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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对升温过程的响应，利用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国家标准地面气象站地表
温度和ＧＩＭＭＳＮＤＶＩ数据集，探讨了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植被指数和地表温度的变化特征及其相互关
系．结果表明：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高寒草地ＮＤＶＩ、地表温度整体均呈现增加趋势，年均 ＮＤＶＩ、生长季
ＮＤＶＩ、年最大ＮＤＶＩ（ＮＤＶＩｍａｘ）与年均地表温度、生长季地表温度的上升趋势分别为０．００７（１０ａ）

－１、

０．０１１（１０ａ）－１、０．００７（１０ａ）－１与０．６０℃·（１０ａ）－１、０．４３℃·（１０ａ）－１；ＮＤＶＩｍａｘ与地表温度显著相
关的地区达７０．４９％．但是高原地形、气候、水文环境的空间差异性导致高寒草地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的
相关关系十分复杂．ＮＤＶＩｍａｘ与年均地表温度的相关性最为显著；在返青期和枯萎期，ＮＤＶＩ与地表温
度均为显著正相关．不同的植被覆盖条件下，ＮＤＶＩ对地表温度的响应不同：植被覆盖差以及退化严重
的地区，ＮＤＶＩｍａｘ与地表温度呈负相关性；反之，ＮＤＶＩｍａｘ与地表温度主要表现为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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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青藏高原素称地球的“第三极”，海拔高、气候

寒冷，多年冻土分布广泛，高寒草地为主要植被类

型
［１］．高海拔和地处中、低纬度的地理条件以及特

殊的下垫面状态使青藏高原成了全球变化的敏感区

域之一．其严酷的气候条件，令环境因子常常处于
脆弱的地表系统平衡的临界阈值状态．环境微小的
波动会在生态系统中产生强烈响应，导致林线波

动、草场退化、湿地消失等
［２］．

近百年来地球气候正经历着以全球变暖为主要

特征的变化
［３－４］，作为对全球变暖的区域响应，青

藏高原升温明显，近 ２０ａ来气温升高更为显
著
［５－７］．地表是地球和大气能量交换的界面，随着

气温的不断上升，地温也有着明显的响应
［８－１０］，其

变化在年代际和季节上表现的比较显著
［９－１２］．地表

温度是大气与地表结合部的温度状况，在土壤的所

有物理、生物和微生物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
［１３］，对植物种子的萌芽、植株的生长发育有着重

要影响．作为与植物生长息息相关的环境要素，地
表温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地表植被的变

化．高寒草地植物及其群落对环境变化反应很敏
感
［１４］，主要通过覆盖度和生物量的变化来反映，呈

现出植被的年际变化和季节变化．ＮＤＶＩ（归一化植
被指数）对植被的生长势和生长量非常敏感

［１５］，能

较准确地反映地表植被状况
［１６－１７］，并得到广泛应

用．地表植被是连接土壤、大气和水分的自然“纽
带”

［１８］，对全球的能量平衡、生物化学循环、水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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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等起着调控作用
［１７］，对气候系统变化有着深远

的影响，是影响全球生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植
被的变化也改变着土壤的特征

［１９］．研究表
明
［２０－２１］，地表温度不仅与气候关系密切，而且也

受边界层（如植被、地表有机物质和雪层等）发生过

程的调控．植被对浅层地温的影响很复杂［２０－２１］，

植被可以吸收大部分的太阳辐射，能够阻止到达表

土层辐射的５４％ ～６５％［２１］，极大地减少了进入土

层使地温升高的热量；同时植被又能降低近地表风

速，减少表土层水分蒸发及向大气放热的强度．
显然，植被和地表温度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

的．在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和冻土响
应显著

［２，２２－２４］，那么高寒草地植被与地表温度之间

的相互关系如何？本文通过分析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间
青藏高原草地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实测数据，以期揭
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植被指数

与地表温度的变化规律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为进

一步研究青藏高原地区的生态水文提供依据，对改

善该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有重要的意义．

１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和处理

ＮＤＶＩ数据源自全球总量建模与制图研究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ＩＭＭＳ）提供的全球 ＡＶＨＲＲＮＤＶＩ序列，用到的
是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的中国子区数据，时间分辨率为
１５ｄ，空间分辨率为８ｋｍ×８ｋｍ．该ＮＤＶＩ数据较

其他数据误差更小、精度更高，已广泛应用于全球

及区域大尺度植被覆被变化的研究
［２５－２６］．根据各

气象站的经纬度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０中提取各点站点所
在象元每１５ｄ的ＮＤＶＩ值，对每月两个ＮＤＶＩ值采
用国际通用的最大合成法（ｍａｘ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ＭＶＣ）取最大值作为该月的ＮＤＶＩ值，建立各
气象站 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月 ＮＤＶＩ时间序列数据集．
最大合成法可以进一步消除云、大气、太阳高度角

等的部分干扰
［１７，２７］，公式为：

ＮＤＶＩｉ＝ｍａｘ｛ＮＤＶＩｉｊ｝ （１）

每年最大ＮＤＶＩ值（ＮＤＶＩｍａｘ）按照下面的公式
获得：

ＮＤＶＩｍａｘ ＝ｍａｘ｛ＮＤＶＩｉ｝ （２）

式中：ＮＤＶＩｉ为第ｉ月的ＮＤＶＩ值；ＮＤＶＩｉｊ为第ｉ月
第ｊ旬的ＮＤＶＩ值．

植被盖度（Ｆｃｏｖｅｒ）与 ＮＤＶＩ之间有着极显著的
线性相关关系，通常采用ＮＤＶＩ来估算区域植被盖
度
［２８－２９］，计算公式如下：

Ｆｃｏｖｅｒ＝
ＮＤＶＩ－ＮＤＶＩＳ
ＮＤＶＩＶ －ＮＤＶＩＳ

（３）

式中：ＮＤＶＩＶ为纯草地 ＮＤＶＩ值；ＮＤＶＩＳ为裸地
ＮＤＶＩ值．根据草地植被已有的研究结果，本文取
ＮＤＶＩＶ＝０．８

［３０］，ＮＤＶＩＳ＝０．０５
［３１］．

地表温度（０ｃｍ地温）数据来自于国家气象信
息中心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时间序列

为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针对研
究区域内基本气象站点的数据，利用Ｍａｔｌａｂ７．０软

图１ ６１个气象站点的分布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６１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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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提取出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的地表温度数据，并求出
各站点每年各月的地表温度的平均值．
１．２ 研究方法

将由建站时间、记录不全等因素限制的地表温

度严重缺失的站点剔除，甄选出分布在草地区域的

站点，最终得到６１个符合要求的站点（图１）．本研
究基于这６１个站点的 ＮＤＶＩ和地表温度数据，依
据表１所示不同时间尺度ＮＤＶＩ值以及响应的地表
温度展开分析研究．

表１　不同时间尺度ＮＤＶＩ值以及响应的地表温度
Ｔａｂｌｅ１　ＮＤＶＩｖａｌｕｅｓ，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ａｎｄ

ＧＳ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

ＮＤＶＩ 植被变化过程 地表温度

生长季（年）最大 年际植被 生长季（年）平均

返青期 返青速率 返青期平均

生长期 — 生长期平均

枯萎期 枯萎速率 枯萎期平均

本研究运用的分析方法为时间序列分析、回归

分析与相关分析，这些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分析植

被覆盖变化特征
［３２－３５］

和 ＮＤＶＩ与气候要素的关
系
［３６－４３］．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准确有效地认知植被

覆盖、地表温度的时间变化规律；采用回归分析探

索ＮＤＶＩ、地表温度的变化趋势；运用相关分析详
细地研究植被指数与地表温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分

析处理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和ＳＰＳＳ２０．０中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ＮＤＶＩ变化特征
２．１．１ ＮＤＶＩ季节分布与空间分布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植被生长呈现单峰型，年最

大值出现在８月（图２ａ）．ＮＤＶＩ从５月初开始明显
增加，经历一个快速上升阶段，到８月达到最大值，
然后开始下降，经历９－１０月的快速下降，至１１月
ＮＤＶＩ值已经降低到５月明显增加前的水平．由此
可知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植被生长的季节性：生长季

为５－１０月，５月为返青期、６－８月为生长期、９－
１０月为枯萎（凋谢）期．

多年平均ＮＤＶＩ能够表征区域植被覆被的整体
状况．图２（ｂ）～（ｄ）反映了研究区生长季不同站点
的植被覆盖程度，ＮＤＶＩ值越高，站点所在区域植
被覆盖越好．整体上看，表征植被覆盖特征的
ＮＤＶＩ值从东南向西北地区递减，东部植被覆盖明
显高于西部，高原东北角植被覆盖状况良好．
２．１．２ ＮＤＶＩ年际变化及趋势

通过对ＮＤＶＩ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植被覆盖状
况正经历一个逐年变好的过程，年均 ＮＤＶＩ波动上
升，呈先急剧增大后缓慢增大的显著趋势（Ｐ＜
０．００１），为０．００７（１０ａ）－１（图３ａ）；在生长季，ＮＤＶＩ

图２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ＮＤＶＩ季节分布（ａ）与生长季ＮＤＶＩ（ｂ）、８月植被盖度（ｃ）和８月ＮＤＶＩ（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ＤＶＩ（ａ）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ＮＤＶＩ（ｂ），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ｃ）ａｎｄＮＤＶＩ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ｄ）ｏｎａｌｐｉｎｅ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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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波动上升，增大趋势显著（Ｐ＜０．００１），达到
０．０１１（１０ａ）－１（图３ｂ），与已有研究结果［３４，３９，４４－４５］

变化趋势一致．在生长季植被生长的不同时期，
ＮＤＶＩ的数值大小、上升趋势、波动幅度均有差异
（图３ｃ）．从数值上看，生长期的 ＮＤＶＩ最大，枯萎
期次之，返青期最小．从上升趋势上看，返青期、

生长期和枯萎期 ＮＤＶＩ增大趋势分别为 ０．００５
（１０ａ）－１（Ｐ＞０．１）、０．０１５（１０ａ）－１（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１０ａ）－１（Ｐ＝０．０３５），即生长期增大趋势最
大，达到０．０１的显著水平，枯萎期次之，达到０．０５

的显著水平，返青期增大趋势不明显，没有通过

０．１的显著水平．从波动幅度上看，返青期 ＮＤＶＩ

波动较大，在 １９９８年出现高峰 ＮＤＶＩ值，之后
ＮＤＶＩ值逐渐下降到２００１年的低谷ＮＤＶＩ值，最大
值（１９９８年、０．２７０）与最小值（１９８２年、０．１８８）之

差为０．０８２；生长期波动幅度较小，处于稳定上升
状态；枯萎期波动幅度最小，曲线比较平缓．
２．１．３ ＮＤＶＩｍａｘ年际变化及趋势

年最大ＮＤＶＩ（ＮＤＶＩｍａｘ）能表征植被的最终生
物量．２５ａ间青藏高原高寒草地 ＮＤＶＩｍａｘ波动幅度
较大，整体呈上升趋势，为０．００７（１０ａ）－１，多年平
均ＮＤＶＩｍａｘ为０．５１７（图４ａ）．尽管整体上升，但空
间差异显著，不同站点 ＮＤＶＩｍａｘ的变化趋势不一
致：ＮＤＶＩｍａｘ主体增大，局部地区减小明显，主要为
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共和盆地，中部江河源地区，

西北部阿里地区以及川西地区（图４ｂ），与已有研
究结果相吻合

［３９，４４－４５］．结合图２一起分析可知，植
被覆盖状况越好的地区，ＮＤＶＩｍａｘ的增大趋势越小，
部分植被覆盖状况好的地区如祁连山、澜沧江及怒

江的源头地区、川西地区，ＮＤＶＩｍａｘ的变化趋势为
负增长．

图３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年均ＮＤＶＩ（ａ）、生长季ＮＤＶＩ（ｂ）和生长季不同时期ＮＤＶＩ（ｃ）的年际变化
Ｆｉｇ．３　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ＮＤＶＩ（ａ），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ＮＤＶＩ（ｂ）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ＮＤＶＩ（ｃ）ｏｎａｌｐｉｎｅ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图４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年ＮＤＶＩｍａｘ值年际变化（ａ）及变化趋势空间分布（ｂ）
Ｆｉｇ．４　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ａｘｉｍｕｍＮＤＶＩ（ａ）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ｂ）

ｏｎａｌｐｉｎｅ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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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地表温度年内变化（ａ）和生长季地温空间分布（ｂ）
Ｆｉｇ．５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ＳＴ（ａ）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ＳＴ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ｂ）

ｏｎａｌｐｉｎｅ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图６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年均（ａ）、生长季（ｂ）、生长季不同时期（ｃ）地表温度的年际变化
以及生长季地表温度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ｄ）

Ｆｉｇ．６　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ＳＴ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ａ），ｉ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ｂ）ａｎｄｉ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ｃ）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ＧＳ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ｎａｌｐｉｎｅ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２．２ 地表温度变化特征

２．２．１ 地表温度季节分布与空间分布

从图５（ａ）可知青藏高原高寒草地１９８２－２００６
年０ｃｍ地温的季节分布特征：地表温度年内变化
呈单峰型，年最高温、最低温分别出现在７月和１
月，１－７月升温较缓，７－１２月降温迅速．图５（ｂ）
为研究区生长季地表温度２５ａ来平均状况的空间
分布：不同站点地温差异显著，高原北部海拔较低

区域地温明显高于周边地区，高原南部、东南部的

河谷地区地温明显偏高．

２．２．２ 地表温度年际变化及趋势

作为气候变暖的响应，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间青藏高
原高寒草地地表温度年均升温幅度很大，递增倾向

率为０．６０℃·（１０ａ）－１（Ｐ＜０．００１），尤其是２０００
年以来，年均地表温度处于持续上升状态，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间均高于多年平均值 ６．１１℃（图
６ａ）．在生长季，地表温度递增倾向率为０．４３℃·
（１０ａ）－１（Ｐ＝０．０１），升温趋势较全年平均地温小
（图６ｂ）．在生长季的不同时期，地表温度的波动上
升存在差异（图６ｃ），从数值上看，生长期的地表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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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大，返青期次之，枯萎期最小．从上升趋势上
看，返青期、生长期和枯萎期地表温度的递增倾向

率分别为０．２５℃·（１０ａ）－１（Ｐ＞０．１）、０．５１℃·
（１０ａ）－１（Ｐ＜０．００１）和 ０．４１℃·（１０ａ）－１（Ｐ＝
０．０１６），即生长期上升趋势最大，达到０．０１的显
著水平，枯萎期上升趋势次之，达到０．０５的显著水
平，返青期上升趋势不明显，没有通过０．１的显著
水平．从波动幅度上看，返青期地表温度波动较
大，在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８年出现异常的高地温，分别
为１５．４８℃和１４．５９℃，在２００１年又出现异常的
低地温（１１．８３℃）；枯萎期波动幅度次之；生长
期波动幅度最小，曲线比较平缓，处于稳定上升

状态．
图６（ｄ）给出了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青藏高原高寒草

地地表温度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站点地

表温度上升显著，空间差异明显，高原北部升温明

显高于南部，从西南向东北升温趋势逐渐变大．结
合图５（ｂ）可知，高原中部和东南部地表温度高的
地区，升温趋势较小，局部呈现降温趋势，与文献

［１２］研究结果一致．
２．３ 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的关系
２．３．１　ＮＤＶＩｍａｘ年际变化影响因子探讨

ＮＤＶＩｍａｘ、地表温度年际变化如此显著，借助

相关分析获得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用以探讨

ＮＤＶＩｍａｘ年际变化主要受制于哪一时期的地表温
度．年均地温、生长季地温、返青期地温、生长期
地温和枯萎期地温分别代表全年（１－１２月）、生长
季（５－１０月）、返青期（５月）、生长期（６－８月）和
枯萎期（９－１０月）的平均地表温度状况．从图７中
可知，ＮＤＶＩｍａｘ与年均地温的相关性显著，呈正相
关的站点多于负相关，且显著水平更高，可推断年

均地表温度的升高有利于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

ＮＤＶＩｍａｘ的增大（图 ７ａ和 ｆ）．ＮＤＶＩｍａｘ与生长季、
返青期、生长期地温的相关性更趋负相关，返青期

负相关尤其明显，成显著负相关的站点较多，共１５
个站点，占２４．５９％（图７ｂ、ｃ和ｄ），这可以从两个
角度分析：一方面，生长季、生长期，尤其返青期

地温的升高，使植物发育速率加快，导致高寒草地

植物的成熟提早，实际生长期缩短，限制了干物质

积累，导致ＮＤＶＩｍａｘ减小
［４６］；另一方面，高寒草地

植被状况变好，削弱太阳辐射对地表层的辐射加热

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草地植物生长期间地表

温度更大程度地升高，这与金会军等
［２１］
的研究结

果相吻合，即在青藏高原暖季植被对地表冷却作用

较大．ＮＤＶＩｍａｘ与枯萎期地温的相关性更趋正相关
（图７ｅ和ｆ），即在高原部分地区ＮＤＶＩｍａｘ的增大可

图７ ＮＤＶＩｍａｘ值与年均地温（ａ）、生长季地温（ｂ）、返青期地温（ｃ）、生长期地温（ｄ）和枯萎期地温（ｅ）
的相关性以及不同时间尺度上ＮＤＶＩｍａｘ值与地表温度相关性统计图（ｆ）

Ｆｉｇ．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ｘｉｍａｌＮＤＶＩａｎｄＧＳ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ａ），ｇｒｏｗ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ｂ），
ｒｅｖｉｖ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ｃ），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ｄ），ｗｉｔｈｅｒ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ａｒｔ（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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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返青期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年际变化（ａ）和相关性空间分布（ｂ）；枯萎期ＮＤＶＩ
与地表温度年际变化（ｃ）和相关性空间分布（ｄ）

Ｆｉｇ．８　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ＤＶＩａｎｄＧＳＴ（ａ）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ｉｎｒｅｖｉｖ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ＤＶＩ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ｎｗｉｔｈｅｒ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

以促进枯萎期地温的升高．
研究区域中有 ７０．４９％的地区（４３个站点）

ＮＤＶＩｍａｘ与不同时期的地表温度呈现不同显著程度
的相关性，其中ＮＤＶＩｍａｘ与年均地温显著相关的站
点明显多于其他时期地温，且相关的显著程度也更

高．由此可知，ＮＤＶＩｍａｘ的年际变化在更大程度上
取决了全年地温的变化，除了在牧草生长期间，植

被与地温相互影响，非生长季地温的变化对

ＮＤＶＩｍａｘ发生年际波动也有一定的贡献．
２．３．２　返青期ＮＤＶＩ与地温关系

在返青期，青藏高原高寒草地 ＮＤＶＩ、地表温
度的年际变化规律相似，二者均无显著上升趋势，

但波动明显．地温为峰值时，ＮＤＶＩ达峰值；反之，
地温为谷值时，ＮＤＶＩ降为谷值．二者呈较显著的
正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４４９１，通过０．０５的显著水
平（图８ａ）．从图８（ｂ）中可知，研究区域中２７．８７％
的地区（１７个站点）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具有不可忽
视的相关关系，主要分布于高原中部、西南部，其

中２４．５９％的地区（１５个站点）为正相关，表明这些
地区返青期地表温度变化可以影响植被返青速率，

地温升高则提高植被返青速率，促使当期 ＮＤＶＩ值
增大，反之亦然．而高原东南部地区二者无显著相
关性．

２．３．３　枯萎期ＮＤＶＩ与地温关系
由图８（ｃ）给出的枯萎期 ＮＤＶＩ、地表温度年

际变化规律可知：二者均波动上升，上升趋势明

显，几乎同步发生变化，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

关系数为０．５０１２，通过０．０１的显著水平．在枯萎
期，青藏高原高寒草地遍布３６．０７％的地区（２２个
站点）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呈正相关关系，空间差异
不明显（图８ｄ）．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相互影响表明：
一方面，地表温度的升高减缓了植被枯萎速率，使

得该期地表能更长时间的保持较大的 ＮＤＶＩ；另一
方面，ＮＤＶＩ的增大意味着植被覆盖状况变好，能
更好的降低近地表风速，减少表土层水分蒸发及向

大气放热的强度，对地表起到保温效果．

３　讨论

植被 ＮＤＶＩ的变化是气候综合因素的影响结
果，前人

［３９，４５］
对草地ＮＤＶＩ与气温、降水气候因子

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青藏高原草地春季 ＮＤＶＩ的
增加是由春季温度上升所致，高寒草地（高寒草甸

和高寒草原）夏季 ＮＤＶＩ的增加是夏季温度和春季
降水共同作用的结果

［３９］；在年际和季节尺度上，植

被生长主要与温度和降水的累积效应有关
［４５］；降

水通过影响土壤水分有效性，进而影响植被生长
［４７］，

温度通过生物地球化学反馈影响养分有效性，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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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不同海拔高度ＮＤＶＩ与地温呈不同相关性（正相关、负相关或无相关性）的站点比重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ｏｒｎ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ＤＶＩ

ａｎｄＧＳ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影响植被生长
［４８］．但是对于地表温度这一因子探

讨的较少，本研究明确了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的相关
关系，不同时间尺度上相互关系不同：ＮＤＶＩｍａｘ与
年均地表温度相关性最强，主要呈正相关，与生长

季、返青期、生长期地温呈负相关关系；在返青期

和枯萎期，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均呈显著正相关（ｒ＝
０．４４９１，Ｐ＝０．０５；ｒ＝０．５０１２，Ｐ＝０．０１）．

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相互关系的空间差异性十分
复杂．高原海拔较低地区，二者无显著相关关系；
高原东部，二者呈显著正相关的地区较多；高原东

北部，二者呈显著负相关；研究区域中部、西南部

地区，ＮＤＶＩｍａｘ与地表温度呈显著负相关，而返青
期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呈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源自于
高原地形、气候、水文环境等的空间差异性，更值

得关注的是植被状况的空间差异性对ＮＤＶＩ与地表
温度相互关系的影响，在此进行讨论．

（１）海拔是重要的地形因素．研究区域内 ６１
个站点分布的海拔范围为１８１４～４８００ｍ，高差约
为３０００ｍ．图９给出了不同海拔高度 ＮＤＶＩ与地
表温度的相关差异，随着海拔升高，ＮＤＶＩ与地表
温度呈显著正或负相关的站点越多．由此可知，海
拔越高，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相互影响越明显．赵玉
萍等

［４９］
在海拔４０００ｍ以上的藏北高原草地生态

系统ＮＤＶＩ与气候因子的相关关系研究中表明，温
度是较降水更显著影响草地ＮＤＶＩ变化的因子．基
于此，笔者认为在研究高海拔地区生态系统植被变

化时，地表温度是一个应引起重视的因子．
（２）研究区植被状况的空间差异显著．已

有
［３４，３９，４５，５０］

的研究结果表明，青藏高原表征植被覆

盖特征的ＮＤＶＩ值从东南向西北地区递减，即由高
原水热组合条件较好的区域向水热组合条件较差的

区域减小，植被覆盖状况逐渐变差；响应气候变

化，高原植被状况主体变好，局部恶化，显著降低

和显著增加面积的比率为０．３１［４４］．本研究对ＮＤＶＩ
空间分布与变化趋势的分析结果与之一致，从东南

向西北，ＮＤＶＩ逐渐降低；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２５ａ间研
究区ＮＤＶＩ值主体增大，局部地区即高原东北部祁
连山、共和盆地，江河源地区以及川西地区 ＮＤＶＩ
值显著减小，植被退化严重．从 ＮＤＶＩｍａｘ与地表温
度相关性的空间分布看，高原西南部植被覆盖差的

地区，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同时高原东北部、江河

源头植被覆盖好，但退化严重的地区，呈显著负相

关关系；而高原东部植被覆盖好且ＮＤＶＩ增大的地
区，呈显著正相关．由此可知，ＮＤＶＩｍａｘ与地表温度
的相关性受植被状况空间差异影响较大，一方面受

制于植被覆盖水平，植被覆盖差，二者为负相关；

另一方面，受制于植被变化状态，植被退化，二者

为负相关．返青期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相互关系的空
间差异表现为高原东南部植被覆盖好的地区二者无

相关性．此外，枯萎期 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相关性的
空间差异不明显．

４　结论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

法对青藏高原高寒草地 ＮＤＶＩ、地表温度在１９８２－
２００６年间的变化规律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５６１期 周 婷等：青藏高原高寒草地植被指数变化与地表温度的相互关系 　



初步探索，得到以下结论：

（１）在１９８２－２００６年间，ＮＤＶＩ和地表温度在
区域水平上均显著波动上升，年均 ＮＤＶＩ、生长季
ＮＤＶＩ、ＮＤＶＩｍａｘ与年均地温、生长季地温上升趋势
分别为 ０．００７（１０ａ）－１、０．０１１（１０ａ）－１、０．００７
（１０ａ）－１与０．６０℃·（１０ａ）－１、０．４３℃·（１０ａ）－１．
ＮＤＶＩｍａｘ整体呈增加趋势，局部地区明显下降；植
被覆盖越好，ＮＤＶＩｍａｘ的增加趋势越小，部分地区
为负增长．地表温度上升显著，从西南向东北增温
趋势逐渐变大，高地温区增温趋势较小，局部呈降

温趋势．
（２）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的相关关系十分复杂，

研究区域７０．４９％的地区 ＮＤＶＩｍａｘ与地表温度显著
相关，与年均地温的相关性最强，多数地区呈正相

关关系．返青期地温与当期 ＮＤＶＩ呈正相关，与当
年ＮＤＶＩｍａｘ呈负相关关系，即返青期地温的上升加
快了植物发育速率，导致草地植物的成熟提早，实

际生长期缩短，限制了干物质积累，导致 ＮＤＶＩｍａｘ
减小．枯萎期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呈正相关．

（３）受海拔、植被状况等影响，ＮＤＶＩ与地表
温度的相互关系空间差异显著．海拔越高，ＮＤＶＩ
与地表温度相互影响越明显．植被覆盖差以及植被
退化严重的地区，ＮＤＶＩｍａｘ与地表温度呈负相关关
系；植被覆盖好的地区，ＮＤＶＩｍａｘ与地表温度主要
呈正相关关系，返青期ＮＤＶＩ与地表温度则无显著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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