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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森林可燃物平均值调查的样

本数确定方法，利用R软件制作了“正态分布单变

量平均值调查所需样本数查询表”，用于森林可

燃物外业调查现场的样本数计算，为不多不少地

抽样调查并得到较为可靠的结果提供技术方法；

查询表基于t值、预调查均值和方差，原理清晰；

以森林可燃物样线数确定和可燃物平均直径调

查为例说明查询表的使用，并以可燃物平均直径

计算了可燃物表积比；采用R软件power函数对预

调查和后续调查合并数据进行功效检验，检验平

均值的可靠性；方法不仅适用于森林可燃物调

查，也可用于其他平均值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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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森林可燃物平均值调查的样本数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样本数查询表制

作原理、样本数查询表制作方法、可燃物调查所需样线数的计算、可燃物平均直径测量的样

本数计算、可燃物表积比计算、单变量平均值的功效检验工序，主要操作步骤如下：

(1)  样本数查询表制作原理

假设样本平均值 与总体真实平均值μ之差为样本平均值的k倍， ， ，样本

数为n  ,那么    ，去除方根号得到样本数计算公式：   ；通过预调查得到 

  的值；将不同置信水平的样本数n和其对应的    列成查询表，根据预调查的   

值和   的关系，查表可以得到可燃物调查所需样本数；

(2)  样本数查询表制作方法

利用R软件输入以下代码制作样本数查询表：

至电子表格粘贴得表1第一列和第二列，修改代码中的alpha值得其他几列；制作正态

分布单变量平均值调查所需样本数查询表；

  (3) 可燃物调查所需样线数的计算

设置1.8  m样线调查直径0～0.6  cm可燃物载量；预先调查20条样线，计算预调查样线

截交0～0.6  cm可燃物的样本平均值 、样本方差 和    ，按调查要求精度查询表得

到适合的样本数，继续完成剩余样本的调查；

(4) 可燃物平均直径测量的样本数计算

沿1.8  m样线用卡尺逐一量取与样线截交的0～0.6  cm可燃物的直径，预先调查20个可

燃物颗粒后，计算样本平均值 、样本方差 和 ，按调查要求精度查询表得到适合的

样本数；继续完成剩余样本的调查；

(5) 可燃物表积比计算

可燃物平均直径是计算可燃物载量和表积比的基础，一次测量可重复使用；圆柱形可

燃物表积比为4/d（m-1）,d为圆柱形某一径级可燃物的平均直径（m）；叶状可燃物表积比为2/

T（m-1），T为叶状可燃物厚度（m）；

(6) 单变量平均值的功效检验

在森林可燃物外业调查完成后，在室内对合并的预调查和后续样本调查数据进行功效

检验；算出样本数n、样本均值 、标准差sd，可接受误差范围 ，将n、delt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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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level值代入以下代码回车即可得到功效power:

步骤(2)所述样本数查询表制作方法中，如果进行的是单尾检验，则表1中置信水平80%

改为90%，90%改为95%，95%改为97.5%；

步骤(6)所述单变量平均值的功效检验中，使用R软件的代码为：

代码括号内有5个选择项（delta、sd、n、sig.level、power），把需要计算的那一项去掉，

其余4项在问号处代换具体数据，则可计算出去掉项的数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森林可燃物平均值调查的样本数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所述样本数查询表制作原理中，总体真实平均值μ方差用预调查得到的样本方差来替

代，森林可燃物调查中的k值取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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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可燃物平均值调查的样本数确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森林生态领域，涉及正态分布数据指定平均值精确度要求下的样本数

计算，具体涉及森林可燃物平均值调查的样本数确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样本数大小和样本数的决定对森林生态调查有着重要影响。森林可燃物调查的样

本数包括样线条数、某一径级可燃物直径测量个数、样方个数等等。森林可燃物调查通常要

求样本平均值误差在总体真实平均值±20%范围内，增加样本数可以减少标准误，提高结果

的准确性，但增加样本数意味着成本加大；如何以有限的成本，不多不少地抽样调查，最终

得到较为可靠的结果是本发明的目的。

[0003] 植物生态调查一般预先在目标较多的地方少量调查5～6个样方，再在目标明显较

少的地方调查几个样方，用预调查数据估算均值和方差，再以此计算样本数。正态分布单变

量的样本数计算有多种方法，比如Elzinga  (2001 ,Monitoring  Plant  and  Animal 

Populations)用类型Ⅰ错误的标准正态系数、标准差、半幅置信区间来计算初始样本数，再

通过复杂的查表将初始样本数转为最终样本数；Bonhan  (2013 ,Measurements  for 

Terrestrial  Vegetation)用t值、标准差、均值和样本数等式，反复替代不同t值和n至等式

成立；SPSS  Sample  Power  和R软件也有计算样本数的专门软件包。

[0004] 目前，我国大多数森林可燃物调查仍然采用落后的样方收获法，沿样地对角线设

置极小样方收获全部可燃物，由于这种方法费工费时，样方数通常偏少；改用样线法进行可

燃物调查是大势所趋，但是，究竟需要调查多少条样线才能得到有相当把握的可燃物预测

值，在我国气候条件下，常见树种各径级可燃物的平均直径、表积比是多少，这些问题在国

内都无先例可借鉴，缺乏恰当技术方法和可燃物基本信息是我国森林防火研究的特点。本

发明编制了样本数查询表，以可燃物样线数确定和可燃物平均直径调查为例说明查询表的

使用方法，利用平均直径计算表积比，为我国林火预测和防控提供基础数据收集的基本方

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森林可燃物调查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旨在提供一种森林可燃

物平均值调查的样本数确定方法。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森林可燃物平均值调查的样本数确定方法，包括样本数查询表制作原理、样

本数查询表制作方法、可燃物调查所需样线数的计算、可燃物平均直径测量的样本数计算、

可燃物表积比计算、单变量平均值的功效检验工序，主要操作步骤如下：

[0008] (1)  样本数查询表制作原理

[0009] 设定样本平均值 与总体真实平均值μ之差为样本平均值的k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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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数为n,得到   ，去除方根号得到样本数计算公式：   ；总体

方差用预调查得到的样本方差来替代，森林可燃物调查中的k值一般可取0.2，因此通过预

调查可以得到 的值；但t值随预调查自由度（n-1）和所需置信水平（1-α）变化，因此，

需要反复试验代入成对t、n值至公式成立；为了简化样本数计算，我们将不同置信水平的样

本数n和其对应的   列成查询表，根据预调查的   值和 的关系，查表即可

得到可燃物调查所需样本数；

[0010] (2)  样本数查询表制作方法

[0011] 利用R软件输入以下代码制作样本数查询表：

[0012] n<-1:100;  alpha<-0.20;  a<-n/(qt(1-alpha/2,n-1))^2  ，

[0013] write.table(a,"clipboard",sep="\t",col.names=NA)  ；

[0014] 至电子表格粘贴得表1第一列和第二列，修改代码中的alpha值得到其他几列；见

表1正态分布单变量平均值调查所需样本数；如果进行的是单尾检验，则表中置信水平80%

改为90%，90%改为95%，95%改为97.5%；

[0015] 表1：正态分布单变量平均值调查所需样本数查询表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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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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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

[0020] (3) 可燃物调查所需样线数的计算

[0021] 设置1.8  m样线调查直径0～0.6  cm可燃物载量；预先调查20条样线，计算预调查

样线截交0～0.6  cm可燃物的样本平均值 、样本方差 和 ，按调查要求精度查表

1得到适合的样本数，继续完成剩余样本的调查；

[0022] (4) 可燃物平均直径测量的样本数计算

[0023] 沿1.8  m样线用卡尺逐一量取与样线截交的0～0.6  cm可燃物的直径，预先调查20

个可燃物颗粒后，计算样本平均值 、样本方差 和   ，按调查要求精度查表1得到

适合的样本数；继续完成剩余样本的调查；

[0024] (5) 可燃物表积比计算

[0025] 可燃物平均直径是计算可燃物载量和表积比的基础，一次测量可重复使用；圆柱

形可燃物表积比为4/d（m-1）,d为圆柱形某一径级可燃物的平均直径（m）；叶状可燃物表积比

为2/t（m-1）  ，t为叶状可燃物厚度（m）；

[0026] (6) 单变量平均值的功效检验

[0027] 功效检验又称为类型Ⅱ错误可能性检验；在森林可燃物外业调查完成后，在室内

对合并的预调查数据和后续样本调查数据进行功效检验；森林可燃物调查数据的功效检验

在R软件中进行，代码为：

[0028] ；

[0029] 代码括号内有5个选择项（delta、sd、n、sig.level、power），把需要计算的那一项

去掉，其余4项在问号处代换具体数据，则可计算出去掉项的数值；当分析功效时，先算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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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n、样本平均值 、标准差sd，可接受误差范围 ，将n、delta、sd、sig.level

值代入以下代码回车即可得到功效power:

[0030] 。

[0031] 本发明具有的优点及有益效果如下：

[0032] 1、本发明利用R软件制作了“正态分布单变量平均值调查所需样本数查询表”，用

于森林可燃物外业调查现场的样本数计算，为不多不少地抽样调查并得到较为可靠的结果

提供技术方法。

[0033] 2、查询表基于t值、预调查平均值和方差，原理清晰，既可用于双尾检验也可用于

单尾检验；不仅适用于森林可燃物调查，也可用于其他平均值调查研究。

[0034] 3、查询表与原公式应用相比，免除了反复测试不同样本数值、配平公式的繁琐步

骤。

[0035] 4、以森林可燃物调查样线数和可燃物平均直径调查为例说明查询表的使用，并以

可燃物平均直径计算了可燃物表积比。

[0036] 5、采用R软件power函数对预调查和后续调查合并数据进行功效检验，检验平均值

的可靠性。

[0037] 6、R软件在室内比查询表好用，但R与安卓系统不兼容，野外调查用查询表较为轻

便。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在不同置信水平的t值与样本数关系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40] 实施例1：

[0041] 可燃物调查所需样线数的计算

[0042] 设置1.8  m样线调查直径0～0.6  cm可燃物载量；预先调查20条样线，样线截交0～

0.6  cm可燃物的点数为：30,  25,  16,  9,  10,  25,  40,  35,  12,  15,  6,  9,  10,  25,  40, 

35,  12,  15,  8,  30；样本平均值等于20.35，样本方差为131.5  ，   为32.31，如果要

求置信水平为90%，查表1得到适合的样本数为90条样线，继续完成剩余70条样线的调查。

[0043] 实施例2：

[0044] 可燃物平均直径测量的样本数计算

[0045] 沿1.8  m样线用卡尺逐一量取与样线截交的0～0.6  cm可燃物的直径，预先调查20

个可燃物颗粒，直径分别为：0.3 ,  0 .4 ,  0 .6 ,  0 .3 ,  0 .2 ,  0 .6 ,  0 .6 ,  0 .5 ,  0 .3 ,  0 .2 , 

0.3 ,  0 .2,  0 .1 ,  0 .2,  0.3 ,  0 .3 ,  0 .2,  0.6 ,  0 .5 ,0 .4；样本平均值0.355，样本方差为

0.0258，   为5.11，按置信水平95%查表1得到适合的样本数为23个；继续调查3个样本

即可；若后3个样本平均直径分别为0.4,0.3 ,0 .25；将数据合并后重新计算样本平均直为

0.35，那么，0～0.6  cm可燃物表积比为4/d  =  4/0.0035  =  1143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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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实施例3：

[0047] 平均值的功效检验

[0048] 例2中合并数据的平均值为0 .3 5 ，标准差为0 .1 5 2 ，可接受误差范围

=  0.07，将n、delta、sd、sig.level值代入正态分布单变量

[0049] 平均值功效计算代码：

[0050] power .t .test(delta=0 .07 ,sd=0 .152 ,n=23 ,sig .level=0 .05 ,type="

one.sample")；

[0051] 两尾检验功效为0.56，单尾检验功效为0.69，功效偏低但基本可信；如果期望功效

高达0.8，则需调查39个可燃物颗粒，计算代码如下：

[0052] power .t .test(delta=0 .07 ,sd=0 .152 ,sig .level=0 .05 ,power=0 .8 ,type="

one.sample")。

[0053] 对照例：

[0054] （1）不考虑样本数的样线调查法

[0055] 国内森林可燃物调查通常不考虑样本大小，一个地区的一种林型一般调查15～20

条样线即结束，将调查样方的平均值直接作为总体均值；比如在苍梧共青林场调查马尾松

人工林直径0～0.6  cm可燃物载量时，设置1.8  m样线20条点数与样线截交的0～0.6  cm可

燃物颗粒数，点数为：30,  25 ,  16 ,  9,  10 ,  25 ,  40 ,  35 ,  12,  15 ,  6 ,  9,  10 ,  25 ,  40 , 

35 ,  12 ,  15 ,  8 ,  30；点数完毕后不计算样本数即结束调查，直接以20条样线的平均值

20.35作为总体均值；

[0056] （2）不考虑样本数的样方收获法

[0057] 国内森林可燃物调查传统上采用样方收获法，沿样地对角线设置小样方收获全部

可燃物；因样方收获法费时费力，样方数通常偏少；比如在南宁老虎岭松栎林用样方法调查

可燃物载量，沿样地对角线间隔10米设置10个2  m×2  m小样方收获0～0.6  cm、0.6～2.5 

cm、2.5～7.6  cm可燃物，现场称鲜重后分径级取少量样品带回实验室烘干、称干重，两人一

组至少工作3天才能完成10个小样方的调查；其中，用样品干重/鲜重系数换算得到的10个

小样方的0～0.6  cm可燃物载量为：50,  70,  90,  150,  190,  230,  260,  300,  350,  320 

g/m2，直接以其平均值201  g/m2作为总体均值；

[0058] （3）对照例的准确性和效果分析

[0059] 对照例（1）的数据进行功效分析，可以发现其平均数的20%等于4 .07，标准差

11.47，在95%置信水平下两尾检验功效仅为0.32，功效偏低，得到的样本均值有可能偏离总

体真实均值±20%；在调查现场不分析样本数，仅根据经验调查15～20条样线即撤离，造成

调查数据不可信，重新调查将浪费时间、人力和物力；

[0060] 对照例（2）的数据进行功效分析，其平均数的20%为40.2，标准差108，在95%置信水

平的两尾检验功效为0.18，功效极低，可以认为以10个样本的均值作为总体均值是完全没

有把握的；如果期望达到0.6的功效，需要收获38个小样方，两人一组工作9天以上；如果期

望达到0.8的功效，需要收获59个小样方，两人一组工作13天以上；传统的森林可燃物样方

收获法并不进行样本数计算，直接将其少量样本的均值作为总体均值，准确性极为可疑；摒

弃样方法、改用样线法、增加样本数计算，方能既快又准地调查森林可燃物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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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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