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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激光雷达灌丛化草原小叶锦鸡儿生物量估算
刘晓亮 1，隋立春 1，白永飞 2，赵旦 3，赵玉金 2，刘艳书 4，翟秋萍 2
1. 长安大学 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 西安 710054;
2.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93;
3.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94;
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荒漠化研究所, 北京 100091

摘 要： 小叶锦鸡儿是内蒙古灌丛化草原中最具代表性的景观植物，准确估算小叶锦鸡儿灌丛的地上生物量对研
究灌丛化草原生态系统、监测草原灌丛化程度具有重要意义。地基激光雷达 TLS （Terrestrial Laser Scanning） 可

通过获取高密度点云数据准确估算灌木体积，被广泛应用于反演灌木生物量，但在灌丛化草原中尚未得到有效
应用。本研究首先在中国科学院灌丛化草地植被恢复试验区获取了 5 个样方 （10 m×10 m） 共 42 株灌丛的 TLS 点

云数据及实测生物量信息；然后分别使用整体凸包法、切片凸包法、切片分割法、体积表面差分法、体素法 5 种
方法计算灌丛体积并与实测生物量进行回归分析；最后，通过留一交叉验证对 5 种方法建立的生物量估算模型精
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TLS 可在不破坏植被的情况下实现快速、准确地小叶锦鸡儿灌丛生物量反演，是传

统野外调查方法的可靠替代技术。研究中采用的 5 种方法均能较好地估算灌丛生物量，其中：（1） 相比于整体凸
包法 （R2=0.87， p<0.001， RMSE=30.50 g），切片凸包法 （R2=0.89， p<0.001， RMSE=28.01 g） 与切片分割法

（R2=0.88， p<0.001， RMSE=29.03 g） 可有效减弱离群点造成的体积高估，生物量估算精度有所提升；（2） 格网

大小为 3 cm、高度统计变量选取标准差时，体积表面差分法计算的体积与实测生物量拟合度最好 （R2=0.89，

p<0.001， RMSE=28.89 g），表明高度标准差是估算小叶锦鸡儿灌丛生物量的强预测因子；（3） 体素法解释了生
物量估计值 90% 的变化 （R2=0.90， p<0.001， RMSE=26.28 g），是适合小叶锦鸡儿灌丛生物量反演的最优模型。
关键词：遥感，地基激光雷达，灌丛化，小叶锦鸡儿，生物量，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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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草原灌丛化是全球干旱及半干旱地区草原普

积扩张，使得草原灌丛化现象不断加剧，超过

510 万 hm2 的草原出现灌丛化现象，对草原生态系

统产生了严重影响 （林燕和白永飞，2010；Peng

遍发生的一种现象，主要表现为草原生态系统中

等，2013）。生物量是衡量生态系统生产力的重要

的本土灌木植株密度、盖度和生物量的增加及草

指标，对研究生态系统碳循环、碳储量等内容具

本的植株密度、盖度和生物量的减少 （Grover 和

有重要意义 （Brown，2002；Lasky 等，2014），准

Musick，1990；高琼和刘婷，2015），是全球干旱
及半干旱地区面临的重要生态问题 （Archer 等，

2001；Eldridge 等，2011）。在中国，以内蒙古草
原的小叶锦鸡儿灌丛化现象最为典型，由于过度

放牧、气候变化等原因导致小叶锦鸡儿灌丛大面

确估测小叶锦鸡儿灌丛的地上生物量有利于深入
了解小叶锦鸡儿灌丛在草原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
地位，为研究灌丛化草原生态系统、监测草原灌
丛化程度提供重要参考。
灌木生物量的传统测算方法通过对灌木的破

收稿日期：2019⁃06⁃18；预印本：201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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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性采样获取，测量速度慢、范围小。遥感技术
的发展有效弥补了传统野外调查方法的不足，基
于卫星得到的光学影像可以获取植被的光谱反射
信息，且某些特征波段、植被指数对植被生物量
变化反应敏感，被广泛用于森林 （Lu 等，2004；
Zheng 等，2004）、灌木 （Chen 等，2018；Svinurai

等 ， 2018）、 草 地 （杨 飞 等 ， 2012； Pordel 等 ，
2018）、农作物 （Claverie 等，2012） 等植被的生
物量反演。

然而，遥感影像只能获取植被的 2 维光谱信

息，无法获得植被的垂直结构信息。航空激光扫
描 ALS （Airborne Laser Scanning） 作 为 一 种 主 动

式遥感技术，可发射激光脉冲穿透植被冠层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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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ves 等 （2015） 使用体积表面差分法和体素法
对两种低矮北极灌木的生物量进行估测，实验结

果显示两种方法所获取的体积均可准确预测灌木
的生物量，并且体素法的精度 （R2=0.94） 略高于
体积表面差分法 （R2=0.92）。毕银丽等 （2013） 在

计算紫穗槐的株冠体积时，将多种体积算法的计
算结果与实测株高、冠幅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
明立体栅格算法是估算紫穗槐株冠体积的最优方
法，但对于各算法具体参数的选择以及体积与生
物量是否存在相关性未进行分析说明。由于 TLS 数

据可以实现高精度的灌木地上生物量反演，已被
作为地面验证数据用于评估和校准 ALS 数据的生
物量反演结果 （Li 等，2015；Greaves 等，2017）。

目前在内蒙古灌丛化草原中使用 TLS 技术对小

地表，所获取的点云数据可构建多种表征植被结
构特征的高度统计变量，用以描述和获取植被的

叶锦鸡儿灌丛生物量进行估测的研究尚未有报道。

冠层分布特征和垂直结构信息，在估算森林蓄积

由于不同物种之间的形态差异、点云数据的扫描

量和生物量 （Sheridan 等，2015；李旺 等，2015；

方式等因素都会影响体积对生物量的反演精度，

曹 林 等 ， 2016）、 提 取 单 木 因 子 （Falkowski 等 ，
2006；Latif 等，2011） 等研究中已得到成功应用。
目前，ALS 应用于灌木生物量反演的研究相对较
少，现有研究多数通过提取 ALS 点云数据的高度
统计变量对生物量进行估测。例如，Estornell 等

（2011） 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地中海森林中利用 ALS
提取多个高度统计变量估测了以球果栎为优势物
种的灌木生物量，结果表明 95% 高度百分位数预
测生物量精度最高 （R2=0.73）。Li 等 （2017） 也基
于 ALS 数据的 35 个高度统计变量，分别使用随机

且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数研究对象的灌木高度
都超过 1 m，对于如小叶锦鸡儿灌丛等低矮灌木

（<1 m） 的研究更少，已有使用 TLS 反演灌木生物

量的技术方法能否完全适用、哪一种方法更适合
小叶锦鸡儿灌丛生物量的反演还尚未得知。因此

本研究的目的是：（1） 测试 TLS 点云数据估测小叶
锦鸡儿灌丛地上生物量的能力；（2） 对已有的点

云体积计算方法进行改进，提高体积参数反演灌
木生物量的精度；（3） 对比各个模型估测生物量
的能力，确定适合小叶锦鸡儿灌丛地上生物量反

森林回归模型和逐步多元回归模型估算灌木生物

演的最优模型。

量变化。然而，由于灌木高度相对低矮且表面形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量，结果显示两种方法均可解释 74% 以上的生物

态均匀，基于 ALS 的估算方法受限于点云密度和

高程精度，对灌木高度和冠幅面积存在低估现象

（Gaveau 和 Hill，2003；Hopkinson 等，2005；Glenn

本研究在中国科学院灌丛化草地植被恢复试验

等，2011），增加了研究难度。

区（44° 22'08'' N — 44° 22'44'' N，116° 05'58'' E —

可获取更高密度的点云数据，早期研究多利用 TLS

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巴彦宝拉格苏木巴彦哈日

地基激光雷达 TLS（Terrestrial Laser Scanning）

116°06'50'' E）进行 （图 1）。该试验区位于中国内

提取的灌木高度信息反演生物量。由于 TLS 点云数

阿图嘎查，海拔约为 939—952 m，地形相对平坦，

取更高维度的体积信息，这使得利用体积参数更

夏季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为 3.76 ℃，年平均降

据不仅能够精确反演灌木的高度、冠幅，还能提
高精度估测灌木生物量成为可能。例如，Olsoy 等

（2014） 采用凸包法和体素法对美国爱达荷州的灌
木蒿的生物量进行反演，研究结果表明凸包法的
精度 （R =0.92） 略高于体素法 （R =0.86），且两种
2

2

方法建立的模型受地点和季节因素的影响很小。

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
水量为 269.5 mm，主要集中于 6—8 月份，占全年
降水量的 60%—80%。植物生长季一般在 4 月末开

始，10 月初结束，持续时间大约 150 d。试验区常
见植物种主要包括小叶锦鸡儿、羊草、克氏针
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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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2.2

2020, 24（7）

图 1 研究区与样方地理位置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the sample plot
表2

地基激光雷达和地面生物量数据获取
2017-07，在试验区内随机选取 5 个等间距的

Table 2

地上生物量与灌丛高度统计数据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shrub height statistics

10 m×10 m 的灌丛调查样方，并在每个样方的角点

统计量

高度/cm

均值

38.20

VZ2000 地基激光雷达扫描仪，仪器的相关技术参

最小值

安置固定木桩以确定样方边界。研究采用 RIGEL-

最大值

数见表 1。在每次扫描时，首先定位每个样方内所

标准差

有灌丛的位置，用卷尺人工量取每个灌丛的高度，
然后将地基激光雷达扫描仪安置在样方的近似中

心位置，在样方的各木桩处安置一根 1.2 m 高的目

标反射柱便于后期样方边界识别。为保证实验的
准确性及代表性，扫描结束后对样方内的全部灌
丛进行采样，将灌丛齐地面剪下所有枝条装袋并

2.3

13.45
74.00
16.00

地上生物量/（g/株）
110.74
5.15

493.88
107.87

点云数据预处理
将 原 始 数 据 导 入 TLS 配 套 的 软 件 RiSCAN

Pro， 首 先 滤 除 点 云 数 据 中 的 粗 差 点 ， 对 于 个 别
灌丛点云中存在软件未能去除的明显离群点，进

带回实验室。所有样本 （n=42） 均在 65°下烘干至

行手工去除。借助样方角点处安置的反射柱识别

值 AGB （Aboveground Biomass）。地上生物量采样

（Isenburg， 2013） 的 lascanopy 工 具 和 lasheight 工

表 1 RIGEL VZ-2000 地基激光雷达技术参数
Table 1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RIGEL VZ-2000
terrestrial laser scanning

进行高度归一化。最后，手工裁剪分割出每个样

少 48 h，然后进行称重以获得灌丛的地上生物量
及灌丛株高测量的基本统计数据见表 2。

参数

规格

波长

近红外

测距范围/m

2.5—2000

激光发散度/mrad
精度/mm
重复精度/mm
激光脉冲发射率/kHz
视场角/（°）

角度分辨率/（°）

0.3
8

样 方 边 界 并 进 行 裁 剪 。 之 后 ， 使 用 lastools 软 件
具，对点云数据进行分类，提取样方中的灌丛并
方中的灌丛，使用不同方法分别计算每个灌丛的
体积 （图 2）。
2.4

体积计算
为找出基于 TLS 体积法估算小叶锦鸡儿灌丛

生物量的最优估算模型，本研究选取 5 种方法：

5

（1） 整体凸包法；（2） 切片凸包法；（3） 切片分

100（+60/-40）

方法均使用 C++语言基于点云库 PCL 1.8.0 （Point

950

0.0015

割法；（4） 体素法；（5） 体积表面差分法。所有
Cloud Library）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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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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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TLS 点云数据获取与处理流程
TLS point cloud data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process

V =∑
n-1

（1） 整体凸包法。三维凸包是指给定三维空
间的一些点，包含这些点的最小凸多面体。整体
凸包法即通过对某个灌丛的点云构建一个三维凸

k=1

( S k + S k + 1 ) ·h
2

(1)

式中， V 表示灌丛的体积， S k、 S k + 1 表示相邻切片

包，以三维凸包的体积作为该灌丛的体积。三维

的点云投影后凸多边形的面积， n 为点云分割部分

凸包可以通过多种算法来确定，如：增量法、礼

的数量，h 为切片间距。
（4） 体积表面差分法。体积表面差分法首先

品包装法、分治法和快速凸包法，在本研究中计
算三维凸包采用的是快速凸包的算法 （Barber 等，

对点云数据进行空间格网划分，统计每个格网内

1996）。快速凸包算法是对 Clarkson 和 Shor （1989）

的点云高度统计变量，本研究中选取的点云高度

取外部点集合中的极值点作为候选点，减少了随

50% 高 度 百 分 位 数 （P50）、 75% 高 度 百 分 位 数

提出的随机增量算法的一种改进，每轮迭代时选

机增量算法中更新点的数目和冲突图维护所需要
的时间，有效提高了三维凸包的构建速度。在凸
包构造完成后，计算凸包的体积即为灌丛的体积。
（2） 切片凸包法。切片凸包法是对整体凸包
法的改进，首先按照一定的切片间距将点云在 Z 轴

方向上进行分割，将点云分割成多个部分，然后
对每一部分的点云分别构造单独的三维凸包，最
后计算所有切片凸包的体积之和作为灌丛体积。
考虑到灌丛实测高度的数值范围，同时为使
计算的体积与生物量达到最佳相关性，确定适合
灌丛生物量反演的最优切片间距参数，在本研究
中 切 片 间 距 参 数 的 范 围 设 定 为 1—10 cm， 步 长
1 cm。

（3） 切片分割法。切片分割法与切片凸包法

类似，首先按照相同方法对点云进行分割，不同

统计变量包括平均值 （MEAN）、最大值 （MAX）、
（P75）、 95% 高 度 百 分 位 数 （P95） 和 标 准 差

（SD），将各格网内计算的高度统计量与格网底面
积相乘作为格网体积，最后计算所有格网体积之
和为灌丛体积。为确定最优格网大小以提升方法
的 性 能 ， 格 网 大 小 参 数 的 范 围 设 定 为 1—10 cm，
步长 1 cm。

（5） 体素法。体素法计算灌丛体积通过对点

云构建八叉树实现，八叉树是一种用于描述 3 维空

间的树状数据结构，它的每个节点表示一个正方
体的体积元素，常用于点云压缩、点云滤波以及
构建点云的空间索引。在计算体积时首先确定最
大递归深度处子节点的边长大小，体素边长大小
的范围设定为 1—10 cm，步长 1 cm。然后对点云
构建八叉树，每个体素中都至少包含一个点，体
素的数量乘以单个体素的体积即为灌丛的体积。

之处在于将分割后每一部分的点云分别投影到 XY

2.5

形的面积，利用切片面积和相邻切片的间距求解

建立了简单线性回归模型。为评估模型的性能，

各部分点云的体积。最后，按照式 （1） 计算所有

计算了决定系数 R2 和均方根误差 RMSE。同时，为

平面，计算投影后每个切片内的点围成的凸多边

分割部分的体积之和作为灌丛体积

模型建立与评估
将 5 种方法计算的体积分别与实测地上生物量

评估各方法的时间复杂度，每种方法在最优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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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下分别对所有样本重复运算 10 次，记录每次
运算所需的时间并计算其均值。对自变量使用
Shapiro-Wilk test 检验是否满足正态分布，检验结

果表明实测地上生物量值必须进行对数转换来实
（a）体积计算示意图
（a）Schematic diagram of volume calculation

现正态分布。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见式 （2）
ln ( AGB ) = b 0 + b i · ln ( V )

(2)

式中，AGB 是预测的灌丛地上生物量 （单位 g）， V
是估算的灌丛体积 （单位 m3）， b i 是回归方程的系

数 。 留 一 法 交 叉 验 证 LOOCV （Leave One Out
Cross Validation） 被用来对实验结果的精度进行验
证，留一法交叉验证是 K-折交叉验证的极端情
况，每次只留下 1 个样本做测试集，其他样本做训

练集，避免了试验设计中训练样本和验证样本间
的选择问题，样本利用率最高，可有效地评估模
型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整体凸包法改进效果评价

（b）整体凸包法计算的体积与实测地上生物量的线性回归
模型
（b）Linear regression model of the global convexhull-volume
and the measured aboveground biomass
Fig.3

留一法交叉验证的结果显示：整体凸包法

图 3 整体凸包法生物量建模
Biomass modeling based on global convex hull

（图 3（a）） 在所有建立的生物量反演模型中表现最

差 （R2=0.87， p<0.001， RMSE=30.50 g， 图 3（b）
）。
一方面是由于该方法对离群点的敏感性极高，单

个离群点的存在会使得构建的三维凸包中存在巨
大空洞，从而高估灌丛的体积；另一方面，整体
凸包法属于无参数法，无法通过调节参数对模型
的拟合效果进行改善。
考虑到该方法的不完善性，我们改进并使用
了切片凸包法和切片分割法，通过预先对点云在 Z
轴上进行分割，实现对灌丛体积更精确的表达

（图 4），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离群点存在导致
的体积高估。切片凸包法 （图5 （a）） 和切片分割法
与整体凸包法相比，模型精度略微提升 （R2=0.89，

p < 0 . 0 0 1，R M S E = 2 8 . 0 1 g，图 5（b）；R 2 = 0 . 8 8，
p<0.001，RMSE=29.03 g，图 5 （c）），其中切片凸

包法的精度相对更高，可见方法的改进起到了一
定作用，且改进后的方法在不同切片间距参数下
的模型精度 R 和 RMSE 波动较小，仅存在微小差
2

异，模型稳健性较强，一般取 1 cm 即可达到较优
的拟合效果。

Fig.4

3.2

图 4 整体凸包法与切片凸包法对比
Comparison between the global convex hull and the
convex hull by slices

体积表面差分法不同高度统计变量的模型精

度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 （图 6 （a）， 图 6 （b）），在不

同格网大小下 （1 cm 除外），随着高度参数所代表

的高度的升高，模型精度依次提升，使用最大值、
95% 高度百分位数和标准差估测生物量的精度要
明显优于 50% 高度百分位数、75% 高度百分位数
和平均值；且在点云高度统计变量选用标准差、格

网 大 小 3 cm 时 ， 模 型 拟 合 最 优 （R2=0.89， p<
0.001， RMSE=28.89 g）。在任意格网大小下：使

用 50% 高 度 百 分 位 数 估 测 生 物 量 的 准 确 性 最 低

（R2=0.84， p<0.001， RMSE=38.69 g）； 点 云 高 度
参数选用最大值与 95% 高度百分位数、格网大小

2 cm 时，模型精度基本一致，R2 均为 0.88，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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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33.32 g 和 33.77 g。除格网大小 1 cm 外，在

强预测因子；但在格网大小为 1 cm 时，由于格网

型精度最高，表明标准差是该方法估算生物量的

量变异，从而影响标准差估算生物量的精度。

其他格网大小下，选取标准差变量时所建立的模

内点云数量较少，标准差的值不能有效代表生物

（a）体积计算示意图
（a）Schematic diagram of volume calculation

（b）不同切片间距下切片凸包法计算的体积与实测生物
量留一交叉验证的结果
（b）Leave one out cross validation results of the volume
calculated by the convex hull slices and the measured
biomass under different slice spacings
Fig.5

（c）不同切片间距下切片分割法计算的体积与实测生物
量留一交叉验证的结果
（c）Leave one out cross validation results of the volume
calculated by the sections and the measured biomass under
different section spacings

图 5 切片凸包法与切片分割法生物量建模
Biomass modeling based on convex hull by slices and volume calculated by the sections

（a）体积计算示意图
（a）Schematic diagram of volume calculation

900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Chinese） 遥感学报

2020, 24（7）

（b）不同格网大小和不同高度统计变量计算的体积与实测生物量留一交叉验证的结果
（b）Leave one out cross validation results of the volume calculated by the volumetric surface differencing and the measured biomass
under different grid size and different height statistical variables
Fig.6

图 6 体积表面差分法生物量建模
Biomass modeling based on volumetric surface differencing

体积表面差分法在估测植被生物量的研究中
已经取得成功的应用，但针对不同生物群落的生
物量估算差异较大。例如，Cooper 等 （2017） 使
用此方法在野外对包括凋落物在内的草地生物量
进行估测 （R2=0.57），Radtke 等 （2010） 也应用此

素边长的增大，模型精度依次提升，体素边长超
过 6 cm 时，模型精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体素大

小为 5 cm 时计算得到的体积与灌丛地上生物量达到

最 优 拟 合 （R2=0.90， p<0.001， RMSE=26.28 g），
相比于本研究其他方法体素法精度最高。

方法在集约化管理的牧场中通过计算牧草的体积
变化对牧草的生物量变化进行估测，估算精度 R2
高达 0.97，可见该方法在针对单一物种生物量的
估测中精度更高。此外，体积表面差分法的性能
表现也受到格网大小和高度参数选取限制，大多

数研究只简单采用 DSM 减去 DEM 的方式获取格网

内 的 高 度 最 大 值 （Radtke 等 ， 2010； Eitel 等 ，

（a）体积计算示意图
（a）Schematic diagram of volume calculation

2014） 以计算格网体积，但未必能取得最优的模

型精度。因此，本研究在使用此方法估测小叶锦
鸡儿灌丛生物量时，首先通过经验法确定了最优

的格网大小为 3 cm，并通过对比分析多个高度统
计变量计算的体积估测生物量的能力，揭示了标

准差是适合小叶锦鸡儿灌丛生物量估测的最优高
度统计变量，而不是最大值。但由于本研究仅针
对个体尺度的小叶锦鸡儿灌丛生物量估测，对于
其他植被的生物量估测，最优参数的选取仍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
3.3

体素法精度分析
体素法 （图 7 （a）） 建立的生物量预测模型

（图 7 （b）） 精度随着体素大小的改变而变化。体

素边长 1 cm 时建立的模型精度最低，之后随着体

（b）不同体素大小计算的体积与实测生物量留一交叉验
证的结果
（b）Leave one out cross validation results of the volume
calculated by the voxels and the measured biomass under
different voxel edge length
Fig.7

图 7 体素法生物量建模
Biomass modeling based on vo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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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素法在 Olsoy 等 （2014） 使用 TLS 估测灌木

蒿地上生物量的研究中已得到应用，发现体素边

长的大小被设定为 1 cm 时，生物量估算精度最高

（R2=0.90）。但在本研究中，体素边长为 1 cm 时计

算的体积与地上生物量所建立的回归模型的拟合
效果最差 （R2=0.79），而体素边长为 5 cm 时建立的

回归模型拟合效果最好。原因可能与体素法的估
算原理有关：体素法假设 TLS 发射的激光束可以完

4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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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研究表明 TLS 可以在不破坏植被的情况下有效

地对个体尺度的小叶锦鸡儿灌丛生物量进行估测，
在监测草原灌丛化程度、草原生态系统研究和管
理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研究中采用的 5 种

方法计算的灌丛体积与灌丛实测地上生物量均有
很高的相关性，体素法可以解释生物量估计值

全穿透灌丛内部从而获得完整的灌丛结构，但由

90% 的变化，在研究中的精度最高且平均计算时

于实验只在样地的中心进行一次扫描，使得灌

容易选取，可以有效减弱离群点的影响，稳健性

丛内部点云密度相对较低，无法获得小叶锦鸡儿
灌丛完整的内部结构；当体素边长设定过小时
（1 cm），灌丛内部可能存在一定空洞，低估了灌
丛的体积，通过增大体素的边长 （5 cm），可以在

间相对较短；切片凸包法和切片分割法的参数最
最好。相对于传统的破坏性采样，使用 TLS 估测灌

丛生物量是省时省力且对生态系统友好的技术
方法。
然而本研究中，各模型最优参数的选取都是

一定程度上弥补灌丛内部结构缺失的不足，从而

通过经验法选取的，在今后的研究中将对模型最

改善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

优参数的自动选取进行一定实验和探讨。此外，

3.4

可以实现大范围的点云数据获取，将 TLS 反演结果

TLS 获取点云数据时的扫描范围受到限制，而 ALS

模型时间复杂度分析
由于切片分割法与切片凸包法在不同参数下

的表现差异较小，因此均选取 0.01 m 作为最优参

数计算运行时间。体积表面差分法和体素法分

作为地面验证数据与 ALS 数据进行结合，在灌丛

化草原实现大尺度范围的小叶锦鸡儿灌从生物量
反演将是下一步研究的工作重心。

别选取生物量估算精度最高时的最优格网大小
0.03 m、最优高度参数标准差和体素边长 0.05 m 计

算运行时间。如表 3 所示，整体凸包法作为一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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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ass estimation of Caragana microphylla in the shrub-encroached
grassland based on terrestrial laser scanning
LIU Xiaoliang1，SUI Lichun1，BAI Yongfei2，ZHAO Dan3，ZHAO Yujin2，LIU Yanshu4，ZHAI Qiuping2
1. College of Geology Engineering and Geomatic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Vege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3, China;
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mote Sensing Science, Aerospace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4, China;
4. Institute of Desertificatio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Caragana microphylla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lant in the shrub-encroached grassland of Inner Mongolia. Accurately
estimating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of Caragana microphylla is critical to study the shrub-encroached grassland ecosystem function further
and to monitor the degree of shrub encroachment. Terrestrial Laser Scanning (TLS) can accurately estimate shrub volume by acquiring highdensity point cloud data. It is widely used to measure shrub biomass. However, this scanning method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applied in
shrub-encroached grassland. In this study, the field-measured TLS point cloud data and the shrub biomass of 42 shrubs were first obtained in
five plots (10 m × 10 m) from the shrub-encroached grassland vegetation restoration experimental area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volume of shrub was then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of global convex hull, convex hull by slices, volume calculation by sections,
volumetric surface differencing, and voxels.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also carried out to predict biomass. Finally, the accuracy of biomass
estimation models established by the five methods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by leave-one-out cross valid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LS
can achieve the rapid and accurate inversion of Caragana microphylla biomass without destroying vegetation, which is a reliable alternative
technology for traditional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s. The five methods used in the study were able to estimate biomass eff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global convex hull (R2=0.87, p<0.001, RMSE=30.50 g), the convex hull by slices (R2=0.89, p<0.001, RMSE=28.01 g)
and the volume calculation by sections (R2=0.88, p<0.001, RMSE=29.03 g)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verestimation of the volume
caused by outliers, thus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biomass estimation. The volumetric surface differencing fitted best with the measured
biomass (R2=0.89, p<0.001, RMSE=28.89 g) when the grid size is 3 cm.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height was selected as the optimal height
metric of biomass prediction for Caragana microphylla. The method that used voxels explained 90% of the variation in biomass estimates
(R2=0.90, p<0.001, RMSE=26.28 g). Thus, it was the best model for the biomass inversion of Caragana microphylla.
Key words：remote sensing, terrestrial laser scanning, shrub encroachment, Caragana microphylla, biomass,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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