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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光谱数据模式分解方法（ＰＤＭ）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新的植被指数（ＶＩＰＤ）。根据地面植被光

合成实验，建立了有效光合成曲线植被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遥感估算模型，利用２００１年各月份的 ＭＯＤＩＳ影

像数据，估算得到纪伊半岛地区的各类 ＮＰＰ。研究发现，该地区的温带常绿林 ＮＰＰ年均值与２００１年ＩＰＣＣ

调查报告和地面实测得到的估算值在误差范围内一致。实验证明，该光合成曲线ＮＰＰ估算模型能够有效地

利用高光谱数据，且能较好地应用于温带植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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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作为地球陆地覆盖面最大、对人类生存

环境和生存质量影响最大的因素，一直是遥感工

作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１］。自然植被的净初级

生产力（ｎｅｔ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ＰＰ）作为评价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调节性的重要指标，成为遥

感植被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２］。遥感周期性强

和观测面广等特点极大地提高了ＮＰＰ估算模型

的时空分辨率，使大范围的ＮＰＰ估算及其时空动

态监测成为可能［３］。Ｆｕｒｕｍｉ等（２００５）通过在室

内进行植被光合成实验，根据有效光合成辐射与

标准植被光合生物量之间的曲线关系，建立了

ＮＰＰ有效光合成曲线估算模型，并利用基于ＰＤＭ

（ｐａｔｔｅｒ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的植被指数对植被

生长状态进行描述，估算不同的ＮＰＰ
［４］。本文利用

ＰＤＭ解析了日本纪伊半岛地区２００１年前后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数据，得到２００１年该地区的土地覆盖

分类状况。在此基础上，依据有效光合成曲线模

型估算了该地区的各类ＮＰＰ。

１　卫星数据及其预处理

纪伊半岛属于日本本州岛，范围约在北纬

３２°３０′～３６°２４′，东经１３４°３０′～１３７°０６′，包括和歌

山县、大阪府、奈良县和三重县。本研究选取了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日、６月４日、８月２日、８月２３

日、９月２０日、１０月３１日、１１月２２日和１２月２０

日以及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９日和４月１４日共１０幅数

据，数据来源于东京大学 ＭＯＤＩＳ接收站。ＭＯ

ＤＩＳ影像数据总共有３６个波段，本文只选取了与

植被研究较为紧密的前７个波段，影像分辨率分

别为２５０ｍ（１、２波段）和５００ｍ（３～７波段）。为

便于与全球ＮＰＰ估算数据进行比较，将１、２波段

的空间分辨率降低为５００ｍ。以纪伊半岛地区的

电子地图为依据，在影像的东南西北四个角共选

取３８个控制点，对１０幅卫星影像进行配准，并保

证其精度在１像素以内。同时，利用影像头文件

中自带的参数对卫星影像进行ＤＮ值反射率转

换，并使用６ｓ模型对其进行大气校正。

２　解析方法

２．１　犘犇犕

ＰＤＭ是一种基于光谱线性混合模型的遥感

数据处理方法，这种方法建立在三种典型地物反

射率的基础上，即水体、植被以及土壤光谱曲线。

用公式表示为［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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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犻＝犆狑 ×犘狑犻 ＋犆狏×犘狏犻 ＋犆狊×犘狊犻 ＋犚犻

（１）

式中，犃犻 代表波段犻的地物反射率值（地面测量

数据或卫星数据）；犆狑、犆狏 和犆狊分别为标准水体、

植被、土壤的ＰＤＭ系数，其值不小于０；犘狑、犘狏 和

犘狊为归一化后的标准水体、植被、土壤的反射率

地面测定值；犚犻为残差。

在本研究中，遥感数据每像元的光谱反射率

值（或亮度值）可被分解成标准水体、植被、土壤的

线性组合。标准模式数据通过地面光谱仪测量的

方式，经过长期的实验验证，从包括中国神农架高

山地区、武汉周边地区和日本大阪地区共６５０多

个样本数据中选出。其中，标准水体模式数据的

反射率采用１９９７年３月９日在日本纪伊半岛加

太港测定的海水反射率；标准植被模式数据的反

射率采用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８日室内采集的１０片叠

加的枫叶的光谱反射率；标准土壤模式数据的反

射率为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４日室内采集的中国敦煌的

干燥沙土的光谱反射率。

在模式分解方法求解得到的ＰＤＭ 系数中，

犆狏 与土壤背景下的植被覆盖百分比和植被密度

成线性关系，因此，将犆狏 作为构建新植被指数的

主要部分，其他系数作为调节因素考虑，由此定义

了一种新的植被指数模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ＤＭ，ＶＩＰＤ）
［６］，表示为：

ＶＩＰＤ＝
犆狏－犆狊－（犛狊／∑犃犻）×犆狑＋犛狊

犛狏＋犛狊

（２）

式中，犛狏＋犛狊表示标准植被以及土壤反射率光谱

各波段值的和，其值依赖于传感器。针对 ＭＯＤＩＳ

影像数据，犛狏 的值为２．３９，犛狊 的值为１．２０。

ＶＩＰＤ值随着植被活性度的强弱，在０（对应枯死

植被）到１（对应标准植被）之间变化
［７］。

２．２　犖犘犘估算模型

为进一步研究ＮＰＰ，在研究中引入相关植被

指数 ＶＩＰＤ，并通过植被光合成作用实验模拟标

准植被有效光合成曲线，建立标准植被的光合有

效辐射与光合作用生物量之间的关系模型，以通

过植被指数估算较大区域范围内的ＮＰＰ值。

在光合成作用过程中，植被将光能转换成可

以被生物机体吸收的化学能量。这些能量中的一

部分在呼吸作用的过程中被消耗掉，而另一部分

则用于植物生长。这一过程表示为：

ＧＰＰ＝ＮＰＰ＋犚狊 （３）

式中，ＧＰＰ（ｇｒｏｓ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为光合成

作用所产生的总初级生产力；ＮＰＰ是植被用于自

身生长所需的部分；犚狊 是呼吸作用消耗掉的部

分，其值采用温度犜的经验估算关系式
［８］：

犚狊 ＝
７．８２５＋１．１４５犜

１００
×ＧＰＰ （４）

　　由式（３）及式（４）可以得到ＮＰＰ的估算公式为：

ＮＰＰ＝∫１－
７．８２５＋１．１４５犜（狋）（ ）１００

×ＧＰＰ

（５）

而ＧＰＰ可以通过一般植被与标准植被的植被指数

的比值以及标准植被光合作用的总生物量来计算：

ＧＰＰ＝∫犘（ＰＡＲ（狋），ＶＩＰＤ（狋））ｄ狋

∫
ＶＩＰＤ（狋）

ＶＩＰＤｓｔｄ（狋）
×犘ｓｔｄ（ＰＡＲ（狋（ ）））ｄ狋 （６）

式中，狋表示时间；ＶＩＰＤｓｔｄ通过地面实验估算为

０．５６１；有效光合成辐射ＰＡＲ（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ｃ

ｔｉｖ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是太阳光谱中决定植物光合作用

波段（０．４～０．７μｍ）的可见光能，作为植物光合

作用的驱动力，与植物量有很强的相关性；函数

犘ｓｔｄ（ＰＡＲ（狋））代表了一个标准的植被有效光合成

作用曲线，其定义为：

犘ｓｔｄ（ＰＡＲ（狋））＝
犘ｍａｘ×０．０２８×ＰＡＲ

１＋０．０２８×ＰＡＲ
（７）

式中，犘ｍａｘ为植被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大光合成量，

通过实验估算大约为０．５２ｍｇＣＯ２／ｍ
２·ｓ。该模

型的推导精度约为２６％
［９］。

３　犖犘犘估算

本文在模式分解方法的基础上，利用多波段

植被信息建立了模式分解植被指数，并通过有效

光合成曲线模型估算纪伊半岛地区的ＮＰＰ
［１０］。

３．１　土地覆盖分类

为了便于讨论纪伊半岛区域各类植被的净初

级生产力，首先对纪伊半岛的土地覆盖进行分类。

基于影像的空间分辨率为５００ｍ，将土地覆盖分

为水体、城镇、云体、常绿植被、落叶植被、菜地和

水田７类。根据选取典型地物类别的光谱，分析

其ＰＤＭ系数及相应的植被指数，并以此得到土

地覆盖分类特征，如表１所示。

根据表 １ 可得，纪伊半岛陆域范围内的

６８．８％为常绿林，５．２％为落叶林，１０．１％为菜地，

４．１％为水田，１１．５％为城镇用地。

３．２　气象数据

根据获取的相关气象数据，影像月份温度犜、

光合成有效辐射量ＰＡＲ和月均日长时间狋如表２

所示。

２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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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土地覆盖分类特征

Ｔａｂ．１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分类 土地覆盖分类特征

水体 犆狑＞犆狏且犆狑＞犆狊

常绿植被 犆狊＜０．２且犆狏≤１．１５

植被
落叶植被

犆狏＞犆狑 且犆狏＞犆狊
犆狊＜０．２且犆狏＞１．１５

水田 犆狊≥０．２且犆狏≤０．６５

菜地 犆狊≥０．２且犆狏＞０．６５

城镇 犆狊＞犆狑 且犆狊＞犆狏 ０．４＜犆狊＜０．８且犆狑＜０．１６

云 薄云 犆狊＞０．８

３．３　犖犘犘估算结果

基于土地覆盖分类范围，利用 ＶＩＰＤ估算得

到各个月份的月均植被 ＮＰＰ，其结果如图１所

示。其中，由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及２００２年３月的月

均气温低于１０°，因此，认为这两个月份的植被

ＮＰＰ接近于零，不加以考虑。

由图１可见，ＶＩＰＤ估算得到各植被种类的

月均植被ＮＰＰ值图，其相似的波形反映了各植被

种类的季节性变化规律。其中，各植被区域的月

表２　月均温度、光合成有效辐射量和日长时间

Ｔａｂ．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ＡＲａｎｄＤａｙＬｅｎｇｔｈ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３月 ４月

光合成有效辐射量／

Ｗ·ｍ－２
１９３．２ ２０９．０ ２００．４ １８１．３ １６８．１ １４５．５ １１５．３ １０５．２ １５６．１ １８４．８

气温／℃ １８．８ ２１．０ ２５．２ ２６．４ ２３．９ １９．３ １４．９ ９．０ ９．６ １５．３

日长时间／ｈ·ｄ－１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１．５ １０．５ ９．５ ８．５ ７．５ ７．０ ９．０ １０．０

图１　不同土地覆盖分类植被净初级

生产力的季节性变化

Ｆｉｇ．１　ＮＰＰ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均ＮＰＰ对季节变化的反应较大，从４～６月逐渐

增加，并且在７月达到年度最高值，然后到１２月

逐渐下降，这与植被生长的季节性规律相吻合。

在各植被种类之间，落叶植被的月均ＮＰＰ值与常

绿植被的较一致，但略高于菜地和水田的月均

ＮＰＰ值。

利用各月份的月均ＮＰＰ值，可估算得到各植

被种类的年均ＮＰＰ值。其中，温带常绿林、温带

落叶林、菜地、水田的年均ＮＰＰ值（ｋｇＣＯ２／ｍ
２·

ａ）分别为２．０４、２．２３、１．７４、１．４２。可见，温带落

叶林的年均 ＮＰＰ值高于其余三种植被的年均

ＮＰＰ值。

根据ＩＰＣ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

估报告，温带常绿林的年均ＮＰＰ值约为２．２９ｋｇ

ＣＯ２／ｍ
２·ａ和２．８６ｋｇＣＯ２／ｍ

２·ａ
［１１］。将其与

有效光合成曲线模型估算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

在模型的误差范围内，两者的结果一致。

３．４　结果验证

为了验证估算结果的正确性，用水田和常绿

林的地面实测数据对估算结果进行检验。

森林的实地调查选择在吉野山奈良县有林地

区进行，其地理位置位于北纬３４°２０．３３７′，东经

１３６°１．６７９′，海拔约为１２５０ｍ。该地区的面积约

为８０ｍ×８０ｍ，共有树木１１０８棵，主要植被为

雪松和杉树，其比率约为７∶２。由于该区的海拔

较高，因此，选用该区设置的温度计温度进行

ＮＰＰ估算，利用 ＶＩＰＤ估算得到的年均 ＮＰＰ值

为（１．５２±０．３６）ｋｇＣＯ２／ｍ
２·ａ，与利用地面植被

胸径、树高、干重等估算得到的 ＮＰＰ值（１．５０±

０．７５）ｋｇＣＯ２／ｍ
２·ａ进行比较，结果证明，本模型

可适用于温带常绿植被区域。

水田的实地调查选取了奈良县地区，根据所

选的实验田收获的所有干物质的重量，利用地表

及地下干物质的总重估算模型，由生物模型可以

估算得到该地区水田的年均ＮＰＰ值约为２．４８ｋｇ

ＣＯ２／ｍ
２·ａ。而利用ＶＩＰＤ估算得到的水田的年

均ＮＰＰ值为１．４２ｋｇＣＯ２／ｍ
２·ａ，仅约为实地调

查值的６０％。究其原因，是因为水田的生长有较

大的人为因素，较之自然植被生长拥有更充足的

水分和养分。而本文所使用的模型参数取自测量

得到的自然植被的反射率和光合成曲线，由此推

算的ＮＰＰ估算模型参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

时，根据奈良县水田实地调查研究资料，无人为因

素参与的水田产量约占有人为因素参与的水田产

量的６０％。因此，对于水田的ＮＰＰ估算，还需要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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