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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森林资源调查空间平衡抽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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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抽样方法因存在适应性弱、空间相关性高等缺陷，越发不适用我国的森林资源调查。随着调查精度要

求提高和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空间平衡抽样 （ＳＢＳ）的理论与方法应运而生。以海口市为研究案例，对空间平衡
抽样与传统抽样方法进行抽样精度、抽样效率和空间相关性等性能指标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１）在海口市各
地类面积模拟抽样中，抽样精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空间平衡抽样＞系统抽样＞简单随机抽样；２）在模拟抽样性能
评价中，空间平衡抽样的空间相关性、抽样精度和抽样效率均优于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通过研究，以期为

森林资源调查探索出更为经济适用的方法途径，为提高森林资源调查效率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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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森林资源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构建主体，在林

业可持续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也是社会经济

发展的基础与根本［１］。因此，定期进行森林资源调

查，了解森林资源的增减动态变化，对森林资源的

保护与发展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因受到经济条

件和时间等因素的制约，目前仍以抽样调查为主要

技术手段［２］。我国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才逐步开
展全国的森林资源调查工作。在５０年代初期，调查
主要以经纬仪、罗盘仪等测量工具为技术手段；５０
年代中期时创建了以目测调查为主，航空拍摄为辅

的森林调查技术体系，此后还引进角规测树技术。

而到６０年代后，国外抽样调查技术方法的引进也促
进了我国森林调查技术体系的革新与突破［３－４］，并

在７０年代后期逐渐趋于完善［２］。然而随着社会

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我国的森林资源调查内容的

增加和调查精度要求的提高［５］，传统抽样方法的

局限性也越发突出。传统抽样方法在森林调查中

具有空间关联性较强、工作量大以及无法进行多

方案模拟试验分析等不足，因此，设计研制出具有

严格统计学基础、低成本高效率、适应性强的抽样

方法及其模拟软件已成为林业工作者的一项重要

研究内容。

由于森林资源调查因子中，多是区域变化变

量，而不是纯随机变量，因此空间抽样技术，这种兼

具考虑空间相关性的理论方法应际而生［６］。空间

平衡抽样（Ｓｐａｔｉａｌ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ＢＳ）在 １９９７
年由美国Ｓｔｅｖｅｎｓ提出［７］，在算法设想上不仅结合了

传统抽样的优点，还强调了在抽取样本时的空间随

机等概和均匀分布，并尽可能过滤无反应样本单

元，提高抽样精度。空间平衡抽样在国外仍处于理

论探索开发阶段［８－１３］，而有关空间平衡抽样的理论

与应用研究在国内也尚处于起步阶段。李明阳

等［１４－１８］在空间平衡抽样上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如在

森林资源调查、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及野生哺乳动

物调查等多方面应用中，对于空间平衡抽样方法的

原理与应用展开了相关的探讨。空间平衡抽样以

ＧＩＳ为技术手段，在抽样框创建、可视化、定位寻找
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为森林资源抽样调查提供了

一种新型的方式。

本文以海口市作为研究对象，以 ＧＩＳ平台为技
术支撑，以２０１７年海口市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ＯＬＩＴＩＲＳ遥感
影像数据和同期海口市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本底数

据为主要信息源，对遥感图像进行校正、融合等预

处理步骤，按照森林调查类型分类标准，获取各类

型的准确资料。通过简单随机、系统、空间平衡３种
不同抽样方法，提取样本信息，并对研究区域的地

类信息进行参数估算。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抽样结

果的抽样精度、抽样效率和空间相关性等性能评价

指标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森林资源调查探索出更

为经济适用的抽样方法。

１　研究区域概况
海口市位于海南岛东北部，地理坐标１９°３２′～

２０°０５′Ｎ，１１０°１０′～１１０°４１′Ｅ，是海南省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下辖４个区２１个街道２２个镇２０７个社区
２４５个行政村［１９］。北临琼州海峡，东邻文昌，南接

定安，西邻澄迈。海口市陆地面积２２８４４９ｋｍ２；地
形西南高东北低，以滨海平原地貌为主，海拔较低，

马鞍岭为隆起最高点；全年日照充足，气候宜人，年

均气温２４２℃，年均降水量２０６７ｍｍ，年均蒸发量
１８３５ｍｍ［２０］；植被类型丰富多样，其中，天然植被主
要有滨海红树林、稀树灌木、稀树草原、热带滨海沙生

等群落，人工植被则主要有桉树（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ｒｏｂｕｓｔａ）、
橡胶（Ｈｅｖｅａ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木麻黄（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ｆｏ
ｌｉａ）、椰子林（Ｃｏｃｏｓｎｕｃｉｆｅｒａ）等。全市林地面积总共有
１００３２７２０ｈｍ２，活立木蓄积量为 ２７２０４４５ｍ３，具有天
然林资源较少，商品林比重高，热带经济林优势突

出，优势树种分布具明显区域性，森林树种较为单

一的林地特征。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２０１７年海口市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来源于
海口市林业局。按林地分类标准，分为有林地、疏

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无立木林

地、宜林地、非林地等８个地类（图１（ａ）），根据矢量
数据统计各地类的面积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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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海口市Ｌａｎｄｓａｔ８ＯＬＩＴＩＲＳ遥感影像数
据来源于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ｓ：／／
ｇｌｏｖｉｓｕｓｇｓｇｏｖ／），轨道号为 ｐ１２４／ｒ４６，全色波段分
辨率为 １５ｍ×１５ｍ，多光谱波段分辨率为 ３０ｍ×
３０ｍ。以海口市行政界线为掩膜，裁剪获得研究区
域遥感影像，并经过校正、融合和彩色变换等预处

理后，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的栅格计算器生成研究区
域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栅格图，作为空间平衡抽
样包含概率图层的输入信息源，空间分辨率

３０ｍ［２１］。计算公式为：

ＮＤＶＩ＝ＮＩＲ－ＲＮＩＲ＋Ｒ （１）

式中：ＮＩＲ表示近红外波段，Ｒ表示可见光红
波段。

２２　抽样方法实现
在２０１３年的海南省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

（一类调查）中采取系统抽样的方式以４ｋｍ×３ｋｍ
间距网格进行布样调查，其中在海口市内共布设

１８５个固定样地。本文为了研究系统抽样、随机抽
样和空间平衡抽样等３种方法的性能，样本容量均
抽取１８５个样点进行比较分析，其抽样样本的实现
分别采取以下方法：

１）传统抽样。２种传统抽样方法均利用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外挂的Ｈａｗｔｈ’ｓＴｏｏｌｓ分析工具进行抽样（图１
（ｂ）、图１（ｃ））［２２］。
２）空间平衡抽样。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算法有２

种：ＧＲＴＳ和 ＲＲＱＲＲ［３，２３］。研 究 主 要 采 用 了
ＲＲＱＲＲ算法，其算法设计的步骤为：ａＭｏｒｔｏｎ二维
编址。将区域划分为４个大小一致的板块并分别编
码为１—４，为 Ａ１层；Ａ１层中每一板块再同样划分
成４个板块并编码生成Ａ２层；由此递归下去直至产
生Ａｎ层，并对 Ａ１—Ａｎ层中的每一板块进行分层编
址。ｂ四分递归排序。即将每一板块的 Ｍｏｒｔｏｎ编
址按顺序逐一转换成一维线性地址，编码为 Ｂ（０—
ｎ）。ｃＭｏｒｔｏｎ反向编址。将开头生成的每一板块
中的Ｍｏｒｔｏｎ地址的顺序颠倒，重新编址，并在此基
础上同时进行反向Ｍｏｒｔｏｎ排序，转换成反向一维线
性地址，编码为Ｂ′（０—ｎ）。ｄ增加抽样随机成分，
加入包含概率栅格层，生成平衡抽样样本点（图 １
（ｄ））［２２，２４］。对反向 Ｍｏｒｔｏｎ地址进行随机排列，保
证抽样样本的空间随机性；加入包含概率栅格图

层，并结合反向 Ｍｏｒｔｏｎ排序栅格图层进行过滤运
算，使无反应样本单元的出现度大大降低；经过滤

后的栅格图层再进行随机抽样，便可产生空间平衡

抽样方案。ＲＲＱＲＲ算法是在 ＡｒｃＧＩＳ平台上通过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编程实现。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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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抽样结果示意图
Ｆｉｇ１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３　抽样评价指标
针对不同抽样方法的性能评价，研究选取了空间

关联性、抽样效率和抽样精度来作为评价指标［２５－２６］。

空间关联性选取空间自相关系数Ｍｏｒａｎ’ｓＩ（简称Ｉ）、
Ｚ值来衡量；抽样效率选用 ＮＤＶＩ均值来衡量，均值
越大，抽样效率越高；抽样精度则采用ＮＤＶＩ变异系
数来衡量，变异系数越大，抽样精度越低。

为评价样点的空间关联特征和聚集性，以样点

的ＮＤＶＩ值为数据源进行分析。３种抽样方法中的
样点ＮＤＶＩ值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进行提取，空间自相关指
数Ｍｏｒａｎ’ｓＩ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空间分析模块完成计
算［２２］。计算公式为：

Ｉ＝
ｎ∑ｎ

ｉ＝１∑
ｎ
ｊ＝１ｗｉｊ（ｘｉ－ｘ）（ｘｊ－ｘ）

∑ｎ
ｉ＝１∑

ｎ
ｊ＝１ｗｉｊ∑

ｎ
ｉ＝１（ｘｉ－ｘ）

（２）

式中：ｎ表示空间单元容量，ｘｉ和 ｘｊ表示 ｘ在 ｉ

单元和ｊ单元的值，ｗｉｊ表示相邻权重矩阵。
在３种抽样生成样点的基础上，分别以样点为圆

心，生成半径为１４５７ｍ的样圆（面积６６６６７ｍ２），与
海口市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叠加，得到每个样圆

的各地类面积。统计分析３种抽样方法的海口市各

地类的面积百分比，并与实际二类调查成果进行比

较，同时计算调查精度［２７－２８］，计算公式为：

Ｐｃ＝１－［︱ｓ－ａ︱／ａ］ （３）
式中：ｓ为各抽样方法获得的各地类面积，ａ为

二类调查中的各地类面积。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抽样调查方法精度分析

从表１可以看出，因研究区内疏林地、未成林造
林地和无立木林地面积占比很少，３种抽样调查方
法中的样本点主要集中分布在有林地、灌木林地、

苗圃地和宜林地这４种类型中。３种不同抽样方法
的总体平均精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空间平衡抽样

（９５８６％）＞系统抽样（８８０４％）＞随机抽样
（７７１９％），空间平衡抽样的精度最高，随机抽样的
精度最低。从海口市各地类类型面积比例与二类

调查数据相比较来看，３种不同抽样方法的调查精
度趋势同样表现为空间平衡抽样最高，随机抽样最

低。随机抽样虽简单易行，但样本点空间易分布不

均，导致了较低的精度；系统抽样虽保证了样本点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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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匀分布，但也存在抽样误差不能合理计算和调

查因子的周期性变化等２点缺陷，因此精度居中；空
间平衡抽样则结合了两者的优点，使样本空间格局

与总体空间格局具有近似型，因而精度较为理想。

表１　不同地类抽样方法精度分析
Ｔａｂ１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ｅｓ ％

森林类型
抽样调查各地类面积比

系统抽样 随机抽样 空间平衡抽样

二类调查

各地类面积比

调查精度

系统抽样 随机抽样 空间平衡抽样

有林地 ７７２１ ７４７６ ７４４９ ７４１７ ９５９０ ９９２０ ９９５７

疏林地 — — — ０２５ — — —

灌木林地 ４３８ ２２４ ４１９ ３９８ ８９９５ ５６２８ ９４７２

未成造林地 — — — ０３５ — — —

苗圃地 ４３７ ４５９ ６５８ ６０２ ７２５９ ７６２５ ９０７０

无立木林地 — — — ０２６ — — —

宜林地 １４０４ １８４２ １４７５ １４９８ ９３７２ ７７０４ ９８４６

合计／平均值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８０４ ７７１９ ９５８６

３２　不同抽样结果性能比较分析
从表２可知，从高到低依次排序：空间相关性结

合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和Ｚ值来看，趋势为系统抽样＞随机
抽样＞空间平衡抽样；抽样精度趋势为空间平衡抽样
（０３１１９）＞系统抽样（０３９２０）＞随机抽样（０４２２３）；
抽样效率趋势为空间平衡抽样（０４０８９）＞系统抽
样（０３８３２）＞随机抽样（０３７７３）。总体来看，系
统抽样空间相关性最高、抽样效率和抽样精度居

中；随机抽样空间相关性较高，抽样效率与抽样精

度最低；空间平衡抽样的抽样效率、精度及空间相

关在３种方法中均属最优。空间平衡抽样主要强调
了在抽取样本时的空间随机等概和均匀分布，并尽

可能过滤无反应样本单元，从而使抽样精度和效率

大幅提高。因此，与传统抽样方法相比，空间平衡

抽样优势更为突出。

表２　不同抽样结果性能分析

Ｔａｂ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抽样方法 抽样效率 抽样精度
空间关联性

Ｍｏｒａｎ’ｓＩ Ｚ值

系统抽样　　 ０３８３２ ０３９２０ ０２２０２ ４０４８７

随机抽样　　 ０３７７３ ０４２２３ ００９２８ ３００４２

空间平衡抽样 ０４０８９ ０３１１９ ００９３３ ２００６５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本文以海南省海口市为研究区域对象，以２０１７
年海口市Ｌａｎｄｓａｔ８ＯＬＩＴＩＲＳ遥感影像数据和同期
海口市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本底数据为数据基础，经

过图像预处理，按林业调查森林类型分类标准，获

取各类型的准确资料。同时选取 ３种不同抽样方
法，通过参数提取与估算对各样本点的地类信息进

行研究。在此基础上，采用抽样精度、抽样效率和

空间相关性这３种评价指标对３种抽样方法进行分
析，以期为森林资源调查探索出更为经济适用的抽

样方法。所得结论如下：

１）海口市森林地类面积模拟抽样方法调查精
度分析表明，在随机、系统、空间平衡３种抽样方法
当中，空间平衡抽样精度最高，系统抽样精度居中，

随机抽样精度最低；同时，从海口市各地类类型面

积比例来看，３种不同抽样方法的调查精度趋势同
样表现为空间平衡抽样最高、系统抽样居中、随机

抽样最低。

２）海口市森林蓄积量模拟抽样方法性能评价
分析表明，空间平衡抽样在空间相关性、抽样精度

和抽样效率这３方面均优于随机抽样和系统抽样。
与传统抽样方法相比，空间平衡抽样优势更为突

出；而在２种传统抽样方法中，系统抽样也较随机抽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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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更占优势。

４２　讨论
传统的抽样调查法在森林处于大面积连续分

布的状况时，可以获取较为精确的数据。但由于科

技的发展和人为干扰活动所造成的森林生境破碎

化和资源日益枯竭，从而导致森林资源存在大量点

状、线状或面状分布的情况，传统抽样方法则难以

对此进行精准测定。因此，探索开发与研制改进出

更为适用的森林抽样方案迫在眉睫［１６，２９－３０］。

在繁杂多样的抽样方法中，每种抽样方法都各

有其优缺处。本研究结合前人众多的研究成

果［５，１４－１８，２８］，对空间平衡抽样与２种传统抽样方法
的优缺点进行对比。如表３所示，与传统抽样方法
相比：空间平衡抽样无论是在调查成本的减少还是

在抽样精度的提升上均具有明显的优势［１４，１７］，本研

究所得结论也验证了这一结果；但如果样本容量与

理论计算容量相差过多，且抽样强度不够时，样本

可能存在无法均匀分布的情况［１５－１６］；空间平衡抽样

属于不等概抽样，在算法设计和实施上较之传统抽

样更为复杂困难，但随着３Ｓ技术的推广与普及，有
效地降低了空间平衡抽样的实施难度。

表３　传统抽样与空间平衡抽样的比较
Ｔａｂ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评价指标 简单随机抽样 系统抽样 空间平衡抽样

变异性 高 中 低

空间分布 不均匀 均匀 不均匀－均匀

抽样概率 等概 等概 不等概

抽样成本 中等 高 低

方法难易度 简单 简单 复杂

适应性 强 弱 强

与传统经典抽样方法相比，空间平衡抽样的方

法理论还存在较多不完善之处，还有待未来更深入

的研讨。比如样本点面积大小、抽样框栅格图层大

小、抽样强度大小、抽样软件像元分辨率限制和多

环境因子的选择等因素均对空间平衡抽样存在一

定影响［１８，２２，３１－３２］。此外，空间平衡抽样设计成本与

样本代表性的权衡、空间辅助信息在参数估计中的

应用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学者们在未来的研究中

去一一解决［３３］。最后，研究中所得结论是建立在海

口市地区的森林结构复杂多样、调查因子空间自相

关性强等特征的基础上，但在其他地区的森林调查

中是否适用还不得而知，尚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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