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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的植被退化评价方法。在排除灌溉区域的基础上，利用ＮＤＶＩ

气候变量特征空间，获得潜在ＮＤＶＩ的函数表达，对比实际ＮＤＶＩ和潜在ＮＤＶＩ进行植被退化程度评价。黄

土高原地区的实验结果表明，该区植被退化程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整体上看，陇中、陇东及宁夏南部的退

化最为严重；ＮＤＶＩ的饱和现象使对偏湿润地区的评价产生一定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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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退化是陆地生态系统功能恶化的重要表

征，生态恢复和重建的实践迫切需要对植被退化

程度作出准确评价［１］，然而这种评价由于植被与

环境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缺乏有效参照［２］。假定

现有受人类干扰程度较轻的自然植被接近于无人

类干扰时该环境条件下应该存在的潜在植被，则

通过建立这类区域遥感植被指数和环境解释变量

之间的经验模型，可以推衍出整个区域的潜在植

被指数，并将其作为植被退化评价的理想基

线［３５］。近自然植被样点（区）的获取、环境解释变

量的选择以及经验模型的形式决定着评价过程的

可操作性和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

黄土高原位于东经１００°５２′～１１４°３３′，北纬

３３°４１′～４１°１６′，东起太行山，西至日月山，南界

秦岭，北抵阴山，总面积约６．４×１０４ｋｍ２。对于

黄土高原地区而言，一方面植被受人类活动的强

烈干扰而破坏严重［６］，获取典型且足够的近自然

植被样点（区）存在困难；另一方面，该地区植被发

展在大尺度上受制于干旱半干旱半湿润气候条

件，用主要的气候变量来解释植被格局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７］。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在排除灌溉区

域的基础上，利用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气候变量特

征空间，获得潜在 ＮＤＶＩ的函数表达，进而对比

实际ＮＤＶＩ和潜在 ＮＤＶＩ实现植被退化程度评

价，为研究区生态恢复和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数据包括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５年７月～９月

ＳＰＯ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ＮＤＶＩ１ｋｍ１０ｄ合成产

品；１９８０年～２００４年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１１１

个气象站点的位置信息、月平均气温、年降水量数

据；黄土高原１ｋｍ 数字高程模型和２０００年１ｋｍ

土地利用栅格数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犖犇犞犐表现形式与获取

ＮＤＶＩ与绿色生物量、叶面积指数、植物光合

能力、净初级生产力均有很好的相关性，广泛用于

植被覆盖及其动态变化监测、地表生物物理参数

与气候变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８］。不同研究中，

用于代表植被现状的 ＮＤＶ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常取某时段内（如生长季节）ＮＤＶＩ的最大值、累

积值或平均值［９］。本研究从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５年７

～９月ＳＰＯＴ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ＮＤＶＩ１ｋｍ１０ｄ

合成产品中提取研究区域，求得共计７２旬的ＮＤ

ＶＩ平均值代表研究区植被现状，记为ＮＤＶＩａｃｔ。

１．２　气候变量数据处理

为与ＮＤＶＩ进行联合分析，需将站点气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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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内插为表面数据。没有绝对最优的空间插值方

法，只有特定条件下的最优方法［１０］。本文采用简

单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形式如下：

狕＝犪０＋犪φ＋犪２λ＋犪３犺 （１）

式中，狕为站点的某项气候变量观察值；φ、λ、犺分

别为站点的纬度、经度和高程。１１４个气象站点

数据中，随机抽取９４个建立回归模型，其余２０个

用于模型检验。由１ｋｍＤＥＭ 提取网格单元的

位置信息，根据式（１）将站点多年平均降水量和多

年各月平均气温内插为１ｋｍ格网。

水分（降水）和热量（气温）条件是决定植被分

布的两个直接因素，其匹配组合情况复杂多样。

在干旱型气候条件下，干燥指数经常被用于气候

植被关系研究［１１］。气候干燥指数犐ＡＩ有众多计算

方法，简单的以降水和气温的比值来表达，复杂的

则是通过计算潜在蒸散发犐ＰＥＴ，以降水与潜在蒸

散发的对比关系获得。用 Ｈｏｌｄｒｉｄｇｅ方法计算潜

在蒸散发和干燥指数的数据要求较低，其公式如

下：

犐ＡＩ＝犐ＰＥＴ／犘

犐ＰＥＴ ＝５８．９３×犐ＡＢＴ

犐ＡＢＴ ＝∑
１２

犻＝１

犜犻／１２ （２）

式中，犐ＡＩ为干燥指数；犐ＰＥＴ为潜在蒸散发（ｍｍ）；犘

为年平均降水量（ｍｍ）；犐ＡＢＴ为年生物温度（℃）；

犜犻为第犻月份的平均气温，一般认为在０～３０℃之

间，超过３０℃按３０℃计算，低于０℃均按０℃计

算。利用上述降水和气温网格化数据，根据式（２）

计算研究区多年平均犐ＡＩ。

１．３　潜在犖犇犞犐和植被退化指数模型

灌溉区域由于水分的外界输入改变了植被

气候的对应关系，不是本文的研究范畴。从２０００

年土地利用栅格数据中提取水田分布区（将水田

视为灌溉土地，面积约占研究区的３．６％），将其

排除在分析之外。

多年平均降水量犘、多年平均气温犜、多年平

均干燥指数犐ＡＩ等气候变量与ＮＤＶＩａｃｔ可构成一个

多维特征空间。为研究方便，本文用各气候变量

与ＮＤＶＩａｃｔ单独组成二维特征空间。以犐ＡＩ为例，

用研究区内所有（若数据量过大，可适度抽样）像

元的犐ＡＩ和ＮＤＶＩａｃｔ绘制散点分布图，如图１所示。

犐ＡＩ和ＮＤＶＩａｃｔ的总体关系表明气候条件愈差，对

应植被覆盖愈差的趋势，即犐ＡＩ值愈大，ＮＤＶＩａｃｔ值

愈小。散点分布密集带的上边界（见图２中曲线）

反映特定气候条件下的潜在ＮＤＶＩ。

参照ＢＯＥＲ等人的方法
［４５］来获取散点分布

图１　ＮＤＶＩａｃｔ和犐ＡＩ散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ＮＤＶＩａｃｔａｎｄ

犐ＡＩ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

　
图２　ＮＤＶＩｐｏｔ拟合函数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ＤＶＩｐｏｔ

的上边界模拟函数。将散点按其犐ＡＩ值大小，划分

到散点数相同的犽个类别，每个类别中散点犐ＡＩ值

的平均值记为犐ＡＩ犽；每个类别的散点中，选取ＮＤ

ＶＩａｃｔ值较大的犺％（犺视情况人为设定）散点并求

其ＮＤＶＩａｃｔ平均值，记为ＮＤＶＩａｃｔ＿犽；最后用适当类

型的函数来拟合这犽个点（犐ＡＩ
ｋ
，ＮＤＶＩａｃｔ＿犽）的分

布趋势，即是潜在ＮＤＶＩ（记为ＮＤＶＩｐｏｔ）随犐ＡＩ变

化的函数表达：

ＮＤＶＩｐｏｔ＝犳（犐ＡＩ）

　　上述针对干燥指数的潜在犖犇犞犐计算模型

原则上适用于降水、气温等其他限制性气候变量。

此时，潜在犖犇犞犐应当是各种限制性气候变量相

应预测值的最小值：

ＮＤＶ犐ｐｏｔ＝ ｍｉｎ｛犳１（犐ＡＩ），犳２（犘），犳３（犜），…｝

　　ＮＤＶＩａｃｔ和 ＮＤＶＩｐｏｔ之间的对比关系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植被退化程度，这种对比可以是差

值、比值或其他运算。ＮＤＶＩ为０．１被公认为没

有植被覆盖［１２］，为方便下面的定义，强行将高于

ＮＤＶＩｐｏｔ或低于０．１的ＮＤＶＩａｃｔ纠正为相应的ＮＤ

ＶＩｐｏｔ或０．１。于是，可以定义植被退化指数：

犇＝ （ＮＤＶＩｐｏｔ－ＮＤＶＩａｃｔ）／（ＮＤＶＩａｃｔ－０．１）

（３）

犇值介于０～１之间，犇值越大，表示植被退化越

严重。

２　结果分析

年降水量模型的决定系数犚２为０．８２４，相对

均方差ＲＭＳＥ为１８．２；各月平均气温模型的犚２

均大于０．９４，ＲＭＳＥ小于０．９８。可见，插值模型

具有较高的精度，这为犐ＡＩ、ＮＤＶＩｐｏｔ和犇 值的空

间分布式计算提供了数据基础。

研究区犐ＡＩ空间分布见图３（ａ）。犐ＡＩ的空间分

布反映了水热平衡的空间特征，是本文实验部分

考虑的决定潜在植被指数的惟一环境因素。研究

区犐ＡＩ的空间格局兼具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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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从东南向西北，犐ＡＩ逐渐增大，植被活动的

气候条件变差；海拔较高的山地丘陵较之同区域

平原河谷地带具有明显小的犐ＡＩ值，植被活动的气

候条件相对较好。

研究 区 ＮＤＶＩａｃｔ 空 间 分 布 见 图 ３（ｂ）。

ＮＤＶＩａｃｔ为７～９月份多年平均 ＮＤＶＩ，代表植被

现状。研究区植被现状总体上较差而空间变异

大，ＮＤＶＩａｃｔ平均值仅为０．３９，标准差为０．１６。为

分析方便，将ＮＤＶＩ值小于０．３称为低植被覆盖，

大于０．５称为高植被覆盖，０．３～０．５为中植被覆

盖。低植被覆盖区约占总面积的１／３，广泛分布

于华家岭吴旗河曲一线以西；高植被覆盖区主

要位于汾河以东大部，吕梁山、黄龙岭、子午岭、六

盘山、渭河河谷平原以南、青海境内高海拔山区，

以及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灌溉区。

由于ＮＤＶＩ在偏湿润条件下趋于饱和，故研

究区ＮＤＶＩｐｏｔ的函数表达采用分段形式，当犐ＡＩ＞

０．８时，以指数函数模拟为宜：

ＮＤＶＩｐｏｔ＝
１．２９７４ｅｘｐ（－０．７３８９犐ＡＩ），犚

２
＝０．９３６９；犐ＡＩ＞０．８

０．７１，狉２ ＝０．９７２３；犐ＡＩ≤０．
烅
烄

烆 ８
（４）

　　根据式（４）计算ＮＤＶＩｐｏｔ，结果见图３（ｃ）。研

究区 ＮＤＶＩｐｏｔ平均值为０．５３，标准差为０．１６。

ＮＤＶＩｐｏｔ小于０．３的潜在低植被覆盖区仅占总面

积约１／５，仅分布于中卫鄂托克旗包头一线以

西；ＮＤＶＩｐｏｔ大于０．５的潜在高植被覆盖区则从东

南扩展至华家岭吴旗河曲一线以西。因此，黄

土高原潜在植被覆盖远好于现实植被。

根据式（３）计算植被退化指数犇，结果见图３

（ｄ）。可以看出，黄土高原植被退化的总体趋势表

现为中部比周边严重、西部比东部严重、南部比北

部严重。植被退化最严重的区域位于甘肃的陇中

和陇东地区，宁夏南部，青海省境内的黄河及其

支流湟水两侧山地，陕西、山西境内的宝鸡、耀

县、侯马、临汾一线，退化指数犇 值大于０．３；植

被退化最轻的地区主要包括陕西境内延安以南

子午岭和黄龙山，山西境内汾河以东大部分地

区，南部秦岭一线山区，青海境内大通河流域以及

宁夏平原与河套平原地区，犇值大多介于－０．５～

０．１之间；其余地区为中度退化，犇 值介于０．１～

０．３之间。

图３　黄土高原ＮＤＶＩｐｏｔ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

３　结　语

本文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够避免获取典型

而足够的近自然植被样点数据的实际困难，使潜

在ＮＤＶＩ的计算模型更为稳健。黄土高原地区

的案例研究表明，研究区植被退化程度具有显著

的空间差异，整体上看，陇中、陇东及宁夏南部退

化最严重。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有，潜在ＮＤＶＩ在偏湿润

条件下趋于饱和，应当考虑使用其他植被指数或

者使用时间段内的累积ＮＤＶＩ
［１３］；没有考虑地质

条件和地形特征对土壤水分从而对植被活动的影

响，也没有深入研究热量条件对植被分布的制约，

这使评价结果尚有一定的偏差。

基于ＮＤＶＩ气候变量特征空间定义的植被

退化指数，有效消除了植被活动的气候因素而突

出了人为因素，若将其应用于逐年植被状态评价，

则该方法具备评价近年生态恢复与植被建设工程

效果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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