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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n effective too1 in describing and explaining the spatial complexity of dbjects and their 

patterns in nature． fracta1 mod els recently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studies of patchiness and landscape ecology．t'racta]analysis has shown a considerable potenia]． 

This paper was intended to intrnd uce the concepts．and methods of calculat|0n for exact and  

statistieal fracnd s．as well as．the mnd ified fraetal dimension analysis。with examples of their 

applications in ecology，We focused on the methods of changing  measurement scaies~grid—based 

counting． perimeter-area re1ationship， and  density—based fracta1 dimension． In addition， 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was given for these differ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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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分形模型(fraetal models)是建立在分 

形几何学(fractal geometry)的基础上而发 

展起来的一种解释物体的空间形状和结构 

的研究方法口 。纵观分形几何学的发展 

也 不过 20多年 的历 史，它是 由数学 家 

Manddbrot[1 ”创立，由众多的科学家不 

断发展和完善，并应用于研究 自然界各种 

传 统 几 何 学 难 以 解 决 的 现 

象 ’ ” ”。 。特别是在最近几年，科 

学界的主流刊物如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 

《科学》推波助澜和大批的图书问世 ，使其 

与混沌理论(Chaos)和其它一些非线性理 

论得到广泛的应用 。分形几何学的核 

心是描述 自然界各种不规则物体，如 ：云的 

形状 、海岸线的长度、雪花的形状以及植被 

缀块的形状特点等” 。 。分形几何 

学在生态学 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分维数 

(Fractal Dimension)分析方 法上，即通过 

分维数来研究 自然界中的物体和空间格局 

特征。分维理论 目前已经发展了各种维数， 

如 相 似 性 维 数 (Simillarity dimension)、 

Hausdoff维 数 、信 息 维 数 (information 

dimension)等 强-。 

最近，国内有关分形分析在生态学中 

应用的介绍已有报道 ，并应用于研究黄 

土区农业景观格局的分析和草原群落格局 

及其环境因子的分维分析 本文将进 
一

步对分形分析作一些简单 的、系统的回 

顾 ，较为详尽的说明分形模型在生态学研 

究 中的运作过程和其所表示的生态学意 

义 ，为了解分形模型提供一个基础 的框架 

和索引。 

2．1 精确分形 

精确分形 (exact fraetals)是完全符合 

几何规则的，就象圆和三角形。度量的尺度 

和组成的单位是有着严格的规律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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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rpinski地毯为例(见图 1A)，它的基本 

单元结构是一个边长为 b一3个单位的正 

方形 (b为度量尺度)，除中间一个基本面 

积单位( 度量尺度 1为边长的正方形 ， 

我们称其为基本面积单位)的格子是空的 

外 ，其余皆为地毯。若定义每个基本单位的 

质量为 1，则不难计算该地毯的质量与面 

积的比为：(9～1)／9=0．888。 

圈 B 

匿 1 Sierpinki地 毽 

(̂ )边长为b=3的小聚集体，1十面积单位的 

洞在中间．其余 8十面积单位是地毯(阴影郭 

升)．( )8十小聚橐体组成的中聚集体 边长 6 
— 9．地毽面积为 64十面謇{单位．(c)8十中聚 

集体组成的大聚集体 ，边长 6—27，地毡面积为 

512十面积单位(引自 Mi e．1991) 

Fig．1 The a~rpinki carpet． 

(A ) The smallest aggTegate with 6 = 3 

segments algraents along㈣ edge a hole in the 

center，肺 d dght unit ceils( ed) (口) An 

agffmga~e of eight of the smaue吼 agg~gate． 

giving a mtal of 64 shaded cells．(C)An 

aggregate of eight tI-e med ium aggregate，giving 

atotal 0f 512 sh ed cells． 

用上述 8个带孔的小地毯(基本单元 

结构)，可拼成更大的地毯(如图 1B)。新的 

地毯中问有更大 的孔 (9个基本面积 单 

位)，则总面积为 9×9—81个基本面积单 

位．而有地毯覆盖的面积仅为 8×8—64个 

基本面积单位。新产生的较大地毯的密度 

为 64／8l：0．790。当地毯的边长b增至 27 

时，总面积为 729个基本面积单位 ，质量 

为 512，密 度为 512／729=0．7019(见 图 

lc)。重复这个过程则可产生一个在不同尺 

度 (3n，n为不等于 0的 自然效)上具有相 

似结构的华丽的地毯。上述过程描述了精 

确分形的本质，即：小的部分可以用来产 

生整体，这一特 征称为“自相似性”(sell 

siraillarity)。在每一次地毯的重新组合中， 

地毯的质量可以通过计算阴影的面积来获 

得。如果给定地毯质量随度量尺度 (边长 

6)的变化称为M(6)，则当地毯的边长由b 

一3增加到6=9和6=27时，其质量(阴影 

面积)分别由 8增加到了 64和 512(见图 

1A，B，C)。 

即 ： 

M (6= 3)= 8= 3Ds (1) 

(6— 9)一 64— 9Ds (2) 

(6— 27)； 512— 27Ds (3) 

则阴影基本单位效(或总质量)随着度量尺 

度 b变化可用公式(4)来表示，即 ： 

M (6)= 6 (4) 

M(6)代表度量尺度为6(图 1A，B，c)时的 

地毯质量；n 是分维效 ，描述了度量尺度 

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对(4)式两边同时取 自 

然对数有： 

n — In[Al(b)／Inb] (5) 

将图 1中的数据分别代入(5)式有： 

p ( )= ln8／ln3— 1，8928 

Ds(B)一 ln64／ln9— 1．8928 

Ds(c)一 ln512／In27一 1．8928 

即；D (A)一p ( )一p (c) 

上述结果显示 ，当地毯的总质量随着 

其度量尺度从 b由 3增加到 9、27时，由 8 

个单位分别增加到 64和 512个单位}相 

反，地毯的密度却从0．888减少到0．790和 

0．702。而此时的分维数 D．=IJ 8928，保持 

不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常学札等 t分形模型在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 

同时，我们也不难求出对数变化密度 

和尺度之间的斜率(1nO．888～lnO．790)／ 

(1n3~In9)一一0．106，等于 D。一2(含四 

舍五人误差)。这里 2是在 Sierpiskl地毯范 

围内的平面维。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分维数 

D。不隧尺度变化，而在不同的尺度上，地 

毯的密度变化可用D。来精确的描述。 

在这里 ，非整数指数(分维数 n)的意 

义可以看作是一种计算有多少量的地毯将 

要被铺设的方法，如果地毯一直铺到四面 

墙 ，并且中间没有孔 ，则地毯的质量是严格 

的正方形整体或地板宽度的平方。我们都 

知道 ，平面是两维空间，指数 2反映了二维 

地板的特征。相对于 Sierp~ki地毯，有少于 

二 维空 间的面 积，而 非整 数 指数 n 一 

1．8928恰好反映了衡量过程中质量和尺度 

之间的关系_2 。 

如果用 d来表示地毯所占据空间的 

维数( 一2)，贝!f Sierpiski地毯的密度为 ： 

P(6)一 M(b)／b。= 6 ／ 一 — d 

(6) 

P(6)为地毯 的密度 ，其它符号定义同前。 

公 式(6)反映了一般的关系，它可用来为 

估测其它物体的分维密度。 

总之．精确分形的建立在简单和常数 

的规则下 ，通常展示了非常有规律的结构。 

分形特点(如 ：质量和密度)被指数 n 精确 

的描述 ，n 是一个包含尺度，而又不受尺 

度变化影响的常数。精确分形对景观生态 

学家是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是，在自然界中 

很少有符合精确分形的物体和自然格局。 

只有严格的人为设计(干扰)景观，才能产 

生精确的格局。通常，在对 自然景观的观 

测、研究中，往往使用是一些考虑随机性因 

数的统计分形模型。 

3 统计性分形模型在生态学中的应用 

前文概括介绍 了精确分形的框架 ，而 

在生态学研究中则多应用统计性分形模型 

(statistical fracctal mode1) 。蜘 ]，因为 

自然界中许多物体形状的复杂性 ，使它们 

的分维特征只服从统计学上的自相似性和 

自仿射性 (self-affinity)。那么统计分形模 

型究竟是如何在生态学研究中应用?从有 

关 分 形 研 究 的文 献 所 反 映 的特 点 来 

看 ⋯ “ “ ，主要有以下几十特点 ：①由 

面积和周长尺度所建立的分形模型(确定 

镶嵌体物体形状、边界长度和景观格局多 

样性)}② 由观测物体的长度和观测尺度 

建立的分形模型(确定物体边界长度或曲 

线长度)；⑧由观测物体数和度量尺度所建 

立的质量尺度和密度尺度分形模型。此外， 

还 有 衡 量 有 机 体 运 动 的 扩 散 模 型 

(diffussion models) 和建立在地统计 

学上的半变异矩分形模型(Semivariogram 

mode1)[Io~lz,as 3等。分形模型在最近几年发 

展十分迅速 ，它成为用来描述 自然现象的 

有力工具 。分形模 型的基本表达式 

为 ： 

Q( )一 L (7) 

公式 (7)中 Q( )为在一定的观测尺度 

上 所 获得 的某 种 分形 变 量；D 为 分 维 

数【2“” 。分形变量 Q( )的变化取决于分 

维数 D的变化，D取值越大．则Q 的结构 

变化越复杂。在生态学研究中，分形模型的 

应用关键是如何来确定分维数 D 下面我 

们将详细介绍分维数的求法。 

3．1 应 用变 换测量尺 度 (Measurement 

Scale)求边界长度的分维数 

边界长度的计算公式采用： 

L(̂ )一 。 (8) 

在上式 中，L( )为边 界长度 ， 为测量尺 

度，D为分维数， 为常数 。这种 方法的 

主要特点是用变化测量尺度来逐步衡量曲 

线或边界长度(如：海岸线、植被缀块等的 

边界长度)。通过一系列变换测量尺度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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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以得到一组分形变量 L( )和尺度变 

量 的数据，从而根据公式(8)用 回归方 

法可计算出分维数 D和常数项 具体步 

骤如下：对公式(8)两边取 自然对数有 

In[L( )]一 Ink+ (1一 D)In2 (9) 

公 式(9)中，分维变量 L( )和尺度 为已 

知数 ，分维数 D和常数 k可用最小二乘法 

求出。线性回归曲线的斜率为 1一D，此曲 

线代表了由测量尺度和观测体边界长度所 

建立的坐标体系中所有的点。分维数 D可 

以想象成测量 一0的 Hausdoff维数的极 

限值。不过，这一点在实践中很难实现，因 

为所谓的分维数 D衡量的“内部尺度”将 

受到图片图象和划分尺度分辨率的约束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观测体边界弯曲 

特征的非均一性 ，当给定一个i曼f定尺度 

时 -分维变量 L( )将有一些变化依赖于从 

什么地方开始测定。同一测定尺度 ，不同的 

起始测定点，得到的边界长度不相同。为了 

避免这一现象对分形分析带来的影响 ，可 

以用多个起始点重复测量所得到 的回归 

图．保证其包含有更多的点；另一方面可以 

得到一个 D值的分布。在一些测量尺度 

上 ，D值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一 

个特定的 范 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值 ，而 

在另一个尺度可能得到一个新的 D值 ，这 

也预示着分维数 D的变化反映 了观测体 

结构随尺度的变化 。 

3．2 格子法测定边界分维数 

如果所研究的物体或景观格局已被编 

制成图，则使用下面的方法来测定分维数 

将更加方便。首先，在研究对象的图上放置 
一 个边长(测定尺度)为 的正方形组成的 

格子。计算覆盖研究物体的边界或曲线的 

格子数量，称作c。其次 ，变换格子(尺度) 

太小 ，重复这一过程，可以得到一组 由 C 

和 组成的数据 同样应用公式(8)，使用 

回归方法就可以求出公式中的常数 和分 

维数 D。此外，通过 InC和 In8的回归图也 

可计算出回归曲线的斜率值郎分维数 D 

和截矩 (即公式(9)中的常数)。在一定的 

尺度范围内，如果相对于图象，重新放置格 

子的方向来测定观测体的边界(或 曲线)长 

度，也可导致 C值发生变化。就像在划分 

尺度方法中的选择不同的起始点一样，我 

们同样可以利用不同的放置方向得到数值 

的平均数来代表对应尺度的边界长度 C， 

从而消除这一影响。 

格子法测定分维数实际上就是变换测 

量尺度求分维数，两者的不同不仅仅在于 

格子法分维数应用于室内作业较方便(如 

果研究对象已被编制成图)}而变换尺度求 

分维数则更适合于实地测定。 

3 3 周长一面积测定缀块分维数 

如果观测体是由规律的镶嵌体组成 

(如：海洋的颜色、植被的缀块等)，这些岛 

屿的边界分维数 D通过周长和面积数据， 

应用公式(10)可以被估计。 

P — kA 10) 

式 中 P为缀块的周长 ，̂ 为缀块面积，D 

为分维数 ，̂为常数 。D的理论范围值在 

1．0～2，0之闻，很显然，在用 (10)式来描 

述 单 个 缀块 时，常 数 因 子 一4；如 果 

D 一1，则缀块形状为欧几里得正方形，当 

D一2贝 表示该缀块的形状最为复杂。周 

长和面积可在一些固定的尺度上 (如：m 

和 m 、m和 hm。、km和 km。等)，通过一些 

测量手段来获得(如：格子法、图形数值化 

仪等)。将这些值标绘于对数坐标上 ，则 回 

归斜率等于 D／2 观测尺度的选择将不会 

影响结果，因为观测体是 自相似性产生的 

简单分维。在有些情况下(即观测物体的形 

状完全符合精确分形)，InA对 InP的标绘 

图将是一条单一直线 ，对所有的尺度提供 
一

个唯一的分维数 D0 。但是，更普遍的 

情况是分维数 D依赖于衡量尺度，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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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维变量(周长 P)和尺度(面积 A)的相互 

关系。例如，Bradbury等 (1984)对澳大利 

亚珊瑚礁(缀块)的结构进行的分形分析研 

究结果表明 ]，从较小的尺度( 一10cm ) 

到中等尺度( 一20～2OOcm之间)，分维数 

D 的变化 比较大，从 1．1下降到 1．05；而 

从中等尺度到大尺度( 一5～1Ocm)，分维 

数增加到 1．15。进～步的分析表明，珊瑚 

礁的结构符合 自相似性 ，分维数 D的变化 

说明了在不同的尺度存在着不同的过程 。 

三个尺度范围(大、中、小)反映了珊瑚礁的 

三个主要结构：小尺度揭示了单个珊瑚虫 

聚集结构特征；中等尺度揭示了老珊瑚虫 

的聚集区域的特征；大尺度则反映 了主要 

的地理地形结构。分维数D 的变化与珊瑚 

礁的层次组织结构的变化是一致的，分维 

数变化的转折点正是珊瑚礁等级组织的分 

界点 。也就是说，分维数的变化反映了缀块 

(珊瑚礁)结构的变化 此外，Palmer对不 

同植被类型斑块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分形研 

究，结果同样表明，植被缀块在不同的尺度 

上存在着不同的植被格局 。 

在上述过程中所获得 的分维数 D 可 

以是多个岛屿或缀块集合的整体衡量 ，也 

可以是单个缀块的形状描述。 

3．4 修改分维数法 

OLsen等 ”’在研究景观 多样性 时发 

现，应用公式(10)虽然可以求出单个缀块 

或整个景观 的分维数、描述景观或缀块形 

状的复杂性 ，但是不能反映景观组成的多 

样性。为此，在公式(10)的基础上发展了修 

改分维数法 (modified fractal dimension) 

俊方法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是引入了缀 

块相邻斑块数 C，其二是对周长 P进行了 

修正，其三该方法是建立在网格化信息图 

象的基础上(即景观类型图必须转换成格 

子化图才能用来分析)。具体定义如下： 

一 P + (11) 

P一为修改周长，P‘为周长等级修正值，P 

定义同前。其中 又定义为： 

P 一 Q ·C／( 一 1) (1 2) 

Q为周长减少系数，C为相邻斑块数(不包 

括对角相邻)，G 为景观中所有斑块类型 

数。在公式(12)中 Q又定义为 ： 

Q — Pf— P (13) 

其中 P|为斑块最大理论周长，对于单个斑 

块可以用公式(10)求出， 为斑块图格子 

化后最大理论周长。Q值的更简单的计算 

公式为： 
、 

Q 一 2(A 一 1) (14) 

A为斑块面积(以斑块格子数为单位)。将 

公式(11)、(12)、(14)合并有 ： 

Pl— P+ [2(A一 1)·C／(e 一 1)] 

(15) 

则对于单个缀块的修改分维数 D 可用下 

式求出： 

D。一 21n( ／4)／In(A) (16) 

当单个缀块的修改分维数求 出后，则整个 

景观的分维数可以通过不同缀块面积所占 

总面积的比例加权平均来求出。修改分维 

数 不仅能描述缀块的形状，而且还能 

反映缀块 的均一性 (evenness)和 毗邻性 

(juxtaposition)，揭示景观 空间格局的多 

样性0 。 

此 外，Plotnick等 对 景 观 孔 隙 度 

(Lacunarity)的研究中提出，对于具有 自相 

似格局的景观也可用孔隙度来决定分维 

数【 。孔隙度的计算方法也是建立在格子 

化图的基础上，与前面所介绍的分形方法 

相比较 ，孔隙度主要描述 了景观中非缀块 

医域的空间结构 有关孔隙度的计算方法 

和应用我们将另外介绍 ，对这方面感兴趣 

的读者还可参阅有关原文(见参考文献)。 

3，5 密度分维数的测定 

密度是生态学研 究中常用 的一个指 

标。在自然界中，由于物体分布的非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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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生态学家通常缺乏系统的、反映整个 

景观特征的一系列数据。但是，却往往拥有 
一

个特定区域内比较完整的数据。而这些 

数据不可能是从一个两维客观实体来取样 

得到的 换句话说，在自然界中我们所调查 

的对象其分布形式不可能是严格的二维空 

间。相反，其分布区域仅占据了一个低维的 

空间(就象 Sierpinki地毽小 于二维) 所 

以，用传统的调查结果进行尺度推绎是不 

够准确的。比如 ，我们调查了 lm。内有某 

种寄生生物的数量为 ，若干个重复后求 

平均数 X；然后，以此为依据计算更大或更 

小面积内的某生物体的密度 很显然在上 

述过程中，只考虑到了生物体分布的不均 

匀性(通过重复来消除)，没有考虑到寄生 

物体和其寄主分布的尺度依赖性(即二者 

的分布不是二维空间)。如何更准确的表达 

该生物体的密度，密度分形模型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方法。首先调整公式(6)，令 6= 

， 则 

P(6)一 (A／k)b。r DI (17) 

上式 中 DJ为调查 对象 占据空间的分维 

数；Dt为调查对象质量分维数；A、k为系 

数 。 

在欧几里德集中，质量的变化与物体 

的长度和体积有着密切的关系，服从 Moo 

，这里 等于 1，2和 3，分别代表线、面 

和三维空间。在分形模型中，质量的变化 

与r的D次方成正比，这里D≤E_3 。在分 

形研究中，我们根据质量依赖尺度的关系 

可知，观测体的密度也依赖尺度 。所以， 

对于研究观测体的密度而言，分形模型为 

我们提供 了一个极好的工具，应 用公式 

(17)可以恰当的描述观测体在某一缀块内 

的密度。关于(】7)式的分解可通过以下步 

骤来进行； 

首先将(17)式转换， 

P(6)： ( 雎 )6 一 一 Ab~s／K6o, 

一 Mr／M, (18) 

则 

M ，= Ab"s (19) 

M．一 Kb。- (2O) 

在(18)，(1 9)和(20)式 中，Mr为观测体数 

量 (质量)，M 为观测体占据观测空间的 

面积数，Dr、D．、A和 定义同前。 

又例如：我们在 100 hm 的自然保护 

区内调查某～个稀有动物或昆虫的种群密 

度，首先要考虑的是质量的尺度依赖性 ，用 

公式(19)可求得 Mt。而该种群的密度并 

不等于 M，=100，因为该种群所占据的空 

间并非恰好充满整个调查区 100hm ，其往 

往仅占有所依赖的某些植被缀块分布区。 

所以要用其所依赖的植被缀块占据空间面 

积的分维变量 ，来确定其密度 ，这一过 

程可由公式 (2O)来完成。当植被缀块占据 

空问面积的分维变量确定后，则根据公式 

(18)，该种群的分维密度就可以求出了。在 

上述分维密度的计算过程中，不仅考虑了 

调查区种群密度的尺度依赖性 ，而且还涉 

及到了该种群占据空间的尺度依赖性 ，这 
一

点与传统的生物学调查是不相同的。此 

外，需要指出的是该方法的应用不仅需要 

野外调查数据，而且还需借助各种专业图 

件。 

4 结束语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出，分形分析为我们研究自然界一些复杂 

物体和现象提供了精确、清晰的模型 它的 

完善和发展不仅为景观生态学研究注入了 

新的数学研究方法 ，而且也对传统生态学 

研究中的一些棘手问题(例如：缀块形状、 

边界线特征、景观多样性等)和定义模糊的 

概念作了补充(如：密度问题)，成为景观生 

态学研究中一个有效的数学工具 ““ 

就分形模型在生态学研究中的意义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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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应用分形分析可以揭示缀块的结构 

特征 ，也就是说缀块的结构变化可以 

通过分维数的变化反映出来。 

②分形模型可以在不同的观测尺度上 

定量化的描述过程一格局的关系 ” ，如果 

在不同的观测尺度上某一研究对象的分维 

数保持不变，则意味着我们可选择最方便、 

最容易的尺度来进行研究。 

③分形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简 

单的数学途径，以便直接探讨生态学中涉 

及尺度 、等级等难题。 

④分形分析强调了尺度的重要性 ，其 

尺度变化的内涵是通过分维数的变化来反 

映出来 。研究分维数的变化关键在于揭示 

格局与过程的关系。 

⑤修改分析分形不仅能够描述景观和 

缀块的空间形状和格局 ，而且还能解释缀 

块间的相邻性和平均性 ，对研究缀块闯 

的物种分布和能量交换有着重要的意义。 

总之，分形模型内容丰富．它可对多样 

化的现象和物体来进行研究，如；密度、生 

物体运动、缀块 镶嵌体和半岛长 度等；同 

时，它又考虑到了尺度的变化 “。涉及到 

当前生态学研究中的热点，如 ：缀块性 ( 

patchiness)、等级理论(hierarchy theory)、 

渗透理论 (percolation theory)等0 Ⅲ。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分形分析对解决生态学 

研究中格局和尺度及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 

有所解释 ]。例如 ：用格子法来求缀块的分 

维数过程，就是一个寻找最优化区的途径 

(optimal zoning approach) 。 具体的 

说，当转换格子方向的角度在某一范围 

内．缀块的分维数变化最小，则在这一范围 

内放置格子(划区)是最优化的。同时，在上 

述过程中．如果分维数的变化在某一角度 

范围内极为敏感，则这种划分方法对结果 

的影响强烈，这又恰好是减少可塑性面积 

单元问题敏感性 分析 的途径 (sensltivity 

analysis approach) 。此外，在密度分维 

分析中，强调研究对象和其栖息地的关系， 

而非研究对象和样地的关系，这一点叉联 

系到减少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的基本实体 

途径(basle entity approa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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