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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9年黄土高原 NDVI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归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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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黄土高原 NDVI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利用线性趋势分析、Mann-Kendall 检验、Hurst 指数、残差分析等方

法，分析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 NDVI 的影响。 结果表明:1)黄土高原 2000—2019 年 NDVI 均值为 0. 55，年均增长率为

0. 008 6 / a，年均 NDVI自 2007年开始显著增加( p<0. 01)，植被覆盖率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Hurst 指数表明黄土高原有

63. 41％的面积 NDVI 在未来能持续增长；2)相关分析与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NDVI与气候因子在空间尺度存在依存关系，整
体上降水对 NDVI有正向影响且作用更大；3)残差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气象因素，人类活动是驱动黄土高原 NDVI增加的首

要因素，平均贡献率达到 6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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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tudy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NDVI in the Loess Plateau，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on NDVI were detected using linear trend analysis，Mann-Kendall test，Hurst index，and residual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 average NDVI of the Loess Plateau from 2000 to 2019 was 0. 55，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was
0. 008 6 / a，the average annual NDVI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ince 2007 ( p<0. 01)，and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gradually decreased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The Hurst index indicated that the regions of increasing NDVI trend in the future was 63. 41％.(2)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 that NDVI and climate factors had a dependent relationship on the
spatial scale，and precipitation had a positive and greater effect on NDVI as a whole.(3)Based on the residual analysis，compared with
meteorological factors，human activities were the primary factor driving the increase of NDVI in the Loess Plateau，with an average
contribution rate of 6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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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覆盖是对水量平衡、水文循环过程产生影

响的关键因素之一，研究植被覆盖度变化，对认识生

态环境水沙变化、维持生态环境稳定与水土资源可

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1，2]。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人

类活动不断加剧，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引发一系

列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3]。 黄土高

原地理位置特殊，环境条件多样化，生态环境敏感脆

弱，并且面临自然灾害与人类不合理开发利用等问

题，是我国重点水土保持区域[4，5]。 黄土高原作为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黄土区域，其植被覆盖度在维护

我国生态平衡与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6]。 然而黄

土高原内的植被覆盖区，只有不到 70％的面积能长

期维持改善状态[7，8]。
近半个世纪以来，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气象条

件呈现暖湿化趋势[9]。 气象条件、土地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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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高度和营林措施等因素，在时空尺度对植被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气候因素是影响植物生长的

关键因子[10，11]。 由于黄土高原特殊的地质地貌条

件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其水热条件处于临界状

态，植被覆盖续存问题仍存在争议[12]。 因此，研究

黄土高原区植被覆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对了解植

被发展状况与变化趋势有重要意义。 除气候影响

外，人类活动是驱动植被变化的主要因素。 实施退

耕还林工程后，植被覆盖度上升，能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降低雨水侵蚀，增加地表渗透与抗蚀性，水土保持

等生态保护作用[13，14]。 有研究认为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同时对黄土高原植被产生影响，人类活动是

植被变化的主要原因[15-17]。
准确评价黄土高原植被变化的时空动态及其影

响因素，是评价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实施情况的重

要手段。 本研究以 2000—2019 年 NDVI 数据为基

础，在时空尺度探讨黄土高原全区植被覆盖的变化

趋势，通过 Hurst指数法研究未来变化趋势，利用相

关性分析法和残差分析法分析降水、气温和人类活

动对 NDVI的影响，以期为黄土高原生态评价提供

科学参考依据。

1 数据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黄土高原(100°51′~114°33′E，33°41′~41°16′N)
地处我国西北地区，与黄河流域中部交叠，涉及甘

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青海等七省(自
治区)，面积约 64. 87万 km2。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降

低，属温带大陆性大季风气候，年均温 9 ~ 12 ℃，年
降水量 400~ 800 mm，且自东南向西北递减。 黄土

高原是世界最大的黄土聚集区，地质地貌丰富多变，
自然条件复杂多样，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与荒漠化

问题。
1. 2 数据来源

(1)土地覆被数据:主要来源于 GlobeLand30 全

球地理信息公共产品( http: / / www. globallandcover.
com / )，为中国向联合国提供的首个高科技公共产

品，空间分辨率 30 m。 黄土高原主要植被覆盖类型

为:耕地、林地、草地和灌木。
(2)NDVI数据:所采用的 2000—2018 年 NDVI

遥感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

心(http: / / www.resd(c) cn / )；2019 年 NDVI 遥感数

据来源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https: / / neo. sci. gsf

(c)nas(a)gov / )。
(3)气象数据:本研究所采用的 2000—2015 年

降水、气温遥感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

学与数据中心 ( http: / / www. resd ( c) cn / )；2016—
2019年降水、气温遥感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

学数据中心—黄土高原分中心( http: / / loess. geodat
(a)cn / data / dataresource.html)。
1. 3 分析方法

1. 3. 1  趋势线性分析

采用线性最小二乘回归法，分析逐个象元在

2000—2019年的变化趋势，计算公式如下:

slope ＝ (n ×∑
n

i ＝ 1
NDVIi －∑

n

i ＝ 1
i∑
n

i ＝ 1
NDVIi) /

[n ×∑
n

i ＝ 1
i2 － (∑

n

i ＝ 1
i) 2] (1)

  式中，slope 为每个象元的变化速率或斜率，i为
年份，NDVIi 为第 i 年的 NDVI 值，n 为总年数( n ＝
20)。 若 slope>0，则该象元 20 年间的 NDVI 变化趋

势是增加的，且数值越大，增加趋势愈明显；反之则

表明 NDVI减少；slope ＝ 0 则表示此象元的 NDVI 无
变化。

对线性趋势结果采用 F 检验法进行显著性检

验，根据 F 值将变化趋势划分成:显著变化 ( p <
0. 05)和不显著变化(p>0. 05)。
1. 3. 2  Mann-Kendall趋势检验

采用 Mann-Kendall方法逐像元计算 NDVI 变化

趋势，构造以下序列:

S ＝ ∑
n－1

k ＝ 1
∑
n

j ＝ k＋1
sign(x j － xk)，(k ＝ 2，3，4…，n) (2)

UFk ＝ [Sk － E(Sk)] / Var(Sk) ，(k ＝ 2，3，4，…，n)

(3)

  若 UFk>0，表示序列呈上升趋势；若 UFk <0，表
示序列呈下降趋势；若 | UFk | <1. 96，变化趋势不显

著；若 1. 96< | UFk | < 2. 56，变化趋势显著； | UFk | >
2. 56，变化趋势极显著。
1. 3. 3  未来趋势分析

本研究采用 Hurst 指数预测 NDVI 的未来数据

的变化趋势。 Hurst 指数分为 3 种情况:当 0. 5 <
Hurst<1时，未来变化趋势与过去一致，趋势展示出

持续性；当 Hurst ＝ 0. 5 时，未来变化趋势与过去无

关，变化是随机的；当 0<Hurst<0. 5 时，未来变化趋

势与过去趋势相反，未来变化呈现出反持续性。
1. 3. 4  相关分析与偏相关分析

在分析 2000—2019年各个象元 NDVI 与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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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的相关关系时，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rxy ＝ [∑
n

i ＝ 1
(xi － �x)(yi － �y)] /

( ∑
n

i ＝ 1
(xi － �x) 2 ∑

n

i ＝ 1
(yi － �y) 2 ) (4)

  式中，rxy为年 NDVI 与对应年降水或年气温的
相关系数，n 为总年数( n ＝ 20)， i 为年份，xi 为第 i
年的 NDVI值，yi 为第 i 年的气象要素值，�x、�y 代表

NDVI与气象要素的均值。
在相关系数基础上，进一步推出偏相关公式

计算:
rxy，z ＝ ( rxy － rxz － ryz) / ( 1 － r2xz 1 － r2yz ) (5)

  式中，rxy，z是自变量 z确定后因变量 x 与自变量

y的偏相关系数，采用 T检验法计算显著性。
1. 3. 5  残差分析

残差值是指真实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差值。 通过

剔除 NDVI 变化中气象因素的影响，得到影响植被

变化的人为因素影响。 预测值则是通过 NDVI 与
气象因子的回归分析，再计算预测值和真实值的

差值，即为人为因素对 NDVI变化的影响。 计算公

式如下:
y ＝ ax1 ＋ bx2 ＋ c (6)
ei ＝ NDVIO － NDVIP (7)

  式中，y为 NDVI，x1 和 x2 是代表气温和降水的
自变量，a、b 为斜率，c 为截距。 ei 代表人类活动下
NDVI产生的变化，NDVIO 为原始 NDVI，NDVIP 为预

测的 NDVI。

2 结果与分析

2. 1 NDVI时空变化特征
图 1a为黄土高原从 2000—2019 年 NDVI 年均

值变化趋势呈波动增加，2000—2019 年全区 NDVI
增长率为 0. 008 62 / a。 经 R 语言 Mann-Kendall 检
验(图 1b)，2000—2019 年 NDVI 呈极显著增加( z ＝
4. 769 3， p < 0. 01 )，并在 2007 年 时 发 生 突 变。
2000—2007 年，植被覆盖度变化较为平缓；2007—
2019年，NDVI增长趋势显著提升。

(a)

(b)

图 1 2000—2019年黄土高原年均 NDVI变化趋势与

Mann-Kendall检验

Fig.1 Change trend and Mann-Kendall test of annual average
NDVI in Loess Plateau from 2000 to 2019

如图 2a 所示，黄土高原 2000—2019 年 NDVI
平均值为 0. 55，总体表现为轻度荒漠化。 黄土高原

NDVI 从西北向东南递增趋势，与降水变化贴合。
东南部 NDVI较高，该地区主要植被类型为乔木灌

木，植被长势较好；西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区 NDVI 偏
低，该地为沙地与农灌生态区，植被稀疏。

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法分析各象元 NDVI 随时间

变化的趋势，研究黄土高原 NDVI 变化幅度与空间

分布情况，结果如图 2b 所示，黄土高原全区平均

NDVI 线性递增速率为 0. 008 6 / a。 黄土高原有

85. 76％的区域的 NDVI 变化斜率 slope 集中在 0 ~
0. 02；中部的丘陵与高塬沟壑区斜率较高，表明此处

NDVI增加较快；西北地区 NDVI 变化斜率低，甚至

有负值出现，表明沙地区域 NDVI 增幅较慢。 逐像

元对 slope 进行显著性检验，由图 2c 可见，有
78. 70％的区域 NDVI 变化显著，其中有 97. 27％是

由 slope> 0 的像元组成。 结合 slope 变化，2000—
2019年，黄土高原内有 76. 55％的面积 NDVI显著增

加(图 2d)。 NDVI显著增加的区域集中在黄土高原

中部，向北部、东南和西南蔓延，而在黄土高原西北

和东南边缘呈现植被退化趋势。

(a)NDVI平均值 (b)NDVI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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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变化率显著性 (d)NDVI显著增加分布

图 2 2000—2019年黄土高原 NDVI平均值、NDVI变化率、
变化率显著性与 NDVI显著增加分布图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ean NDVI，change rate
of NDVI，significance of change rate and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NDVI in Loess Plateau from

2000 to 2019

2000—2019年多年平均 NDVI < 10％和 10％ ~
30％的强烈和中度荒漠化面积比例分别为 0. 15％和

13. 54％，集中分布在黄土高原沙土区的西北部边

缘；NDVI在 30％~50％的中度荒漠化地区集中分布

在黄土高原中部，贯穿丘陵沟壑区和高塬沟壑区，面
积占比 25. 45％；NDVI在 30％~50％和>70％的轻度

荒漠化和非荒漠化区占据黄土高原东部与南部(面
积占比:36. 64％、24. 21％)，占据了山区河谷区与近

半的丘陵区。
2. 2 NDVI未来变化趋势

黄土高原 NDVI 的 Hurst 指数变化范围在

0. 11~0. 95，平均值为 0. 48；有 63. 41％的面积 Hurst
指数在 0 ~ 0. 5，有 36. 59％的面积 Hurst 指数在

0. 5~1(图 3)。 基于研究区的 Hurst指数实际情况，

图 3 黄土高原 NDVI可持续性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DVI persistent in the
Loess Plateau in multi-years

黄土高原大部分区域的 NDVI 呈现反持续发展状

态，反向特征强于同向特征。 从空间分布来看，ND-
VI呈持续性发展的区域集中分布在中部、河谷平原

区域和沙漠区东部等地，与黄河相近，未来植被可能

持续改善。 反持续发展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北部的黄

土丘陵沟壑区和黄土高原沟壑区的，未来植被有可

能退化。
2. 3 NDVI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2000—2019年黄土高原 NDVI 与年均降水、气
温相关性分布如图 4 所示:黄土高原全区 NDVI 与
年均降水相关系数在－0. 83~0. 91，平均相关系数为

0. 15，有 10. 94％的面积通过显著性检验。 呈正相

关的区域面积为 71. 57％，主要分布在西北干旱

区、半干旱，该地区为高山河谷区，多为林地分布

区；有 28. 43％的面积呈负相关，集中分布在东南

半湿润地带。

(a)NDVI与年均降水

相关系数 r
(b)NDVI与年均降水

相关性

(c)NDVI与年均气温

相关系数 r
(d)NDVI与年均气温

相关性

图 4 2000—2019年黄土高原 NDVI与年均降水、
年均气温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检验

Fig.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rrelation and significances
between NDVI and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temperature

in the Loess Plateau from 2000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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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 NDVI与年均气温相关系数在－0. 93~
0. 96，平均相关系数为 0. 20，有 10. 04％的面积通过

显著性检验。 呈正相关的区域面积为 83. 32％，有
16. 68％的面积呈负相关，零散分布在北部、西南和

东南部。
采用偏相关进一步分析降水和气温对植被的单

独作用。 根据图 5 可知，黄土高原 NDVI 与年均降

水的偏相关系数在－0. 76 ~ 0. 91，平均值为 0. 21；呈
正相关的区域占总面积的 80. 29％，集中分布在西

北干旱区、半干旱区。 黄土高原 NDVI 与年均气温

的偏相关系数在－0. 94 ~ 0. 97，平均值为 0. 24；呈正

相关的区域占总面积的 86. 75％，零散分布在区域

北部、中部。

(a)NDVI与年均降水的

偏相关系数 r
(b)NDVI与年均降水的

相关性

(c)NDVI与年均气温的

偏相关系数 r
(d)NDVI与年均气温的

相关性

图 5 2000—2019年黄土高原 NDVI与年均降水、
年均气温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检验

Fig.5 The multipl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rrelation and
significances between NDVI and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temperature in the Loess Plateau from 2000 to 2019

2. 4 NDVI对人类活动的响应

由图 6可知，黄土高原 NDVI 残差值的变化范

围在－0. 034~0. 040，平均值为 0. 006，残差为正值的

区域占总面积的 92. 97％，黄土高原残差整体上呈

上升趋势，说明人类活动对植被恢复有积极影响。
NDVI残差增加区域集中在陕西、甘肃，是实施退耕

还林工程的重点区域；而在东南部的平原区(河南

省、陕西省南部)，因人口集中、经济发展较快，从而

导致该地区的 NDVI下降。

图 6 黄土高原 NDVI残差变化趋势空间分布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DVI residuals in the
Loess Plateau

针对各栅格 NDVI 历年变化情况，区分其气候

变化与人类活动贡献度，如图 7 所示。 气候变化贡

献度 均 值 为 6. 91％， 人 类 活 动 贡 献 度 均 值 为

66. 78％，这说明由于退耕还林等工程带来了显著的

植被恢复效益。 其中，在黄土高原的高原沟壑区域，
人类活动的贡献度最高(80％ ~ 90％)；而在西北部

沙地的宁夏与内蒙古部分城市，由于环境极端干旱，
气候是影响当地 NDVI 的首要因素。 总体上，与气

候变化相比，人类活动对 NDVI 的影响尤为明显，表
明退耕还林 /还草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植被状态。

(a)气象因素 (b)人类活动

图 7 黄土高原 NDVI变化气象因素与人类活动贡献占比

Fig.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ntribution ratio of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human activities to NDVI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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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植被变化受到人类活动、气候条件与地形地貌

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不同地理条件会导致水热条件

空间分布不均，进而造成 NDVI 时空差异[18]。 黄土

高原 NDVI 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逐渐下降的空间格

局，NDVI高值在东南部的土石山区与河谷平原分

布较广；随着纬度上升，在黄土丘陵沟壑、高塬沟壑

北部及高纬度沙漠地区为 NDVI 低值分布区。 分析

其原因为:东南部水热条件较好，降水相对充足，主
要植被类型为乔木林、灌丛与草丛，因此有较高的

NDVI[19，20]。 而黄土高原西北部地处内陆腹地，东南

季风带来的暖湿气流难以到达，降水少、气温低，气
候严寒且干旱，多为草原、草甸与稀疏植被，因此该

地区 NDVI较低[21]。
NDVI变化率分析结果显示:集中在黄土高原

中部的丘陵沟壑区与高塬沟壑区虽然 NDVI 初始值

虽不高，但增长速率较快[22]。 这些地区多为旱地，
初期植被覆盖度低，也是退耕还林工程的主要实施

地，因此该地植被覆盖率变化剧烈，NDVI 增长幅

度大[23] 。 此外，丘陵地区人口密度小、活动干扰

小，有助于植被恢复工作持续进行[24，25] 。 而在城

市化进程加快的部分关中地区、豫西地区，由于人

类活动频繁甚至加剧，导致当地植被退化，NDVI
下降[26，27] 。

分析 2000—2019 年黄土高原 NDVI 时空变化

特征及其对气候条件的响应，发现 NDVI 与降水条

件正向相关明显，而温度对植被的影响更加复杂。
分析原因如下:1)处于干旱 /半干旱区的黄土高原

对气候变化尤为敏感，降水量与植被生长之间存在

空间异质性，降水量直接影响植被长势[28]。 降水能

补充土壤水分，加快植物生理生化活动，促进长

势[29]。 黄土高原地区 NDVI 与降水条件分布格局

表现类似趋势。 黄土高原干旱缺水，土壤侵蚀问题

严峻，保水性能差且含水量低，植物依靠降水来补充

水分，降水是该地植被生长与分布的关键因素[22]。
2)温度是影响植被覆盖的限制因子。 在干旱 /半干

旱地区温度升高会加快植被蒸腾，导致蒸散发增加，
土壤干化快、土壤水分减少，从而抑制植被生长[30]。
随着全球变暖，黄土高原暖干化趋势加剧，干旱频发

下不利于当地植被恢复[31]。 总体上，黄土高原全区

NDVI处于增加趋势。 与降水量总体上呈正相关，
相较于气温，降水对 NDVI的影响大于温度的影响。

分析气候与人类活动对 NDVI 的贡献比例，得

到结果表明:2000—2019年，黄土高原 NDVI显著上

升，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是改变黄土高原

NDVI的主要因素，自 1999 年以来大规模实施退耕

还林、还草工程等生态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32]。 大

量研究结果表明:大型生态工程对植被生长与恢复

有积极作用，2000—2015 年，伴随退耕还林还草工

作实施，黄土高原内大量坡耕地转换为草地，草地面

积约增加 1. 4×104 km2[33]。 有研究表明在实施退耕

还林工程后，黄河中游主要流域，如:汾河流域、渭河

流域与黄土高原河龙区间 NDVI 显著增加 ( p <
0. 05) [34]。 在退耕还林 /还草政策支持下，黄土高原

植被状况整体好转，生态环境逐年改善。 此外，伴随

经济发展加快、农村人口外流，弃耕地不断增加，也
有助于植被自然恢复[35]。

4 结论

本文选取 2000—2019 年黄土高原 NDVI 遥感

影像，分析了退耕还林后黄土高原植被恢复的时空

变化以及对气象 /人类活动的响应。 1)退耕还林工

程实施后，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有明显改善，中度 /
重度荒漠区显著减少，轻度 /非荒漠化区显著增加。
2000—2019年全区年均 NDVI 平均值为 0. 55，年均

增长速率为 0. 008 6 / a，全区有 90. 05％的面积其

NDVI 为增加状态，Hurst 指数结果表明黄土高原

NDVI持续增加的面积有 63. 41％。 黄土高原东南

部 NDVI与增长速率高于西北部，西北部多为沙漠

荒地、气候寒冷干旱，条件不适宜植被生长；东南部

多山区平原，适宜林木生长，有利于开展退耕还林工

程。 2)2000—2019年黄土高原全区 NDVI 与降水、
温度存在相关关系。 处于旱区 /半干旱区黄土高原，
水资源是植被生长的亟需条件，降水量直接影响植

被长势，与全区 NDVI 整体呈正相关且影响更大。
与气象相比，人类活动是改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

主要因素，一系列生态恢复措施有效改善了该地区

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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