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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林火特征分类模型的森林火情等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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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森林中可燃物的分布状况是影响林火产生、扩散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的目的是结合森林资源调查数据、

激光雷达(1ightl鹊er detection锄d r蚰ging，“DAR)点云数据、地形和气象因子共同驱动的可燃物特征分类系统(fuel

ch啪cteristic cl髂sification system，FCCS)模型来实现森林火险等级预测。以云南省普洱市为研究区，首先，利用机载

bDAR数据生产的树冠高度模型进行面向对象分割，与森林资源二类清查数据叠加分析确定分割单元，并根据可

燃物的可燃性将研究区内的可燃物分为针叶林、阔叶林、竹林和灌木林等4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形成验证数据集；然后，提取LiDAR变量因子，采用多元逐步回归法反演不同可燃物的森林参数；最后，将森林参

数连同气象和地形因子作为FcCS模型的输入，完成各个分割单元的火情等级评价，实现该地区潜在火行为、树冠

火、有效可燃物和综合火灾险情的制图。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有效可燃物火险等级比较低，符合研究区的实际情

况；森林垂直结构与森林火险等级关系密切，森林参数的准确估测对整个可燃物的制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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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森林火灾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是自然环

境的重要扰动因素之一。研究表明，植被燃烧的

物理过程极大程度影响着局地乃至全球范围内的

能量和物质交换过程，特别是火灾对于林木、生物

群落和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都有着巨大的

影响¨。2 J。林火的发生会减少森林生态系统的服

务活动，例如木材和非木制品的生产交易、碳循环

和碳固定、生物多样性、土壤水分涵养以及森林的

社会价值等¨。4J。因此，准确地了解和预测林火发

生等级，对于林业行业和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的

价值和意义。

森林内可燃物的载量以及森林垂直结构特征都

是影响林火发生、扩散、复燃等的重要监测指标”1。

因此对可燃物特性和分布的准确描述是火灾管理以

及预测林火发生的基础M。7 J。描述森林可燃物是一

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必须考虑诸多因素的影响¨J，

例如不同的植被类型(乔木、灌木以及草本植物)及

其生物量占比、可燃物的结构特征(表面积与体积

比、密度、高度以及层次等)、化学构成和含水量等

都是影响林火行为的重要因子。森林可燃物的分布

与森林的垂直结构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表

明一J，在1．3—4 m的高度范围内，可燃物与植被覆

盖度、植被密度以及坡度有关；在4—8 m的高度范

围内，可燃物与林分平均高和枝下高有关；在8 m

以上则与林分最大高、郁闭度以及枝下高有关；灌

木林地的可燃物分布则与坡度和密度有关。因此，

森林参数的准确测量是预测可燃物分布的重要基

础。然而传统的森林参数测量成本高效率低¨0|，近

些年来发展十分迅速的激光雷达(1ightlaser detec．

tion and ranging，“DAR)技术在大范围森林参数的
定量测量和反演中取得了成功的应用⋯““。

近30 a来，美国许多火灾管理决策支持系统都

是基于RothenTIel¨4 o于1972年提出的林火传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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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随后又发展了基于可燃物的格式化可燃物模

型‘”。l 6j。这些模型后来被用于开发美国火险等级

系统，对发生火灾的町能性进行预测预报。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林火评价体系还局

限于估测火焰长度以及野火传播途径等单一火源

导向的评价。林火对生态系统以及全球碳循环的

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因此可燃物

的碳计量、烟雾预警等都逐步纳入到火灾管理预

测的业务体系内。

基于上述新的需求，美国林务局于1999年开发

了一套基于可燃物分析的可燃物特征分类系统(fu—

e1(、hal’actel’istic classification systelll，FCCS)以实现大

范围、复杂可燃物组合下的更加准确的火情评价，从

而更好地发现潜在的火灾风险，提前做出应对措

施17。目前使用FCCS模型进行火灾等级评价的

尺度主要为全球尺度18。本文结合2010年云南省

森林资源二类清查数据和2014年机载LiDAR数据

生产的树冠高度模型(can(，py hei曲t mo(1el，CHM)，

对其进行面向对象分割，在分割单元的尺度上将森

林参数连同其他环境因子共同作为FCCS模型的输

入，进行各个单元的火情等级评价，最终完成分割单

元尺度上更加精确的潜在火行为、树冠火、有效可燃

物和综合火灾险情的制图。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源

1．1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云南省普洱市万掌⋯林场和菜阳河

自然保护区，地理位嚣为E100。38’ll”～100。43 783”，

N22。59’24”～22。58’3l”(图1)，山地面积占98．3％。

图1研究区地理位置

Fig．1 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该区域受地形、海拔的影响，垂直气候特点明

显，属低纬高原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秋季雨水较

多，冬春季干旱，年降雨量为1 547．6 mm，在6—10

月间雨水较集中，占全年降雨量的87．3％，年平均

蒸发量为l 517．8 nun，相对湿度为82％，年平均气温为

17．7℃，年日照小时数为2 122．9 h。普洱市森林覆

盖率超过67％，是全国碳储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013年4月3日在研究区的宁洱县勐先乡和宁洱

镇境内分别发生了森林火灾，火场林相均为针阔混

交林；这2场森林火灾发生后约8 h被扑灭，但仍对

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按照中国植被区划，该研究区属于西部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和西部热带季雨林、雨林区19l。其中人

工林树种主要是思茅松(，)讥㈨厶邪砂n)，还有大量人

工种植的茶树和咖啡树。，此外，还保存了大量典型

的原始季风常绿阔叶林，主要树种包括：刺栲(c盼

mnopsis^"fr如)、西南桦(曰“zl如nf脚ides)、木荷

(5c^!，nn super6。)、青冈(()“ercus gfn“cn)、石栎(Ln^一

oc(z巾W g如6Pr)、水青树(死￡r。ce，2￡ro，z s抽e，15e)和麻栎

(Q∽rcM5 ncuzissim“)等。

1．2 LiDAR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LiDAR数据是由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的机载遥感系统LicHy丑“

于2014年4月飞行作业采集。LiCHy系统实现了

高性能的LiDAR测量系统、ccD相机和高光谱相机

共用一套惯性测量单元(inertial nleasurenlent unif，

IMu)的共平台集成，可以实现对树木的光谱和三维

空问属性信息的高效测量。其各传感器参数如表l

所示。

表l LiCHy机载传感器主要参数

Tab．1 Sensor parameters of LiCHy system

LJiI)AI{测量系统：RieglI．Ms—Q680

波长／nm 1 550 激光脉冲长度／ns 3

最大频率／kHz 400 扣描角／(。) ±30

最大扫描速度／(1ines／s) 200 采样间隔／ns 1

垂直精度／111 O．15 激光发散角／mmd O．5

(：c1)相机：I)∞CAM一6()

像元分辨率 8 964×6 716 像元尺寸／“m 6

成像传感器尺寸／
40．30×53．78 位深度／biIs 16

【mm×m111j

视场角／(。) 56．2 焦距／nlm 50

『苛光i普相机：AIsA Ea圳r Il

光谱范围／nm 400～l ooO 像元数／个 I 024

焦距／nlfn 18 1 光谱分辨率／nm 3 3

总视场角／(。) 37．7 瞬时视场角／(。)0．037

波段数／个 488 帧率／(帧／s) 160

飞行高度约为1 500 m(以地面为基准)，海拔

范围处于l 000～1 500 m。其中沿东南一西北方向

共有14条航带，南一北方向共有5条航带，Li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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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覆盖具体范围如图2所示

·45·

图2研究区LiDAR数据覆盖范围

Fig．2 Distribution of the LiDAR data in the study area

1．3地面调查数据

地面调查工作于2015年11月完成。本研究利

用数字高程模型((1igital eleva【ion mo(1el，DEM)数据

对完成预处理的LiDAR点云数据进行高度归一化，

去除地形对植被的影响，使植被点的高度值为相对

于地面的高度值。同时在此基础上生成CHM数

据，再以2010年云南省森林资源二类清查数据为基

底，结合植被覆盖类型，对CHM进行面向对象分

割；然后，按照地类信息对分割结果进行融合，形成

在面积上接近样地大小的分割单元，再对所有分割

单元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形成待选样地；最后，在野

外进行现场验证，实现抽样策略，得到验证数据集：

最终选取并调查了24个典型地类的样地，包括9个

针叶林样地，9个阔叶林样地，3个竹林样地和3个

灌木林样地。由于针叶林油性木质极易传播火灾，

因此混交林划归为针叶林类别内，针叶林和阔叶林

再分别细分为幼龄林、中龄林和成熟林3个子类。

主要调查了树种、每木树高、胸径、枝下高和郁闭度

等森林参数，样地的具体调查情况如表2所示。

表2地面调查数据汇总

Tab．2 Information of all field plots

2 研究方法

2．1 技术路线

本文采用的技术路线如图3所示。对归一化后

的LiDAR点云数据利用FuSl0N软件1 2¨提取了分

割单元中的点云高度、密度和数量等99个因子变

量，在SPSS软件里采用多元逐步回归的方法将所提

取的因子变量与验证数据集进行回归分析，构建合

理的与模型反演有关的森林参数，将以上反演结果

连同坡度、风速和湿度等参数共同作为后续FccS

模型的输入，最后进行各个单元的火情等级评价，最

终完成该地区潜在火行为险情、树冠火险情、有效可

燃物险情和综合火灾险情的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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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技术路线

Fig．3 Scheme of this study

2．2基于cHM的面向对象分割

传统的光学遥感影像能够较好地在二维空间上

表征植被特征，但光学传感器难以穿透植被表层，无

法刻画植被冠层以下到地表的垂直结构信息。而森

林的垂直结构特征是评价森林着火风险和火情扩散

风险的重要因素。LiDAR相较于光学传感器能够穿

透植被的遮挡，从而直接获取真实地表的高精度三

维信息。LiDAR点云数据插值生成的数字表面模型

(digital su血ce model，DSM)和DEM进行差值运算

生成的CHM能够非常好地反映森林的垂直结构和

单木树冠的临近关系，因此本文以CHM作为面向

对象分割的基底数据。图4为研究区的CHM。

图4研究区CHM

Fig．4 CHM of the study area

遥感影像的分割是基于同质性原则在一定的阈

值下将一幅遥感影像或者几幅影像的综合影像分割

成为若干区域的过程，分割后的每一个区域应满足

图像区域中的所有像元同质性最高，同时与周围所

有区域像元的异质性最低。基于2010年普洱市森

林资源二类清查数据，对2014年LiDAR点云数据

生成的CHM数据使用ecognition软件进行面向对

象分割；通过多次实验，分割尺度为15 m×15 m。

分割后得到的单元既有高度信息，又有地类信息。

局部地区分割结果如图5所示。

图5研究区局部地区分割结果

Fig．5 Examples of the segment results in the study area

不同植被类型的树干材质、枝叶可燃性以及林

分结构都有着不同的特性，根据森林二类清查数据

与分割单元叠加分析，结合研究区可燃物的燃烧性，

将可燃森林类型划分为针叶林、阔叶林、竹林和灌木

林4个大类别，划分的依据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①针叶林相较于阔叶林而言，其林木枝干材质油性

大，属于易燃类型；②阔叶林相较于针叶林，其林木

枝叶易燃性更大，且阔叶林树冠间距较近，林火蔓延

速度快，在相同风速条件下产生飞火的可能性更大；
③灌木林的分布具有较大的随机性，浓密灌木林的

火灾蔓延速度相较针叶林和阔叶林都更快；④竹林

主要是竹纤维材质，其枝叶可燃性低，同时其地表的

可燃物也较少，所以火险等级比较低。

2．3 FCCS模型

FCCS模型是由美国林务局于1999年开发的一

款用于建立、描述和分析可燃物的综合软件系统。

可燃物理论是FCCS软件的核心，代表物质实际燃

烧的潜在风险。22。。在本研究中，可燃物是指分割后

得到的每一个分割单元。目前Fccs的着火风险是

指在已知风速和湿度的条件下，各个可燃物释放能量

产生火苗并传播、扩大、烧毁和复燃能力的评价指数。

模型输入包括坡度、气象因子和森林参数。

1)坡度影响林火蔓延速度，本文坡度数据由“一

DAR地面点云插值生成的DEM获得，坡度被分为0。～

5。，5。～450和>45。3个级别作为FcCs模型的数据

输入。

2)气象因子包括风速和湿度。由于研究区春

季防火季为3一月，4—5月最为干燥且温度逐渐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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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火险等级逐渐增加，6月降水逐渐增多，火险

等级较低，因此本研究使用5月份的气象因子作为

模型的数据输入，风速和湿度数据来自欧洲中期天

气预报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ECMWF)，获取了5月份的平均

风速和14时的平均湿度。

3)森林参数包括可燃物类型和垂直结构参数。

可燃物类型为针叶林、阔叶林、竹林和灌木林4类，

不同植被所需的模型输入参数不同，为了全面、准

确、定量地描述每一个分割单元的参数配置，本文分

别对4种可燃物的有关参数进行了建模回归分析，

对研究区LiDAR点云数据利用FUSION软件共提取

了99个LiDAR变量，在SPSS软件中使用逐步回归

法和观察决定系数砰的变化情况来选择输入模型

的合适变量，若有自变量使统计量F值过小，并且T

检验达不到显著水平(P>0．1)，则予以剔除；若F

值较大且T检验达到显著水平(P<0．05)，则得以

输入，这样重复操作，直到回归方程中所有的自变量

均符合进入模型的要求，而方程外的自变量均不符

合进人模型的要求为止，随后把筛选后得到的

LiDAR变量作为候选的独立变量，与样地实测数据

建立回归模型，实现森林参数的预测。垂直结构参

数主要包括阔叶林和针叶林的最大树高、林木株数

和郁闭度；竹林的生物量、最大树高和郁闭度；灌

木林的最大高度和盖度。

将上述参数输入Fccs模型后，通过对每一个

分割单元的火焰行为、蔓延速度、火焰高度、灌木火、

冠层火、明火可燃物、闷烧可燃物和剩余可燃物进行

评价，最终生成一个三位数整数来表征潜在火行为、

树冠火和有效可燃物的火险等级。每类火险等级划

分为O一9级，其中0代表几乎不可能发生火灾，9

代表极易发生火灾，综合火险等级通过以上3个火

险等级加和获得，具体如图6所示。最大树高是最

为关键的参数，火焰行为、蔓延速度、火焰高度、冠层

火、明火可燃物和剩余可燃物都与最大树高有着紧

密联系，且最大树高能够反映分割单元的生物量，因

此通过LiDAR点云数据获取准确的最大树高信息

对森林火灾等级评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湿度和

风速2个气象因子对火焰行为、蔓延速度、火焰高度

和闷烧可燃物起着决定作用。

图6 FCCS模型输出示意图

Fig．6 Diagr锄of FCCS outputs

潜在火行为包括火焰行为、蔓延速度和火焰

高度。这3个指标代表了林火蔓延及火势的严重

性。在相同的森林结构下，环境因子对火焰行为

影响非常大，在风速较高、湿度较小的环境下，林

火火焰行为更加剧烈。Rothe瑚el【14o于1972年提

出的林火传播数学模型火险预测模型中，潜在火

行为险情的最终取值是取其下3个分量的最大

值。树冠火险情模型基于概念冠层火灾模型和重

组地表火蔓延模型得到。树冠火包括灌木火和冠

层火，这二者的燃烧物主要是枝叶，森林结构对冠

层火影响较大，树冠密度增大导致树冠重叠度增

大，树冠火更容易蔓延，在恶劣的环境下产生飞火

导致更大范围的火灾险情。有效可燃物包括明火

可燃物、闷烧可燃物和剩余可燃物。森林生物量

是火灾损失的重要指标，明火可燃物和剩余可燃

物占了大部分森林可燃物，剩余小部分是闷烧可

燃物。闷烧可燃物是由于燃烧不完全产生的地下

火，可燃物燃料有限，但是燃烧时间很长，不容易

完全扑救，再生火很容易发生，从而造成二次灾

害。有效可燃物险情是明火可燃物、闷烧可燃物

和剩余可燃物三者的加和。

3 结果与分析

3．1森林参数反演

基于多元逐步回归对FuSION软件提取的Li．

DAR变量筛选后，得到候选的独立变量，最终分别

建立了3个阔叶林、3个针叶林、3个竹林和2个灌

木林的森林参数预测方法。其具体表达形式如表3

所示，精度分析如图7所示。图7分别展示了阔叶

林样地和针叶林样地利用LiDAR变量反演森林参

数的建模精度。可以看出，无论是阔叶林样地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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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叶林样地，其最大树高的建模精度都较高，物理含

义也较为明确。而表3中针叶林的郁闭度建模精度

较低，这可能是因为混交林也归为针叶林，模型无法

同时较好解释这2种混合成分。

表3 LiDAR变量多元逐步回归估测森林参数统计量一览表

Tab．3 S啪mary statistics of multipIe linear regressions of forest parameters with LiDAR metrics

5 10 1 5 20 25

阔叶林样地估测最大树高／m

0 l 000 2 000 3 000 4 000

阔叶林样地估测林木株数／株

(a)阔叶林样地最大树高 (b)阔叶林样地林木株数 (c)针叶林样地最大树高 (c1)针叶林样地林木株数

图7阔叶林和针叶林样地森林参数反演建模精度

Fig．7 Accuracy of forest parameters estimation for broadleaf and coIIifer plots

3．2基于FCCS模型的火险等级评价

将研究区内所有分割单元的森林参数的反演结

果连同气象因子输入到模型中，经过模型运算，可以

4 讨论

得到3类火险等级。最后分别绘制潜在火行为险情

图、树冠火险情图、有效可燃物险情图和综合火灾险

情图。

(a)潜在火行为险情 (b)树冠火险情 (c)有效可燃物险情 (d)综合火灾险情

图8基于FCCS模型的火险等级制图

Fig．8 Forest 6re potential mapping based on FCCS model

本研究基于Fccs模型的可燃物理论，采用Li—

DAR变量建模回归的方法较为准确合理地估测出

该模型所需要的森林参数，并联合其他必要的变量

输入模型计算得到火情指数，并进行了制图。从图

8中可以看出，研究区有效可燃物火险等级比较低，

较符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树高和枝下高表征森林

的垂直结构，火焰在无风的情况下是垂直向上的，且

外焰温度高，更易引燃可燃物。大部分火源都是地

表火，地表可燃物可能引燃树冠火和树干火。但由

于地表可燃物有限，引燃燃点较高的树干火的几率

比较低。因此当地表火火焰高度达到枝下高就极易

■■■口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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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林冠火，进而产生更大范围的森林火灾。植被

盖度是树冠火蔓延的重要指标。相同可燃物类型的

情况下，植被盖度越大树冠火的燃烧可能性越大，2

棵树林冠相接的概率增加导致火情蔓延速度增加。

随着风速的增加飞火产生的可能性也增加。

为了更好地分析评价可燃物与森林结构分布

的关系，以综合火灾险情图中普洱市中部为例进

行说明，图9中黑色无数据区域为道路区域。可

以看出道路两边的火险等级较低，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分析，可能的原因是道路两旁植被密度低于

林区，且此处多为思茅松纯林，植被结构比较单

一，地表枯落物少，因此冠层火、地表火、有效可燃

物相较林区较少。

]

l

图9普洱市中部典型区域综合火灾险情

Fig．9 Subset Of combined 6re risk

potentialin the centraJ of Pller City

图9中B区域比A区域火情严重的原因可能

是：①B区域南部靠近普洱市区，城市热岛效应导

致B区域温度略高A区域；②B区域更易受到人为

活动影响，故更容易引发火灾；③分析2个区域的

LiDAR点云数据可以看到，A和B 2个区域的森林

结构有明显差异，A区域森林垂直结构复杂度较低，

地表灌木较多，乔木分布疏散，树冠相接概率较小，

阻碍了树冠火的蔓延，其可燃物生物量也相对较小，

火灾危害小于B区域。B区域森林结构复杂，乔木

树冠紧密相邻，冠层火产生及蔓延的可能性更大，林
下灌木浓密且高大，灌木与乔木连接紧密，产生火情

后蔓延速度较快，灭火难度增加。

5 结论

本文以云南省普洱市为研究区，利用LiDAR数

据提取了FCcs模型输入需要的森林参数，并连同

其他因子共同作为FCCS模型的输人，评价各个单

元的火J隋等级，实现了该地区潜在火行为险情、树冠

火险情和有效可燃物险情的制图，并按每个均质的

分割单元精细预测了综合火险等级，建议应针对火

险等级较高的单元进行合理的砍伐、整枝和除灌措

施以降低火灾风险，减少火灾损失。本文结果与研

究区的实际情况比较符合，表明该方法具有一定的

实际应用价值。后续研究将在我国其他典型地区开

展相关的研究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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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6re potential forecastb嬲ed伽FCCS model

MA Zhenyul，CHEN Boweil，PANG Yon91，UAO Shengxi2，QIN Xianlinl，ZHANG Huaiqin91

(1．胍eo枷加m姚旷乃麟f胍oHrce蜘m耐ion‰^nfg螂，饥i麟e Ac础’m幻旷几瑚町，&讲昭10009l，劬溉；

2．鼢e口rc^风t豇眦e矿融o“rc郴加e吣，劬打螂e A∞如m如矿而M啊，地n删，lg 650216，现f№)

Abst聆ct：The distribution of co血bustibles in fbrest is one of the impon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occurrence and

spread of forest fires．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bine the traditional forest sunrey data with point cloud data

f南m light laser detection and r丑mging(“DAR)，slope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so as to eValuate forest 6re

potentials with fuel characteristic cl酗sification system(FCCS)．Pu’er City of Yunnan Province was selected鹊the

research area in t}lis paper． An object—oriented based segmentation was ped’o珊ed based on the crown height

model(CHM)which was produced by the airbome“DAR data，and the oveday analysis“the proVincial leVel

inventory data of forest resources of the research area was used to detemine the division unit and vegetation type

according to the nammability of vegetation，which was divided into coniferous forest，broad—leaVed forest，shmb

and bamboo forest． On such a basis，strati6ed random sampling was used to fo珊the validation dataset．Then tlle

authors extracted the LiDAR variables and applied the multivariate stepwise regression method to analyzing the

extracted variables with the reference data set to obtain the forest parameters of dif亿rent Vegetation types． In the

end，the forest parameters together with the meteorological factors were used as inputs to the forest fire classification

model(FCCS)，and the fire potential of each segmentation unit was calculated by the model．Finally，the authofs

compiled maps of potential fire behavior，crown fire，efkctive combustibles and comprehensiVe 6re h北ard resul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U fire potential level of combustible materials in the research area is relatiVely low，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study area；the venical structure of the fores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orest fire risk potentials．Accurate estimation of forest parameters plays a very imponant role in the mapping of

comhustihles．

Keywords：“DAR；forest parameters inversion；FCCS；forest 6re potential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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