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Research, volume 170
Sixth Symposium of Risk Analysis and Risk Management in Western China (WRARM 2019)

Lag Analysis of Vegetation NDVI and Precipit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Xinyu Bi, Xiaojing Liu*
College of Tourism and Geographic Scienc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辽宁省植被 NDVI 与降水的滞后分析
毕馨予，刘晓静*

吉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四平 136000，中国

Abstract—Vegetation growth is a complex and slow process.
Not only was it affected by the precipitation at that time, but
also the accumulation of precipit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its growth. That is, vegetation growth lags
behind precipitation. Based on SPOT/VEGETATION ten-day
NDVI data and meteorological station data from 1998 to 2013.
The dynamic changes of NDVI of veget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and the lag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NDVI and
precipitation were analyzed when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vegetation was removed. Revealing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the lag relationship between NDVI and
precipitation. The results show : (1) The overall trend of NDVI
change in each site is remarkably consistent and the dynamic
change law is obvious. (2) When the temperature effect is
eliminated and the temperature effect is not eliminated. In
May and June, the lagging days of vegetation on precipitation
remained unchanged, all of which were 90 days. The number
of days lagging in July, August and September has changed,
July was 60 days and 70 days, August was 10 days and 90 days,
September was 20 days and 90 days. It shows that temperature
has an effect on the lag of vegetation on precipitation.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gional drought
prediction.
Keywords—NDVI; precipitation; temperature; hyster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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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已经成为研究
的重点。植被作为陆地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维
持生态系统稳定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植被对气候变
化的响应能够很好地表征陆地生态系统的变化及发展，
其中气温和降水的变化对植被生长的影响最为明显[15]。
植被在生长过程中受外界因子影响对气候因子存在
滞后反应。卫星遥感技术能够获取大范围的、长时间序
列的影像数据，为作物长势监测、产量估算、农业灾害
监测提供重要的数据来源[6]。由卫星遥感技术获得的归
一化植被指数（NDVI）是监测植被长势和衡量植被覆
盖度的最佳指示因子，已经成为研究植被对气候因子响
应的重要手段与方法[7-9]。目前关于植被对降水的滞后
研究很多[10-12]。植被的生长受温度和降水的共同影
响，但目前大多研究在进行 NDVI 与降水的滞后分析
时，没有剔除温度对植被的影响。因此，本文以辽宁省
为研究区，在剔除温度的影响下，对 NDVI 与降水进行
滞后分析，为区域植被长势监测、干旱预测、应对气候
变化提供参考。
II.

摘要—植被生长是一个复杂且缓慢的过程，不仅受当时降
水的影响，前期降水的积累对其生长也有一定的作用，即植
被 生 长 对 降 水 有 滞 后 性 。 本 文 基 于 1998-2013 年
SPOT/VEGETATION 逐旬 NDVI 数据和气象站点的数据，分
析辽宁省植被 NDVI 动态变化以及在剔除温度对植被影响的
情况下 NDVI 与降水的滞后关系，并与未剔除温度影响的
NDVI 与降水的滞后关系进行对比，探讨不同月份植被对降水
的滞后天数，揭示温度对 NDVI 与降水的滞后关系的影响。
结果表明：(1)各站点 NDVI 整体变化趋势呈显著的一致性且
动态变化规律明显。(1)剔除温度影响和未剔除温度影响下，
5、6 月植被对降水的滞后天数没有变化，都为 90 天。7、8、
9 月的滞后天数发生了变化，7 月分别为 60 天和 70 天，8 月
分别为 10 天和 90 天，9 月分别为 20 天和 90 天，表明温度在
研究植被对降水的滞后性上是有影响的。研究结果可为区域
干旱预测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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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材料与方法

A. 研究区概况
辽 宁 省 位 于 中 国 东 北 部 ， 地 理 位 置 为
118°53'E~125°46'E，38°43'N~43°26'N。辽宁省东部和西
部为平均海拔 800 米和 500 米的山地丘陵，中部为平均
海拔 200 米的辽河平原，地势大致为自东西两侧向中部
倾 斜 。 全 年 平 均 气 温 在 7 － 11℃ 之 间 ， 最 高 气 温 达
30℃，最低气温零下 30℃，年均温度从西南向东北方向
逐渐降低。年降水量在 600－1100mm 之间，但各地降
雨分布不均，总体年降水量从东南向西北方向呈逐渐降
低的趋势。
B. 数据来源与处理
采用 1998-2013 年 SPOT/VEGETATION 的 VGT-S10
逐旬 NDVI 数据。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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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区内选择了分布均匀且连续的 24 个站点（如图 1）。
植被生长对气候因子的变化具有滞后性，而且这种滞后
作用在植被生长的不同阶段也是不相同的[13]。由于 4
月初植被很少，植被覆盖度较低，受气候影响波动较
小，因此将植被生长季分为 5 月、6 月、7 月、8 月、9
月五个时间段，采用最大值合成法，获得研究区 5-9 月
的 NDVI 影像。研究表明，一般取气象站点的有效数据
的范围为 12km[14.15]。因此以气象站点为中心，以 3km
为半径做圆形缓冲区，以缓冲区内 NDVI 的平均值作为
该气象站点植被的 NDVI 值。

NDVI 与降水之间的滞后关系，在进行 NDVI 与降水的
滞后分析时，剔除温度的影响，进而更准确地表达植被
对降水的滞后反应。
III.

结果与分析

A. 植被 NDVI 年内与年际变化规律
图 2 为研究区各站点植被 1998-2013 年 4-9 月旬
NDVI 平均值的变化图。由图 2 可知，各站点植被 NDVI
曲线在生长阶段都大致呈单峰型。NDVI 值在 4 月初最
小，NDVI 曲线呈逐渐增加的趋势。NDVI 最大值出现在
8 月到 9 月间，这段时间是植被生长最茂盛的阶段。9 月
初植被逐渐进入枯黄期，NDVI 值下降。各个站点 NDVI
的大小虽然不同，但整体变化趋势呈显著的一致性。
图 3 为 1998—2013 年各站点 NDVI 值年际变化图。
各站点的 NDVI 值为当年所有时间序列 NDVI 的平均
值。除了清原和新宾的年际 NDVI 值最大、营口的年际
NDVI 值最小之外，其他站点 NDVI 值都集中在 0.3-0.5
之间。总体来看 1998—2013 年间 NDVI 值变化不大，植
被生长活动变化不显著。
B. NDVI 与降水的滞后分析

图 1 研究区及气象站点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area and meteorological
station

气 象 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国 气 象 数 据 网
（http://data.cma.cn/）中的 1998-2013 年的逐日气温、降
水资料。由于研究所采用的遥感数据是以旬为尺度，因
此气温、降水资料也以旬为最小时间尺度进行累加。
C. 植被 NDVI 与降水的滞后分析
植被在生长过程中受温度和降水的共同作用，因此二
者同时与表征植被生长状态的 NDVI 相关，这种相关关
系中夹杂了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了更真实地反映

剔除温度影响之后 NDVI 与降水的相关系数变化趋势
如图 4a 所示。由图 4a 可知，5 月 NDVI 与累积 20 天降
水的相关系数最小，之后逐渐增加，与累积 90 天降水的
相关系数最大，整体变化呈逐渐增加的趋势。6 月 NDVI
与累积 50 天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小，与累积 90 天降水的
相关系数最大，变化趋势为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7 月
NDVI 与累积 10 天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小，与累积 60 天
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大，整体变化趋势为先增加后减少。
8 月 NDVI 与累积 10 天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大，与累积 40
天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小，整体变化趋势为先减少后增
加。9 月 NDVI 与累积 20 天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大，与累
积 90 天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小，整体变化呈逐渐减少的趋
势。5、6、7、8、9 月植被对降水的滞后天数分别为
90、90、60、10、20 天。

图 2 各站点 NDVI 年内动态变化
图 3 各站点 NDVI 年际动态变化
Figure 2 Dynamic changes of NDVI in each site during the year
Figure 3 Interannual Dynamic Change of NDVI at Each Site

85

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Research, volume 170

图 4 NDVI 与降水的相关系数变化图（a：剔除温度影响 b：未剔除温度影响）
Figure 4 Change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NDVI and precipitation
（a：Eliminate temperature effects b：Temperature effects not excluded）

C. 对比分析
未剔除温度影响的 NDVI 与降水的相关系数变化趋
势如图 4b 所示。由图 4b 可知，5 月 NDVI 与累积 20 天
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小，与累积 90 天降水的相关系数最
大，相关系数变化呈逐渐增加的趋势。6 月相关系数整
体变化趋势与 5 月相同，NDVI 与累积 10 天降水的相关
系数最小，与累积 90 天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大。7 月
NDVI 与累积 70 天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大，与累积 10 天
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小，整体变化趋势为先增加后减少。
8 月 NDVI 与累积 90 天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大，与累积 20
天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小，变化趋势为先减少后增加，再
减少后增加。9 月相关系数整体变化呈逐渐增加的趋
势，NDVI 与累积 90 天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大，与累积
30 天降水的相关系数最小。5、6、7、8、9 月植被对降
水的滞后天数分别为 90、90、70、90、90 天。
通过对比剔除温度影响和未剔除温度影响情况下的
NDVI 与降水的相关系数变化趋势可以得出：5 月和 6 月
相关系数的变化趋势相同，都是 NDVI 与累积 90 天的
相关系数最大，滞后天数为 90 天，说明在 5、6 月植被
生长主要受降水的影响。7 月相关系数的变化都呈先增
加后减少的趋势，但最大相关系数所对应的累积天数分
别为 60 天（剔除温度影响）和 70 天（未剔除温度影
响），相应滞后天数分别为 60 天和 70 天，表明在 7 月
温度对植被的滞后性有一定的影响。8 月相关系数的变
化趋势差异明显，最大相关系数对应的累积天数分别为
10 天（剔除温度影响）和 90 天（未剔除温度影响），
相应滞后天数分别为 10 和 90 天，差异较大，表明 8 月
温度对植被的滞后性影响较大。9 月相关系数的变化趋
势差异很大，最大相关系数对应的累积天数分别为 20
天（剔除温度影响）和 90 天（未剔除温度影响），相
应滞后天数分别为 20 天和 90 天，表明 9 月温度对植被
的滞后性影响也较大。8、9 月植被的滞后天数相差较
多，表明植被在 8 月和 9 月的生长状态对降水的滞后性
受温度的影响较大。

（1）研究区内植被 NDVI 变化都呈单峰型。4 月初
NDVI 值最小，5-7 月植被生长较快，NDVI 一般在 8 月
上旬达到最大。各站点年际 NDVI 变化不大，近 16 年
植被生长活动变化不显著。
（2）剔除温度影响与未剔除温度影响各月植被对降
水的滞后天数变化情况：5、6 月没有变化，滞后天数都
为 90 天。7、8、9 月有变化，7 月分别为 60 天和 70
天，8 月分别为 10 天和 90 天，9 月分别为 20 天和 90
天。滞后天数发生变化，表明温度在研究植被对降水的
滞后性上是有影响的。
但是植被在实际生长过程中对降水的滞后性一定会
受到温度的影响，本文剔除温度影响探讨植被对降水的
滞后反应，目的是通过这种滞后反应分析植被对降水的
敏感性，从而更好地对植被的脆弱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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