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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DS 2.0: 一个基于GIS和多个模型的
生物潜在分布地预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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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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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对生物分布地预测模型和软件发展现状的分析和总结, 本研究在PSDS 1.0的基础上提出并实现一个基
于GIS且具有多个代表性模型的生物分布地预测系统(PSDS 2.0)。PSDS 2.0系统继承了1.0的环境包络和聚类包络模
型, 进一步引入了限制因子包络、马氏距离、支持向量机等新模型, 并针对本领域中模型比较与选择的难点增加
了迭代交叉验证的多模型选择功能。系统还实现了灵活定制和评估伪负样本的功能, 通过用只需要正样本的I类模
型预测的结果对随机产生的伪负样本进行评估, 减小其落入适宜地区的概率, 进一步提高需要正负样本的II类模
型的准确率。GIS功能在PSDS 2.0中也得到加强, 被应用于数据准备及结果分析等重要环节。文章最后以白冠长尾
雉(Syrmaticus reevesii)为例, 运用PSDS 2.0系统预测其在中国范围内的潜在分布地, 并对各种模型的预测结果进
行评估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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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DS (predictive species distribution system) 2.0: a system based on GIS
and multiple models for predicting potential distribution of species
Congtian Lin1,2, Liqiang Ji1*
1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Herein, we have proposed and implemented a predictive species distribution system (PSDS) based
on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using multiple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field
of species habitat modeling. The new system (PSDS 2.0) was developed from PSDS1.0, originally initiated
by our research group. We introduced three models into PSDS 2.0, including a mahalanobis distance model
(MD), an environmental envelope plus limiting factor model (EELF), and a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model. In this paper, we describ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and introduce the main functions in detail. In order to compare and evaluate results from different algorithms, an iterative cross-validation technique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PSDS 2.0, which also facilitates the selection of suitable algorithms for different sample data. A function for flexibly dealing with pseudo-absences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presence-absence models. A GIS interfaces with the software for data preparation and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model results. We also present a case study using the Reeve’s pheasant, Syrmaticus reevesii, as a practical
application to introduce the entire modeling process. The performance of all model types is compared within
this unified system.
Key words: ecological niche model, limiting factors, species’ potential distribution, pseudo-absence, cross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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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在过去二十多年得到快速发展, 并在保护生物学

生态位因子分析等是机理性的模型外, 现有的模型

(Chen & Peterson, 2002; Irfan-Ullah et al., 2007)、病

大部分属于统计性模型, 强调因子组合的综合作

虫害防治(侯柏华和张润杰, 2005)、生物入侵(李红

用, 忽略了限制因子的效应。(2)许多算法都只能在

梅 等 , 2005; 汪 兴 鉴 等 , 2006) 和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一些专业的数学统计软件中实现, 如马氏距离、分

(Pearson & Dawson, 2003)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类与回归树、广义线性模型、广义可加模型和LIVES

的作用。

等(Guisan et al., 1999; Guisan & Zimmermann, 2000;

根据对物种分布信息的要求, 现有的生物潜在

Rotenberry et al., 2006; Li & Hilbert, 2007)。这涉及

分布地预测模型主要分为两大类: 只需要物种“分

到大规模GIS数据的提取、转换、存储及重新投影

布(presence)” 数据的模型, 以下称为I类模型; 需

的过程, 对于一般的实验者来说难以执行。(3)表1

要物种 “分布与非分布(presence-absence)” 数据的

中列出的软件多是某一个软件专门针对某一种方

模型, 称为II类模型。表1列出了多种常用的软件及

法, 实验者在进行多种方法建模时就必须准备多种

相应的模型。当前生物分布地预测研究呈现出以下

格式的数据, 了解多种软件运行的环境, 最后对模

特点: (1)根据Levin (1966)的分类, 除了环境包络和

型间的比较还要视各软件输出结果的异同而定。(4)

表1 常用的生物分布地预测软件与模型
Table 1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software applications and models for predicting species’ distribution
软件
Software
Desktop
GARP

GIS功能
With
GIS
+

DOMAIN

+

DIVA-GIS

+

模型算法
Algorithm

分布数据类型
Distribution
type
P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Co/Ca

预测结果
Result
type
B

P

Co/Ca

Si

环境包络 Environment
Envelope (EE)
Gower Metric距离
Gower Metric Distance (GM)

P

Co

B

P

Co/Ca

Si

预设规则遗传算法 Genetic
Algorithm for Rule-set Production(GARP)
Gower Metric (GM)

软件来源和重要文献
Software source/Main references
http://www.nhm.ku.edu/
desktopgarp/Download.html
Stockwell & Peters(1999)
http://www.cifor.cgiar.org/
Knowledge/Toolkits/domain
Carpenter et al. (1993)
http://diva-gis.org/download
Arif et al. (2007), Busby(1991)

CLIMEX

+

生态气候指数
Ecological Index (EI)

P

Co

B

No free link

PSDS 1.0

+

环境包络
Environment Envelope (EE)
聚类包络 Hierarchical Cluster
plus Environmental Envelope
(HCEM)

P

Co

B

ji@ioz.ac.cn或linct@ioz.ac.cn
邓浩和纪力强 (2008)

P

Co

B

Biomapper

+

生态位因子分析 Ecological
Niche Factor Analysis (ENFA)

P

Co

Su

http://www2.unil.ch/biomapper/
products.html
Hirzel et al. (2002)
http://www.cs.princeton.edu/
~schapire/maxent
Phillips et al. (2006)
http://www.unm.edu/~wyzuo/
GEO.htm
Zuo et al. (2008)
http://noble.ce.washington.edu
Noble & Tribou (2007)

MaxEnt

–

最大熵模型 Maximum Entropy (MaxEnt)

P

Co

Pro

GeoSVM

–

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P&A

Co/Ca

B

Neuroet

–

人工神经网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

P&A

Co/Ca

B

SPECIES

–

人工神经网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

P&A

Co/Ca

B

Pearson et al. (2002)

Agroclimatic
Library

–

农业气候相似距 Agricultural
Similar Distance (ASD)

P

Co

Si

No open link

Random
Forest

–

随机森林 Random Forest
(RF)

P&A

Co/Ca

B

http://cran.r-project.org/web/
packages/randomForest/index.html
Breiman (2001)

P: 分布; A: 非分布; Co: 连续型; Ca: 枚举型; B: 二值型; Si: 相似度; Su: 适宜度; Pro: 分布概率
P, Presence; A, Absence; Co, Continuous; Ca, Categorical; B: Binary; Si: Similarity; Su: Suitability; Pro: Prob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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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预测软件也引进了GIS, 但功能有限, 深
层次的GIS功能并没有在多数软件中实现。(5)伪负
样本大多仅限于从背景中随机产生, 还未有一个软

HS

件提到灵活定制并进行评价筛选的功能。(6) OpenModeller Desktop (Sutton et al., 2007; Muñoz et al.,
2009)是目前比较完善的多模型平台, 包含了多种
常见的模型, 如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GARP
和环境包络等模型, 并提供变量预先分析的功能,

HS=f (Temperature)

但在模型的选择和对结果的进一步统计分析方面
还未实现, 同时产生伪负样本方法与其他软件并无
区别。
综合以上分析, 我们在本实验室已开发的物种

图1 用桶理论描述限制因子模型。HS代表生境适宜度。
Fig. 1 Description about the limiting factor model using the
barrel theory. HS, habitat suitability.

潜 在 分 布 地 预 测 系 统 PSDS 1.0( 邓 浩 和 纪 力 强 ,
2008)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建立一个基于GIS且

各个因子都适宜的生境为核心分布区, 当至少有一

具有多个模型的预测系统(PSDS 2.0)的研究目标,

个因子接近生理压迫范围, 并成为限制因子时, 生

并确定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1)实现多种具有代表性

境适宜度由限制因子决定, 并定义其为边缘分布

的模型算法及简单统一的评价体系, 系统包括I类

区。

模型和II类模型, 并为II类模型提供定制伪负样本

限制因子包络模型的算法描述: 设n维环境空

的功能; (2)实现更多更有价值的GIS功能, 使其能

间, m个待测点中第j个待测点的环境变量为var[1],

够被充分地运用于数据准备和结果分析。

var[2], ……var[n], 采样得到的样本中各因子的最

1

方法

大值为var[1]max, var[2]max, ……var[n]max, 最小值为
var[1]min, var[2]min, … … var[n]min, 平 均 值 为

PSDS 2.0继承了1.0版本的环境包络模型和聚

var[1]mean, var[2]mean, … … var[n]mean, 标 准 差 为

类包络模型, 并引入支持向量机和马氏距离等统计

var[1]σ, var[2]σ, ……var[n]σ, 以下求解第j点的适宜

学模型, 同时我们根据生态学上的限制因子理论提

度:

出并实现了限制因子包络模型。系统还运用迭代交

核心分布区:

叉验证的方法, 为多模型评价提供统一平台。

if (var[i]mean–k*var[i]σ ≤ var[i] ≤ var[i]mean+ k*

1.1

PSDS 2.0采用的预测模型
(1)限制因子包络模型 (Environmental envelope

var[i]σ)
Dis[j]=0 i=1, 2, ……n

(1)

plus limiting factor model, EELF) 是我们提出的将

边缘分布区:

环境包络与限制因子的作用相结合来度量生境适

if (var[i]> var[i]mean+k* var[i]σ)

宜度的方法。根据限制因子理论, 当某一个环境因

dis[i]=(var[i]–(var[i]mean+k*var[i]σ))/(var[i]max–

子接近或者超过生物的忍受范围时, 该因子即为限

var[i]min)

制因子, 并对该物种的生存、分布起主导作用。我

if(var[i]< var[i]mean–k* var[i]σ)

们用 “木桶理论” 来描述限制因子模型: 将生境比

dis[i]=((var[i]mean–k*var[i]σ)–var[i])/(var[i]max–

为 “桶”, “桶” 由n个木板(环境因子)组成, “桶”的容

var[i]min)

量即可描述为生境的适宜度, 则生境适宜度由最短

Dis[j]=MAX(dis[i])

的桶板所决定, 即由限制因子决定。如图1所示: 温

HS[j]=1–Scale(Dis[j])

i=1, 2, ……n
j=1, 2, ……m

(2)
(3)

度为限制因子, 将决定生境适宜度(habitat suitabil-

其中k为设置核心分布区的参数, 以平均值为起点,

ity, HS)的大小。根据限制因子的定义, 环境因子要

以k个标准差为步长获取核心分布区包络的上界与

成为限制因子并主导生物的生存与分布, 则该因子

下界, 一般默认为1。dis[i]代表每个变量离核心分布

应当接近或者超过生物的忍受范围, 那么我们定义

区相应变量上界或者下界的相对距离。Dis[j]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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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i]中的最大值, 通过最大值函数MAX计算, 代

这些记录往往能反映出物种整体的分布趋势和大

表待测点的非适宜度, 并且认为第i个环境因子为

概的分布范围, 将预测结果与这些历史记录进行比

限制因子。HS代表待测点的适宜度, 当符合核心分

对分析, 也是一种好的评价方法。

布的条件时, 规定非适宜度为0, 则HS = 1。公式(3)
对第j个待测点的非适宜度Dis用归一化函数Scale进
行处理, 使其在[0, 1]区间, 然后用1减去归一化后

2

系统设计

2.1

PSDS是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物多样性

的值, 即得到每个待测点的相对适宜度值HS, HS的
范围为[0, 1]。

系统的实现与功能

信息学研究组提出并实现的生物分布地预测系统,

(2)支持向量机(SVM)是一种较新的基于统计

本研究延续该系统的开发, 并将其升级至2.0版本。

学习理论的分类和回归技术(Vapnik, 1995), 具有良

我们根据Guisan和Zimmermann (2000)总结的建立

好的预测能力, 在物种分布地预测领域越来越受到

预测模型的框架对1.0的软件结构和数据流程进行

关注(Scholköpf et al., 2001; Guo et al., 2005; Drake

重新设计, 以便引入新的算法和实现新的功能。主

et al., 2006)。我们在PSDS 2.0中引入SVM的两种算

要数据流程如图2所示, 描述了PSDS 2.0实现物种

法。One-class SVM算法只需要正样本, 用该法建立

分布地预测的整体思想和建模过程。系统采用C++

的模型属于I类模型。C-SVC算法则需要正样本和负

语言进行编程, 以bil格式的GIS栅格图层和存储样

样本, 构建的模型是II类模型, 也是本系统中II类模

本经纬度信息的文本文件为主要数据基础。GIS功

型的代表。

能是基于组件式模块进行二次开发; 各种模型算法

(3)马氏距离是由印度学者Prasanta Chandra

由我们独立编程实现, 其中支持向量机模型核心算

Mahalanobis于1930年提出的用于衡量相似度的统

法引用LIBSVM (Chang & Lin, 2001), 我们对其进

计量(Mahalanobis, 1930), 在多元统计和数据判别

行改进和封装, 摒弃了其命令行形式, 实现了界面

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生物分布地预测中也有较

化交互和参数自动优化功能。

为广泛应用。目前马氏距离的实现多是在专业统计

2.2

软件中, 不便于在分布地预测实验中使用, 为此本

2.2.1

研究将其作为距离类模型代表在系统中实现。

系统的功能
数据的准备与预处理

在数据准备方面, PSDS 2.0提供.bil格式与.asc

PSDS 2.0的模型评价方法

格式的栅格图层间转换的功能, 使其能够利用更多

交 叉 验 证 (Cross-validation)(Seymour, 1993) 是

类型的GIS数据; 用户可以利用SHP矢量图层截取

一种对样本的重采样技术, 它将样本随机分为n等

研究区域, 减少多余数据输入, 提高预测效率; 还

分, 每一次以其中1个等分为测试集, 其余n–1个等

可以根据需要提取多个栅格图层的数据, 并以多维

分为训练集, 如此反复n次至所有等分都被作为测

向量数据的形式输出备用; 实验过程需要的矢量图

试集预测过, 最后计算用于比较评估模型的统计

层也可以通过GIS功能进行制作。物种分布信息文

1.2

量。交叉验证方法中, 每个样本都被作为测试样本

件格式相对简单, 用户可以直接用文本编辑器进行

和训练样本, 避免了随机验证(随机选取样本作为

编辑。

测试集和训练集)带来的偏置。验证时样本被分为几

PSDS 2.0提供3种样本归一化方法, 即归一化

个等分一般由样本的总数决定, 5等分是普遍默认

到[0, 1]、[–1, 1]及方差归一化法。归一化后的数据

的值。为了减少单次交叉验证带来的偏差, 系统引

及相关统计量包括各环境变量的最大值、最小值、

入迭代交叉验证的方法, 即实验者可以设置任意次

均值及标准差等在用户界面显示, 用户可以根据这

数的交叉验证, 最后计算验证结果的平均值, 包括

些数据初步判断数据奇异性与可靠性, 还可以将样

交叉验证的准确率(或者真阳性率)及AUC值(Fawc-

本数据保存为其他格式的文件, 为利用其他专业统

ett, 2006)。

计软件进行分析选择提供便利。

在预测物种分布地的研究中, 物种分布的历史

2.2.2

建模与预测

记录也是检验预测模型的重要方法。特别是那些在

PSDS 2.0是个多模型预测系统, 因此对模型的

较长时期内受到关注并有比较大范围记载的物种,

选择和比较格外重要。系统采用交叉验证计算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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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PSDS 2.0主要数据流程图
Fig. 2 The main data flow chart of the PSDS 2.0

模型的验证准确率和AUC值, 以比较各种模型对特

评估, 剔除落入被认为有分布的区域的随机点。系

定样本的拟合效果。实验者可以根据验证的结果比

统中所有I类模型都可以作为评估伪负样本的方法。

较并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预测。对于4种I类模型,

为了降低伪负样本落入真正有分布区域的风险, 用

由于它们所用的样本(包括用于计算AUC的随机伪

户可以沿着适宜性梯度, 设置多个阈值, 并按相似

负样本)一致, 因此进行交叉验证的过程也一致, 在

性值增加伪负样本点密度减少的规则在各阈值区

系统中只需选择好要进行验证比较的模型并设置

间进行随机产生伪负样本。

好迭代次数、交叉叠数和模型参数, 然后点击确定,

2.2.3

结果的显示与分析

运算结果将在新的对话框中显示, 包括每种模型的

完成预测后, 预测结果及中间过程信息被写入

平均AUC值、准确率和相应的标准差。对于支持向

一个html文件中, 通过IE浏览器就可以查看实验所

量机模型, 交叉验证功能既是模型参数选择的方法

用的数据、预处理方法、选择模型的过程、预测的

也是模型评价的方法, 独立于其他4种I类模型, 但

结果图及ROC图等。

验证原理与结果相类似。

在PSDS 1.0中, 预测结果图是二值图, 代表“有

定制伪负样本是为了使用需要两类样本的模

分布”与“无分布”。PSDS 2.0新增加的模型预测结果

型而开发的功能, 用于解决物种“非分布”数据难以

有的是连续的值, 采用二值图就不能表现出生境的

获取的困境。目前系统提供了两种产生伪负样本的

相对优劣, 因此我们开发了渲染bil格式图层并可以

方法: (1)在背景(样本点除外)中随机产生伪负样本;

另存为其他图片格式的工具MapViewer。用户可以

(2)先在背景中随机产生伪负样本后用I类模型进行

根据需要对结果图层进行修饰, 或设置在两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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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连续过渡显示, 或在不同值区间设置不同颜色。
GIS功能除了显示预测结果图外, 还实现对结
果栅格图层统计与转换、矢量与栅格图层间交互查

平, 1998; 卓卫华等, 2000; 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01)制作而成。
3.2

系统的应用实例
数据准备

3.1
3.1.1

物种的分布数据

预测方法
运用PSDS 2.0中限制因子包络、马氏距离、环

询等, 使用户能够进一步分析和利用预测结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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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包络、聚类包络等I类模型进行预测。首先, 在背
景中(除去样本点)随机产生1,000个伪负样本用以计
算I类模型的AUC值。伪负样本的数量约为正样本
数 量 的 20 倍 (1,000/49), 约 为 背 景 有 效 栅 格 数 的

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 reevesii)是我国特有的

1/546, 以保证伪负样本足以代表背景。然后设定限

濒危雉类, 属国家II级保护动物, 曾广泛分布于我

制因子的核心参数为“1”(核心分布区包含了50%

国的中部和东部。由于栖息地的丧失和人类过度捕

(25/49)以上的已知样本点), 聚类包络模型的类个

猎, 种群数量快速下降, 分布范围急剧缩小, 目前

数为“2”(预先对样本进行自动聚类获得), 对4种I类

主要发现于四川东部、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湖

模型进行100次5等分的交叉验证。完成验证之后选

北西部、贵州大部分区域及云南东北部, 安徽西部

择适当算法进行建模预测(这里选择所有模型), 然

及湖北东部, 山东南部一小地区(马敬能等, 2000)。

后运用ROC_AUC软件(Schröder, 2004)对限制因子

本例以白冠长尾雉为目标物种, 运用PSDS 2.0对其

包络模型和马氏距离模型的结果进行阈值选择, 得

在全中国范围内的潜在分布地进行预测, 演示系统

到限制因子包络模型的阈值为0.945, 马氏距离模

的运用并对多种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实例用

型的阈值为0.97。为了排除奇异点对预测结果的影

到的白冠长尾雉分布数据由北京师范大学张正旺

响, 环境包络模型和聚类包络模型的结果被分为两

教授提供, 包括49个分布点, 涉及湖北、陕西、贵

部分, 一部分为5–95%区间的核心包络, 核心包

州和河南4省。

络之外全包络之内的点则为边缘分布。最后将这4

3.1.2

环境变量数据及相关GIS图层

实例用到了27个栅格数据, 包括23个描述生物

种I类模型的结果图与县级记录分布图进行叠加
分析。

气候的因子(New et al., 2002; Robert et al., 2005), 1

支持向量机的建模过程与上述I类模型相似。应

个描述土地覆盖类型的图层(http://www. gvm.jrc.it/

用One-class SVM和C-SVC两种类型的算法, 核函

glc2000), 1个描述人类影响的图层(Wildlife Con-

数都选择常用的RBF函数。One-class SVM+RBF组

servation (WCS) an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2005),

合的参数采用交叉验证方法进行设置, 该方法只需

2个描述总体地形情况的因子(海拔与坡度)(the U.S.

要正样本, 属于I类模型; C-SVC+RBF组合的参数

Geological Survey, 2005)。23个气候因子可以很明显

运用系统提供的参数优化功能进行设置。C-SVC需

地被分为两组, 第一组用于描述总体的气候条件,

要负样本, 我们采用两种产生伪负样本的方法: (1)

第二组用于描述极端的气候环境。我们对这两组变

在样本外随机产生, 为保持实验一致性和连贯性,

量进行因子分析, 并从中提取了4个新的变量, 表2

这里采用上文中I类模型用到的1,000个伪负样本;

列出了因子分析的具体结果和显著性检验。最后,

(2)以限制因子包络模型(EELF)的预测结果为背景,

我们运用系统的数据准备功能将所有栅格数据进

在预测到的“非分布”区域内随机产生1,000个伪负

行处理, 使它们具有相同的投影, 数据范围为中国

样本。如此, 围绕C-SVC算法, 我们构建了 “随机产

的主要陆地区域, 分辨率为2.5'。

生伪负样本+C-SVC” 及 “基于EELF产生伪负样本

实例还用目标物种的县级分布记录矢量图与

+C-SVC”两组实验。由于所用的负样本数据不一致,

预测结果图进行叠加分析, 作为比较各模型优劣的

AUC不作为比较这几类支持向量机模型的方法, 只

方法之一。县级分布记录图层是我们运用系统的

采用交叉验证真阳性率和结果与县级记录分布图

GIS功能, 根据白冠长尾雉在中国中部、西南和东部

的叠加分析来估计模型的优劣。

的10个省126个县的分布记录(吴至康, 1986; 卢汰

3.3

春和张万福, 1993; 杨岚, 1994; 郑生武, 1994; 丁

预测结果
表3列出了所有模型的交叉验证、预测及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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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对23个生物气候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和显著性检验
Table 2 The result of factor analysis of the bioclimatic variables and significance test
生物气候因子
Bioclimatic factors

因子分析
Factor analysis

KMO

Bartlett’s 检验
Bartlett’s test

新的因子
New factors

平均月温差 Mean diurnal range
年平均湿度 Annual mean humidity
年降水 Annual precipitation
年平均温度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因子提取方法: 主成分
分析; 旋转方法: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Extracted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0.665

Approx.
Chi-Square
=7,046,789.32
df=28
Sig.=0.000

平均生物气候因子
Mean bioclimatic
factor

同上
Same as above

0.875

降水的季节变化因子 Precipitation seasonality
温度的季节变化因子 Temperature seasonality
等温因子 Isothermality
年温差 Temperature annual range
霜降月平均降水 Mean precipitation of frost free month
最湿润季节的降水 Precipitation of wettest quarter
最湿润月份的降水 Precipitation of wettest month
最温暖月份的降水 Precipitation of warmest quarter
最干燥月份的降水 Precipitation of driest quarter
最冷季节的降水 Precipitation of coldest quarter
最干燥月份的降水 Precipitation of driest month

Approx.
Chi-Square
=25,734,237.85
df=105
Sig.=0.000

季节性生物气候因
子
Seasonal bioclimatic factor
与降水相关的极端
生物气候因子
Harsh bioclimatic
factor related to
precipitation

最冷月份的最低温度 Min temperature of coldest month
与温度相关的极端
最冷季节的平均温度 Mean temperature of coldest quarter
生物气候因子
最暖月的最高温度 Max temperature of warmest month
Harsh bioclimatic
最暖季的平均温度 Mean temperature of warmest quarter
factor related to
最湿润季节的平均温度 Mean temperature of wettest quarter
temperature
霜降月的平均温度 Mean temperature of frost free month
平均霜降天数 Mean frost days
最干燥季节的平均温度 Mean temperature of driest quarter
KMO(Kaiser-Meyer-Olkin): 用于描述样本充分性的指标, KMO>0.5说明进行因子分析的样本充分, 因子分析有效;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用于验证相关系数矩阵是否为单位矩阵, Sig. <0.05表明相关系数矩阵为非单位矩阵, 并适合做因子分析。
KMO: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0.5 means satisfactory sampling adequacy.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for testing
if the correlation matrix is an identity matrix to indicate whether the factor analysis is appropriate. Significance<0.05 means the factor analysis is
appropriate.

分析的结果。由于篇幅关系, 这里只列出限制因子

至四川北部、湖北东部后沿重庆东部及湖南西部至

包络模型和EELF pseudo-absences + C-SVC组合的

贵州中北部。经统计, 这一地区的165个县(约占所

结果图为例(图3, 4)。

有预测到的县总数的48.81%, 其中包括116个有历

讨论

史记录的县)就能包含约80.48%的适宜分布的栅格,

关于限制因子包络、马氏距离、环境包络和聚

且大部分具有较高适宜度的栅格都落入这些地区。

类包络这4种I类模型, 根据表3列出的交叉验证的

其他20%左右的栅格则零散地分布在剩余的173个

结果进行分析, 无论从迭代交叉验证的真阳性率还

县中, 且适宜度较低, 被观测到并留下记录的概率

是AUC值都可以看出限制因子包络模型优于其他3

必然比较小。(2)在这165个县中有49个没有历史记

种模型, 环境包络模型的预测能力次之。聚类包络

录, 其中有两个地区适宜栅格分布比较密集且适宜

模型在交叉验证真阳性率方面要稍微差些, 但其

度都比较高(图3中两个黑色多边形区域), 一个在贵

AUC值与环境包络模型接近。马氏距离模型的真阳

州东部包括剑河县、雷山县、榕江县等19个县, 另

性率相对于环境包络和聚类包络模型要高, 但是其

一个在湖北中西部地区的随州市、远安、南漳等7

AUC值远远小于其他3种模型。表3中这4种模型的

个县或县级市。根据丁平(1998)的研究, 贵州东部的

结果图与县级记录图进行叠加对比的结果与交叉

这些地区是白冠长尾雉的近缘种白颈长尾雉

验证的结果一致, 证明了模型选择过程的合理性。

(Syrmaticus ellioti)的分布范围, 其中雷山县的雷公

我们对限制因子包络模型的结果做进一步分

山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对象之一便是白颈长尾雉。因

析: (1)模型预测的适宜分布区主要集中在陕西南部

此我们推断这一地区是白冠长尾雉的潜在分布地,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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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其近缘种白颈长尾雉占据了该地区的生
态位迫使其不能在此地区分布, 或者二者交叉分布
但白冠长尾雉没被观测到过。湖北中西部地区的7
个县比较靠近样本点分布的地带, 具有比较高的适
宜度, 白冠长尾雉在这些地区有分布的可能性比较
高, 有些县虽然没有文献记录, 但在一些动物保护
网站和地方政府报告中有相关报道。
我们将限制因子包络模型与环境包络模型进
行比较, 二者总体的分布相似, 前者预测到的有历
史记录的县比后者多9个, 预测到的适宜分布的栅
格要比后者多3,282个, 预测到的县多58个, 似乎有
预测范围过大的嫌疑。但统计显示, 多出的3,282个
栅格中有1,244个落在这9个县内, 还有一部分落入
上文提到的贵州东部地区, 只有少数零散地分布于
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及浙江北部。因此多出的
栅格大部分都集中在潜在分布可能性较大的地区,
预测多出来的县大部分来源于有零散栅格且适宜
度相对较低的区域, 况且除了江西省之外其余的这
些省份也都有过历史记录, 所以我们认为限制因子
包络模型预测到较多适宜分布的栅格及较多适宜
分布的县是合理的。
总而言之, 从交叉验证, 叠加分析到进一步的
统计分析都表明限制因子包络模型在本实验中要
比其他三种I类模型优秀。
关于支持向量机的三个不同的实验, 结果表明
One-class SVM的预测能力要差些, 与县级分布图
的叠加分析结果也说明这一点。One-class SVM是解
决缺少负样本的困境的较好方法, 但是目前没有一
种能够自动优化参数的方法, 不排除因参数差异导
致其预测结果较差的可能性, 同时这也是本系统需
要改进的地方。
运用C-SVC算法时, 实例在背景中随机产生
1,000个伪负样本与正样本合并后作为输入, 结果
显示其预测面积非常小。尽管其交叉验证的真阳性
率比较高, 但是从叠加分析的结果来看模型对待测
区域的预测能力比较差, 主要原因是1,000个伪负
样本中会有一部分落入适宜分布的地区, 使这些地
区所代表的生境类型在预测时被归为不适宜分布。
为了减少伪负样本落入适宜分布地的几率, 我们采
用限制因子包络模型对随机产生的伪负样本进行
评估和筛选, 因为其预测结果在上文中已得到肯
定。根据限制因子包络模型的结果, 在非适宜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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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限制因子模型预测结果图(A)及与分布记录的县级图进行叠加分析的结果(B)。可以看出大部分预测到的区域与历史记
录的地区相吻合。图中两个黑色多边形是预测到适宜白冠长尾雉分布但无文献记录的区域, 上方的黑色多边形区域处于湖北
省中西部地区, 具有比较高的适宜度, 靠下方的黑色多边形区域处于贵州省东部, 是白冠长尾雉的近缘种白颈长尾雉
(Syrmaticus ellioti)的分布地。
Fig. 3 The result map shows the suitable area predicted by the EELF model in the relative part of China (A) and the overlay analysis of the EELF result with the map of recorded counties (B). The most area predicted to be suitable is similar to the recorded area.
The sites outlined by the two black polygons are predicted to be suitable for target species without historical records. The area in the
upper polygon is in the middle to west of Hubei Province with very high suitability but without records. The area in the other polygon in the east of Guizhou Province is the distribution area of the relative species Syrmaticus ellioti.

图4 EELF + C-SVC模型预测结果图(A)及与分布记录的县级图进行叠加分析的结果(B), 大部分预测到的区域与历史记录
的区域相吻合。
Fig. 4 The result map from EELF pseudo-absences + C-SVC (A) and the overlay analysis of the result map with the map of recorded counties (B). The most area predicted to be suitable for target species is similar to the recorded area.

机产生1,000个伪负样本后与正样本合并用C-SVC

样本的方法好, 叠加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与限

进行训练并进行预测。从交叉验证的真阳性率来看

制因子包络模型的预测结果相比较发现, 二者相

这种方法要比One-Class SVM和完全随机产生伪负

似, 但限制因子包络模型与C-SVC模型的组合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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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到较少栅格数的情况下又能覆盖较多的有分
布记录的县。经过对两个结果图的统计分析显示,
限制因子包络模型结果中具有较低适宜度(0.945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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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测能力是合理的。

4

结语

0.960区间)的栅格约有60%(2,795/4,696)被模型组合

PSDS 2.0是一个基于GIS且具有多个模型的生

排除, 而这些栅格占到两种方法所预测到的适宜分

物分布地预测系统。它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实验平台,

布的总栅格数之差的80.25%(2,795/3,484), 因此组

为不同模型之间的比较铺平了道路, 总体上达到本

合模型对限制因子包络模型的改进主要在于减少

研究所设定的目标。与其他的同类软件相比,

边缘分布而不改变核心分布。这种限制因子包络模

PSDS 2.0具有以下优势: (1)系统中包含了两类模

型与支持向量机模型的组合利用了支持向量机在

型。其中限制因子包络模型则是由我们提出的将限

小样本分类上的优秀能力, 对样本数据在属性空间

制因子的作用与环境包络相结合的新方法, 是限制

中重新投影, 重新划分适宜与非适宜分布的边界,

因子理论的具体实现, 其预测性能通过实例可见一

重新鉴定用限制因子包络模型无法确认是否适宜

斑。支持向量机模型的C-SVC算法是II类模型的代

分布的生境(适宜度较低的生境), 从而提升预测结

表, 系统针对最常用的C-SVC与RBF核函数的组合,

果的可信度。支持向量机模型的原理与限制因子包

提供了参数自动优化设置的功能, 大大简化了实验

络模型的原理有着本质区别, 前者侧重于统计, 考

操作, 同时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2) PSDS 2.0根据

虑所有因子的作用, 追求对样本的拟合效果, 预测

迭代交叉验证的方法, 对每种备选模型计算平均验

结果更接近于样本数据(正、负样本)所反映的分布

证准确率及AUC值等, 实现在多模型系统中为不同

状态, 但依赖于产生伪负样本的方法, 因此选择合

模型提供统一的评价体系和选择依据。(3)灵活定制

适的评估伪负样本的方法是应用支持向量机模型

伪负样本的功能也是PSDS 2.0的特色之一。除了在

的关键。后者侧重于机理, 从理论上推导结果, 考

背景中随机产生之外, 系统还引入了用I类模型对

虑限制因子的作用, 比较适合探索目标物种潜在分

伪负样本进行评估的功能。这是一个完全由客户定

布地及影响其分布的限制因子。

制的功能, 实验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在I类模型预

关于模型的评价, 准确率、真阳性率、AUC等

测结果的基础上设置任意区间任意负样本数进而

都是被广泛应用的指标, 不同指标反映模型在不同

产生伪负样本。产生的伪负样本可以作为其他II类

方面的表现。从实例分析可以看出仅用一种评估指

模型的输入, 而其他软件的预测结果只要被转换为

标对模型进行评价是不可靠的, 往往要综合考虑多

适当的格式也可以被用作产生伪负样本的背景。(4)

个指标。而且这些指标仅用统计数据来判断模型的

地理信息系统(GIS)在PSDS 2.0中不仅仅用于显示

预测能力, 根据这些指标有些预测结果分布与实际

预测结果, 还被用于实验前期的数据准备和实验后

分布相差较远的模型往往被认为是好的(Lobo et

期的结果分析等重要环节, 与其他同类软件相比其

al., 2008)。所以, 除了上述常用的统计性指标外, 我

功能得到更进一步发展。在显示结果方面, 我们为

们还引进了用目标物种的县级记录分布图与预测

实验者提供了对结果图进行渲染的工具, 使得预测

结果进行叠加分析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的先决条

结果图层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

件是: 目标物种在文献中有详细的记载或者有比较

尽管PSDS 2.0已经实现其阶段性目标, 但要使

广泛的系统的调查; 县级分布图要有一定的覆盖度

其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多模型的生物分布地预测系

且实验范围相对于县级区域而言应该是大尺度的。

统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 还有一些性能较好

这种方法不仅从统计数据上衡量模型的预测能力,

的模型没被添加到系统中, 例如: 生态位分析模型,

而且从预测结果的空间分布上衡量模型的预测能

GARP模型, 最大熵模型等。其次, 由于理论上及统

力。本实例中, 白冠长尾雉是长期受关注的鸟类,

计上的原因, 变量选择的过程未在系统中实现。第

有较为广泛的野外调查记录和历史文献记录。我们

三, 系统需要支持更多的栅格数据才能更加方便地

将其中可靠的记录做成县级记录分布图, 保证分析

为预测实验服务。第四, 空间分析是解决空间自相

的准确性。总体来看, 在全国范围预测白冠长尾雉

关性的重要途径, 本系统尚未实现这一功能。

的分布, 用县级记录分布图来评价和比较各种模型

生物分布地预测软件的开发依然会沿着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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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并更加紧密地结合GIS的方向继续发展。PSDS的
后续开发也将顺应这个潮流, 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引
入新的方法, 实现新的功能, 使其得到完善和改
进。
致谢: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正旺老师为本研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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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的蒋志刚研究员, 梁爱萍研究员, 周红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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