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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的综述与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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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效评估生物多样性状态、变化是实现其保护的基础ꎬ而迄今仍缺乏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生物多样性评

估方法ꎮ 该文综述了国内外生物多样性的测度及评估方法ꎬ以及各方法在应用中存在的局限性ꎮ 源于基础生态学
研究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主要集中在物种、群落水平上ꎬ并以 α、β、γ 等多样性指数进行测度ꎬ强调的是物种丰富
度及多样性指数的计算等ꎮ 当面向保护和管理需求时ꎬ一些基于单一研究目标如栖息地导向、ＧＡＰ 分析、热点地区
划分、代理指标等评估方法得到应用ꎬ同时通过遥感、模型模拟等技术手段加以开展ꎮ 这类评估强调的是生物多样
性的一个侧面ꎬ难以全面反映生物多样性状态、变化、威胁及其政策决策系统的响应等综合因素的影响ꎮ 目前ꎬ基
于 ＤＳＰＩＲ 概念框架的综合评估方法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ꎬ而在中国正面临评价指标构建及其赋权的复杂性等困
难ꎬ因此亟需一套适合国情的综合评估方法体系ꎬ同时对国外一些适用的快速评估方法应予以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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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丧失、 生物入侵、 气候变化等诸多因素

面) 进行专门评估ꎬ 在空间尺度上ꎬ 可以是全球的、

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威胁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已

区域的、国家的、保护区的等ꎬ也可以是多时间序列

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事件ꎮ 评估生物多样性现状ꎬ

状态下的趋势变化等ꎮ

识别其受威胁因素是有效保护的基础ꎬ可为保护管

目前已有众多方法应用到生物多样性的评估

理与政 府 决 策 提 供 科 学 依 据ꎮ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中ꎬ包括基于生态学研究的测度方法和面向决策领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ＣＢＤ) 制定了明

域的综合评估方法ꎮ 然而ꎬ生物多样性受到不同政

目标ꎬ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如何评估生物多样性

的、国家的、 市政的等等) ꎬ 其评估仍然是一个异常

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ꎬ但要评估是否实现保护
的状态、变化等ꎮ

体水平下各种行动策略的影响( 诸如世界的、 欧盟
复杂而困难的问题ꎬ迄今为止仍缺乏一个被广泛接

一般意义上ꎬ生物多样性表征的是可在基因、物

受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框架ꎮ 本文对当前国际上存在

种、种群、生态系统( 栖息地) 、景观等水平上得以观

的众多生物多样性测度、评估方法进行了综述ꎬ对各

测的多样性ꎬ包括数量、丰富度等ꎬ而 ＣＢＤ 提出更为

类评估方法的应用范围及优缺点进行了探讨ꎬ以期

综合的生物多样性概念“ 地球上( 包括陆地、 海洋、

为及时、准确的中国国家生物多样性评估提供方法

其他水域、冰雪区等生态系统) 所有生命有机体的

论的科学参考ꎮ

变异性及它们包含的生态复杂性ꎬ包括物种内部、种

１

间及生态系统间的多样性” ꎮ 因此ꎬ 生物多样性评
估是系统收集生物多样性状态、压力、驱动力、影响
与响应等方面的信息ꎬ通过分析做出有关生物多样
性状态、变化的定量或定性判断ꎬ 为保护提供决策
过ꎮ 生物 多 样 性 的 评 估 也 可 以 是 对 某 一 专 项 (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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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指标测度
传统的生物多样性指数都是在物种、群落调查

的基础上产生的ꎮ １９４３ 年ꎬ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在研究昆虫多
度关系时提出了多样性指数(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的
概念ꎮ １９３４ 年 Ｆｉｓｈｅｒ 研究群落物种 － 多度关系时应
用了多样性指数ꎬ算是最早的生物多样性定量评估
指数ꎮ 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主要侧重于群落多样性研
究ꎬ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提出了生物群落多样性的 ３ 个空间尺
度ꎬ即 α、β、γ 多样性ꎮ Ｗｉｅｇｌｅｂ 将这些传统的生物多
样性测度方法总结为两种定量评估生物多样性的途
径ꎬ即生命体本身的多样性及其之间的差异性ꎬ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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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物种丰富度、均匀度等、如 α 多样性ꎬ后者包括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以及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等ꎮ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

差异性、空间异质性等ꎬ如 β 和 γ 多样性ꎮ 此外ꎬ这

样性指数也称优势度指数ꎬ对群落中常见物种的评

些指数多来源于基础的生态学研究ꎬ强调物种丰富

价较为准确ꎬ但对稀有物种的贡献较小ꎬＳｈａｎｎｏｎ －

度统计、多样性指数的计算等ꎮ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与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正好相反ꎬ对常见

α 多样性表征物种丰富度、相对多度、均匀度等

物种的测度并不敏感ꎮ 当然在实际应用中ꎬ应选择

特征ꎬ因此也包含了最基本的多样性指数即物种数

最具针对性的测度方法ꎮ 例如ꎬ洪伟和吴承祯运用

量及物种丰富度指数ꎮ α 多样性关注的是群落内部

分形理论对 Ｓｈａｎｎｏｎ －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进行了改进ꎬ并

的特 征ꎬ 也 被 称 之 为 生 境 内 的 多 样 性 ( Ｗｉｔｈ － ｉ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ꎬ而 β 多样性强调沿生境梯度的物
种组 成 的 异 质 性ꎬ 也 称 之 为 生 境 间 的 多 样 性
(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ꎬγ 多样性关注的是区域

应用到中国武夷山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评价中ꎮ

２

几种新近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
上述传统的生物多样性测度指数基于科学的假

或大 陆 尺 度 的 物 种 数 量ꎬ 也 称 为 区 域 多 样 性

设检验为基础ꎬ主要应用于样地、站点、斑块等尺度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ꎮ

上的生物多样性测度ꎬ而实践中ꎬ没有这样的指标能

α 多样性关注的是群落内部的特征ꎬ 其物种丰

阐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目的ꎬ因此在保护、管理

富度指数是最古老的物种多样性测度指数ꎬ当应用

的决策领域ꎬ生物多样性评估不得不考虑更多的因

到特定野外样地调查的群落水平的评估时较为适

素ꎬ采取一些能适应国家等 更 大 尺 度 上 评 估 的 方

宜ꎬ但会忽视群落中常见种和稀有种的贡献ꎮ 而物

法ꎮ

种相对多度模型弥补了这一不足ꎬ物种相对多度模

２.１

型通过建立“ 种 － 多度曲线” ꎬ能更好地反映群落中
从常见物种到罕见物种对多样性的贡献ꎬ但这样的

基于保护目标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

２.１.１

以栖息地为导向的评估方法

生物多样性评估中ꎬ由于受直接测度数据的限

方法也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群落类型ꎮ 也有将物种

制ꎬ多数环境政策依靠评估物种和栖息地的关系进

丰富度和相对多度进行综合的指数ꎮ β 多样性是反

而评估保护状态ꎬ因此ꎬ以栖息地为导向的评估方法

映生境梯度变化下物种替代程度的生物多样性指

受到广泛应用ꎮ 欧洲栖息地指令ꎬ就是基于物种和

数ꎬ体现群落组成的变异程度ꎬ指示生境被物种分隔

栖息地监测的生物多样性变化评估的典型案例ꎮ

的程度ꎮ β 多样性包括属性数据指标和数量数据指

以栖息地为导向的评估中ꎬ生境是重要的因素

标ꎬ属性数据指标可以用来测度不同地段的生境差

之一ꎮ 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 －

异性ꎮ 属性数据能较为真实地表征群落更替程度ꎬ

ｎｃｙꎬ ＴＮＣ) 也强调生物多样性评估中生境的重要

但存在过高估计稀有种的作用ꎬ而数量指标更为客

性ꎮ 当前ꎬ对生境的评价主要是依据受保护物种评

观ꎮ 高贤明等对高山草甸的研究中也验证了这一结

价生境的敏感性ꎬ 诸如以国家保护的动、 植物为指

论ꎮ β 多样性受到群落间土壤、 地貌及干扰等生态

标ꎬ分析各种生境中物种丰富度及其重要性ꎬ即根据

因子的控制ꎬ多强调生态系统的相似性及物种间的

评价区内国家级保护物种对象的分布情况进行评

差异ꎬ但其没有对空间显式的景观异质性加以反映ꎬ

估ꎮ 另一方面ꎬ 生境的同质化( 与表征生境异质性

而 γ 弥补了这一空缺ꎮ γ 多样性强调景观水平的多

的 β 多样性指数相对应) 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主要

样性ꎬ受到区域范围的水热、气候、物种演化等生态

威胁ꎬ 因而也可以作为生物 多 样 性 损 失 的 预 警 信

过程的控制ꎬγ 多样性高的生境一般是地理上相互

号ꎮ Ｔｊøｒｖｅ 提出 ＭＨＭ 模型( Ｍｕｌｔｉ －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Ｍｏｄｅｌｓꎬ

隔离但又相邻的地区ꎮ
与上述 α、β、γ 多样性相对应的一些传统的生物

ＭＨＭ) ꎬ用以评估多栖息地类型景观下的物种丰富
度ꎬ该模型受到广泛应用ꎮ 这一模型充分考虑了栖

多样性测度指数主要表征物种丰富度、变化度、均匀

息地的属性特征ꎬ但忽视了物种对不同栖息地的响

度、优势度、多度等特征ꎬ但依靠统计学中的理论分

应ꎮ Ｐｅｒｅｉｒａ 和 Ｄａｉｌｙ 提出的乡村模型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布参数去测度群落物种多样性存在很大的局限性ꎬ

Ｍｏｄｅｌ) 考虑了不同物种类群对人类或自然干扰下

因此ꎬ产生了一些与物种多度分布格局独立的多样

的不同栖息地的利用差异ꎬ因而物种对栖息地变化

性指 数ꎬ 应 用 较 为 广 泛 的 有 Ｓｉｍｐｓｏｎ、Ｓｈａｎｎｏｎ －

的响应得到更加精细的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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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上 还 有 利 用 一 个 简 明 的 复 合 指 数
ＮＣＩ(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ꎬＮＣＩ) ꎬ 对自然栖息地的

３

地区时ꎬ不能保证总的物种多样性受到保护ꎮ
事实上ꎬ在评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时候ꎬ其

数量及质量数据进行综合分析ꎮ 这一指数认为ꎬ生

依据或指标不一而足ꎮ 有学者就强调物种丰富度、

物多样性损失包含栖息地或生态系统数量损失ꎬ以

稀有性和物种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等因素也应予

及因气候变化、破碎化、污染等导致的栖息地质量下

以重视ꎮ 世界自然基金会( ＷＷＦ) 以重要生态区为

降ꎬ这一方法已经应用到北欧如芬兰、瑞典等国家ꎮ
国内ꎬ依据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和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ꎬ确定不同评价区域内分布的国家保
护动、植物的数量和等级ꎬ然后计算不同评价区域的
生境敏感性指数与敏感性指数密度ꎬ也是栖息地为
导向的评估方法的应用ꎮ 吴鹏飞等运用这一方法计

基础确定了全球 ２００ 个重要生态区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 －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０) ꎮ 显然ꎬ热点地区也可利用区域内物种
丰富 度、 相 对 多 度 进 行 确 定 ( 诸 如 Ｓｉｍｐｓｏｍ 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等) ꎮ 倪健等基于多元统计的方法开
展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地理区划ꎬ确定出 １８ 个

生物多样性中心区域ꎮ 李智琦等对生物多样性热带

算了生境敏感性指数密度ꎬ评价了重庆生物多样性

地区的概念与优先保护区进行了辨析ꎬ研究认为物

生境敏感性ꎮ 然而ꎬ这一方法存在的缺点是敏感性

种丰富度是生物多样性评价的依据ꎬ是确定热点地

指数仅能反映出物种的丰富度与重要性ꎬ不能反映

区的关键ꎮ 然而ꎬ这些方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

某一区域内物种的集中程度ꎮ

性ꎮ 因为ꎬ多度会随时间而变化ꎬ而丰富度指数不能

２.１.２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为目标的评估方法

反映物种的濒危程度及物种的特有性ꎮ 美国大自然

Ｍｙｅｒｓ 在分析热带雨林受威胁程度的研究中ꎬ提

保护协会(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ꎬＴＮＣ) 提出了更

出了 热 点 地 区 (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的 概 念ꎬ 受 到 保 护 国 际
(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
的倡导ꎬ并在国际上形成较大影响ꎮ

在热点地区评估时ꎬ众多研究将物种的特有性
作为关键或重要的依据ꎮ Ｍｙｅｒｓ 和保护国际( ＣＩ) 依

加全面的以生境为主的生物多样性优先重点区域ꎮ
陈灵芝提出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确定的条件ꎬ
确定了中国 １４ 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

关键地区ꎮ 蒋志刚等提出丰富性、特殊性、受威胁程
度和经济价值作为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的划分原

据物种特有性程度和受威胁程度 ２ 个指标确定了全

则ꎮ 在«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 中ꎬ根据物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中ꎬ为评估每个生物地理单元和省

意义的生物多样性重要关键区域ꎮ 刘广超和陈建伟

球 ２５ 个热点地区ꎮ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 等在« Ａ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种丰富度和特有种的数量确定出中国 １７ 个有全球

份ꎬ把生物资源特有性作为主要量纲指标ꎬ 并提出

构建了生物特有种的种数、国家各级重点保护动物

“ 生物多样性重要分值” 概念ꎬ研究依据物种的特有

种数等 ７ 个指标ꎬ运用综合指数法ꎬ评价生物多样性

一方法确定了泰国四个植 被 地 理 分 布 区ꎬ 预 测 了

巨大差异ꎬ难以体现国家层面上需重点保护的生物

２０５０ 年气候变化情景下植被分布的变化ꎮ Ｒａｅｓ 等

多样性区域ꎮ

种分布模型模拟ꎬ 定量评价了赤道附近区域、１０ ×

方面ꎬ大尺度的数据资源的精确度难以保证ꎬ而且有

１０ ｋｍ 空间分辨率下的物种丰富度及特有性ꎬ 然后

些干脆是来源于专家估计ꎮ 再次ꎬ多数研究依据物

利用物种出现的空间格网数量ꎬ进行特有性指数赋

种的特有性作为确定热点地区的关键指标存在一定

值ꎬ确定特有性热点地区ꎮ 这一方法可以应用于任

的风险ꎬ因为特有性与物种丰富度并不一定相关ꎬ因

何具有丰富物种分布记录的地区ꎮ 也有研究根据种

此ꎬ不同尺度上的植物区系、生境、生态过程也应得

－ 面积和特有性区域( Ｅｎｄｅｍｉｃｓ － Ａｒｅａ) 的关系进行

到考虑ꎮ

性确定单元格网的特有性指数ꎮ Ｗｅｌｚｅ 等也利用这

利用荷兰国家标本馆记录的 ４４ １０６ 个标本ꎬ通过物

确定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ꎬ通常是依据总的物种数
目和特有种或受威胁物种数目来确定ꎮ 但是ꎬ用特

热点地区ꎬ但其所采用指标未能兼顾到各气候区的

热点地区的评估方法主要用于大尺度上ꎬ另一

２.１.３

基于 ＧＡＰ 分析的评估方法

在生物多样性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未受保

有或受威胁物种代替总体物种的生物多样性状况这

护的区域被称之为 ＧＡＰꎮ ＧＡＰ 分析最早作为一种有

一方法目前受到质疑ꎮ 另外ꎬＶｅｅｃｈ 指出ꎬ用种 － 面

效的手段应用于评估保护区系统内陆地生物多样性

积关系定义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方法应用到热带

的代表性ꎬ但其寻找保护区系统没有被代表的物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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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境类型( Ｇａｐｓ) 、并确定其所在区域加以保护的

生物多样性状态、变化等ꎮ

分析过程ꎬ正适应了评估未来濒危物种对象的需求ꎬ

近年来ꎬ基于生物多样性短期变化监测的生物

可以快速评价不同尺度上生物多样性要素分布及保

多样 性 快 速 评 估 ( Ｒａｐｉ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ꎬ

护状态ꎮ

ＲＢＡＳ) 受到关注ꎮ 这种方法能够提供生物多样性

ＧＡＰ 分析无疑是一种区域生态尺度上生物多样

在迅速的动态过程中物种变化信息ꎬ从而为物种保

性快速有效评估方法ꎮ 基于区域内植被状况、物种

护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持ꎮ 生物多样性代理指标的

分布及其丰富度等信息ꎬＧＡＰ 分析能评估当地动植

运用是实现生物多样性快速评价的重要途径ꎬ国际

物受保护程度ꎮ 北美森林生物多样性评估采用 ＧＡＰ

社会正积极寻求使用指示物种等来表示生物多样性

分析方法ꎬ评估受保护森林类型的代表性水平ꎬ因此

的方法ꎬ国内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还较少ꎮ

也成为美国评价整个国家生物多样性所有成分所处

代理指标的方法为一些无法获取详细数据区域

保护地位的关键途径ꎮ ＧＡＰ 分析的方法除美国广泛

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提供了一种可行而有效的途径ꎬ

应用以外ꎬ欧洲、非洲、亚洲等地区的众多国家均有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ꎮ Ｍａｒ

开展ꎬ而且也被广泛应用到保护风险评估中ꎮ 国内

等就认为生物多样性评估中ꎬ将顶级捕食者作为代

李迪强等及田自强等应用该方法对青海湖及神农架

理指标其应用价值并不显著ꎮ 还有研究将受威胁物

地区生物多样性进行了评价ꎮ

种潜在的影响作为评估重点ꎬ但受威胁的物种对干

在 ＧＡＰ 分析中ꎬ土地受保护状态的划分依据是
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功能而不是特有的土地利用类型
或生态性ꎬ运用 ＧＡＰ 分析的方法ꎬ能够找出受保护

扰的响应很难作为生物多样性总体变化的代表ꎮ
２.３

基于遥感技术的评估方法
近年来ꎬ遥感数据已经广泛应用于生物多样性

的、未被保护的、 需恢复的、 健 康 的 等 各 种 类 型ꎮ

评估中ꎮ 遥感影像实现了生态系统多样性及系统内

ＧＡＰ 分析评估方法的优点在于数据需求相对直接ꎬ

结构要素的评估ꎬ提供了多源数据支持下的跨越时

尤其是与其他生态指标相比ꎬ能够利用物种和植被

空尺度的评估ꎮ 遥感评估可以从单个物种到全球尺

分布变化对管理状况进行快速评估ꎬ而主要的缺点

度ꎬ全面覆盖了宏观尺度上的结构数据ꎮ

在于土地状态是潜在土地利用活动及区域内生物响

２.３.１

应的粗略概括ꎬ且与群落中的许多物种的脆弱性关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生物多样性评估

基于遥感数据的生物多样性评估可以在不同尺

系只是一个微弱的关联ꎬ难以反应生境的质量ꎮ

度上开展ꎮ 全球尺度上ꎬ利用卫星影像判读影响物

２.２

种丰富区分布的因素ꎮ 在区域或国家尺度上生物多

基于代理指标的评估方法
当前生物多样性评估极大地依赖于数据的可获

样性评估ꎬＧＡＰ 分析是较为典型的应用ꎮ 在景观尺

取性ꎬ受直接测定的限制ꎬ许多情况下不得不依赖于

度上ꎬ基于中尺度物种丰富度与景观异质性相关的

代理指标的方法进行评估ꎬ诸如基于栖息地、物种替

观点ꎬ利用遥感图像计算景观指数ꎬ 如破碎度指数

代等方法ꎮ 此外ꎬ许多非直接的测定诸如保护区面

(８５) 、完整性指数、香浓多样性指数ꎬ进而评估物种

积、自然性程度、生态区结构、栖息地特征等均可被
作为代理指标加以应用ꎮ

组成的丰富 度ꎬ 是 一 种 简 洁 而 有 效 的 评 估 方 法ꎮ

Ｔｅｌｌｅｒｉａ 等利用这一方法研究发现土地利用变化形

代理指标运用的是一类与生物多样性及其时空

成的森林破碎化使欧洲鸟类丰富度呈显著下降趋

分布具有统计相关性的特殊生物类群或环境因子ꎬ

势ꎮ 物种或斑块尺度上ꎬ应用较多的是直接利用遥

其中生物类群包括多样性指示类群如鸟类、昆虫等ꎬ

感数据对单个种或生境制图ꎬ或以生境为基础绘制

以及生物多样性功能类群如旗舰种、顶级捕食者ꎬ还

物种 分 布 图ꎬ 从 而 预 测 物 种 分 布ꎮ Ｓｃｏｌｏｚｚｉ 和

有一类是珍稀濒危物种ꎮ 较为典型的案例是欧洲生

Ｇｅｎｅｌｅｔｔｉ 利用所选择物种的生态特性、植被分类图、

物多样性评估ꎬ将鸟类和蝴蝶作为代理指标ꎬ代理指

土地覆盖图等ꎬ划定最小斑块及景观单元ꎬ以此为栖

标还常被应用到管理计划中ꎬ例如用旗舰物种来反

息地ꎬ评估栖息地适应性等级ꎬ进而通过物种繁殖、

映生态系统的健康性ꎮ 类似的还有英国政府采用的

幸存等斑块确定栖息地潜在性ꎬ进行土地利用情景

英国野生鸟类指数( ＵＫ Ｗｉｌｄ Ｂｉｒｄ Ｉｎｄｅｘ) ꎬ用来指示

下栖息地损失分析和评估ꎬ这一评估方法能生成每

环境质量和环境政策执行状况的变化ꎬ依此来评估

个物种的分布图ꎬ尤其是对特有物种更具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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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法实质上是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生物多
样性评估ꎬ但主要依据的结构参数ꎬ内在成分包含了

５

异假说( ＳＶＨ) ꎬ实质上也是基于植被光谱信息的评

价ꎬ 此 类 方 法 已 经 得 到 了 广 泛 的 应 用ꎮ 另 外ꎬ

很大程度的预测因素ꎬ评估结果也侧重于生物多样

Ｇｒｅｇｏｒｙ 和 Ｒｏｂｅｒｔａ 还将植被化学计量特征与遥感光

性的变化趋势、驱动力分析等ꎮ 利用土地覆盖信息

谱结合ꎬ提供了高精度的生物多样性制图ꎮ

进行物种丰富度评价的实例还很多ꎬ但精度难以保

国内ꎬ倪健等采用多元分析与 ＧＩＳ 等手段ꎬ选择

证ꎮ 一方面由于单纯使用景观指数ꎬ忽略了环境因

生态地理因子ꎬ将全国生物多样性生态地理区划为

子和干扰因素的耦合影响ꎻ另一方面ꎬ这种方法受遥

５ 个生物大区、７ 个生物亚区和 １８ 个生物群区ꎮ 方彬

感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影响较大ꎮ 因为这一方法要求

等利用遥感图像的植被指数ꎬ计算生物多样性值ꎬ进

土地覆盖分类结果具有较高的精度ꎻ然而ꎬ基于矢量

行空间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绘图ꎮ 此外ꎬ通过遥感

数据的景观结构并不包含斑块内部的质量信息ꎬ是

影像ꎬ与土壤、植被图层叠加ꎬ可以在像元上进行生

导致其研究精度偏低的重要原因ꎮ 再次ꎬ土地利用

境状况分析ꎮ Ｚｈａｎｇ 等依据 ＥＴＭ 影像与野外观测

格局发生变化后会引起 α 多样性的改变ꎬ而生物多

数据ꎬ建立乔木层物种多样性模型ꎬ分析辽东山区森

样性保护的目的是维持一个生态系统总的丰富度或

林乔木层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ꎮ 宋晓龙等人基于

者 γ 多样性ꎬ但 γ 多样性不是一个对土地变化干扰

ＧＩＳ 和 ＲＳ 数据ꎬ运用 Ｍａｒｘａｎ 空间优化模型ꎬ划分不

非常敏感的指数ꎬ因此评估结果也会受到影响ꎮ

同保护水平的空间区域ꎮ

２.３.２

基于象元尺度的生物多样性评估

在像元尺度上ꎬ除基于光学技术的遥感影像以

遥感影像提供了大尺度评估生物多样性的途

为ꎬ激光和雷达数据以其更为精确的特性ꎬ可以提供

径ꎬ如栖息地状态、变化趋势等ꎬ也为大尺度上辨识

森林林分内部的结构信息或植被层信息ꎬ但目前激

群落结构( 如格局、扩展) 、动态及物种提供了可能ꎬ

光数据仍有待发展ꎬ而雷达数据极大地受限于实验

但因上述各种原因ꎬ这样的评估方法仍存在较大的

中的重复性ꎮ

不确定性ꎮ

基于遥感影像像元尺度上的生物多样性评估ꎬ

若基于遥感影像进行生境制图ꎬ 结合 ＮＤＶＩ 等

其优势在于避免了土地利用分类导致的误差ꎬ但在

像元尺度上的、详细的斑块内部信息ꎬ进而解释生境

大尺度上因植被结构差异占据显著地位ꎬ而树种间

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ꎬ可以得到更为精确的在像元

的差异在遥感影像上难以体现ꎬ因此在大尺度上的

上进行的生物多样性评估结果ꎮ Ｋｒｉｓｈｎａｓｗａｍｙ 等

应用也受到评估精度的限制ꎮ

利用 ＮＤＶＩ 数据ꎬ进行生物多样性定量分析及制图ꎬ
并被应用到生物多样性评估的生物物种分区上ꎬ这
对于一些位置信息缺失的区域尤为实用ꎮ Ｄｏｇａｎ 和
Ｄｏｇａｎ 研究位于土耳其安卡拉省的 Ｎａｌｌｉｈａｎ 城市ꎬ
农业和城镇化对主要分布的森林产生的影响ꎮ 研究

２.４

模型模拟的评估方法
前面述及的各种传统生物多样性测度指数实质

上也属生物多样性模型范畴ꎬ表征的是群落水平的
多样性或丰富度ꎮ Ａｓｐｉｎａｌｌ 和 Ｂｉｒｎｉｅ 概况了 ３ 类基
于景观及以上尺度的生物多样性模型:分析关系的

基于 ＦＡＯ 的土地分类图、ＮＤＶＩ、生态属性参量、野外

统计模型ꎻ测定环境条件的类型、空间组成和定位的

样方调查数据、 气候数据ꎬ 基于统计学模型ꎬ 在 ＧＩＳ

地理学模型ꎬ以及注重过程的生态学模型ꎮ

和 ＲＳ 工具下绘制了香浓 － 维纳、辛普森、香浓维纳

经典的生物多样性评估统计模型是种 － 面积

－ 辛普森等指数以及物种数量的生物多样性图ꎮ

曲线模型ꎬ也是一种基于现象的经验模型ꎮ 生态学

Ｏｉｎｄｏ 利用多年 ＮＤＶＩ 数据解译的景观多样性与物

中ꎬ种 － 面积曲线的方法一方面可以测定群落的物

种丰富度呈负相关的关系ꎬ用遥感数据制作了鸟类

种丰富度ꎬ另一方面可以外推群落物种数目ꎮ 在生

分布图ꎮ 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存在相关性是不争的

物多样性评估中ꎬ种 － 面积关系模型(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Ａｒｅａ

事实ꎬ通过生产力可以很好的预测物种丰富度ꎬ 因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ꎬＳＡＲ) 可被用作评估栖息地丧失对生物

此ꎬ利用 ＮＤＶＩ 与 ＮＰＰ 的关联性ꎬ进一步建立 ＮＤＶＩ

多样性的影响ꎬ但在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

与物种多样性的关系也已经得到许多应用ꎮ

性影响时ꎬ最常用的种面积曲线模型ꎬ即指数模型ꎬ

不同物种具有不同的光谱特征ꎬ运用遥感影像

并不能反映出生物多样性的变化ꎬ仅适合于单一栖

的光谱变异性直接评价植物物种多样性ꎬ即光谱变

息地类型下的评估ꎮ 此外ꎬ利用遥感影像提取的生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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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地理参数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回归关系ꎬ也是一

可以评估生物多样性可承受的风险ꎮ

类较为典型的统计模型ꎮ 例如ꎬ加拿大西部森林生

在生物多样性模型模拟的评估中ꎬ面临最大的

物多样性评估是利用野外调查数据以及遥感获得的

问题是空间尺度的推演问题ꎮ 空间尺度是影响多样

树冠面积建立多元回归模型ꎬ由模型求得的物种丰

性模拟结果的重要因素ꎬ而大多数生物多样性模型

富度ꎬ从而在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影像上确定每个像元的丰

均忽略了这一问题ꎮ

富度指标ꎮ 统计模型中还有一类是基于标本记录的

３

物种分布模型ꎬ能应用到大尺度的评估ꎬ但需要遴选
受评估区域的目标生物类群ꎮ

综合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
基于样地调查的传统的生物多样性测度指数局

基 于 环 境 条 件 的 地 理 学 模 型 如 ＢＩＯＣＬＩＭ、

限于物种水平上的评估ꎬ很难提供生物多样性空间

ＧＡＲＰ、ＭＡＸＥＮＴ 等应用都较为广泛ꎬ如李双成和高

模式及时间变化趋势ꎬ无法满足当前生物多样性的

江波的研究ꎮ 此类模型有时也被称作为生态位模

综合评估需求ꎻ基于单指标的多样性评估方法也仅

型ꎬ目前已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ꎮ 此类模型可预测

考虑了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侧面ꎬ不能全面反映生物

物种的地理分布及潜在分布范围ꎬ进而生成物种分

多样性状况ꎬ况且许多区域仍然缺乏物种丰富度的

布图ꎬ在组成层次上也属于物种分布模型ꎮ 此类模

信息ꎬ此 外ꎬ 包 含 群 落 水 平 多 样 性 的 生 物 群 区 法

型进行生物多样性评估时ꎬ多利用温度及降水数据

( Ｂｉｏｔｏｐｅ Ｍｅｔｈｏｄ) 也得到尝试ꎬ 但这些方法也难以

刻画物种的分布规律ꎮ １９４７ 年 Ｈｏｌｄｒｉｄｇ 建立的生命

区分栖息地内不同管理体制的影响ꎮ

地带( Ｈ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ｌｉｆｅ ｚｏｎｅ) 模型依据年平均生物温

生物多样性评估涉及状态、变化、威胁、影响及

度、年降水量降水、潜在蒸散率指标对植被类型进行

其决策系统的响应等方面因素ꎮ 当前的生物多样性

模拟ꎮ ＢｉｏＣｌｉｍ 模型也是利用温度与降雨数据来模

综合分析评估更加重视环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持

拟物种的分布ꎬ但实际上生物与生态因子如捕食与

续影响ꎬ这依赖于多学科的数据交叉ꎬ尤其是生物多

竞争也影响物种分布ꎬ若仅由温度、降雨数据并不能

样性状态和人类活动压力之间关联的相关信息ꎬ从

准确估计种的出现ꎬ在许多情况下可能会高估物种

而构建多指标体系框架以开展综合评估ꎮ

分布及丰富度ꎮ

１９７０ 年由加拿大统计学家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Ｆｒｉｅｎｄ 在提

在生物多样性模型模拟评估中ꎬ还有一类注重

出的 ＰＳ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 Ｓｔａｔｅ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模 型ꎬ 经

生 态 过 程 的 生 态 学 模 型ꎮ ＢＩＯＭＡＰＰＥＲ、ＨＳＩ、

ＯＥＣＤ 在环境系统分析与评价领域发展后ꎬ 获得了

ＬＡＲＣＨ、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ＲＡＭＡＳ 等模型主要是预测物

广泛的应用ꎬ成为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最常用的概

种对生境的适应、空间格局等ꎬ得出生境适宜性定量

念模型框架ꎮ ＩＵＣＮ 构建了 ＰＳＲ 模型的生物多样性

评价结果ꎬ即生境适宜性分布图ꎬ如王志强等人的研

综合评估指标体系ꎬＰＳＲ 概念模型的评估方法得到

究ꎮ Ｊｉｇｕｅｔ 等对繁殖鸟类调查ꎬ运用捕获 － 再捕获

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认可和应用ꎮ ＰＳＲ 模型对一些

模型( Ｃａｐｔｕｒｅ － 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ｓ) 模拟物种丰富度

复杂 现 象 的 描 述 有 所 欠 缺ꎬ 在 ＰＳＲ 模 型 之 后ꎬ

的空间趋势ꎬ进而预测物种丰富区域ꎬ这一方法可以
推广到其他生物类群的热点地区的确定与保护应用

ＵＮＣＳＤ 提出了“ 驱动力 － 状态 － 响应( ＤＳＲ) ” 模

型ꎬ将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驱动力考虑在内ꎬ而驱动力
包含了正面和负面的影响ꎬ而 ＰＳＲ 模型中驱动力只

中ꎮ
在预测生物多样性未来丧失程度时ꎬ必须对物

强调负面影响ꎮ 此后ꎬＰＳＲ 与 ＤＳＲ 的结合ꎬ对状态和

种风险水平进行评估并模拟风险如何导致灭绝ꎮ 除

影响变量进行区分ꎬ 从而产生了 ＤＳＰＩＲ( Ｄｒｉｖｉｎｇ －

种 － 面积曲线模型以外ꎬ 其他能表达栖息地损失、

Ｆｏｒｃｅ －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 Ｓｔａｔｅ － Ｉｍｐａｃｔ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模型ꎮ

破碎化、物种入侵等导致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模型

在综合指标评估方法中ꎬＤＳＰＩＲ 模型法是一类

如:１) 入侵物种模型(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Ｍｏｄｅｌｓ) ꎬ通过

具有重要影响及广泛采用的方法ꎮ ＤＳＰＩＲ 模型强调

入侵物种对经济社会环境等潜在的影响进行评估ꎬ

环境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ꎬ具有综合性、系统性、

以及物种成为入侵种的可能性( 路径、建立、种群增

整体性的特点ꎬ可依据植被条件、景观复杂性、优势

长、扩散等) ꎬ这些均基于物种分布数据进行ꎻ２) 种

物种保护意义等综合得出生物多样性分值进行判

群生殖力分析模型(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ꎬ

断ꎬ更能揭示环境与经济的因果关系ꎬ 有效整合资

７

栗忠飞等: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的综述与评价

源、发展、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ꎮ 目前 ＣＢＤ、欧盟
等均依据 ＤＳＰＩＲ 模型建立了相应的生物多样性综
合评估框架ꎬ内容包括生物多样性的组成状况、变化
趋势、可持续利用、威胁、生态系统完整性、服务、传
统知识保护、遗传资源利益的获取与分享、资金与技
术投入以及国际间协作等因素ꎮ
１９９５ 年荷兰发展组织(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ꎬＳＮＶ) 建立的战略环境分析方法也是

ＩｎｄｅｘꎬＲＬＩ) 、 海洋营养指数 ( Ｍａｒｉｎｅ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Ｉｎｄｅｘꎬ
ＭＴＩ) 、全球野生鸟类指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ｉｌｄ Ｂｉｒｄ Ｉｎｄｅｘꎬ
ＧＷＢＩ) 、生 态 系 统 完 整 性 指 数 (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ＥＩＩ) 以 及 野 生 商 品 指 数 ( Ｗｉｌ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ＩｎｄｅｘꎬＷＣＩ) 等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ꎬ甚至还没有
启用ꎮ 因此ꎬ中国亟需借鉴国际上受到广泛使用的
概念框架集方法体系ꎬ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综
合评估方法体系ꎮ

较早、较成功的综合评价方法体系之一ꎮ 多准则决

近年来国际上的生物多样性评估侧重于生物多

策分析方法( Ｍｕｌｔｉ －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ＭＣＡ) 也得到

样性的风险评估和快速评估ꎬ所使用的方法多利用

较多的应用ꎮ 多标准框架综合了社会、经济、自然数

“ 红绿灯” 法、趋势法等ꎮ 此类方法的技术关键是确

据ꎮ 在多准则分析中ꎬ生态脆弱性、威胁、物种和栖

定指标参比的基准值 / 标准值ꎬ并获得一定时期内

息地是最重要的准则ꎮ 国内李金良用目标法与专家

连续的监测数据ꎮ 基于指标值与基准值 / 标准值之

咨询法相结合的方法ꎬ创建了一套森林生态系统多

间的定量比较ꎬ判断指标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

样性和物种多样性的指标体系评价方法ꎮ 此外ꎬ南

变化ꎮ 欧盟成员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ＥＩＡ)

非通 过 一 个 名 为 生 物 多 样 性 完 整 性 指 数

和战略环境影响评价( ＳＥＡ) 在涉及生物多样性影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ａｃｔ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ＢＩＩ) 的指标对一个地

响评价时也多采用此类方法ꎮ 这一方法的最大优点

区生物多样性状况进行综合评估ꎬ这一方法结合了

是可以开展生物多样性的快速评估ꎬ而省去了获取

生态系统、物种丰富度、土地利用等各类数据ꎬ综合

定量监测数据的巨大投入ꎬ值得国内借鉴ꎮ

评估地理尺度上各大生物类群的平均丰度ꎬ这一方
法对生物多样性变化及其驱动力较为敏感ꎮ 这些国

( 致谢:本文修改过程中ꎬ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

际上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的典型案例ꎬ实质上均是

科学研究所武建勇副教授予以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

在 ＤＳＰＩＲ 综合评估概念模型的框架下开展的ꎮ

建议ꎬ在此致以感谢ꎮ)

当前国内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也多采用
ＤＳＰＩＲ 的综合评分法ꎬ 通过指标值量化、 数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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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１３(４) :８５７－８６７.

[１０５] ＧＲＡＮＴ Ｍ Ｈꎬ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Ｎ Ｊꎬ ＳＴＵＡＲＴ Ｌ Ｐ. 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Ｊ]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
ｇｙꎬ ２００５ꎬ １９(６) :１９５７－１９６８.

[１０６] ＤＯＧＡＮ Ｈ Ｍꎬ ＤＯＧＡＮ Ｍ.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ｌｌｉ￣

ｈａｎ ( Ａ３ － Ａｎｋａｒａ / Ｔｕｒｋｅ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ｆｒａｍ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６ꎬ １５(３) :８５５－８７８.

[１０７] ＦＡＯ (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Ｒ] .Ｒｏｍｅꎬ Ｉｔａｌｙꎬ １９９０:１－
９７.

[１０８ ]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 . Ｐａｒｉ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ꎬ 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６ꎬ Ｕｎｅｓｃｏꎬ １９７３:１－９３.

[１０９] Ｈａｗｋｉｎｓ Ｂ Ａꎬ Ｆｉｅｌｄ Ｒꎬ Ｃｏｍｅｌｌ Ｈ Ｖꎬ ｅｔ ａ１.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ｓｃａｌ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
ｎｅｓｓ[ Ｊ]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３ꎬ ８４(１２) :３１０５－３１１７.

ＧＩＳ ａｎｄ ＬＣＡ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 １１０] Ｌｅｙｅｑｕｉｅｎ Ｅꎬ Ｖｅｒｅｌｓｔ Ｊꎬ Ｓｌｏｔ Ｍꎬ ｅｔ ａ１.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５( ７) :６９２－

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７０３.

[１００] ＬＵＮＤ Ｈ Ｇꎬ ＥＶＡＮＳ Ｄ Ｌ ＡＮＤ ＬＩＮＤ Ｅ Ｄ Ｓ. Ｓｃａｎｎｅｄꎬ
ｚａｐｐｅｄꎬ ｔｉｍｅｄꎬ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Ａ ] . Ｉｎ:
ＢＯＹＬＥ Ｔ Ｊ Ｂꎬ ＢＯＯＮＴＡＷＥＥ Ｂꎬ 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
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Ｃ] .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Ｂｏｇｏｒꎬ １９９５:

３６５－３８２.

[１０１] ＷＯＯＤＣＯＣＫ Ｃ Ｅꎬ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Ａ Ｈ.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ｇｉｔｉｖｅ: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ｏ ｔｅ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

Ｅａｃ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７ꎬ ９ ( １) :１ －
２０.

[１１１] Ｐａｌｍｅｒ Ｍ Ｗꎬ Ｅａｒｌｓ Ｐ Ｇꎬ Ｈｏａｇｌａｎｄ Ｂ Ｗꎬ ｅｔ ａ１. Ｑｕａｎｔｉ￣

ｔａｔｉｖｅ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ｉｓｔｓ[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ｔｒｉｃｓꎬ

２００２ꎬ １３(２) :１２１－１３７.

[ １１２] Ｆｏｏｄｙ Ｇ Ｍꎬ Ｃｕｔｌｅｒ Ｍ Ｅ Ｊ.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ｓｅｎｓｅｄ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Ｊ ]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ꎬ

２００６ꎬ１９５(１ / ２) :３７－５２.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 Ｊ ] .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１１３]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Ｐ Ａꎬ ＲＯＢＥＲＴＡ Ｅ Ｍ.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ｎｏｍ￣

[１０２] ＬＡＵＲＡ Ｍ Ｂꎬ ＡＮＮＡ Ｍ Ｐꎬ ＶＯＬＫＥＲ Ｃ Ｒ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Ｊ] .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９８７ꎬ ２１(３) :３１１－３３２.

ｅｌ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ｒｈｅ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ｉｃ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ｃａｎｏｐ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９ꎬ ７(５) :２６９－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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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 方彬ꎬ陈波ꎬ张元.生物多样性遥感监测尺度选择及制
图研究[ Ｊ]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ꎬ２００７ꎬ２３(６) :７８－８１.

[１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Ｃ Ｈꎬ ＬＩ Ｗ Ｙꎬ ＨＵ Ｚ Ｂ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

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Ｓ ａｎｄ ＧＩ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ｅ￣

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８(９) :１７４９－１７５５.

[１１６] 宋晓龙ꎬ李晓文ꎬ张明祥ꎬ等. 黄淮海地区湿地系统生

物多样性保护格局构建[ Ｊ] .生态学报ꎬ２０１０ꎬ３０( １５) :

３５９３－３５６５.

[１２８] ＩＮＧＲＡＭ Ｔꎬ ＳＴＥＥＬ Ｍ.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６４(３) :１０４７－１０５６.

[１２９] 马胜男ꎬ岳天祥. 中国西部地区遥感数据生态多样性
多尺度模拟[ Ｊ] .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ꎬ２００６ꎬ８( １) :９７ －
１０２ꎬ１４２ꎬ１４３.

[１３０] ＫＹＬＡＫＯＲＰＩ Ｋꎬ ＲＹＤＧＲＥＮ Ｂꎬ ＥＬＬＥＧÅＲＤ Ａ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Ｂｉｏｔｏｐｅ Ｍｅｔｈｏｄ ２００５: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 . Ｖａｔｔｅｎｆａｌｌꎬ Ｓｗｅｄｅｎ Ｐ Ｂꎬ

２００５:１－３２.

[ １１７] Ａｓｐｉｎａｌｌ Ｒꎬ Ｂｉｒｎｉｅ 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１３１] ＭＩＣＨＥＬＳＥＮ Ｏ.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Ｒ]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ｎｄ 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ꎬ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ｗａｙ[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ａｔｅｌｌ 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ｒｙ

１９９４.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ＵＲ １６２６５ Ｅ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１９９４. ４１－５０.

[１１８] 刘灿然ꎬ马克平ꎬ于顺利ꎬ等. 北京东灵山地区植物群
落多样性的研究 ＩＶ 样本大小对多样性测度的影响
[ Ｊ] .生态学报ꎬ１９９７ꎬ１７(６) :５８５－５９２.

[１１９]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Ｊ Ｒꎬ ＬＩＵ Ｃꎬ ＮＥＩＬＳＯＮ Ｒ Ｐꎬ ｅｔ 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Ｊ]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０(２) :５３８
－５４８.

[１２０]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Ｏ.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
ｇｙꎬ １９２１ꎬ ９(１) :９５－９９.

[１２１] ＧＯＮＴＩＥ Ｍ.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Ｊ] .ＫＴＨ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０５ꎬ ３５(３) :１３－１５.

[１２２] 李双成ꎬ高江波.基于 ＧＡＲＰ 模型的紫茎泽兰空间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３(１) :２２－３１.

[１３２] ＢＡＣＨ Ｋꎬ ＳＣＨÄＦＥＲ Ｄꎬ ＥＮＫＥ Ｎꎬ ｅｔ ａｌ.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ａｔａ ｒｅｐｏｓ￣

ｉ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１ꎬ １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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