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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冠层吸收光合有效辐射比（ ｆＡＰＡＲ）是植被生产力遥感模型的重要参数．但关于不同
干旱条件下作物全生育期的 ｆＡＰＡＲ 遥感反演研究仍未见报道．本研究利用 ２０１５ 年夏玉米 ５
个灌水处理模拟试验的高光谱反射率和 ｆＡＰＡＲ 观测资料，分析了不同干旱条件下夏玉米关
键生育期 ｆＡＰＡＲ 和高光谱反射率变化特征，探讨了 ｆＡＰＡＲ 与反射率、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和
植被指数的关系．结果表明： 轻度水分胁迫和充分供水条件下，ｆＡＰＡＲ 较高；重度水分胁迫和
重度持续干旱条件下，ｆＡＰＡＲ 较低．冠层可见光、近红外光和短波红外光区的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分别呈负相关、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ｆＡＰＡＲ 与可见光和短波红外光区的 ３８３、６８０ 和 １９８０ ｎｍ
附近的反射率的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均达－０．８７．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相关性强且
稳定的波段为 ５８０、７２０ 和 １５４６ ｎｍ，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１、０．８９ 和 ０．８８． ９ 个常用植被指数与
ｆＡＰＡＲ 呈线性或对数关系，其中，增强型植被指数、复归一化植被指数、土壤调节植被指数和
修正的土壤调节植被指数与 ｆＡＰＡＲ 的关系模型最好，决定系数（Ｒ２）均在 ０．８８ 以上，平均相对
误差分别为 １６．６％、１６．６％、１６．７％和 １６．２％；基于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的对数关系
在（７２０±５） ｎｍ 波段处的模拟效果较好，Ｒ２达 ０．８６；直接选择反射率数据估算 ｆＡＰＡＲ 的效果
较差，Ｒ２最高为 ０．８１．研究结果可为 ｆＡＰＡＲ 的准确反演及评估作物干旱状况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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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光合有效辐射比（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ｐｈｏ⁃
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ｆＡＰＡＲ）是表征植被冠

层吸收能力、描述植被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与

能量交换过程的基本生物物理参数［１］，是生态系统

功能模型、作物生长模型、净初级生产力模型、大气

模型、生物地理化学模型、生态模型等的重要参

量［２－５］，同时也是反映作物水分和干旱状况的重要

指标．因此，将植被冠层 ｆＡＰＡＲ 变化特征与遥感信

息结合对农业遥感应用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

值［６］ ．关于 ｆＡＰＡＲ 的获取方法主要可分为地面实地

观测、机理模型模拟和基于遥感信息源的统计模

型［７］ ．其中，基于遥感信息的统计模型具有易于实

现、效率高、对作物无损害、处理大量数据的优势，因
而被广泛应用．目前，基于高光谱反射率及其变换数

据已经发展了大量不同形式的 ｆＡＰＡＲ 估算模型，特
别是关于玉米、大豆、棉花、小麦、草地等的冠层

ｆＡＰＡＲ估算模型研究较多，且以往研究主要考虑

ｆＡＰＡＲ可见光（紫光、蓝光和红光）、近红外和近短波

红外敏感波段处的光谱反射率值及其变换形式与

ｆＡＰＡＲ 间的关系［４，８－１０］，研究主要涉及不同作物冠

层 ｆＡＰＡＲ 的对比分析［１１］、同一作物不同品种、不同

种植密度、不同施肥处理等的冠层 ｆＡＰＡＲ 观测分

析［５］ ．不同植被的 ｆＡＰＡＲ 模拟模型采用的高光谱反

射率和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的波长不同，如玉米的

高光谱反射率在 ５２０、５７０、６７０、８０５、９５０、１０１０［４］ 和

８５１ ｎｍ 波长处［６］，冬小麦的高光谱反射率在 ６７０、
８５０、９６０ ｎｍ 波长处［１２］，草原植被高光谱反射率在

４０５、４７０、８５５ 和 ９６５ ｎｍ 波长处［１０］，棉花高光谱反射

率在 ８１３ ｎｍ 波长处［１３］，水稻高光谱反射率在 ７６９
ｎｍ 处［１４］ ． 研究表明，不同土壤水分条件也影响

ｆＡＰＡＲ与作物高光谱反射率在敏感波长处一阶导数

的关系［９，１５］ ．当前，尚缺乏对不同干旱条件下夏玉米

冠层 ｆＡＰＡＲ 的变化特征和 ｆＡＰＡＲ 与高光谱反射率

及其变换形式的模型研究．为准确估算作物冠层 ｆＡ⁃
ＰＡＲ，迫切需要研究不同干旱条件下作物全生育期

ｆＡＰＡＲ 的敏感高光谱反射率波长及其遥感反演

模型．
本研究利用夏玉米不同干旱处理的全生育期大

田模拟试验资料，分析不同干旱条件下 ｆＡＰＡＲ 的变

化特征、逐波段高光谱反射率和一阶导数光谱反射

率与 ｆＡＰＡＲ 的相关关系，选择最优反射率和一阶导

数光谱发射率构建 ｆＡＰＡＲ 估算模型，并探讨 ｆＡＰＡＲ
与 ９ 个常用植被指数的关系，比较分析基于反射率、
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和植被指数的 ｆＡＰＡＲ 模拟模

型的准确性，以为基于 ｆＡＰＡＲ 监测夏玉米生长和水

分动态提供依据．

１　 试验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 １　 试验地区概况与试验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１５ 年 ６—１０ 月在中国气象局固城生

态与农业气象试验站（３９°０８′ Ｎ，１１５°４０′ Ｅ，海拔

１５．２ ｍ）的大型可控式水分试验场进行．试验材料为

夏玉米‘郑单 ９５８’．试验场设有大型电动遮雨棚，占
地 ７５０ ｍ２，共设 ４２ 个试验小区，小区面积 ８ ｍ２

（４ ｍ×２ ｍ），小区之间筑有 ３ ｍ 深混凝土隔离墙，防
止水分水平交换．该站点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４９４
ｍｍ，年变异系数为 ６２．９％．试验地土壤为褐土，含有

机碳１３．６７ ｇ·ｋｇ－１，全氮 ０．８７ ｇ·ｋｇ－１，有机磷 ２５．７６
ｍｇ·ｋｇ－１，有效钾 １１８．５５ ｍｇ·ｋｇ－１，ｐＨ 值为 ８．１，平
均田间持水量为 ２２． １％，平均土壤容重为 １． ３７
ｇ·ｃｍ－３ ．

６ 月 ２５ 日播种，播种前使各小区底墒一致，０ ～
５０ ｃｍ 的土壤相对湿度为 ５０％；出苗前对各小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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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少量灌溉，保证各小区玉米正常出苗．小区玉米行

距为 ４０ ｃｍ，株距为 ３０ ｃｍ，每个小区 ６７ 株．播种后，
各小区施磷酸二铵 ３００ ｋｇ·ｈｍ－２，每个小区 ２４０ ｇ．
试验共设置 ５ 个处理，每处理 ３ 个重复，分别为轻度

水分胁迫（Ａ，全生育期维持土壤相对湿度为 ５５％±
５％）、重度水分胁迫（Ｂ，全生育期维持土壤相对湿

度为 ３５％±５％）、轻度持续干旱（Ｃ，７ 月 １８ 日拔节

前维持土壤相对湿度为 ７５％ ±５％，拔节后灌水 １６
ｍｍ，此后不再补水）、重度持续干旱（Ｄ，拔节前维持

土壤相对湿度为 ７５％±５％，拔节后不再补水）和充

分供水（ Ｅ，全生育期维持土壤相对湿度为 ７５％ ±
５％）．

为保证试验期间各观测项目的气象条件相对一

致和资料的可比性，同一类观测项目的观测时段基

本保持一致，且测定仪器、方法确保一致．试验观测

频次为 ７～１４ ｄ 一次．观测选择晴朗且大气稳定的天

气进行测定，以确保冠层光谱反射的准确测定．同
时，为保证每个生育期至少有一次观测数据，２０１５
年观测时间为 ７ 月 ２５ 日（七叶期）、８ 月 ４ 日和 ８ 月

１５ 日（拔节期）、８ 月 ２７ 日（抽雄期）、９ 月 ２ 日和 ９
月 ７ 日（开花期）、９ 月 １５ 日（灌浆期）、９ 月 ２５ 日

（乳熟成熟期）．
１ ２　 观测项目与方法

１ ２ １ 冠层有效辐射测定　 采用 ＳｕｎＳｃａｎ 冠层分析

仪测量冠层中入射和透射光合有效辐射（ＰＡＲ）．在
光照条件下，利用 ＳｕｎＳｃａｎ 冠层分析仪监测夏玉米

冠层吸收光合有效辐射的 ４ 个分量： 玉米冠层入射

辐射（ＰＡＲｉｎ）、冠层反射辐射（ＰＡＲｏｕｔ）、冠层透射辐

射（ＰＡＲｔｒａｎ）和土壤反射辐射（ＰＡＲｓｏｉｌ）．冠层入射辐

射测量是将冠层分析仪传感器置于冠层上方，水平

向上接收来自太阳的有效辐射；冠层反射辐射是将

冠层分析仪传感器置于冠层上方，水平向下接收到

的冠层向上反射有效辐射；冠层透射辐射是将冠层

分析仪传感器置于冠层底部，水平向上接收到的透

过冠层后剩余的有效辐射；土壤反射辐射是将冠层

分析仪传感器置于冠层底部，水平向下接收到的土

壤向上反射的有效辐射．测量冠层下方各分量时，距
冠层及地面各 ０． １５ ｍ 左右．测量时间为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不同水分处理分别采样 ３ 次并进行平均．夏
玉米冠层 ｆＡＰＡＲ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ｆＡＰＡＲ＝（ＰＡＲ ｉｎ－ＰＡＲｏｕｔ－ＰＡＲ ｔｒａｎ＋ＰＡＲｓｏｉｌ） ／ ＰＡＲ ｉｎ

（１）
１ ２ ２ 光谱测定　 利用美国 ＡＳＤ 公司生产的 Ｆｉｅｌｄ⁃
Ｓｐｅｃ Ｐｒｏ 野外高光谱辐射仪测定光谱数据，光谱仪

视场角为 ２５°，光谱范围为 ３５０ ～ ２５００ ｎｍ，光谱间隔

为 １ ｎｍ，观测时探头垂直向下，距离地面 １．５ ｍ，冠
层光谱数据的采集选在天气晴朗、无风或微风时进

行，观测时间为 １０：００—１４：００［１６］ ．测量过程中及时

进行标准白板校正．每个小区观测采样 ２０ 次，小区

内 ２０ 次观测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小区的光谱反

射率．
１ ３　 光谱分析技术及植被指数算法

１ ３ １ 光谱微分技术　 光谱微分技术是用反射光谱

进行数学模拟和计算不同阶数的微分值来快速确定

光谱弯曲点及最大、最小反射率的波长位置［１７］，是
遥感中常用的数学方法．光谱微分技术在植被分析

中广泛应用．该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背景干

扰的影响且较好地保留植被的光谱信息［１８］ ．土壤等

背景光谱信息比植被光谱变化平缓，因此认为微分

技术能够部分去除土壤背景的影响．将获取的光谱

反射率数据求取一阶导数即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
以提供原始信息之外的特征，扩大样品之间的光谱

特征差异［１０］ ．研究表明，反射率光谱的一阶导数较

二阶导数更能准确估算 ｆＡＰＡＲ［１９］ ．一阶导数光谱微

分公式如下：
ρ′（λ ｉ）＝ ［ρ（λ ｉ＋１）－ρ（λ ｉ－１）］ ／ ２Δλ （２）

式中： λ ｉ 表示每个波段对应的波长；ρ′（λ ｉ）为波长

λ ｉ 的一阶微分光谱；Δλ 表示波长 λ ｉ＋１与波长 λ ｉ 的

间隔．
１ ３ ２ 植被指数　 植被指数统称为波段的不同组合

方式．植被对不同光谱的吸收特性不同，光谱的不同

组合可以得到不同的植被指数［２０］，目前植被指数有

４０ 多种［２１］ ．最常见的是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的组

合，其中，红光波段与近红外波段组合最多．表 １ 给

出了 ９ 个常用的植被指数算法．其中，归一化植被指

数（ＮＤＶＩ）应用最广泛，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存在饱

和现象［２２］ ．增强型植被指数（ＥＶＩ）订正了土壤背景

和大气状况，同时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进 ＮＤＶＩ 饱和

度等问题．比值植被指数（ＲＶＩ）可以指示植被的健

康状况，植被的 ＲＶＩ 通常大于 ２．土壤调节植被指数

（ＳＡＶＩ）和修正的土壤调节植被指数（ＭＳＡＶＩ）可以

消除土壤的影响，且 ＭＳＡＶＩ 可以增强植被信号，最
大限度地消除土壤背景的影响［２１］ ．
１ ３ ３ 模型验证方法　 利用决定系数（Ｒ２）、均方根

误差（ＲＭＳＥ）和平均相对误差（ＲＭＡＥ）进行模型检

验．决定系数又称为拟合优度，是相关系数的平方．
该系数利用自变量的变异解释因变量的变异．决定

系数越接近于１，表示拟合的方程参考价值越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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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９ 个植被指数的算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ｉｎ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植被指数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算法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ＶＩ ＲＶＩ＝ρＮＩＲ ／ ρＲＥＤ ［２３］
ＤＶＩ ＤＶＩ＝ρＮＩＲ－ρＲＥＤ ［２４］
ＮＤＶＩ ＮＤＶＩ＝（ρＮＩＲ－ρＲＥＤ） ／ （ρＮＩＲ＋ρＲＥＤ） ［２５］
ＥＶＩ

ＥＶＩ＝２．５×
ρＮＩＲ－ρＲＥＤ

ρＮＩＲ＋６ρＲＥＤ－７．５ρＢＬＵＥ＋１
［２６］

ＲＤＶＩ ＲＤＶＩ＝ ＮＤＶＩ×ＤＶＩ ［２７］
ＳＡＶＩ ＳＡＶＩ＝（ρＮＩＲ－ρＲＥＤ） ／ （ρＮＩＲ＋ρＲＥＤ＋Ｌ）（１＋Ｌ） ［２８］
ＭＳＡＶＩ ＭＳＡＶＩ＝［２ρＮＩＲ＋１－

　 　 （２ρＮＩＲ＋１） ２－８（ρＮＩＲ－ρＲＥＤ） ／ ２］
［２９］

ＲＳＩ ＲＶＩ＝ρＮＩＲ ／ ρＳＷＩＲ ［３０］
ＮＤＳＩ ＮＤＶＩ＝（ρＮＩＲ－ρＳＷＩＲ） ／ （ρＮＩＲ＋ρＳＷＩＲ） ［３０］
ＲＶＩ： 比值植被指数 Ｒａｔｉ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ＤＶＩ： 差值植被指数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ＮＤＶＩ： 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
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ＥＶＩ： 增强型植被指数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ＲＤＶＩ： 复归一化植被指数 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ＡＶＩ： 土壤调整植被指数 Ｓｏｉｌ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ＭＳＡ⁃
ＶＩ： 修改土壤调节植被指数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ｓｏｉｌ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ＲＳＩ： 比值短波红外指数 Ｒａｔｉｏ 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ＮＤＳＩ： 归一化差值短
波红外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 ｉｎｄｅｘ．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ρＮＩＲ ｓｈｏｗｅｄ ｎｅａｒ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ｗａｖｅ ｂａｎｄ （８４１－８７６ ｎｍ）． ρＮＩＲ表示近
红外波段（８４１～８７６ ｎｍ）， ρＲＥＤ表示红波段（６２０ ～ ６７０ ｎｍ）， ρＢＬＵＥ表
示蓝光波段（４５９ ～ ４７９ ｎｍ）， ρＳＷＩＲ 表示短波红外波段（１６２８ ～ １６５２
ｎｍ），Ｌ 表示土壤调节指数，一般取 ０． ５ ρＲＥＤ ｓｈｏｗｅｄ ｒｅｄ ｗａｖｅ ｂａｎｄ
（６２０－６７０ ｎｍ）， ρＢＬＵ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ｂｌｕｅ ｗａｖｅ ｂａｎｄ （４５９－４７９ ｎｍ）， ρＳＷＩＲ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ｗａｖｅ ｂａｎｄ （１６２８－１６５２ ｎｍ）， ａｎｄ Ｌ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ｏｉ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ｔｏｏｋ ０．５．

ＲＭＳＥ 越小，表示 ｆＡＰＡＲ 值估算越准确．ＲＭＡＥ 可以

反映测量值的可信度．计算公式如下：

Ｒ２ ＝
［∑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ｉ）（ｙｉ － ｙｉ）］ ２

∑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Ｉ） ２∑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ｉ） ２

（３）

ＲＭＳＥ ＝ ∑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ｉ） ２ ／ ｎ （４）

ＲＭＡＥ ＝
∑

ｎ

ｉ
｜ ＹＩ － ｙｉ ｜

∑
ｎ

ｉ ＝ １
ｙｉ

× １００ （５）

式中： Ｙｉ 表示估计值；ｙｉ 表示实测值；Ｙｉ 表示估计值

的平均值；ｙｉ 表示实测值的平均值；ｎ 表示样本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夏玉米全生育期 ｆＡＰＡＲ 的变化特征

由图 １ 可以看出，全生育期内轻度水分胁迫和

充分供水状态的 ｆＡＰＡＲ 值较高，可达 ０．７，同时变化

范围较大．拔节期前轻度持续干旱处理和重度持续

干旱处理一直处于充分供水状态，此时轻度持续干

图 １　 不同干旱条件下夏玉米冠层 ｆＡＰＡＲ 的变化特征
Ｆｉｇ．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ｃａｎｏｐｙ
ｆＡＰＡ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 轻度水分胁迫 Ｍｉｌ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Ｂ： 重度水分胁迫 Ｓｅｖｅ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Ｃ： 轻度持续干旱 Ｍｉｌ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Ｄ： 重度持续干
旱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Ｅ： 充分供水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ａ） 上四分位 Ｕｐｐｅｒ ｑｕａｒｔｉｌｅ； ｂ） 中位数Ｍｅｄｉａｎ；
ｃ） 下四分位 Ｌｏｗｅｒ ｑｕａｒｔｉｌｅ； ｄ）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旱处理和重度持续干旱处理含水量均高于轻度水分

胁迫处理，夏玉米生长状况较好，因此，ｆＡＰＡＲ 值相

对较高．拔节期后轻度持续干旱处理的 ｆＡＰＡＲ 略高

于重度持续干旱处理，同时，随生育期推进，轻度水

分胁迫处理的 ｆＡＰＡＲ 逐渐高于轻度持续干旱处理

和重度持续干旱处理．对于全生育期处于重度水分

胁迫的处理，其 ｆＡＰＡＲ 值最小，可低于 ０．０６．综上，
干旱越严重，夏玉米生长状况越差，ｆＡＰＡＲ 值越小，
说明 ｆＡＰＡＲ 一定程度上可以表征干旱强弱程度．
２ ２　 夏玉米全生育期对不同干旱程度的光谱响应

特征

由图 ２ 可以看出，不同光谱区域夏玉米反射率

对不同灌水处理的响应特征不一致．轻度水分胁迫

处理和充分供水处理的夏玉米生长状况好，随植物

叶绿素和叶面积指数的增加，在绿光波段光谱有强

反射，蓝光和红光波段光谱有强吸收，反映了夏玉米

光谱普遍变化特征．重度水分胁迫处理和重度持续

干旱处理灌水量较少且处于持续干旱状态，在可见

光区反射率升高，近红外光区反射率降低，短波红外

光区反射率又升高．在可见光区，随干旱程度增加，
绿峰（５５０ ｎｍ）和红谷（６８０ ｎｍ）位置均不明显，红边

位置有“蓝移”的特征．随着干旱胁迫增加，近红外光

区（９７０ ｎｍ）水分吸收谷逐渐变浅．短波红外光区反

射率随干旱程度增加明显增大．轻度持续干旱处理

水分状况处于轻度水分胁迫处理和充分供水处理与

重度水分胁迫处理和重度持续干旱处理之间，光谱

变化特征也在轻度水分胁迫处理和充分供水处理与

重度水分胁迫处理和重度持续干旱处理之间波动．
说明不同干旱条件下，夏玉米生长状况出现差异时，

４２０２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３０ 卷



敏感波段处高光谱反射率可以较好地表征不同干旱

条件下夏玉米的变化特征．

图 ２　 不同干旱条件下夏玉米全生育期光谱反射率的变化
特征
Ｆｉｇ．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 拔节期 Ｊｏｉｎ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ｂ） 抽雄期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ｃ） 开花期 Ｂｌｏｏｍ⁃
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ｄ） 灌浆期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ｅ） 成熟期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ｇｅ．

２ ３　 ｆＡＰＡＲ 与反射率和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的关

系模型

为进一步研究夏玉米冠层光谱反射率与ｆＡＰＡＲ
的相关关系．利用夏玉米 ５ 个生育期不同水分处理

的 ７５ 组实测数据，分析夏玉米光谱反射率、一阶导

数光谱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间的相关关系（图 ３）．在可

见光区（３５０ ～ ６９０ ｎｍ）和短波红外区（１４５０ ～ １８００、
１９５０～２３５０ ｎｍ），光谱反射率与夏玉米 ｆＡＰＡＲ 呈显

著负相关关系，绿峰位置（５１０～５６０ ｎｍ）的相关性有

微小降低，蓝紫光波段和红谷位置的相关性最强，
３８３ 和 ６８０ ｎｍ 附近的相关系数最高可达－０．８７．短波

红外光区相关系数最大的波段在 １９８０ ｎｍ 附近，相
关系数为－０．８７．近红外光区（７５０ ～ ９５０ ｎｍ）的反射

率与 ｆＡＰＡＲ 间呈正相关关系．总体而言，可见光区

反射率和短波红外区光谱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的相关

性均较强，近红外光区光谱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的相关

性较低．
在可见光区的黄边和红边位置附近以及短波红

外光区（１５００～１６４１ ｎｍ）附近，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

与 ｆＡＰＡＲ 的相关性强且较稳定（图 ３）．其他波段处

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相关性的变化较剧

烈，且高相关波段范围比较分散．黄边位置（５５０ ～
６４０ ｎｍ）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呈负相关且

相关性最强，５８０ ｎｍ 附近的相关系数达－０．９１．红边

位置（６８０～７６０ ｎｍ）反射率一阶导数与 ｆＡＰＡＲ 呈正

相关关系，７２０ ｎｍ 处的相关系数最高（０．８９）．短波红

外波段处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的相关性

波动较剧烈，其中，１０１６、１１４１ 与 １２８５ ｎｍ 附近的相

关性相对较高但不稳定，１５４６ ｎｍ 附近呈正相关关

系且相关性较稳定．综上，在敏感波段处，与反射率

相比，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的相关性较

高，反映出一阶导数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土壤背景

的影响［３１］ ．但是，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在一些波段

处的稳定性明显差于反射率．
　 　 夏玉米 ３ 个生育期（ｎ ＝ ４５）逐波段反射率和一

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线性拟合方程的决定

系数变化特征见图 ４．可见光区的反射率拟合ｆＡＰＡＲ
效果较好，其中，拟合结果最好的波段在 ３８３、６７８
ｎｍ，随波长增大其拟合效果变差；其次是短波红外

光区反射率拟合ｆＡＰＡＲ较好，１４５６ 和 １９９７ ｎｍ 附近

的决定系数较高．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拟合 ｆＡＰＡＲ
的效果在不同波段处波动较大，其中，拟合方程决定

系数较大且相对较稳定的波段为 ５６１、７２０、１０１６、
１５６８ ｎｍ 附近．建立估算 ｆＡＰＡＲ 模型时，为降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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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夏玉米反射率（Ⅰ）和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Ⅱ）与 ｆＡＰＡＲ 的相关分析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ａｉｚ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Ⅰ）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Ⅱ）．

图 ４　 反射率（Ⅰ）和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Ⅱ）线性估算 ｆＡＰＡＲ 的决定系数
Ｆｉｇ．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Ⅰ）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Ⅱ）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ｆＡＰＡＲ （ｎ＝
４５）．

噪音的影响，将以上波段前后分别扩展 ５ 个波长间

隔，即利用 １１ 个波长对应反射率进行平均处理，建
立该反射率值和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与ｆＡＰＡＲ的估

算模型（表 ２）．反射率估算 ｆＡＰＡＲ 模型呈线性关系，
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估算 ｆＡＰＡＲ 模型有线性和对

数模型．根据估算模型 Ｒ２和 Ｆ 值以及实际值与模拟

值拟合的 Ｒ２、ＲＭＳＥ、ＲＭＡＥ 统计量得知，反射率和

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估算 ｆＡＰＡＲ 模型均通过 ０．００１
的显著性检验，可见光敏感波段模拟效果均好于短

波红外光区．同时，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估算 ｆＡＰＡＲ

表 ２　 基于不同敏感波段反射率的 ｆＡＰＡＲ 估算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ＡＰＡ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ｗａｖｅ ｂａｎｄ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类型
Ｔｙｐｅ

波段
Ｂａｎｄ
（ｎｍ）

估算模型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 （ｎ＝ ４５）

模型
Ｍｏｄｅｌ

Ｒ２ Ｆ

验证指标
Ｔｅｓｔ ｉｎｄｅｘ （ｎ＝ ３０）

实测值与模拟值拟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Ｒ２ ＲＭＳＥ ＲＭＡＥ

Ⅰ ３７８～３８８ ｙ＝－１１．８６ｘ＋０．７７ ０．８１∗∗∗ １８４．８ ｙ＝ ０．９９ｘ＋０．０６３ ０．６９ ０．１２ ２２．３
６７３～６８３ ｙ＝－３．１２ｘ＋０．７２ ０．８０∗∗∗ １６９．３ ｙ＝ １．０１ｘ＋０．０７０ ０．７５ ０．１２ ２２．８

１４５１～１４６１ ｙ＝－１．９５ｘ＋０．７５ ０．７５∗∗∗ １２７．６ ｙ＝ １．０７ｘ＋０．０３０ ０．６９ ０．１２ ２２．３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ｙ＝－１．７６ｘ＋０．６５ ０．７８∗∗∗ １５２．１ ｙ＝ １．０８ｘ＋０．０２８ ０．７４ ０．１２ ２１．３

Ⅱ ５５６～５６６ ｙ＝－４７４．０５ｘ＋０．４２ ０．８５∗∗∗ ２５２．０ ｙ＝ ０．９０ｘ＋０．０９５ ０．７９ ０．１１ １８．１
７１５～７２５ ｙ＝ ０．３１ｌｎｘ＋２．１５ ０．８６∗∗∗ ２７３．２ ｙ＝ ０．９７ｘ＋０．０８４ ０．８１ ０．１１ １８．４

１０１１～１０２１ ｙ＝ ０．５７ｌｎｘ＋５．０２ ０．８１∗∗∗ １８１．８ ｙ＝ ０．９９ｘ＋０．０５５ ０．８０ ０．１０ １７．１
１５６３～１５７３ ｙ＝ ０．４４ｌｎｘ＋３．７６ ０．８０∗∗∗ １７１．３ ｙ＝ １．０３ｘ＋０．０５３ ０．７８ ０．１１ １９．６

∗∗∗ Ｐ＜０．００１． 估算模型中： ｘ 表示反射率，ｙ 表示 ｆＡＰＡＲ；实测值与模拟值拟合方程中： ｘ 表示模拟值，ｙ 表示实际值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ｘ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ｆＡＰ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ｘ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ｖａｌｕｅ．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Ⅰ： 反射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Ⅱ： 一阶导数反射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６２０２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３０ 卷



表 ３　 基于常用植被指数的 ｆＡＰＡＲ 估算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ＡＰＡ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植被指数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估算模型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 （ｎ＝ ４５）

模型
Ｍｏｄｅｌ

Ｒ２ Ｆ
验证指标 Ｔｅｓｔ ｉｎｄｅｘ （ｎ＝ ３０）

实测值与模拟值拟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Ｒ２ ＲＭＳＥ ＲＭＡＥ

ＲＶＩ ｙ＝ ０．３１ｌｎｘ＋０．０１０ ０．８３∗∗∗ ２０６．６ ｙ＝ １．０３３７ｘ＋０．０５９ ０．８１ ０．１１ １８．９
ＤＶＩ ｙ＝ ０．４５ｌｎｘ＋１．１２ ０．８７∗∗∗ ２９０．９ ｙ＝ ０．９８４１ｘ＋０．０６１ ０．８１ ０．１０ １６．５
ＮＤＶＩ ｙ＝ ０．９０ｘ－０．０７４ ０．８５∗∗∗ ２４９．９ ｙ＝ １．０５７６ｘ＋０．０４８ ０．８４ ０．１１ １７．９
ＥＶＩ ｙ＝ ０．４０ｌｎｘ＋０．８４ ０．８８∗∗∗ ３２０．２ ｙ＝ １．０２０４ｘ＋０．０５４ ０．８５ ０．１０ １６．６
ＲＤＶＩ ｙ＝ １．５３ｘ－０．１１ ０．８８∗∗∗ ３２７．７ ｙ＝ ０．９４２９ｘ＋０．０８２ ０．８１ ０．１０ １６．８
ＳＡＶＩ ｙ＝ ０．４３ｌｎｘ＋０．８８ ０．８８∗∗∗ ３１２．５ ｙ＝ １．０５２８ｘ＋０．０４０ ０．８５ ０．１０ １６．７
ＭＳＡＶＩ ｙ＝ ０．４０ｌｎｘ＋０．８６ ０．８９∗∗∗ ３３０．９ ｙ＝ １．０２９９ｘ＋０．０４８ ０．８５ ０．１０ １６．２
ＲＳＩ ｙ＝ ０．６６ｌｎｘ＋０．２６ ０．８７∗∗∗ ２８０．０ ｙ＝ ０．９７９１ｘ＋０．０５９ ０．７６ ０．１１ １７．７
ＮＤＳＩ ｙ＝ １．３４ｘ＋０．２６ ０．８７∗∗∗ ２７９．９ ｙ＝ ０．９８７９ｘ＋０．０５６ ０．７６ ０．１１ １７．６

效果好于反射率，且可见光区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

估算 ｆＡＰＡＲ 模型的 Ｒ２均在 ０．８５ 以上．综上，一阶导

数光谱反射率较光谱反射率能更好地模拟 ｆＡＰＡＲ
变化．可见光区反射率对 ｆＡＰＡＲ 的敏感性高于短波

红外光区．
２ ４　 ｆＡＰＡＲ 与植被指数的关系模型

根据常用的估算 ｆＡＰＡＲ 的植被指数 ＲＶＩ、ＤＶＩ、
ＮＤＶＩ、ＥＶＩ、 ＲＤＶＩ、 ＳＡＶＩ、 ＭＳＡＶＩ、 ＲＳＩ 和 ＮＤＳＩ （表

１），建立夏玉米冠层 ｆＡＰＡＲ 的估算模型（表 ３）．９ 个

植被指数估算 ｆＡＰＡＲ 的 Ｒ２均通过 ０．００１ 的显著性

检验．其中，ＮＤＶＩ、ＲＤＶＩ 和 ＮＤＳＩ 与 ｆＡＰＡＲ 拟合方

程均为线性关系，模型 Ｒ２分别为 ０．８５、０．８８ 和０．８７．
ＲＶＩ、ＤＶＩ、ＥＶＩ、ＳＡＶＩ、ＭＳＡＶＩ 与 ｆＡＰＡＲ 拟合方程均

为对数形式，模型 Ｒ２ 均达到显著水平，其中，基于

ＥＶＩ、ＲＤＶＩ、ＳＡＶＩ 和 ＭＳＡＶＩ 估算 ｆＡＰＡＲ 模型的 Ｒ２

较大，分别为 ０．８８、０．８８、０．８８ 和 ０．８９．表明基于田间

实测数据的 ９ 个植被指数估算 ｆＡＰＡＲ 是合理的，且
基于 ＥＶＩ、ＲＤＶＩ、ＳＡＶＩ 和 ＭＳＡＶＩ 建立的 ｆＡＰＡＲ 估

算模型精度较高．
通过比较光谱反射率、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和

植被指数估算 ｆＡＰＡＲ 模型可知，植被指数估算

ｆＡＰＡＲ较单波段反射率估算 ｆＡＰＡＲ 具有更好的灵

敏性［３２－３４］ ．基于植被指数估算的 ｆＡＰＡＲ 准确性高于

基于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估算的 ｆＡＰＡＲ，而直接基

于反射率估算的 ｆＡＰＡＲ 准确性较差．表明植被指数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大气或土壤背景对冠层光谱的

干扰，可以较好地指示绿色植被状态．

３　 结　 　 论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５ 年不同干旱条件下夏玉米全

生育期冠层光谱反射率和吸收光合有效辐射观测资

料，阐明了不同干旱条件下夏玉米 ｆＡＰＡＲ 和高光谱

反射率变化特征，揭示了 ｆＡＰＡＲ 与光谱反射率、一
阶导数光谱反射率的关系，建立了最优波段反射率、
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和植被指数与 ｆＡＰＡＲ 关系模

型．主要结论如下：
１） 轻度干旱条件下， 随着生育期的推进，

ｆＡＰＡＲ值增大，ｆＡＰＡＲ 变化范围增大．干旱越严重，
夏玉米生长状况越差，ｆＡＰＡＲ 值越小，说明 ｆＡＰＡＲ
一定程度上可以表征干旱强弱程度．

２） 随着干旱程度的增加，可见光区和短波红外

光区的反射率升高，近红外光区的反射率呈降低趋

势，近红外光区的水分吸收波段对水分胁迫的响应

较弱，进一步证实了已有的研究结果［３５］ ．
３） 高光谱反射率及其变换数据可以有效地估算

冠层 ｆＡＰＡＲ，ｆＡＰＡＲ 与可见光光区和短波红外光区反

射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近红外波段反射率呈正相

关关系．ｆＡＰＡＲ 与可见光光区反射率的相关性最好，
其次是短波红外光区，近红外光区相对较差．

４） 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在黄边位置

（５５０～６４０ ｎｍ）呈负相关且相关性最强．红边位置

（６８０～７６０ ｎｍ）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呈正

相关关系，短波红外波段（１５００～１６４１ ｎｍ）一阶导数

光谱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呈正相关关系且相对稳定．以
上波段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的相关性强

于反射率与 ｆＡＰＡＲ 的相关性．
５） 植被指数与 ｆＡＰＡＲ 关系模型均通过 ０．００１

的显著性检验， ｆＡＰＡＲ 与 ＲＶＩ、 ＤＶＩ、 ＥＶＩ、 ＳＡＶＩ、
ＭＳＡＶＩ 和 ＲＳＩ 之间呈显著的对数关系，与 ＮＤＶＩ、
ＲＤＶＩ 和 ＮＤＳＩ 呈显著的线性关系．其中，基于 ＥＶＩ、
ＲＤＶＩ、ＳＡＶＩ 和 ＭＳＡＶＩ 建立的 ｆＡＰＡＲ 估算模型较

好，平均相对误差为 １６．６％、１６．８％、１６．２％和１６．７％；

７２０２６ 期　 　 　 　 　 　 刘二华等： 不同干旱条件下夏玉米全生育期冠层吸收光合有效辐射比的高光谱遥感反演　 　



基于一阶导数光谱反射率建立的 ｆＡＰＡＲ 估算模型

次之，最小平均相对误差为 １７．１％；基于反射率的

ｆＡＰＡＲ 估算模型最差，最小平均相对误差为 ２１．３％．
由于试验目的、试验设计和试验材料等的不同，

特别是光谱反射率受作物类型、覆盖度、作物含水

量、土壤含水量和大气状况等的影响，导致不确定性

增强，使得 ｆＡＰＡＲ 估算模型也存在差异［９－１０，３６］ ．弄清

楚高光谱反射率的不确定性是高光谱遥感研究亟待

解决的问题之一．另外，本研究表明，ｆＡＰＡＲ 可以表

征干旱程度，但是目前研究仅局限于定性表达，仍缺

乏利用 ｆＡＰＡＲ 等级化干旱程度的研究，导致研究结

果难以实现农业遥感的实际应用．因此，未来将在本

研究的基础上更为关注 ｆＡＰＡＲ 定量表征干旱程度

的研究．

致谢　 试验的顺利完成得到了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固城试

验站的支持．试验实施与数据获取得到了麻雪艳、王秋玲、周
怀林和冯晓钰等的帮助与付出．论文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张峰

老师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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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２３（５）： ４４７－４５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Ｚｈａｎｇ Ｃ （张　 超）， Ｃａｉ Ｈ⁃Ｌ （蔡焕杰）， Ｌｉ Ｚ⁃Ｊ （李志
军）．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２０１５， ３５（９）： ２６４４－２６４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Ｌｉｕ Ａ⁃Ｊ （刘爱军）， Ｗａｎｇ Ｂ⁃Ｌ （王宝林）， Ｈｕａｎｇ Ｐ⁃Ｐ
（黄平平），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ｆＰＡ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ｅｓｔｌａ Ｓｉｎｉｃａ （草地学报）， ２０１２， ２０
（６）： １００４－１０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Ｙａｎｇ Ｆ （杨　 飞）， Ｚｈａｎｇ Ｂ （张　 柏）， Ｓｏｎｇ Ｋ⁃Ｓ （宋
开山），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
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ｏ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ｏｎｍ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作物学报）， ２００８， ３４（１１）： ２０４６ － ２０５２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２］　 Ｈｅ Ｊ （贺　 佳）， Ｌｉｕ Ｂ⁃Ｆ （刘冰峰）， Ｌｉ Ｊ （李　 军）．
ＦＰＡ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ｙ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农业机械学报）， ２０１５， ４６（２）： ２６１－２６９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３］　 Ｚｈａｏ Ｐ⁃Ｊ （赵鹏举）， Ｗａｎｇ Ｄ⁃Ｗ （王登伟）， Ｈｕａｎｇ Ｃ⁃
Ｙ （黄春燕），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
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ｅｘ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Ｃｏｔｔ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棉花学报）， ２００９， ２１（５）： ３８８－３９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Ｘｉｎ Ｍ⁃Ｙ （辛明月）， Ｙｉｎ Ｈ （殷 　 红）， Ｚｈａｎｇ Ｔ （张
涛），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ｃｅ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ｉ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中国水稻科学）， ２０１１， ２５
（４）： ４４３－４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Ｈｕａｎｇ Ｃ⁃Ｙ （黄春燕）， Ｗａｎｇ Ｄ⁃Ｗ （王登伟）， Ｌｉｕ Ｍ
（刘　 敏）．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新疆农业科
学）， ２０１３， ５０（１０）： １７８７－１７９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Ｃｌｅｖｅｒｓ ＪＧＰＷ， Ｋｏｏｉｓｔｒａ Ｌ， Ｓｃｈａｅｐｍａｎ Ｍ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ｃａｎｏｐｙ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１２： １１９－１２５

［１７］　 Ｓｕｎ Ｔ （孙 　 婷）， Ｚｈａｎｇ Ｌ⁃Ｃ （张立朝）， Ｔａｎｇ Ｈ⁃Ｓ
（唐汉松）．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ｄａｔａ 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测绘科学与工程）， ２００７， ２７（１）： ５９－６２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８］　 Ｌｉｕ Ｗ⁃Ｄ （刘伟东）， Ｘｉａｎｇ Ｙ⁃Ｑ （项月琴）， Ｚｈｅｎｇ Ｌ⁃Ｆ
（郑兰芬），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ｉｃｅ ＬＡＩ， ＣＨ．Ｄ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遥
感学报）， ２０００， ４（４）： ２７９－２８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Ｈｕａｎｇ Ｃ⁃Ｙ （黄春燕）， Ｇｕｏ Ｘ⁃Ｆ （郭晓飞）， Ｔｉａｎ Ｃ⁃Ｙ

８２０２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３０ 卷



（田 春 燕），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ｄ ｅｄｇ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ｐｙ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ｈｅｚ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６， ３４
（６）： ６９７－７０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Ｗａｎｇ Ｄ （王　 娣）， Ｄｉａｎ Ｙ⁃Ｙ （佃袁勇）， Ｌｅ Ｙ （乐　
源）， ｅｔ ａｌ． Ｎｅｔ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ｒａｔ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ｅ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２０１６，
３２（４）： ４２－４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Ｇｕｏ Ｎ （郭 　 妮）．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ｒｉ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干旱气象）， ２００３， ２１（４）： ７１－７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Ｌｉ Ｈ⁃Ｊ （李红军）， Ｚｈｅｎｇ Ｌ （郑　 力）， Ｌｅｉ Ｙ⁃Ｐ （雷玉
平），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ＮＤＶＩ ａｎｄ ＥＶ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ＯＳ ／ ＭＯＤＩＳ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地理科学进
展）， ２００７， ２６（２）： ２６－３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Ｒｏｕｓｅ ＪＷ， Ｈａａｓ Ｊｒ ＲＨ， Ｓｃｈｅｌｌ ＪＡ， ｅｔ 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 Ｇｒｅｅｎ
Ｗａ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ＳＣ １９７８⁃１． Ｔｅｘａ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ｅｘａｓ
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７３

［２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ＡＪ， Ｗｉｅｇａｎｄ ＣＬ．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ｏｉ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 Ｍｅｔｒ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９７７， ４３： １５４１ －
１５５２

［２５］　 Ｔｕｃｋｅｒ ＣＪ． Ｒｅｄ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ｍｂｉ⁃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９７９， ８： １２７－１５０

［２６］　 Ｈｕｅｔｅ Ａ，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Ｃ， Ｌｉｕ 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ＭＯＤＩＳ⁃ＥＯ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９９４， ４９： ２２４－２３４

［２７］　 Ｒｏｕｊｅａｎ ＪＬ， Ｂｒｅｏｎ Ｆ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ＰＡＲ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ｂ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９９５， ５１： ３７５－３８４

［２８］　 Ｈｕｅｔｅ ＡＲ． Ａ ｓｏｉｌ⁃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 ＳＡＶＩ）．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９８８， ２５： ２９５－３０９

［２９］　 Ｑｉ Ｊ， Ｈｕｅｔｅ ＡＲ， Ｍｏｒａｎ ＭＳ，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
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ＳＰＯ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９９３， ４４： ８９－１０１

［３０］　 Ｇａｏ ＢＣ． ＮＤＷＩ－Ａ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ｏｐ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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