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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质统计学是用来分析空间相关变量结构的坑计学方法 地质统计学中的变差函 

数和变差图，可分析空同变量在不同方向或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空问结构 (包括空间相关程度和 

范围以及空间连续性的大小)。用散点图、相关图和协方差方法米量化空问变异性，可以除去局 

部平均值和方差值的变异所弓I起的误差，从而更明确地进行空问结构分析。目前运用地质统计 

学研究昆虫种群空间结构的工作多集中在森林昆虫和大足度昆虫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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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虫种群生态学中，空问是基本的领域 (Liebhold等，1993)。从生态学发展现状 

来看，昆虫种群生态学一直是以种群时间动态为主要研究内容，对种群的空间结构动态问 

题的研究还远不够深^和成功 (孙儒泳，1992)。空问结构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揭示种群内 

和种群间的空问结构，另一方面又是抽样技术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制定和完善害虫防治 

策略的前提之一。研究昆虫种群空间分布的经典方法包括：比较频次分布、聚集度指标、 

扩散型指数、回归分析、相关系数等 (Taylor，1984；徐汝梅，1987；丁岩钦，1994)。 

经典统计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纯随机变量，前提是假设不同位置的样本相互独立．各样本 

间不存在空问位置差异。但是自然环境或生物等变量并不是纯随机变量，而是既有随机 

性，又有结构性 (指在空间分布上有某种程度的相关性或连续性)的变量，例如昆虫种群 

因食物资源或环境因素引起的扩散和迁飞，因求偶或交配等行为而导致的聚集或分散等都 

表明生物个体间的相互联系。因此经典统计学应用于昆虫种群空问分布存在以下问题：① 

简单地把样点值延伸到某一区域，作为该区域的平均值，结果是导致实际值与估计值之问 

存在系统偏差：②只注意统计样方值的频率分布，均不考虑各样方的空间位置，故不能反 

应聚集强度在空问的变化；③假设任一已知数据独立于整体，并且都有相同的分布，忽视 

了生态环境之间、生物之问存在的明显相关性 因而，这些统计学只能概括该特征量在研 

究区域中的全貌，无法反映其局部的变化特征。 

法国著名数学家M~theron教授在研究了南非矿山地质工程师Krige等人工作的基础 

上，从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系统地研究，于 1962年提出并创立地质统计学 (Ge~tatis- 

国家 “九五”攻关项 目 (编目96—005一Ol—Ol—oo6)的部分研究内容 

本文 1997—12—17收瓢．i998—04一l6惨回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6期 周 强等：地质统计学在昆虫种群空间牯构研究中的应用概述 

ties)(侯景儒等，1982)。地质统计学是在地质分析和统计分析互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 套分析空间相关变量的理论和方法，它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分布于空间中并显示出一定结 

构和随机性的自然现象。地质统计学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野外调查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包括 

稀疏的或无规律的空间数据。具有揭示周期性和无周期性生态参数本质的能力。它估计出 

的量一般比经典方法更为精确，避免了系统误差。由于地质统计学能够同时较准确地描述 

地质变量的随机性和结构性变化，因而越来越受到重视，除成功地应用于自然资源方面 

外，还应用于环境科学、农林科学、水利科学以及环境生态学 (Robertson等，1987， 

l988)。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运用地质统计学研究昆虫种群空间结构方面做了不少工 

作 (1ournel，1983；Johnson等，l989；Schotzko等，1989；Liehhold等，1991，1993； 

Hohn等 ，1993；Gage等，1991；Grihko等，1995；Zhou等，1995，1996)。本文拟介绍 

地质统计学的一些主要基本方法及其在昆虫种群空间结构研究中的应用。 

1 变差函数和变差圈 

1．1 变差函数的定义 

为了弥补经典统计学没有考虑各样本的空间位置的缺蹈．在地质统计学中引人了变差 

函数。它能够反映区域化变量的空间变化特征，特别是透过随机性反映区域化变量的结 

构，因此变差函数也称结构函数。当一个变量分布于空问时，该变量叫区域化变量。对区 

域化变量进行空间分析的主要内容就是计算实验变差函数，然后拟台一个理论变差函数的 

模型，并对变差函数进行解释。昆虫种群分布于各种不同生境中，相互问存在复杂的空间 

关系，可视为典型的区域化变量。 

变差函数指区域化变量 Z ( )和 Z (z+h)的增量平方的数学期望 ，即区域化变 

量增量的方差。变差函数既是距离 h的函数，又是方向a的函数。其计算公式见 (1)， 

式中7(h)是相隔距离为 h的变差图的估计值，N (h)是相隔距离为 h的所有点的配 

对数。变差图 (variograms)是7(h)作为距离 h的函数的图形。其值可作为各个方向的 

平均值．也可作为某一特定方向的值。 

N (̂ ) 

y(̂) [z(薯)_z( )̂] (1) 

变差函数在地质统计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是许多地质统计学计算 

(如估计方差、离散方差等)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能反映或刻划区域化变量的许多 

重要空间性质。变差函数有以下功能： 

1)通过 “变程 (r~nge)”反映空阉变量的相互影响范围大小。通常，变差函数 7(̂) 

从原点处为零开始，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增大。一旦 h超过某一数值 gt(>o)后，7(h) 

不再继续单调地增大，而往往稳定在一个极限值 7(o。)附近。此 a值称为变程 (range)， 

此处的 7(o。)值称为 “基台值”(C +C)(图1)。当一个变差函数具有 “变程”(a)和 
一 个 “基台值”时，则表明 Z ( )与落在以 ／27为中心，以 (变程)为半径的邻域内的 

任何其他z (-z+h)有空间相关性，或者说在该变程之内的昆虫个体间存在相互影响， 

其影响程度一般随着两点距离的增大而减弱，当两样本间距离超过变程 时，则认为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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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无空间相关性。因此，变程 a的确能很好地反映变量的影响范围。基台值的大小可反映 

变量在该方向上变化幅度的大小。Co的大小可反映区域化变量的随机性大小。 

(h) 

( +( 

图 l C、a和 在变差函数曲线上的位置 

F ．1 A typical varlo~am w]th C，口， 

2)变差函数在原点处的性状可反映变量的 

空间连续性。按变差函数在原点处的性状可分为 

4种主要类型，每种类型反映变量不同程度的空 

间连续性。①抛物线型 (或连续型)，反映出该 

区域化变量有高度连续性。②绂性型 (变差函数 

曲线在原点处趋向于 1条直线，或者说在原点处 

有斜向的切线存在)，它反映出该区域化变量有 

平均的连续性。③ 间断型 (或 ‘：有块金效应 

型”)， (h)在原点处间断，不连续，这种间 

断型的变差函数反映了变量的连续性很差，甚至 

不再有平均的连续性，即便在很短的距离上，变 

量值的差异也可以很大。④随机型，这种变差函 

数也可以看成是具有基台值 Cn和无穷小变程 a 

的变差函数，无论 ^多么小，h总是大于 a的，故 z (h)与 Z (z h)总是互不相关 

的，反映了变量完全不存在空间相关的情况，即变量是经典概率统计中独立的随机变量。 

自然界中昆虫种群的空间结构类似于地质统计学中所研究的区域化变量，其变差函数大多 

属于线性或间断类型。 

1．2 变差函数的理论模型 

变差函数是一个纯粹的数据概括技术——描述样本的特性。当定量描绘整个区域时， 

有关整个区域的变异结构还必须借助于推断，即必须给变差曲线配制相应的理论模型。常 

见的有基台值的变差函数理论模型包括球状模型、指数模型和高斯模型 

1．3 变差函数套合结构 

影响昆虫种群空间结构的因素非常复杂，不同的l地形地貌、不同的气候条件都能影响 

昆虫种群的空间分布，实际情况往往包含有多尺度、多层次、多方向上的变化性 ，反映在 

变差函数上，就是其结构的多样性，即套台结构。同一方向不同测量尺度所得的多层次套 

台结构可以用反映各种不同尺度变化性的多个变差函数之和来表示，即： 

y(h)=70(h)+7l(h)+y2(̂ )+⋯y，(̂ )+⋯ (2) 

区域化变量在不同方向或在某些特征方向上存在差异 叫各向异性。当区域化变量在 

不同方向上表现出变异程度相同雨变异的连续性不同时，称该变量具几何各向异性；当区 

域化变量在不同方向上变异性之差不能用简单的几何转换得到时，称该变量具带状各向异 

性。后者包括的情况更多，在研究昆虫种群空间结构的实际中也更常见。 

2 其他地质统计学空间分析工具 

’

地质统计学分析空间连续性的最佳方法除了基于变差函数变差图外，还有散点图 (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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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tterplots)、相关图 (correlcgrams)、和防方差方法 (covarJance) (Rc~si等，1992)。变 

差图只能比较不同位置间平均值平方的差异，其结果受局部平均值和方差的变化影响。用 

这几种工具来量化空间变异性，可以除去局部平均值和方差值的变异所引起的误差，从而 

更明确地进行空间结构分析。像变差图那样，这些工具综合了不同的间隔距离的 h一散点 

图。空间协方差由下面公式求得： 

， N (hj 

c(̂ )= Ⅱz(矗)～m(一 )̂][z(置 )̂一m(+ )̂] (3) 

式中的Z(≈)和Z (≈+h)是被向量 ^分开的两组数据，前者是向量的尾，后者是向量的 

头，N (h)是相隔距离为 h的所有数据的配对数，m (一h)和 (+h)分别是向量尾和向 

量头的各点的平均值。 

延迟相关由下面公式估计： 

m)：南 里  ： (4) 

式中5 和̂s+̂分别是向量尾值和头值的标准偏差，其他同 (3)。相关图在 一1和 +1之 

间变化，依赖于点之间的相关关系的正负情况。 

变差图、协方差、相关图是相关的，如果种群的平均数和方差在整个取样空间都是常 

数，即不存在 “趋势”(trend)，那么： 

7(̂)= 一C(̂)，p( =C(̂)／a；1一p(̂)：7(̂)／a (5) 

式中o 为验前方差，其他同 (3)。为了方便比较，上述关系可以用变差图的形式重新表 

达。协方差和相关图的差异表示局部方差的不同，用5～ 和5+̂对^作图，可以看到方差 

变化的本质。变差图模拟一个属性或环境因子在一个或多个方向进行计算，如果数据充 

分，可以作二维分析，但变差图包括了局部平均值和方差的变异，其产生的趋势会使结构 

模糊，而协方差和相关图可以滤过这些影响，故 3种方祛结合使用，能用来测量存在时空 

变异及平均值变异、方差变异的大范围昆虫种群空间结构。 

3 地质统计学在昆虫生态学中的应用 

目前，运用地质统计学研究昆虫种群空问结构的工作多集中在森林昆虫和大尺度昆虫 

方面，而在农业系统昆虫种群中则运用较少。已经开展了的工作包括以下 3方面： 

比较不同空间尺度大小下昆虫种群空间结构的特点，了解昆虫种群空间结构的动态规 

律。Liehold等人 (1991)根据不同尺度的变差图，证明舞毒蛾 (Lymantria dlspar)卵块 

在 25 rn到50 km尺度范围聚集。他们设置了4个不同尺度大小的样方，调查舞毒蛾卵块 

密度，分析比较各样方依赖舞毒蛾卵块密度的变差图，发现在20～100km的范围内，卵 

块密度呈不均匀分布，并且这种空间依赖性的大小和范围随年份不同而不同，再从变差图 

的分析可知，当用插值法作图时，在大范围地图 (100km×100km)中样点问的距离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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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1 km。Kemp等人 (1987，1989)研究了蝗虫在 1～100 km范围的距离存在空间相关 

性 这种大范围空间相关性的存在说明地质统计学方法的应用价值 ，它为昆虫种群大范围 

分布图的绘制和异地预测预报昆虫的大发生提供了可能。其他使用单个指标的方法，如扩 

散指数等，不能在多尺度多方向情况下量化和模拟空间相关性。 

比较不同时间昆虫种群空间结构的特点，研究扩散和死亡等行为对昆虫种群的空间结 

构的影响。Schotzko等 (1989)用变差图比较豆荚草盲蝽 (Lygus hesperus)的空间相关 

性后发现，该虫在田问的群集性强度一般早期比中期高，可能是早期群集交配所致；中期 

则由于产卵前期的扩散而使种群分布更加均匀。Both等在跟踪棉红铃虫 (Pecti~wphora 

gossypiella)一个生长季的密度变化后发现，亲代投有明显的空间结构关系，但 F1和 

代的空间相关性就逐渐明显，这种现象表明种群向未占领空间扩散 (Liebhold等，1993)。 

Setzer(1985)使用相关图分析美瘿绵蚜 (Pemphegus populitranyx~rsus)死亡率的空间相 

关性后发现，空间相邻的虫瘿存在显著的自相关，表明该虫的死亡率是群集分布的格局。 

Liebhold等 (1989)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下，依据各年发生地图研究舞毒蛾的空间相关性后 

发现，处于上升期的种群，其聚集程度一般比较高，暴发后的种群，其聚集程度相对较 

低。 

以地质统计学中的空间结构为基础，利用规则或不规则分布的抽样点资料，估计预测 

邻近地点的虫情。地质统计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相结合， 

能够在丰富的地理背景下处理巨大而又复杂的空间信息，可以方便地分析昆虫种群在不同 

环境条件中的空间结构动态。在生态学研究和害虫管理实践中，特别是大范围的害虫管理 

策略的制定，往往需要在空间分层的样本中进行插植，去评价各种防治措施的必要性。采 

用以空间结构分析为基础的局部估计方法，不但能提供较好的内插估计，而且还可为这种 

估计提供置信区间。舞毒蛾的管理，很大程度依赖于在空间分层样本中插植的技术。该虫 

的卵块从夏末到来年的早春均可发现，这样就为长期取样提供了方便，实践中就是根据卵 

块密度的估计来评价采取防治措施的必要性。Liebhold等 (1991，1995)用舞毒蛾卵块的 

资料建立变差图的模型，并用这些模型去产生局部估计所得的昆虫种群密度分布地图，同 

时产生超过密度阈值的概率地图，为害虫管理决策提供理论基础。 

此外，地质统计学还适用于量化种群基因型 (genotyplc)和表现型 (phenotyplc)的 

空间变异 ((Men等，1986；Sokal等，1987，1991)。 

4 总 结 

地质统计学与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监测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 

能够准确快速地分析和模拟不同尺度、不同环境条件下昆虫种群的空间结构，在生态学研 

究和害虫管理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由于地质统计学最初的分析对象在时间上具有 

较持续的稳定性 ，当把这一工具运用于对昆虫种群空间结构分析领域时，应注意到昆虫种 

群随季节不同以至光照的变化而改变。所以，现阶段在应用地质统计学研究昆虫种群的相 

关问题时，多以昆虫卵或蛹为研究对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地质统计学决不能代替合理 

的生态学推理过程，这是地质统计学引人昆虫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Rossi等，1992)， 

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任何的统计学过程，但是在实践中我们经常忽略了这一点。不管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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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统计和地理统计的结论必须有数据或生态理论的支持。地质统计之前必须进行完全的 

数据分析，(exp[oratory data analysis，EDA)，EDA结果可证实和指导使用适当的地质统 

计过程 EDA包括直方图分析、回归图分析和散点分析等经典的一元和二元统计；对于 

多元数据，EDA同时也包括了聚点分析、主成分分析和方差分析等。只有在上述步骤都 

已完成的情况下，再进行空间分析才能得到可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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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0lF GE0sTATIST卫CS IN APPLⅡ D INSECT P0PIⅡ．ATION 

SPATIAL SI'Rt『CTURE 

ZHOU Qiang ZHANG Run-jie GU De—xiang 
(Institute ofEnlomo[ogy＆ StateKeyLaboratoryforBiocontro1．Zhongshan Lrniver~／ty，Gm -g}r 510275) 

Abstraet 

Geostatisfics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eoolngists who need better explaining and 

modeling tools for describing spatial structure and patterns of organisms．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genera[methods of geostatisties，incLoding vari(3grams，h—scatterpl(3ts，eorrelegrares，co— 

variance measures Geostatist[cs is independent 0f ITle812 variar1oe relationship and therefore can 

be used to verify more traditional methods 0f eva[uation insect spatial structure．A Iot of works 

have demonstrated how to analyze spatial structure of insect population with geos~tNtics． 

Key words Geostatisties，Insect po puht[on，SpatiaI structure 

“云南动物王国展览”国庆前夕与昆明观众见面 

云南紊以丰富的动物资源闻名遐迩，有 “动物王国”之美誉 在仅 占全国土地面积 4％的红土高原 

上分布着全国51％的脊椎动物，北％的淡水鱼类，64％的鸟类，47％的两牺类，40％的爬行动物和约一 

半种类的昆虫。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集 4O年科学考察的成果，收藏 了昆虫、鱼、两爬、鸟、兽 

类标本 5O余万号，并对其区系分布、分类、生态行为和台理开发利用等作了系统而深人地研究。 

为展现云南 “动物王国”的风采，昆明动物研究所与云南科技馆合作，假昆明翠湖之滨的科技馆展 

室 在原昆明动物研究所标本陈列馆展出姿态标本的基础上．推 出了 “云南动物王国展览”。展出面积 

达1100 m2 陈列动物标本2 000余件，约 1 500个物种，其中有国家I、Ⅱ级保护动物 100余种。还精 

心设计了展板 ，以 500多幅野外科考宴拍的各类动物生态照片和翔实的资料、图表来介绍有关动物的知 

识与趣闻。 

整个展览分序厅、分类和大型生境柜三大部分。序厅用两大组照片分别介绍云南主要生态景观和动 

物类群，着重反映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和植被特征，强调生态环境是丰富的生物资源的宝库。保护环 

境，保护野生动物，也就 保护人类的家园。其中一组反映滥捕乱猎野生动物的照片，旨在警醒人们增 

强保护意识。而居中的云南地形示意模型则较形象地展现了云南的山JI J风貌 展室的分类部分是整个展 

览的主体． 栩栩如生的姿态标本和照片表现云南丰富的动物物种，观众可 以从中领略 “动物王国 的 

神奇与风采。最后是表现热带 亚热带和温带一寒带生态景观的两个大型生境柜．其中相应点缀一些生 

活其问的动物类群，给人 身临其境之感。 

展览已于 1998年9月国庆节前夕正式展 出，整个展览大气磅礴，内容丰富，吸引大批观众前往观 

看，特别是中、小学生分外踊跃，参观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生动的普及动物科学知识的课堂。这个展览 

也是昆明市近年来最受欢迎的科普展览，是青少年观众获取动物知识的极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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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650223) 

耳 

1 

臣 

噻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