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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子松人工林树冠表面积及体积预估模型的研究

廖彩霞# 李凤日

（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 ;@%%$%）

摘# 要# 基于樟子松（!"#$% %&’()%*+"% ABC) ,-#.-’"/0）人工林 < 块固定标准地 :% 株枝解析数据，在

分析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与林分变量和林木变量的基础上，利用幂函数建立了树冠表面积

（463）和树冠体积（4&）的预估模型，同时还对林木材积生长量与 463 和 4& 进行了相关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樟子松人工林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随着林木胸径、树高和冠长的增大而增大，林

木材积生长量与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均明显呈线性关系。不同林分条件的樟子松人工林 463
和 4& 随林分年龄和胸径的增大而增大，463 随林分密度的增大而减小，而 4& 与林分密度相关不

紧密。林分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预估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模型的平均相对误差都在

D >E之内，预估精度均大于 =;E，说明所建模型可以很好地预估樟子松人工林不同林分条件下

的林木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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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树冠结构既是树木生长及其与环境相互作用、

反馈调节的综合结果，也是经营措施对树木生长产

生影响的具体表现，研究树冠结构是理解树木生理

生态过程的基础，也是实现从叶片到林分不同尺度

生理生态学过程转换的关键［"］。树冠结构主要指树

冠层中的枝条数量、分枝特性、叶面积及其分布，以

及冠长、冠表面积、冠体积等因子在空间上的分布。

树冠大小可直接影响林木的同化作用，它是预估树

木生长量的基本依据之一。因此，在许多生长和收

获模型中均把树冠大小作为重要的因子。生长模型

中引入树冠变量可以提高模型的预估精度［#］。树冠

的发育还受各种经营措施的影响，如能定量的描述

这种对树冠发育的作用，则能更好的从理论上解释

和估计经营措施对树木或林分所产生的效果，有利

于确定合理的经营措施［$］。同时，树冠体现了树木

进行光合作用的面积和有机物传输的距离，反映了

光合作用效率，故树冠变量有助于解释树木生长的

结果。

由于树冠结构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和空间变异

性，对树冠结构的定量描述存在着极大的困难。但

国内外仍有许多学者研究了树冠结构模型，如 %&’
()；*+),-；.&/0-(1(；2(3(-45(；刘 兆 刚；肖 锐 等

人［6 7 8］。近年来，有人开始研究树冠结构与树木生

产力的关系。周国模［"9］等研究了雷竹林冠层特性

与叶片的空间分布；梁军等［""］通过分析生长指标

与树冠特性间的相关关系，认为 : ; <8 杨 < 年生时

的树冠体积和单株叶面积对单株生物量和单株材

积影响较大，冠层疏密度对单株生物量年生长量和

单株材积年生长量影响较大，呈负相关。

本文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孟家岗林场樟子松

人工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枝解析的方法分析了树

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与林分变量和林木变量的关

系，利用幂函数建立了樟子松人工林不同林分条件

下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的预估模型，同时还对林

木材积生长量与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进行了相

关分析，为进一步研究林分生长模型及经营模型提

供理论基础。

"! 研究地概况、资料来源及整理

"= "! 研究地概况

本研究地区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孟家岗林场，

其地理坐标为 "$9>$#?6#@ 7 "$9>A#?$<@B，6<>#9?
$9@ 7 6<>$9?A9@C。该林场地处完达山西麓余脉，

以低山丘陵为主，坡度较为平缓，大部分坡度在

"9> 7 #9>之间，平均海拔 #A9 3。气候属东亚大陆

性季 风 气 候，年 平 均 气 温 #D EF，极 端 最 高 气 温

$AD <F，最 低 气 温 ; $6D EF，! "9F 年 积 温

# A6EF，年 平 均 降 水 量 AA9 33，全 年 日 照 时 数

" 8AA 5，无霜期 "#9 G 左右。土壤类型主要以暗棕

壤为主，还有少量的白浆土、草甸土、沼泽土及泥炭

土的分布。植被属小兴安岭 ; 张广才岭亚区。天

然林主要树种有蒙古栎（!" #$%&$’()*）、黑桦（+,-.
/’* 0*1/2()* H= ）、山杨（3$4/4’/5 0*1(0(*%* I= ）、白

桦（+,-/’* 4’*-6476’’* 2= ），人工林主要树种为落叶

松（8*2(9 JK= ）、红松（3(%/5 :$2*(,%5(5 2= ）和樟子松

（3(%/5 56’1,5-2(5 L= M(+= #$%&$’()*）。该林场天然

林面积为 $ A8E 53#，蓄积为 69E $69 3$；人工林面

积为 8 6N# 53#，蓄积为 " 99A 699 3$。

"= #! 资料收集与整理

#99A 年 N 7 8 月，在孟家岗林场不同林分条件

的樟子松人工林中设置了 < 块固定标准地。在标

准地内进行每木定位（确定 9，6 坐标）并逐株测定

胸径、树高、第一活枝高和冠幅等主要测树因子

（见表 "）。每块标准地根据每木检尺结果进行归

类，并按径阶由小到大的顺序采用等断面径级标准

木法将林木分为 A 级，计算各径级的平均直径及平

表 "! 各标准地主要测树因子一览表

O(PQR "! 2033(+S )T J4(-G M(+&(PQRJ T)+ J(3KQR KQ)4J

样地号
C)= )T KQ)4

样地面积（5(）
HQ)4 (+R(

林分年龄（(）
24(-G (1R

平均胸径（U3）
.R(- G&(3R4R+

平均树高（3）
.R(- 5R&154

平均冠长（3）
.R(- U+),- QR-145

优势木高
I)3&-(-4 5R&154（3）

地位指数
2&4R &-GRV

每公顷株数（C·5( ; "）
C03PR+ )T 4+RRJ KR+ 5RU4(+R

A9" 9= 9A 6A "8= $ #"= #9 <= #N "E= $ "$= <# "<69

A9# 9= 9A $$ ""= 9 "9= 99 $= N8 "<= " E= E< $N69

A9$ 9= 9A 6$ #9= $ "<= A9 "9= 9$ "N= $ "9= N6 ""99

A96 9= 96 $" "$= N ""= N9 6= N$ "<= # 8= <$ #9#A

A9A 9= 9< 6E $9= # #"= 99 E= 6$ "8= A "$= #6 6A9

A9< 9= 9A $N "8= < "<= "9 A= 8# "<= N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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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以此为标准在标准地外选择 ! 株标准木作为

枝解析样木。枝解析的具体做法详见肖锐等［"］。

各标准地枝解析样木主要测树因子的统计量详见

表 #。

表 #$ 各枝解析样木主要测树因子（样木数 % &’）

()*+, #$ -.//)01 23 40,, 5)06)*+,7 320 *0)89:
)8)+1767（;2< 23 40,,7 % &’）

变量
=)06)*+,

平均值
>,)8 5)+.,

标准差
-< ?<

最小值
>686/./
5)+.,

最大值
>)@6/./
5)+.,

年龄
AB,（)）

&"< C& !< "! &C DE

胸径
?FG（9/）

C"< !# H< DI I< #’ &D< !’

树高
G,6B:4（/）

CH< DH D< C’ "< "! ##< D!

冠长
J02K8 +,8B4:（/）

H< H! C< HD &< E’ C’< C

树冠表面积

J-A（/#）
#HI< ’C ##&< D& &H< IE EH’< !D

树冠体积

J=（/&）
C#&< DH C&#< DI H< CI DED< D#

#$ 研究方法

#< C$ 单木树冠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

各标准地中各枝解析样木树冠表面积和体积

的计算方法同刘兆刚等人［I］。

#< #$ 树冠表面积及体积的预估模型

由于全树冠表面积（!"#）、树冠体积（!$）与

胸径（%）、树高（&）和冠长（!’）紧密相关，因此，本

文采用幂函数分别建立林木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

积的预估方程：

!"# ( )’·%)C·&)#·!)&
’ （C）

!$ ( *’·%*C·&*#·!*&
’ （#）

式中：%—胸高直径；&—树高；!’—冠长（!’ % & L
&*）；&*—枝下高；!"#—全树冠表面积；!$—全树

冠体积；)’，)C，)#，)&，*’，*C，*#，*& 为待估参数。

#< &$ 单株材积生长量与树冠表面积、树冠体积的

关系

通过分析樟子松人工林 &’ 株解析木数据，发

现林木材积生长量（+$）与树冠表面积（!"#）、树

冠体积（!$）呈直线关系，这与他人研究结果相同。

因此，本文利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建立了材积生长

量（+$）与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的关

系模型：

+$ ( ,’ - ,C!"# （&）

+$ ( .’ - .C!$ （D）

式中：+$—单株材积生长量；!"#—全树冠表面积；

!$—全树冠体积；9’，9C，M’，MC 为待估参数。

&$ 结果与讨论

&< C$ 树冠表面积、树冠体积与林木变量的关系

根据实测的 &’ 株解析样木的数据，计算出每

株解析 样 木 的 树 冠 表 面 积（ !"#）和 树 冠 体 积

（!$），并对 !"#、!$ 与胸径、树高、冠长、冠幅这几

个变量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全树冠表面积

与胸径的相关指数最大（/# % ’N II# #），其次为冠

幅（/# % ’N EI! E）、冠长（/# % ’N HHI C&）和树高（/#

% ’N H’’ ’）。同样，树冠体积与胸径的相关指数也

最大（/# % ’N "CI #），其次为冠幅（/# % ’N IE! C&）、

冠长（/# %’N I#D !I）、树高（/# % ’N E#I EC）。树冠表

面积、树冠体积与林木变量的相关关系见图 C OD。

图 C$ 树冠表面积、树冠体积与胸径的相关关系

P6B< C $ Q,+)46287:6R7 *,4K,,8 4:, 902K8 7.03)9, )0,)，

902K8 52+./, )8M ?FG

图 #$ 树冠表面积、树冠体积与树高的相关关系

P6B< # $ Q,+)46287:6R7 *,4K,,8 4:, 902K8 7.03)9, )0,)，

902K8 52+./, )8M :,6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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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树冠表面积、树冠体积与冠长的相关关系

#$%& ! " ’()*+$,-./$0. 1(+2((- +/( 34,2- .546*3( *4(*，

34,2- 7,)58( *-9 34,2- )(-%+/

图 :" 树冠表面积、树冠体积与冠幅的相关关系

#$%& : " ’()*+$,-./$0. 1(+2((- +/( 34,2- .546*3( *4(*，

34,2- 7,)58( *-9 34,2- 2$9+/

从图 ; < 图 : 可以看出，树冠表面积、树冠体

积均随胸径、树高、冠长、冠幅的增大而增大，呈幂

函数关系。但是，在以胸径（!）、树高（"）、冠长

（#$）和冠幅（#%）作为自变量建立树冠表面积、树

冠体积的预估方程时，发现在自变量中存在自相关

现象，在模型中引进冠幅这一变量时，冠幅的参数

检验无法通过。因此，最终以胸径、树高和冠长这

! 个自变量分别建立了樟子松人工林树冠表面积、

树冠体积的预估方程：

#&’ ( => ;?@ @@A·!A) =@! =A?·"=) !: @?;·#=) =BA @C@
*

+ ( !=" ,A ( => CC: =" ,&& ( ;?D B==) B（@）

#- ( =) =A? =CA·!!) @C? ;:@·".=) @@A !AD·#.=) :D! A:D
*

+ ( !=" ,A ( => BAA :" ,&& ( !B :CC) :（?）

" " 从模型（@）和（?）的相关系数 ,A 来看，模型

（?）拟合的更好，说明树冠体积受胸径、树高、冠长

的影响更大。

!& A" 不同林分林木树冠表面积和体积的预估模型

及检验

为了预估不同林分条件的樟子松人工林树冠

表面积和体积，基于模型（;）和模型（A）式，采用再

参数化的方法建立了全树冠表面积和体积的预估

模型。具体做法是，利用模型（;）或（A），分别标准

地估计模型的参数值，并分析各参数与林分条件

（林分年龄（ /）、地位指数（&0）、每公顷株数（1）以

及优势木高（"!））的相关关系。将林分条件的各

因子及其变换因子作为自变量，分别与树冠表面积

模型（;）中的参数 *=、*A 以及树冠体积模型（A）中

的参数 1=、1A 建立回归关系，分别代入模型（;）和

模型（A）式，并进行 => =@ 显著水平下的 + 检验，最

后得到下面的最优方程：

#&’ ( 2=·!2;·"（2A32!·/ 32:·"!32@·)-&032?·)-1）·#2D
* （D）

#- ( 4=·!4;·"（ 4A34!·)-/ 34:·"!）·#4@
* （C）

式中：#&’ 为全树冠表面积；#- 为全树冠体积；!
为胸高直径；" 为树高；#$ 为冠长；"! 为优势木

高；/ 为林分年龄；&0 为地位指数；1 为每公顷株

数；(=，(;，(A，(!，(:，(@，(?，(D；6=，6;，6A，6!，6:，6@ 为待

估参数。

利用 != 株样木数据，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

分别拟合模型（D）、（C）式中的参数，并进行了参数

检验。模型拟合结果见表 ! 和表 :。

表 !" 树冠表面积预估模型（D）参数的估计值与拟合统计量（- E !=）

F*1)( !" G*4*8(+(4 (.+$8*+(. *-9 6$++$-% .+*+$.+$3. 6,4 34,2- .546*3( *4(* 04(9$3+$-% 8,9()（C）（- E !=）

参数
G*4*8(+(4

估计值
H.+$8*+(9 7*)5(

标准误
I+*-9*49 (44,4

/J值
/J7*)5(

5J值
5J7*)5(

剩余残差平方和
（’II）

剩余标准差
（IK& L）

相关指数

（’A ）

(= =& ACD ;C =& =@@ D: =& @;@ A =& =:? ;A
(; ;& ;?! ;! =& !DD :B !& =C; A =& ==@ :?
(A ;C& ?BC =? !& @:; BC @& ADB = =& === =!
(! =& ;=B =C =& =!! =! !& !=A ? =& ==! A: := A?;& AD! :A& DDB =& BDA A
(: M =& @C: DD =& ;!: D; M :& !:= C =& === A?
(@ M A& !@C !D =& @DD ;? M :& =C? ; =& === :B
(? M =& CC? DC =& ;?C == M @& ADC ? =& === =!
(D =& ::! @= =& AD@ =? ;& ?;A C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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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树冠体积预估模型（#）参数的估计值与拟合统计量（$ % &’）

()*+, !" -).)/,0,. ,102/)0,1 )$3 42002$5 10)0210261 47. 6.78$ 97+:/, ;.,32602$5 /73,+（#）（$ % &’）

参数
-).)/,0,.

估计值
<102/)0,3 9)+:,

标准误
=0)$3).3 ,..7.

!>值
!>9)+:,

">值
">9)+:,

剩余残差平方和
（?==）

剩余标准差
（=@A B）

相关指数

（?C）

4’ ’A ’’’ ’& ’A ’’’ D’ CA EF& & ’A ’!E #’
4D CA DEC !E ’A E&G G# CA HG& ! ’A ’’F H&
4C HA DFD E& !A C#G ’! CA D&# D ’A ’!C H’ &’ F&’A #G& &GA ECG ’A H&H #
4& I CA DG! &G ’A #H# E& I CA &HE D ’A ’C! FE
4! ’A DDE EF ’A ’!# HG CA !’G E ’A ’C! CD
4G I ’A &GC HH ’A !DG DC I ’A #G’ & ’A ’!’ &F

" " 由表 & 和表 ! 可知，模型（E）和（#）的剩余标

准差分别为 !CJ # /C 和 &GJ E /&，而相关指数分别

高达 ’J HEC C 和 ’J H&H #，说明方程（E）和方程（#）

拟合的效果良好。模型的拟合参数检验结果表明，

模型（E）和（#）中的各参数在 ’J ’G 显著水平下均

差异显著（# K ’J ’G），说明树冠表面积（$%&）与胸

径（’）、树高（(）、冠长（$)）、优势木高（(’）、林

分年龄（ !）、地位指数（%*）以及每公顷株数（+）都

有关；而树冠体积（$,）与胸径（’）、树高（(）、冠

长（$)）、优势木高（(’）以及林分年龄（ !）有关。

由模型（E）和（#）的参数估计值来看，树冠表面积

（$%&）和树冠体积（$,）随林分年龄、胸径的增大

而增大，揭示了树冠结构的复杂程度和对空间的占

据能力；而 $%& 随林分密度、立地指数的增大而减

小，表明林分越密，越不利于光能的利用；$, 则与

林分密度无关，与立地指数呈反比。

为验证所建模型（E）和（#）有效性，将 F 块枝

解析样地中计算出的各样木树冠表面积（$%&）、树

冠体积（$,）作为实测值，将模型计算的各样木 $%&
和 $, 作为理论值进行了预估误差及 ’J ’G 显著水平

下的置信椭圆 L 检验，各样地检验结果见表 G。

表 G" 樟子松人工林树冠表面积预估模型（E）和

树冠体积预估模型（#）的检验结果"
()*+, G" (,10 .,1:+01 74 6.78$ 1:.4)6, ).,)（E）)$3 97+:/,

,102/)02$5 /73,+（#）47. M7$57+2)$ ;2$, ;+)$0)027$

变量 N).2)*+, O=P ON

平均误差 MA < I CA E# I EA F’

平均绝对误差 MP< CHA #E CGA #D

平均相对误差 M?<（Q ） ’A #H I EA EC

系统误差 =<（Q ） I DA ’! I FA DF

精度 -.,62127$（Q ） HGA ’# HDA C#

- 值 ->9)+:, ’A ’E’ ’ ’A #G& E

显著性 =25$2426)$, 不显著 不显著

"注：L’A ’G（C，C#）% &J &!；$1 表明在 ’A ’G 显著水平下差异不显著，

# K ’A ’G" $1 /,)$1 $70 125$2426)$0，# K ’A ’G

从表 G 可以看出，树冠表面积模型（E）的预估

效果明显好于树冠体积模型（#）。各样木 $%& 的

平均相对误差为 ’J #H.，而 $, 的平均相对误差为

I EJ EC.；$%& 的系统误差为 I DJ ’!.，而 $, 的

系统误差为 I FJ DF.。从精度检验中可以看出检

验精度很高，均大于 HD.。置信椭圆 - 检验结果

表明，在 ’J ’G 显著水平下 $%&、$, 的预估值与实

测值之间均差异不显著，说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适用

性。因此，利用这两个模型可以预估樟子松人工林

不同林分条件下的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

&A &" 林木材积生长量与树冠表面积、树冠体积的

关系

利用 F 块样地中 &’ 株解析木数据，经分析发

现林木材积生长量与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都呈

直线关系（见图 G，F）。利用 &’ 株解析木数据拟合

模型（&）和模型（!），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及检验结

果见表 F 及图 G，F。

图 G" 材积生长量与树冠表面积的回归关系

L25A G " ?,5.,1127$ .,+)027$ 47. 97+:/, 2$6.,/,$0 )$3
6.78$ 1:.4)6, ).,)

从表 F 可知，模型（&）和（!）的相关系数 . 均

大于 ’J H&，说明两个方程的回归关系显著。同时，

模型（&）和（!）的参数检验结果表明，在 ’J ’G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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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材积生长量与树冠体积的回归关系

#$%& ! " ’(%)(**$+, )(-./$+, 0+) 1+-23( $,4)(3(,/ .,5
4)+6, 1+-23(

水平下模型（7）和（8）的参数均通过了 /9检验。说

明了材积生长量分别与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呈

线性关系。

8" 结论

（:）樟子松人工林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均

随着林木胸径、树高和冠长的增大而增大，它们之

间呈幂函数关系。

（;）不同林分条件的樟子松人工林树冠表面

积（!"#）和树冠体积（!$）随林分年龄和胸径的增

大而增大。!"# 随林分密度的增大而减小，表明在

年龄和立地条件下，林分越密树冠表面积越小；而

!$ 与林分密度相关不紧密。

表 !" 预估模型（7）和（8）的参数估计及检验结果（, < 7=）

>.?-( !" @.).3(/() (*/$3./(* .,5 0$//$,% )(*2-/* 0+) A)(5$4/$,% 3+5(-（7）.,5（8）（, < 7=）

变量

B.)$.?-(

回归方程

’(%)(**$+, (C2./$+,

相关系数

)

参数

@.).3(/()

估计值

D*/$3./(

标准误

E& D&

%9值

%91.-2(

& 值

&9-(1(-

FEG BH < =& =;I ; J =& === K"FEG =& I7I K
4= =& =;I ; =& =:I 7 :& L:L ; =& =:8 :
4: =& === K =& === : :8& LL; =& === =

FB BH < =& =MK J =& ==: 8"FB =& I7M =
5= N =& =MK =" =& =:M ; 8& L7K = =& === =
5: =& ==: 8 =& === : :8& :I: =& === =

" " （7）文中所建立的树冠表面积预估模型（M）和

树冠体积的预估模型（K）的检验结果表明，模型

（M）的预估效果明显好于模型（K），二者平均相对

误差分别为 =O KIP 和 N MO M;P，系统误差分别为

N :O =8P 和 N !O :!P。但 是，预 估 精 度 均 大 于

I:P，并通过了置信椭圆 # 检验。这说明所建模型

预估精度高，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因此，利用这两

个模型可以预估樟子松人工林不同林分条件下的

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

（8）樟子松人工林林木材积生长量与树冠表

面积以及与树冠体积都呈线性关系，树冠表面积或

树冠体积越大，林木材积生长量越大。

（L）本文所建立的林分树冠表面积和体积模

型可以预估樟子松人工林不同林分条件下的林木

树冠表面积和树冠体积，为进一步研究林分经营模

型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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