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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植物调查为城市生态系统研究提供基础数据，也为城市绿地规划设计、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提供重要依据. 作者综述了国内外调查研究，按照调查步骤，综述城市植物调查设计相关调查对象、抽样量、
取样单位、取样面积、取样比例以及常见调查指标，并给出适用范围和应用场景的建议. 通过系统阐述城市植
物调查各环节相关方法的优缺点及选择依据、常见问题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值得推广的新方法和值得进一步
研究的重要问题等，为城市植物的调查方法研究、调查方案设计以及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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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正在迅速改变城市植被 [1]，城市植物的
调查研究是城市植物保护、利用与管理的重要基
础. 对城市自然资源的管理和可持续利用，需要掌
握城市植物现状及变化趋势；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需要分析城市化对城市植物的影响及城市植
物对城市环境的响应[2]；城市绿地管理政策的制定，
需要研究生态系统功能、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之
间的关系 [3-4]. 城市植物的调查为这些研究和分析
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
城市扩张和城市特殊环境条件带来的影响，改
变了城市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和空间分布 [5]，影响
城市植物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6]. 在城市人类活动
的干扰下，城市植物复杂系统的结构、过程及功能
表现出与自然植物显著不同的特征 [7]，调查方法如
何根据其特征改进，成为城市植物研究中亟待解决
的重要问题. 然而，对于如何设计和实施城市植物
的地面调查，依然缺乏系统的研究. 本文总结国内
外城市植物研究使用的调查方法，阐述城市植物调
查现有的抽样方法、样方设计方法和调查指标测
量方法，为国内城市植物地面调查提供参考.

1 调查对象——城市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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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调查对象涵盖的内容. 各国在城市植物调查中对
植物的划分方法略有差异. 《中国植被》将植物分
为木本、半木本、草本和叶状体植物 [9]. 城市植物
调查对象通常包括乔木、灌木、藤本和草本植物，
有的调查也涉及水生草本和叶状体植物（如苔藓）.
乔木通常指茎木质化、高大、有明显主干的木本植
物；灌木通常指茎木质化、无明显主干、自基部分
支的木本植物；草本通常指茎柔软，木质部不发达
的植物 [9]. 与学术上的植物分类定义不同，地面调
查中植物形态千差万别，出于快速分类和记录的需
要一般有更明确的界定. 《LY/T 1820—2009 野生
植物资源调查技术规程》以高度 3 m 为界限划分乔、
灌植物 [10]，美国农业部等主编的 i-Tree Eco 指导手
册中将乔木中胸径小于 2.54 cm（1 英寸）的植物归
为灌木类处理，并且高度不超过 30.5 cm（12 英寸）
的木本植物（幼苗）采取和草本一样的调查方法 [11].
藤本植物茎不能直立，需缠绕或借助其他植物器官
攀援，由于这类植物株型特殊，也作为一种独立的
植物类型进行调查. 另外需注意，城市中许多植物
出于景观美化的需要，栽培形态差异较大，比如城

城市植物指城市范围内自然生长和人工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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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植物 [8]. 在开展城市植物调查前，首先要明

市绿地中竹的乔木状、灌木状、地被状形态均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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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对于此种情况，建议按现场植物的栽培形态

和系统抽样，非概率抽样包括方便抽样、判断抽样、

进行调查记录.

定额抽样和雪球抽样（表 1）. 根据研究的规模和目
的，不同抽样方法的优缺点各不相同. 就统计意义

2 抽样设计

而言，基于概率抽样抽取的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都

2.1 抽样方法

城市植物调查分为全面调查（普

是有保证的，非概率抽样易掺入主观的成分，且不

查）和抽样调查. 由于城市范围较大，对所有植物进

能计算抽样误差，在实际操作中不好掌握 [12]. 需要

行普查难以实现，因此抽样调查成为目前主要的调

注意的是，在实际应用中常常组合使用不同抽样方

查方法，抽样调查又分为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

法以满足具体的调查需求.

（典型抽样） [12].

概率抽样包括简单随机、分层随机
表 1 城市植物调查抽样方法统计
Tab. 1 Sampling method statistics of urban vegetation investigation

抽样方法

说明

案例

简单随机抽样

从总体中逐个抽取，每个抽样单元被抽中的概 250 m×250 m网格覆盖研究区域，随机抽取单元

分层随机抽样

率相同.
格[13].
将总体分成互不相交的层，然后按照一定的比 分成与人口密度相对应的城市核心区、次城市
例，从各层独立地抽取一定数量的个体.

区和城市边缘区，在每个研究区内抽取40个地

系统抽样

块样本[14].
将总体先按一定的顺序排列、编号，按一定间 200 m×200 m网格覆盖，获取网格的交叉点，对

定额抽样

隔选择被调查的单位个体.
所有交叉点进行采样[15].
将总体依某种标准分层（群）；然后按照一定 60个城市7种栖息地，每个城市的每种生境中抽

判断抽样

比例主观抽取样本.
取具代表性的1 hm2地块[6].
从总体中选择那些被判断为最能代表总体的单 由城市绿地主管部门选择[16]. 设定标准，逐一排

方便抽样

位作样本.
样本限于总体中易于抽到的一部分.

雪球抽样

据回应率选择调查社区[19].
根据随机抽取的少量样本所形成的线索确定实 根据前人的研究涉及的样本额外添加其他可供
际调查样本.

除[17].
机构成员、公众自愿提供[18]. 预先发放传单，根

选择的样本[20]. 随机选点，调查离样点最近的3
种规模的私人花园和2种规模的共享住宅花园[21].

“说明”列主要参考文献[22].

简单随机抽样是概率抽样中最基本的一种抽
样方法，其理论研究也最为成熟 [12].

但用于城市植

难，事实上许多行之有效的系统抽样并不是严格的
概率抽样[12].

物调查具有一些缺点，一方面因为样点可能落在难

分层抽样是国内外城市植被调查中应用最为

以进入或不可进入的区域，空间上的分散性也延长

普遍的抽样技术. 根据研究规模、目的和内容的

了采样所需时间；另一方面城市绿地中的植物主要

不同，分层依据灵活多变（表 2）. 分层抽样能提供

受功能定位制约，分布极不均匀，可能留下大片未

来自不同分层截面的代表性样本 [25]，适用于既要

采样区域[23].

对总体参数进行估计，也需要对各层参数估计的情

系统抽样一般是在不同类型的网格上进行，最

形. 它的优点是组织实施比较方便，样本散布也比

常采用的是方形网格. 具体操作时将一个研究区域

较均匀 [22]. 但是，如果分层的依据不科学，或者随

划分成大小相等的矩形网格，这样 N 个样本就可

机性及抽样量没有满足要求，同样会使抽样结果的

以从网格的中心、随机点或网格线的中间部分、交

代表性和精度降低. 非概率抽样适用于对调查范

叉点等位置获取. 系统抽样最主要的优点是操作简

围内的植被已有初步了解的情况下，进一步在此基

单，能缩短现场定位的时间. 另外有研究证明在排

础上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样地. 定额抽样与分层

序和梯度研究中，系统抽样不仅在工作和时间上比

抽样类似，都需要将总体依某种标准分层，区别在

其他方式更有效，而且在物种−环境相关性方面也

于前者在分层后人为抽取典型样本，可视为分层抽

取得了更好的结果 [24].

样和判断抽样的结合. 方便抽样保证了抽取样本的

其缺点是精度估计比较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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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层抽样的依据
Tab. 2 The basis of stratification in stratified sampling
类型

分层依据

按生境特点分层

绿地类型、受干扰情况、景观类型

按社会经济特点分层 住房密度、人口收入、住房年龄、

研究内容
外来物种和生境类型对城市植物群落的系统发育多样性的
影响[26]. 城市边缘区建筑垃圾对植被群落影响[27].
社会经济和植被时空格局变化的关系[28]. 园林植物组成和

城市化阶段、城乡梯度
面积大小、林分覆盖率

物种丰富度的决定因素[29].
森林规模、邻近土地利用和与边缘距离对林下植物物种丰

按管理特点分层

灌溉方案、修剪频率

富度和组成的影响[30].
植物种类组成、叶片质量和城市景观类型的估计生物排

按空间位置分层

街区、流域

放量[31].
城市庭院植物多样性、组成和结构的均匀化[32]. 城市、郊

按斑块特点分层

区和乡村溪流沿岸的木本植物群落研究[33].

可调查性，但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差. 当需要对特定

的精度和使用的抽样方法，后者包括经费、时间以

地区植物生长变化进行研究时，雪球抽样是不错的

及设备. 有学者对美国费城和中国北京两座城市树

选择.

木进行模拟抽样调查，抽样量从 200 增加到 500（在

除了以上介绍的传统抽样方法，空间抽样技术、

已有记录中，城市树木调查使用的样本量大多数在

灵活抽样策略和适应性团体抽样法等新型抽样技

此区间内），结果表明调查中使用小样本量会导致

术正在植物调查中兴起并推广. 由于植物的分布受

对城市树木物种丰富度的低估以及对树木总数估

外在因素（如干扰或潜在环境条件）和内在过程（扩

计精度降低，同时在相同精度要求下不同城市所需

散、空间竞争）的共同影响 [34]，对这类具有空间相

的样本量差异极大 [42]. 另外，采用网格抽样时，网

关性和异质性的分布对象进行抽样时，样本独立的

格尺寸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抽样量. 其中，大尺

前提假设不再成立，因此空间抽样理论应运而生.

度网格（1 km×1 km 到 3 km×3 km）常用于系统抽取

许多学者对基于样本不独立假设的空间抽样技术

网格单元内不同类型的绿地斑块；中尺度网格

进行研究，并相继提出空间均衡抽样[35]、空间分层

（100 m×100 m 或 200 m×200 m）常用于以网格为采

抽样 [36]

样单位的城市植物调查，通过抽取网格数量控制样

等技术，目前在森林资源调查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 [37].

另外，还有灵活抽样策略，它与传统的

本量；小尺度网格（10 m×10 m 或 20 m×20 m）常用

依赖外部系统的抽样不同，其抽样模式取决于植被

于小区域绿地调查，如一个公园的植物. 通常抽取

性质，例如基于植被“均匀”或“代表性”区域进行采

许多小地块比少量大地块能调查到更多物种[43].

样，以及根据植被异质性分配采样密集度的密度抽

抽样量的具体确定方法有：普查、模仿类似研

样.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允许样本强度随植物多样性

究的样本量、咨询专家和使用已发布的表格及公

变化而变化的抽样方案具有更大的优势[38-39]. 最后，

式等 [44]. 其中第 1 种方法普查法常用于小群体，如

适应性群团抽样方法在调查对象是稀疏、簇生、斑

果研究人员调查的对象数量少，或者调查的范围较

块状和聚集分布的植物类型时，比其他抽样方法具

小，确定样本量的常用方法就是把整个群体作为样

有更多的优点 [40]：调查对象分布的形状和位置常

本并进行普查，例如某一区域行道树普查、小公园

常在调查前未知，先通过一次抽样判断物种的分布

植物调查，这种方式利用普查消除了抽样误差. 第

区域和位置等信息 [41]，然后逐渐扩展领域单元进

2 种确定样本量的方法是参考类似研究总体的样

行再次抽样. 城市植物地面调查与野外森林资源调

本量，然而，必须谨慎审查这些研究中所用样本量

查纵然差异极大，但植被的分布有一些共通点，对新

的确定方法和限制条件，否则可能会重复前人所犯

颖且有效的抽样方法应该多尝试和探索，积累经验.

错误. 第 3 种确定样本量的方法是咨询相关领域经

2.2 抽样量

植物调查的抽样量主要根据调查条

验丰富的专家学者，进行方案论证，它可与前一种

件和调查目标确定，也跟抽样方法有关，往往是精

方法共同用来确定非概率抽样中的样本量. 最后一

度要求和成本效益权衡的结果. 影响抽样量决策的

种方法是传统的直接使用数学公式，这些公式涵盖

因素主要有统计因素和非统计因素，前者包括估计

了大多数概率抽样设计，但在开展调查前，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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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需要对较小的试点样本进行预调查. 需要注意的

样方具有很高的代表性足以代表斑块的特征，又可

是，由于城市绿地归属单位的私密性和复杂性，可

以减少很多意义不大的工作量 [7]；对异质性较高的

能存在一些无法进入调查的样本，导致概率样本被

小型斑块一般进行全面调查；异质性很高且面积很

简化为方便样本，为确保调查足够的样本，抽样时

大的绿地斑块，全面调查成本较高，可考虑采取样

应该准备一定比例的备用样本以应对此类情况.

方或样带抽样调查. 当样点为带状景观单元时，通
常采用样带作为取样单位，可截取一段样带进行调

3 样点调查

查，也可以等距布置多个小样方或样带作为调查范

抽取样本之后，需要进行详细的样点调查设计，

围. 当样点的植被梯度明显时，建议使用样带作为

样点调查设计的主要任务是确定调查现场各样点

取样单位，由于只需随机确定起点和方向，比随机

的具体调查范围，主要涉及取样单位、取样面积、

设置样方需要的调查时间更短，但如果采样尺度上

取样比例和草本样方的取样设计.

植物的分布存在空间自相关或聚集性很强，那么样

3.1 取样单位

在城市植物调查中，常见的取样

条抽样可能会低估种群内密度的变化及物种多样

单位是斑块、样带和样方（表 3）. 当样点为斑块状

性 [54]. 样点为网格单元时，根据网格范围内不同植

的景观单元时，可根据异质性设置取样单位. 对均

被斑块特征设置取样单位.

匀度很高的斑块可采用样方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
表 3 取样单位的常见类型
Tab. 3 Common types of field sampling
取样单位
整个斑块

样方/样带

绿地类型

案例取样比例/样方大小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以整个斑块为调查单位[45-47].
附属绿地
按面积成比例取样：乔灌木调查总面积的
公园绿地、防护绿地、1%（每公顷100 m2），草本植物调查总面积
区域绿地

的0.2%（即每公顷5个4 m2样方）[48]；150 m

适用范围
斑块面积小，异质性较高，容易进入.

大型斑块，物种分布均匀.

长的街道段调查[49].
样本量是项目其他方面限制允许的最大值结
公园绿地、防护绿地、
适用情境与样方类似，形状配合其他调
圆/半圆
合鸟类观察点，半径50 m的半圆[50]；400 m2
区域绿地
查设置，往往同时进行.
的圆形[51].
沿之字形行走，只记录物种[16]；样带穿过主
附属绿地、防护绿地、
特定路线
要植被群落类型，根据物种累积数量与累积 大型斑块，植被组成复杂，且进入困难.
区域绿地
横断面长度的关系图确定横断面长度[52].
表中绿地类型参照《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53].

3.2 取样面积和取样比例

在植物群落清查中，方

落特征进行相应调整. 至于取样比例的确定，目前

m2（20

m×

已报道的多数城市植物研究中，主要按面积成比例

30 m，包含 6 个 10 m×10 m 的小样方）或 1 000

m2

取样，但有学者指出植被单元的生态重要性不仅仅

（20 m×50 m，包含 10 个 10 m×10 m 的小样方）. 在

是根据面积来评估，还与生物参数（如多样性、均

欧美国家，乔灌调查最常用的样方尺寸是 10 m×10 m

匀性和生产力）有关，然而这些指标在现场很难准

和 20 m×20 m， 也 有 对 灌 木 取 2 m×2 m 的 嵌 套 样

确判定. 通常物种越丰富的群落，设置的取样面积

方 [56].

也应越大[58].

精云等 [55]

建议乔灌调查采用面积为 600

调查样方的总面积可根据“种−面积曲线”、

“多样性估计值变异系数累积曲线”确定[57]，巢式取

3.3 草本样方设计

样 (nested sampling) 是获得种−面积曲线的途径. 由

连续采样和离散采样两类. 连续采样是在整个采样

于城市植物组成和分布的特殊性，很难由几块绿地

区域内采集数据；离散采样是仅在整个区域内从预

中求得的最小面积对所有城市的绿地进行有效调

先设计好的样方中采集数据 [59]. 尽管离散采样会

查，所以应在实际操作中根据时间、成本和植物群

造成采样单元内大面积区域保持未采样状态，但考

草本植物的采样方式，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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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城市大量景观类型中草本植物的构成相对单

经常远远小于乔灌植物的调查面积. 在城市植物调

一（例如公园草坪），这种方式能够极大地精简工作

查研究的大部分文献中，没有报道草本植物抽样比

量. 草本样方大小从 0.25～7 m2 不等，使用最多的

例和取样强度的确定依据. 植被调查为网格系统抽

是 1 m×1 m 样方，形状除常见的矩形外，也有调查

样时，因为每个网格面积一致，网格内草本样方的

采用圆形（表 4）. 由于草本植物的识别、计数比较

数量通常固定不变；而斑块作为取样单位时，调查

困难，调查工作量高于乔灌植物. 根据实际情况，可

人员常根据斑块面积或植物丰富程度灵活设置草

以对乔、灌、草三类植物分开调查，也可以形成嵌

本样方的数量.

套样方（表 4）. 一般情况下，草本植物的调查面积
表 4 草本样方设置方式及案例
Tab. 4 Herb quadrat setting mode and cases
类型

设置方式
在乔灌样方或整个斑块内目

选取典型布设

测物种较为丰富的区域，且
选择不同草本群落布设样方.

案例

适用范围

25 m×25 m样方内记录所有乔灌，设置10

需要记录尽可能多的物种，

个1 m×1

不考虑样方的代表性.

m草本样方分布于样点内[60].

在每4 m×4 m地块随机选择一个角落设置
简单随机分布

等面积划分，取其中一块或
几块详细调查.

2 m×2 m的子地块，评估地面植被中的维

总体抽样的取样单位面积

管植物物种数量和单个物种的覆盖率. 对

较小，对样本的代表性要

另外3个2 m×2 m的子地块进行20 min的搜 求较高.
索，记录所有新物种[61].

划分核心区、中间区、
边缘区.
分层随机分布

乔灌样方20 m×20 m，嵌套3个1 m×1 m草
本样方，分别布置于核心区、中间区、边
缘区[62].
根据距离建筑残渣和碎石堆埋点的距离，

根据调查目的分层.

划分上、中、下3层，每层随机选择8个

草本植物的分布有明显层
次特征或需要研究差异化
的环境要素对其影响.

50 cm×50 cm草本样方[27].
沿对角线布置样方.

沿屋顶花园对角线设置5个1 m×1 m草本
样方[63].
乔灌植物400 m2的矩形样方，在每个乔灌

在中心和四角布置样方.
固定模式分布

样方的角落设置4个1 m×1 m的草本样方， 不受总体抽样的取样单位
第5个草本样方位于中心[15].

面积限制，现场实施，样

半径11 m（乔）和5.5 m（灌）同心圆，3 方布设快捷.
在固定方位布置样方.

个半径为1.5 m的圆分别位于内圆的北部、
南部和随机选择的东部或西部的位置调查
草本[64].

4 常见调查指标
4.1 物种识别

识别算法不断发展，从单器官（例如花、叶或果实）
独立鉴定发展到多线索相结合，从支持向量机

物种是城市植物调查和管理的重

（SVM）、神经模糊分类器到卷积神经网络 [65-67]，在

要内容. 准确识别植物种类一直是调查的重点和难

调查中可作为辅助工具提高识别准确率，但仍需对

点. 传统的植物识别方法主要依赖调查者的主观判

所有物种进行拍照记录，以备后期检查校对.

断，要求调查者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充足的分类

4.2 植物测量指标

知识储备，然而，即使是专业的分类学家也难以保

决于研究目的，也与调查成本、技术水平密切相关.

证鉴别的准确率. 近年来，采用图像和模式识别技

目前许多城市植物调查指标的选取，主要参考自然

术对植物进行自动识别的方法受到广泛关注. 自动

植被调查的经验. 但是，城市植物常受到强烈的人

植物测量指标的确定不仅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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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干扰（如整形修剪），其中一些指标是否能有效反

来说，郁闭度≥0.70 为密林，0.20～0.69 为中度郁

映城市植物生长状况尚存争议，需谨慎选择. 在城

闭，郁闭度<0.20 为疏林. 草本层物种需记录分盖度

市植物地面调查研究的资料中，乔木最常见的测量

（种盖度）和样方盖度，测量方法有样针法、阴影法、

指标有胸径、树高、冠幅、株数，较常见的还有健

目估法和仪器法 [68]，其中目估法由于简单易行使

康状况、叶片特征、冠缺失比例/活冠率、顶层冠枯

用最广泛. 然而，使用目估法评价植被盖度具有明

比例等指标；灌木的常见测量指标有地径、株高、

显的不可靠性，人为估算误差甚至可能大于植被盖

株数等，长条绿篱则测定单位面积或单位长度中的

度本身的变化[69].

株数及绿篱总长度，再估算总株数 [7]；竹类常调查

（5）密度 单位面积的物种个体数，要求植物

生态型（乔木状/灌木状/草本）、生长型（散生/丛生）、

个体是可数的. 木本植物个体数容易计算，而绝大

株高、冠幅；草本植物的常见测量指标有株数、多

多数草本则存在困难，可以备注原因后以多度指标

度或盖度；藤本植物常测量攀援高度、覆盖面积.

反映生长分布特征[55].

这里对几个关键指标的测量方式进行说明.
（1）胸径 胸高直径的简称，测量位置通常为

（6）多度 对个体数量的测量或估计，现场可
凭借调查者的观察，按 Drude 多度等级记载，也可

地面以上沿树干 1.3 m 高处. 如果被测树木的胸高

根据个体数量进行计算.

处生有疤结等不能正常反映立木情况的现象，可以

4.3 环境信息指标

向上或向下另寻正常部位测量树干直径，并记录测

境. 自然环境调查主要包括气候、地形地貌和营养

量处的高度；若树木在 1.3 m 以下，地面以上开始

状况，可通过查找当地的气象、地形资料获取数据；

分叉，分叉树干胸径之和为整株胸径；若在地面下分

干扰环境调查包括管理、社会经济条件、土地利用

叉，可根据调查目的确定是否视为若干株独立木[11].

和覆盖，这类指标一般依赖调查人员的主观判断或

（2）株高 植株从地面基部到顶部之间的自

采用问卷和访谈的方式收集信息. 绿地环境特征的

然高度. 攀援藤本可记录攀爬高度；成片同种灌木

调查，常涉及绿地类型、斑块面积、与市中心的距

和草本的株高常记录多数个体的平均高度. 树高测

离等，利用遥感影像即可实现快速准确地提取这些

定较为困难，传统的有伸缩杆测高器，精确度较高

数据，极大节省人力物力 (表 5). 总体而言，对于干

但受环境和对象高度限制；其他常用的有激光测距

扰环境的定量评价易产生较大争议，诸如干扰强度、

仪、勃鲁莱测高器等 [37]，城市植物调查中还要考虑

人为践踏、荫蔽情况等指标，通常经过目视评估将

到是否方便携带和移动以及使用的便捷程度.

其分级并赋值 [70]，主观性较强，有必要在调查前对

（3）冠幅 植物南北和东西方向宽度的平均
值. 在地面测量中，先用指北针判断方位，然后根据
树冠投影用皮尺分别在南北和东西方向进行测量.

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干扰环

人员进行培训以降低误差.

5 总结与展望

（4）盖度 植被地上部分的垂直投影面积占

由于城市环境内在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城市植

样方面积的比例，反映到乔木层即为郁闭度，一般

物调查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尽管国内外基于城市植

表 5 环境调查指标归纳
Tab. 5 Summar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内容

调查指标

调查方式

绿地特征 调查地经纬度、绿地类型、斑块面积、面积周长比

遥感影像信息提取、现场测量、历史资料

自然环境 气候（如气温、降水、光照等），

气象资料、现场测量

地形地貌（地形、海拔、坡度、坡向等），

仪器测量、地形资料

营养供给（如土壤成分、凋落物层厚度）

提取土壤样本进行分析

干扰状况 管理（如干扰强度、垃圾堆埋、灌溉方式、修剪频率），

现场观察、调查问卷、访谈

社会经济条件（如家庭收入、人口密度、住宅密度、受教育程度）， 查找统计资料、问卷
土地利用和覆盖（周围设施及各自面积占比、不透水地表覆盖率）

遥感、现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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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调查研究已有不少报道，但这些调查往往采用
不同的技术手段，标准不一，不同研究结果之间难

2007, 15(5): 558-562.
[2]

Williams N S G, Hahs A K, Vesk P A. Urbanization,
plant trait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urban floras[J]. Per-

以进行比较. 本文基于国内外城市植物研究报道，总

spectives in Plant Ecology Evolution and Systematics,

结归纳了城市植物调查方法中调查对象、抽样方
法、抽样量、取样单位、取样面积、取样比例、调查

593

2015, 17(1): 78-86. DOI: 10.1016/j.ppees.2014.10.002.
[3]

Gamfeldt L, Hillebrand H, Jonsson P R. Multiple func-

指标等现有研究成果，为城市植物调查者提供参考.

tions increase the importance of biodiversity for overall

为了准确描述调查对象，需要定义陆生植物的

ecosystem functioning[J]. Ecology, 2008, 89(5): 1 223-

主要类型. 简单地划分为“乔”“灌”“草”有时难以满
足城市植物的调查需求，而分类过细则会造成调查

1 231. DOI: 10.1890/06-2091.1.
[4]

services: Tree diversity and stability of tropospheric

记录的繁琐和数据整理的困难. 可用于城市植物调

ozone removal[J].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12, 22(1):

查的抽样方法繁多且各有优劣，目前常用的抽样方
法是系统抽样、分层抽样以及混合抽样. 抽样设计

Manes F, Incerti G, Salvatori E, et al. Urban ecosystem

349-360. DOI: 10.1890/11-0561.1.
[5]

Williams N S G, Schwartz M W, Vesk P A, et al. A

需要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并达到一定的精度要求，其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predicting the effects of urb-

首要任务是分析调查对象的分布特点，然后从调查

an environments on floras[J]. Journal of Ecology, 2009,

目的和限制条件出发，确定抽样方法. 虽然抽样量
越大，调查的可信度越高，但实际的调查总会受限

97(1): 4-9. DOI: 10.1111/j.1365-2745.2008.01460.x.
[6]

tial future shifts in species composition of European

于时间、经费等因素. 考虑到城市植物分布的复杂

urban plant communities[J]. Diversity & Distributions,

性，建议灵活设置取样单位，至于用来确定取样面
积和取样比例的曲线模型，通常更适合均质的自然
植物群落，不可盲目套用于城市植物调查. 测量指

Lososová Z, Tichý L, Divíšek J, et al. Projecting poten-

2018, 24(6): 765-775.
[7]

赵娟娟, 欧阳志云, 郑华, 等. 城市植物分层随机抽样
调查方案设计的方法探讨 [J]. 生态学杂志, 2009, 28(7):

标的选取不仅要反映城市植物生长分布情况，而且

1 430-1 436.

要能被准确测量，目前一些指标的定量依靠人为评

Zhao J J, Ouyang Z Y, Zheng H, et al. Proposed pro-

估，导致观察者偏差，测量方式有待改进.
相对而言，国内系统全面的城市植物调查工作
开展很少，城市之间经济状况差异极大，给出不同
调查目的和经费条件下对城市植物进行有效调查
的建议更具有实际意义. 出于不同时空跨度数据可
比性的考虑，未来城市植物调查应形成相应的技术
规范和统一的技术标准，确定主要的调查指标体系，
建设植物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完善共享和使用机
制. 植物对环境的反应存在滞后性 [71]，为研究城市
生态系统演变规律，一次植物调查并不能满足需求，
基于长期调查要求，如何设计调查方案仍需实践
探索. 另外，本文限于篇幅未能涉及的城市水生植
物、屋顶绿化等特殊绿地的调查以及调查数据的
处理和分析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依然有待进一步总
结归纳.

cedure in designing and planning stratified random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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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urban plants ground investigation methods
JIANG Nan1,2，XU Wei-hua2，ZHAO Juan-juan1**，LI Ming-juan1
(1.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 Urban vegetation investigation provides primary data for urban ecosystem research and essential
information for urban green space planning, design, management,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ased on
investigation results reported in China and abroad, how to determine the objects, sample sizes, sample units,
sampling proportion of urban plants and select investigation indexes were reviewed by the investigating steps.
Meanwhile, suggestions for application scenarios were given.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common problem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adoptable new methods, and essential questions were expounded which deserved further studi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ampling survey methods, investigation design, and technical standard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urban plants；sample size；plot design；investigation indicators；sampling un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