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０２１。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０７２１００６）；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究课题资助项目。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４４０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利用犛犌滤波进行 犕犗犇犐犛犈犞犐时间序列数据重构

黄耀欢１　王建华１　江　东２　周　芹２

（１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北京市车公庄西路２０号，１０００４４）

（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市复兴路甲１号，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采用ＳＧ滤波方法对 ＭＯＤ１３Ａ２ＥＶＩ自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间数据进行时间序列重构，以达到去云、消除

离异值的目的，从而提高数据质量及可信度。对比重构前后数据发现，重构后的ＥＶＩ数据在空间上更加一

致，在时间维度上时序数据年间变化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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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地表面的植被通常是遥感观测和记录的第

一表层，它影响着能量、生态、气候、水文、地貌、土

壤等各种地理环境要素，是遥感图像反映的最直

接信息，是遥感工作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１，２］，

被广泛应用于植被动态监测、作物识别、干旱监

测、全球和区域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农业估

产以及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估算等领域。

为了获得高质量的连续植被指数时序数据，需

要对数据集进行重建。国内外学者提出了 ＭＶＣ、

ＨＡＮＴＳ、ＢＩＳＥ、ＭＶＩ等方法
［３８］，这些方法都有其

适用范围和优缺点［７９］。ＳＧ滤波进行ＶＩ重构能

够很好地对ＶＩ曲线进行平滑，反映植被变化趋势，

并且具有实现简单、先验知识少等优点。

１　数据说明及预处理

本文采用的遥感数据是ＮＡＳＡＥＯＳ数据中

心提供的 ＭＯＤＩＳ陆地产品———１ｋｍ植被指数

１６ｄ合成数据（ＭＯＤ１３Ａ２），该数据集包括ＮＤＶＩ

与ＥＶＩ两种植被指数。考虑到后续研究中的应

用，本文主要对ＥＶＩ进行分析处理。

ＥＶＩ采用“抗大气植被指数”和“抗土壤植被

指数”，克服了土壤背景的影响和 ＮＤＶＩ在植被

高覆盖区易饱和、植被低覆盖区受土壤植被影响

大、对大气衰减去除不彻底等缺点［１０］。ＥＶＩ计算

公式为：

ＥＶＩ＝犌 ρＮＩＲ－ρｒｅｄ

ρＮＩＲ＋犆１ρｒｅｄ－犆２ρｂｌｕｅ＋犔
（１）

通常取犔＝１，犆１＝６，犆２＝７．５，犌＝２．５
［１１，１２］。

本文处理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数据处理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ＭＯＤ１３Ａ２ＥＶＩ

１．１　犕犗犇犐犛犈犞犐数据获取

原始数据的存储格式为 ＨＤＦ，是Ｓｉｎｕｓｏｉｄａｌ

地球投影系统的分幅数据。首先通过 ＭＯＤＩＳ站

点提供的 ＭＲＴ工具进行数据提取、图像拼接、投

影转换以及格式转换。从 ＭＯＤ１３Ａ２ｖ００５的１２

个数据集中提取３个数据集进行处理———１ｋｍ

１６ｄａｙｓＥＶＩ、１ｋｍ１６ｄａｙｓＶＩＱｕａｌｉｔｙ、１ｋｍ１６

ｄａｙｓｐｉｘｅｌ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通过命令行批处理获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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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区Ａｌｂｅｒｓ标准投影Ｇｅｏｔｉｆｆ格式的ＥＶＩ数据以

及相应的质量控制数据。

处理后的ＥＶＩ数据为原始信号的ＤＮ值，需

要进行定标获得实际的ＥＶＩ值：

ＥＶＩ＝ｓｃａｌｅ×ＤＮ＋ｏｆｆｓｅｔ （２）

　　ＭＯＤ１３Ａ２ＥＶＩ数据的ｓｃａｌｅ为０．０００１，

ｏｆｆｓｅｔ为０，值域为［－０．２，１］，－３０００为填充值，

在ＩＤＬ的支持下实现ＥＶＩ真实值的定标。

１．２　数据质量控制

对ＥＶＩ栅格数据质量的分析，主要依据两个

ＱＡ数据集进行。根据ＥＯＳ提供的数据 ＱＡ说

明，按照ＱＡ值将ＥＶＩ数据分为可信和不可信两

种。

根据数据集１ｋｍ１６ｄａｙｓｐｉｘｅｌ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进

行第一步划分，当对应栅格点１ｋｍ１６ｄａｙｓｐｉｘｅｌ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值为０时标定为可信值。当其值为１

时不确定，进行第二步划分，否则标识为不可信

值。对于不确定点，读取相应的１ｋｍ１６ｄａｙｓＶＩ

Ｑｕａｌｉｔｙ，进行二进制转换，比较０～５位数值确定

该像元值的可信度，生成新的ＥＶＩ质量控制数据

集，为后续数据重构提供支持。

本文的研究区域约１８０万ｋｍ２，涵盖华北、东

北、华东部分，主要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

宁、山东以及内蒙古、吉林、江苏部分区域，此外，

该区域遥感数据还涵盖朝鲜半岛。本区域属于半

湿润季风气候，植被类型包括针叶林、草原、耕地。

同时，京津塘城市群也在本区域。

２　处理算法及实现

２．１　犛犌滤波算法

ＳＧ滤波其实是一种移动窗口的加权平均算

法，但是其加权系数不是简单的常数窗口，而是通

过在滑动窗口内对给定高阶多项式的最小二乘拟

合得出。用ＳＧ滤波进行 ＮＤＶＩ时序数据的重

构能够获得较好的效果，可表示为［９］：

犢
犼 ＝
∑
犿

犻＝－犿

犆犻犢犼＋１

犖
（３）

在ＩＤＬ环境下进行ＥＶＩ重构的过程中需要确定

ＳＧ滤波活动窗口的大小（犖＝２犿＋１）和高阶多

项式的阶数（犱）。

２．２　处理流程

文献［９］认为：① 序列的变化趋势应服从植

被年际动态变化的渐进特征；② 由于云和大气对

ＮＤＶＩ的影响一般为负偏移，所以多数噪声应低

于ＮＤＶＩ序列数据的平均值。本文依据此假设

进行ＥＶＩ数据重构。

２．２．１　不可信像元空间插值

根据预处理过程中获得的可信度数据集分别

对１６３幅ＥＶＩ数据进行空间插值。不可信像元

一般都为云覆盖或者大气效应影响较强的区域，

对不可信像元采用其周边可信像元值进行空间线

性插值，生成初始ＥＶＩ数据。

１）对于每个不可信像元，进行８方向搜索，

寻找８个最近的可信像元，同时记录８个可信像

元ＥＶＩ值以及与该不可信像元的距离，如图２。

２）根据反距离法，进行线性插值，获得纠正

后的ＥＶＩ数据：

ＥＶＩ＝∑
８

犻＝１

λ犻ＥＶＩ犻，λ犻 ＝
犱－１犻

∑
８

１

犱－１犻

（４）

　　考虑到植被的生长特性，当相邻１６ｄ合成数

据ＥＶＩ值增长大于０．４时，被认为是不可信值，

进行空间插值处理，获得 ＥＶＩ时序数据 ＥＶＩ０。

与林地、草地等天然植被不同，由于农田植物的人

为影响因素，如收割阶段，可能会在特定阶段造成

相应像元ＥＶＩ陡降的情况，因此，本文只将相邻

时间ＥＶＩ增加大于０．４的作为不可信像元。

图２　不可信像元８方向搜索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Ｅｉｇｈ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２．２．２　ＳＧ滤波ＥＶＩ序列数据

１）基于图像进行长时序 ＥＶＩ变化趋势提

取。对研究区每个像元，提取１６３幅插值图像的

对应数据值ＥＶＩ０，对该像元的具有１６３项的一维

矩阵应用ＳＧ滤波进行平滑，将犿设为７，犱设为

２，最终获得 ＥＶＩ长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数

据———ＥＶＩｔｒ。

２）计算ＥＶＩ时序数据每个点的权重犠犻，为

后续的重构结果判断提供依据。定义犠犻为：

犠犻＝
１，ＥＶＩ０犻 ≥ＥＶＩ

ｔｒ
犻

１－犱犻／犱ｍａｘ，ＥＶＩ
０
犻 ＜ＥＶＩ

ｔｒ
烅
烄

烆 犻

（５）

式中，犱犻为ＥＶＩ
ｔｒ与ＥＶＩ０的直线距离；犱ｍａｘ为犱犻的

最大值。

１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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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根据假设②，空间插值的ＥＶＩ
０值低于重

构后的ＥＶＩｔｒ的点位噪声，简单地应用ＥＶＩｔｒ进行

代替，生成新序列ＥＶＩ１。

４）对ＥＶＩ１ 进行ＳＧ滤波，再将滤波后的数

据与ＥＶＩ０比较，同样，如果低于ＥＶＩ犾，用ＥＶＩ犾代

替，生成新序列 ＥＶＩ犽，迭代进行滤波重构。当

式（６）成立时，迭代停止，生成最终的 ＥＶＩ重构

结果：

犉犽 ＝∑
１６３

犻＝１

（狘ＥＶＩ
犽＋１
犻 －ＥＶＩ

０
犻狘犠犻），

犉犽－１ ≤犉犽 ≤犉犽＋１ （６）

式中，ＥＶＩ犽犻 为第犻个像元在第犽次滤波重构后的

ＥＶＩ值；犠犻 为按式（５）计算的权重；犉犽 为第犽次

滤波后的迭代终止辨别参数。

２．２．３　ＩＤＬ实现的缓存并行问题

选取区域的 ＭＯＤＩＳＥＶＩ数据有１５３９×

１１２９个网格，在进行ＳＧ滤波时需要通过读取７

ａ１６３幅的浮点数据，一次性读取所有浮点数据进

入矩阵需要１５３９×１１２９×１６３×４≈１Ｇ。此外，

在计算过程中如果以一个像元作为计算单元，每

次读取栅格数据的时间约占每次滤波计算的

８０％，完成所有计算则需要两年时间。由于所采

用的算法具有较强的区域相关性，本文用基于数

据分解的并行计算策略来解决以上问题，即数据

分解区域计算结果缝合结果输出方法。首先，

将研究区域划分为４个子域，即Ｆｌｔａｒｒ（８００，６００，

１６３），Ｆｌｔａｒｒ（７３９，６００，１６３），Ｆｌｔａｒｒ（８００，５３９，

１６３），Ｆｌｔａｒｒ（７３９，５３９，１６３）；然后对各子域进行并

行处理，并将结果按像元存储到硬盘，以释放相应

的内存；最后，通过读取硬盘中的像元数据，将

１５３９×１１２９个文件合并成１６３幅重构的ＥＶＩ

数据。该方法可以将数据处理时间缩短为４０ｈ，

大大提高了数据处理的能力。

３　重构结果

对研究区域进行 ＭＯＤ１３Ａ２ＥＶＩ重构，封三

彩图１显示了２００５年１７７～１９２ｄ（６月底～７月

初）１６ｄ合成数据经过重构后与原数据的空间差

异，绿色调代表ＥＶＩ值较高、植被覆盖较好区域，

红色调代表ＥＶＩ值低、植被覆盖较低区域，原始

数据有一些离异值，为云覆盖区域或未计算区域

（用黑框标出），经过重构了都得到了较好的平滑。

为了验证结果，对封三彩图１中的海河流域

范围内ＥＶＩ值和土地利用统计数据进行了对比

分析。根据统计资料，海河流域２００４年林地、农

田等植被覆盖地占流域总面积的９４％，而居民

地、水域等非植被覆盖区域只占６％。考虑到海

河流域在６月底７月初的植被特征，认为ＥＶＩ值

小于０．２的区域为非植被区域，并对封三彩图１

中的海河流域３１８０７５个像元进行空间统计分

析。结果发现，封三彩图１（ａ）中有４９４５４个像元

ＥＶＩ值小于０．２，而重构后的封三彩图１（ｂ）只有

９５１７个像元，即重构后的非植被区域面积由约

１５．５％降低到３％，与２００４年土地利用实际统计

数据更加一致，因此结果也更加合理。

此外，同时随机选取（５４１，５２３）和（３８４，８５６）

两个像元进行基于像元的时序分析，如封三彩图

２所示，红线代表重构后的ＥＶＩ时间序列数据，深

蓝色代表原始数据。重构后的７ａ数据年趋势线

较一致，比如图中第８５期数据明显高于其他数

据，应为无效像元，通过重构后在时序上也得到平

滑。图中其他极低与极高的离异值也得到相应的

平滑，这与植被的生长趋势特征是一致的。采用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２０００

年土地利用数据对（５４１，５２３）和（３８４，８５６）两个像

元进行叠加分析，发现封三彩２（ａ）为草地，封三

彩图２（ｂ）为耕地，在研究区中应为冬小麦玉米

的一年两熟耕地。在封三彩图２（ｂ）中可以发现，

重构后的ＥＶＩ数据在每一年的时间序列中都表

现出明显的双峰结构，两个ＥＶＩ曲线波峰分别体

现冬 小 麦 和 夏 玉 米 的 成 熟 期 特 征，而 原 始

ＭＯＤ１３Ａ２ＥＶＩ数据的双峰结构则不是很明显。

因此，重构后的数据也能更好地反映农田耕地等

非天然植被的实际特征，并可以更进一步地应用

于区分各种耕地的种植类型。

通过空间分布图和趋势图分析可以看出，本

区域基于ＳＧ滤波重构后的ＥＶＩ数据改进了原

始数据质量，提高了数据时空两方面的一致性。

４　结　语

本文方法在时空两方面都提高了数据质量，

同时应用ＳＧ滤波的重构方法简单，对植被指数

类型和时空分辨率没有严格要求，因此，基于ＳＧ

滤波的植被指数重构方法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数据

同化方法。但ＳＧ滤波也有其一定局限性，如窗

口大小和多项式阶数的设定还具有一定的随意

性，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需要进行设定，因此建立

一套犿和犱的自动设定方法是后续的研究重点。

同时，如果数据缺失太多，对重构的结果也有必然

的影响。

２４４１



　第３４卷第１２期 黄耀欢等：利用ＳＧ滤波进行 ＭＯＤＩＳＥＶＩ时间序列数据重构

参　考　文　献

［１］　赵英时，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Ｍ］．北京：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　岑奕，张良培，村松加奈子．纪伊半岛地区植被净初

级生产力的遥感应用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

息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３（１２）：１２２１１２２４

［３］　于信芳，庄大方．基于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数据的东北森

林物候期监测［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６，２８（４）：１１１１１７

［４］　ＶｉｏｖｙＮ，ＡｒｉｎｏＯ，ＢｅｌｗａｒｄＡ．ＴｈｅＢｅｓｔＩｎｄｅｘ

Ｓｌｏｐ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ＩＳＥ）：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ＮｏｉｓｅｉｎＮＤＶＩ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２，１３（８）：１５８５１５９０

［５］　ＬｏｖｅｌｌＪ Ｌ，Ｇｒａｅｔｚ Ｒ Ｄ．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ＡＶＨＲＲＬａｎｄＮＤＶＩＤａｔａｆｏｒ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Ｊ］．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１，２２（１３）：

２６４９２６５４

［６］　顾娟，李新，黄春林．ＮＤＶＩ时间序列数据集重建方

法述评［Ｊ］．遥感技术与应用，２００６，２１（４）：３９１３９５

［７］　Ｍａ Ｍｉｎｇｇｕｏ， Ｖｅｒｏｕｓｔｒａｅｔｅ Ｆ．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ＡＶＨＲＲＬａｎｄＮＤＶＩ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ａ

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Ｓｐ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３６：８３５８４０

［８］　ＪｏｎｓｓｏｎＰ，ＥｋｌｕｎｄｈＬ．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ｉｔｔｉｎｇｔｏ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ｅｎｓｏｒ

Ｄａｔａ［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

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２，４０（８）：１８２４１８３２

［９］　ＣｈｅｎＪｉｎ，ＪｏｎｓｓｏｎＰ，ＴａｍｕｒａＭ，ｅｔａｌ．ＡＳｉｍｐ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ａ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ＮＤＶＩ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ａＳｅ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ａｖｉｔｚｋｙＧｏｌａｙ

Ｆｉｌｔｅｒ［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４，

９１：３３２３４４

［１０］王正兴，刘闯，陈文波，等．ＭＯＤＩＳ增强型植被指

数ＥＶＩ与ＮＤＶＩ初步比较［Ｊ］．武汉大学学报·信

息科学版，２００６，３１（５）：４０７４１１

［１１］ＨｕｅｔｅＡ，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ｖａｎＬｅｕｗｅｎＭ．ＭｏｄｉｓＶｅｇｅ

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ＭＯＤ１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３），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９９９［ＯＬ］．ｈｔ

ｔｐ：／／ｄ． 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 ｃｏｍ． ｃ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

ｄｌｋｘｊｚ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６．ａｓｐｘ，２００９

［１２］ＨｕｅｔｅＡ，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Ｌｉｕ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Ｖｅｇｅ

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ｉｌＩｎｄｉｃｅｓｆｏｒＭＯＤＩＳＥＯＳ［Ｊ］．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９９４，４９：２２４２３４

第一作者简介：黄耀欢，博士生，主要从事 ＧＩＳ、遥感在水文水资

源方面应用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ｈｕａｎｇｙｈ＠ｌｒｅｉｓ．ａｃ．ｃｎ

犚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犕犗犇犐犛犈犞犐犜犻犿犲犛犲狉犻犲狊犇犪狋犪狑犻狋犺犛犌犉犻犾狋犲狉

犎犝犃犖犌犢犪狅犺狌犪狀１　犠犃犖犌犑犻犪狀犺狌犪
１
　犑犐犃犖犌犇狅狀犵

２
　犣犎犗犝犙犻狀

２

（１　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ＷｅｓｔＣｈｅｇｏｎｇｚｈｕａｎｇ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Ｓ，Ａ１Ｆｕｘｉｎｇ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ａｔａｈａｓｂｅｅｎ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ｋｉｎｄ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ＥＯ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ｓｏｍ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ＶＩｄａｔａ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ＡＱＵＡ／

ＭＯＤＩＳ，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ｎｏｉｓｅｓｔｉｌｌｅｘｉｓ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ｏｆｃｌｏｕｄ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ｖａｒ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ｍｅｅｆｆｅｃｔ．Ｈｅｎｃｅ，ｔｈｅＶＩｄａｔａｉｓａｌｗａｙｓ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ｂｏｔｈｉｎ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ｔｉｍｅ，

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ｅｒｒｏｒｓ．Ｗ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ＭＯＤ１３Ａ２ＥＶＩ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２００１ｔｏ２００７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ａｖｉｔｚｋｙｇｏｌａｙｆｉｌｔｅｒｕｓｉｎｇＩＤＬ．Ｔｈｅ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ＥＶＩｄａｔａｒｅ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ｌｏｕｄａｎｄｓｏｍ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ｎｏｉｓｅｓ，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ｄａｔａ

ｍｏｒｅ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ｉｎ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ｓｔｅａｄ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ｅａｒ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ａｖｉｔｚｋｙｇｏｌａｙｆｉｌｔｅｒ；ＥＶＩ；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ＨＵＡＮＧＹａｏｈｕａｎ，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ｍａｉｌ：ｈｕａｎｇｙｈ＠ｌｒｅｉｓ．ａｃ．ｃｎ

３４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