率为 120 m 和 300 m 时预测精度降为最低 （均方根误

差均为 2.30 g/kg），预测精度的最高与最低值相差 4.07%，这说明并不是 DEM 分辨率越高土壤有机碳的预

测精度就越高，盲目追求最高分辨率 DEM 下的土壤有机碳制图不仅不会提高精度，还会增加大量劳力、
物力与财力成本。因此，合理地选择适宜 DEM 分辨率在高精度土壤有机碳制图中是非常必要的。

从图 7 也进一步看出，苏北地区耕地土壤有机碳预测精度随 DEM 分辨率的变化呈现二分式阶段性分

布。以 150 m 为临界点，当 DEM 分辨率在 30~150 m 内增加时，均方根误差呈现“N”字形变化；此时，
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精度与分辨率并无明显的线性关系；而当 DEM 分辨率在 150~300 m 内增加时，均方

根误差整体表现为递增趋势，即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精度整体在降低，这是因为该范围内地形因子的影
响力已相对减弱，地形、气候、植被、土壤与成土母质对土壤有机碳的作用强度趋于稳定，也导致不同

DEM 分辨率下这 5 类因子对土壤有机碳含量的综合影响力没有显著差异，它们影响力变化导致的预测误
差可忽略不计。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随着 DEM 分辨率的增加，地形空间变异因“概化”作用而缺乏细
节的表达，进而通过预测模型的传递和累积，导致土壤有机碳含量的预测精度呈降低趋势。
2.2.3

不同 DEM 分辨率下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值的统计特征差异

不同 DEM 分辨率下苏北地区耕地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值皆在 （图 8a） 6.78~15.7 g/kg，该研究采用自

然断点法将该取值范围分成 5 级：6.78~8.78 g/kg、8.79~9.33 g/kg、9.34~10.01 g/kg、10.02~11.47 g/kg 和
11.48~15.7 g/kg，并分别统计不同分辨率下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值在 5 个值域范围内的取值比例 （图 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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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辨率下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数据集的统计特征

从图 8a 可以看出，不同 DEM 分辨率下苏北地区耕地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的最小值均大于样点处的观

测最小值，而预测的最大值、平均值和变异系数则分别小于相应观测最大值、平均值和变异系数；其中，
变异系数的差异最大，一般在 69.82%~74.23%，而平均值的差异较小，一般在 3.46%~8.40%，这说明无论
DEM 分辨率高还是低，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研究区土壤有机碳预测值离散度都小于观测值离散度，但预

测值的变异程度却明显高于观测值。苏北地区耕地的整体环境特征空间差异大于样点处，也就是说训练
空间的特征多样性小于预测空间；然而，随机森林预测模型是基于训练空间构建的，如若训练空间的环
境特征仅是预测空间的一部分，那么预测模型在预测空间的普遍适用性就相对较弱，预测能力也会随之

减小从而导致误差较大。在该研究中，训练样点的预测误差在 1.04~1.11 g/kg，远小于预测空间的误差，
训练样点所代表的区域环境空间特征由样点数量及其空间分布所决定，这也说明土壤样点的数量与其空
间分布都是影响土壤有机碳预测精度的重要因素。

由图 8a 还可以看出，研究区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结果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与变异系数随 DEM

分辨率的变化也呈二分式阶段性分布 （图 8a）。同样以 150 m 为分界，界线以左，4 个统计特征值随 DEM
分辨率的增加呈现较明显的波动变化，而界线右边，4 个统计特征值随 DEM 分辨率的增加呈现较为平缓
的走向。当 DEM 分辨率大于 150 m 时，地形、土壤、植被、气候和成土母质 5 类因子的影响作用强度趋于
稳定，从而导致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与变异系数等统计特征较为相似。

从苏北地区耕地土壤有机碳预测值在不同区间的分布来看 （图 8b），30 m 分辨率的土壤有机碳含量预

测值在不同区间的统计分布特征与其他分辨率的差异较大，在该分辨率下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值在 8.79~
9.33 g/kg 分布最多，占整个区域面积的 40%，而其余分辨率下预测值均是在 9.34~10.01 g/kg 分布最多，所

占面积占整个区域面积的 47%~53%；此外，30 m 分辨率时，76% 的区域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值在 8.79~
11.47 g/kg，而其他分辨率下，大约 88%~91% 的区域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值分布在此区间范围内。这主要

是地形和气候因子单一或共同作用造成的，不同 DEM 分辨率下，地形和气候因子对苏北地区耕地土壤有
机碳含量预测的影响作用均超过 75%，在 5 类因子中占主导地位[23]。
2.2.4

不同 DEM 分辨率下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值的空间分布差异

不同 DEM 分辨率下苏北地区耕地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值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图 4）。在

DEM 分辨率为 30 m 时，6.78~8.78 g/kg 范围的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盐城，此处高程普遍为 0~19 m；而其他
分辨率下此低值区域则主要分布在徐州，此处高程普遍为 20~56 m。此外，在 DEM 分辨率≥150 m 时，土

壤有机碳含量的较高值区域所占面积比与空间分布特征均较为相似，即所占面积比例都大约为 1/4，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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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主要分布于宿迁中南部、淮安北部、连云港东南部以及盐城东南部。可见，分辨率≥150 m 时，各类
因子相互作用趋于稳定，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值的空间分布特征也较为相似。

3

讨论
地形因子，如高程、坡向和坡度等通过再分配土壤温度、水分等影响土壤有机碳的输入和输出，是

土壤有机碳预测制图的重要环境因子[8]。以往平坦地区的土壤有机碳制图往往认为该地貌类型下地形对土
壤有机碳的影响较小[7, 11]，但该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体平坦但局部地形差异较大的区域，若选择分辨率较

粗的 DEM 进行土壤有机碳预测制图，会因局部地形信息的丢失而导致预测误差较大。进一步的研究也表
明，在 DEM 分辨率选择上并不是越精细就越好，该次研究中，30 m 分辨率下的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精度
小于 60 m 分辨率，这说明 DEM 分辨率的选择中仅仅依赖于主观认知就认为选择较粗分辨率“即可”，可

能会导致预测精度不佳，或者认为选择最细分辨率“最优”，又可能会导致计算或数据获取成本增加。可

见，即使在平坦地区的土壤有机碳制图中，选择适宜的 DEM 分辨率以达到成本与精度相平衡是十分必
要的。

该研究中苏北地区耕地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误差的来源主要有两个：（1） 土壤样点所代表的环境特
征差异小于整个区域，这使得基于训练样点构建的随机森林模型在全区域的适用性较低从而成为误差来
源；（2） 环境变量的源数据尺度不匹配。在该研究中，高分辨率地形因子数据与大比例尺土壤数据库的
信息较为详细，而低分辨率气候与植被数据的信息则较粗略，为实现叠加运算必须进行数据聚合与数据
重采样，而这样的多源数据尺度匹配过程因为信息细节的丢失与重计算不可避免地会引入误差[24]。

4

结论
数字高程模型 （DEM） 的分辨率大小决定区域地貌形态的表达程度，对土壤有机碳制图有重要影响。

从该研究来看，当 DEM 分辨率小于 150 m 时，各个环境因子与各类环境因子的影响作用强度不同，导致

苏北地区耕地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的统计与空间分布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土壤有机碳含量预测精度表现
为波动变化；而当 DEM 分辨率在大于 150 m 时，各类影响因子的影响作用强度较为稳定，研究区土壤有

机碳含量预测的统计与空间分布特征较为相似，但随着 DEM 的 “概化”，环境特征丢失大量空间细节信

息，导致土壤有机碳制图精度呈现整体减小趋势。可见，即使对于局部地形变异程度较大的平坦地区而
言，筛选适宜的 DEM 分辨率是土壤有机碳制图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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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FFECT OF DEM RESOLUTION ON THE DIGITAL SOIL
ORGANIC CARBON MAPPING FOR CULTIVATED AREA IN THE
NORTH OF JIANGSU PROVINCE *
Wu Ting1，2，Wu Qihang1，2，Cao Wenqi1，2，Chen Jingyan1，2，Liu Shaogui3，
Yu Dongsheng4，Shi Xuezheng4，Xing Shihe1，2，Zhang Liming2※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Fujian, China；
2.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Soil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Regulation, Fuzhou 350002, Fujian, China；
3. Yangzhou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tation, Yangzhou 225603, Jiangsu, China；

4.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il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resolution of 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deciding to which level the detail

of geomorphological variation in space of one region could be expressed, thus it has an essential impact on digital

soil organic carbon mapping for mountainous area, and yet which is not very clear for plain area. To figure out that,
digital soil organic carbon mapping for the plain area in north of Jiangsu was performed based on multiple-

resolution DEMs by using Random Forest algorithm. Specif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five type, including terrain, climate, organism, soil and parent material, was

modeled to predict cultivated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of plain area in north of Jiangsu at multiple resolutions,
aiming to explore how DEM resolutions affect the soil organic carbon mapping for areas characterized by marked

topographic variation at local scale. The results were showed as follows. (1) Degree to which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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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type affect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decreased in the sequence of terrain, climate, organism, soil and parent
material at different DEM resolutions. (2) While DEM resolution varied at the range of greater than 150 m, accuracy
of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prediction went down with increased DEM resolution, which could be primarily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environmental features progressively lost details due to DEM aggregation. (3) Terrain was
demonstrated to be the most dominant factor that had influence on spatial variation of soil organic carbon in the

study area. In conclusion, DEM resolution between 60 and 90 meters are optimal for the soil organic carbon

mapping in Subei area where is globally flat whereas varies significantly in local terrain. This research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ttempt to increase precision of soil organic carbon mapping for the area with the similar
geomorphology to this studied area.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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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相结合的形式研讨交流了全国植物组培产

利用植物组培技术培育新品种、创制新种质及离

业化平台和技术研发共同体的构建。来自山东农

体快繁方面的优势，同时为共建种质资源搜集，

业大学、海南大学、广西林业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利用及高校或科研院所协同推进种业品种向高质

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植物组培研究、植物

量、高标准发展提供支撑。政府应加大政策和资

种苗工厂化快速繁育技术与管理的专家学者表示，

金对植物组培转化平台的支持，发挥平台创新资

希望通过平台开展全方位合作与交流，并通过搭

源整合能力，推动更多高产、优质、抗性强、专

建起的植物组培平台为科研成果的有序和快速转

用性高的优良品种走出实验室，进一步提升科技

化提供新路径。种业振兴是我国抢占未来世界科

创新效率，在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的有机融

技制高点的必然要求，植物组培技术作为现代生

合下实现我国种业的弯道超车。

物技术中在脱毒快繁、次生代谢物应用等方面应

种业振兴是“藏粮于技”的重中之重，植物

用最为广泛的技术，理应成为挖掘种业潜能、提

组织培养技术为加速攻破种业“卡脖子”技术，

升农业产能的有力推手。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提供了有

广泛搭建植物组培转化平台，解决创新链、

力支撑。但同时，种业发展是一个艰巨且漫长的

产业链、价值链“三链脱节”问题。目前我国农

过程，广泛搭建植物组培转化平台，推动科研成

业科技与农业生产创新链布局难以为农业生产实

果和技术转化的有机融合，既是夯实种业发展发

践提供集成技术及整体成果产出解决方案，科技

展基础条件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我国现代农作

立项执行的转化拓展与农业生产粘合度低，主要

物种业体系的必然要求。

瓶颈还是农业科技成果链条长、周期长。植物组
培转化平台可依靠大量科研院所的科研资源充分

文/杨玉珍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