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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干旱的频率、持续时间以及发生范围都越来越严重，探索植被光合对干旱的
响应以及气象因子对植被光合的影响对于人们如何应对干旱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遥感的日光诱导叶绿素荧
光( SIF) 具有对干旱条件下区域植被光合作用进行早期监测和准确评估的潜力。本研究基于星载 SIF 和标
准化降水蒸散发指数( SPEI) 研究了黄土高原地区 2001—2017 年生长季内( 4—10 月) 植被光合作用对干旱
的响应关系及其受气象因子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 黄土高原地区植被生长季内 SIF 与 SPEI 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的区域占比为 87．8%，其中，半干旱地区植被光合对干旱的响应较敏感，半湿润地区敏感性较低。不
同类型植被光合对干旱的响应存在差异，草地对干旱响应的敏感性最高，响应最强的 SPEI 时间尺度为 3 ～ 4
个月; 林地的敏感性最低，SPEI 时间尺度为 3～10 个月。气象因子与 SIF 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温度和
降雨是影响黄土高原植被光合的重要影响因子，光合有效辐射的影响模式与温度相似。黄土高原地区生长
季内不同的气候和植被类型条件下，植被光合所受干旱及各气象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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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limate change，the frequency，duration and scope of drought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Exploring the responses of plant photosynthesis to drought and the impacts of meteorological
factors on photosynthes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aling with drought stress． Solar-induced chlorophyll fluores-
cence ( SIF)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has the potential for early monitoring and accurate assessment of regional vege-
tation photosynthesis under drought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spaceborne SIF information and the standardized pre-
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 ( SPEI) ，we investigated the responses of vegetation photosynthesis to drought
and the influence of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the growing season ( April to October) of the Loess Plateau during
2001－201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bout 87．8% of total areas of the Loess Plateau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
lation between SIF and SPEI． Vegetation photosynthesis in semi-arid area was more sensitive to drought and less
sensitive in semi-humid area．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had different photosynthetic responses to drought． Grassland
had the highest sensitivity to drought with three to four months SPEI time-scale，while forest had the lowest sens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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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y with three to ten months SPEI time-scal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SI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vegetation photosynthesis on the Loess
Plateau． Photosynthetically active radiation showed a similar controlling strength to temperature． The impacts of
drought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on vegetation photosynthesis were largely determined by differences in drought
resistance among ecosystem types and climate regions．
Key words: solar-induce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 meteoro-
logical drought; vegetation photosynthesis; Loess Plateau．

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全球范围内极端气候事件

发生频率呈显著增加趋势，对农业生产、水资源、生
态系统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
干旱作为一种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强且不易被及时

监测的极端气候事件，已经得到广大学者们的广泛

关注。干旱的发生是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众多学者

对不同区域的干旱过程及其影响进行研究表明，长

期持续的干旱事件会影响陆地生态平衡、降低生态

系统的植被生产力、影响农业生产和减少物种多样

性等［2］。中国的干旱和半干旱气候类型主要集中

在北方，西北地区以干旱气候类型为主［3］。黄土高

原位于西北地区中部，幅员辽阔，耕地充足，光热资

源丰富，是半湿润气候区向半干旱、干旱气候区过渡

的区域，有着较大的生产潜力，是中国北方主要的旱

作农业区，在中国粮食供应中起重要的作用。黄土

高原地理环境复杂，干旱事件频发，自 1999 年“退耕

还林”计划实施以来，土地利用的变化更是显著改

变了黄土高原物质能量平衡［4］，同时可能对该区域

气候及水循环系统产生一定影响［5］，从而使干旱形

势更加复杂。黄土高原是较易受到干旱影响的地

区，该地区的植被对于干旱具有较高的敏感脆弱性，

分析干旱对植被活动的影响对于农业生产、生态环

境恢复、水资源的规划和管理以及评估未来气候变

化对植被生理活动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具有重要意

义［6－8］。
根据干旱发生的条件以及描述干旱的因素不

同，可将干旱分为气象干旱、农业干旱、水文干旱和

社会经济干旱 4 种类型［9］。气象干旱被认为是由于

长期缺乏降水而引起的，通过与干旱相关的气象因

子计算得到的干旱指数能够表现干旱在区域水平的

持续时间、强度和空间范围［10］，如得到广泛使用的

标准化 降 水 蒸 散 发 指 数 (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SPEI) ，它量化了不同的干

旱类型，并能够捕捉温度升高对蒸散发的影响［11］。
基于反射率的植被指数如归一化植被指数( norma-
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NDVI) 、增强植被指

数( 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EVI) 也已经被广泛用

于大规模的干旱监测中，众多学者已基于植被指数

对区域尺度植被的干旱响应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12－14］。虽然这些植被指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监

测植被长势，但作为植被“绿度”的代表，植被指数

与植被光合作用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无法量化干旱

胁迫等条件下植被总生产力 ( gross primary produc-
tivity，GPP) 的减少，无法反映出由于干旱胁迫等引

起的植被光合作用的迅速变化［15－16］，田间试验研究

发现，当植被受到短期严重干旱胁迫时，NDVI 仍保

持较高水平，具有明显的时滞效应［17］。
近年 来，日 光 诱 导 叶 绿 素 荧 光 ( solar-induce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SIF) 的卫星观测为监测区域

尺度植 被 生 长 状 况 和 胁 迫 响 应 提 供 了 一 种 新 途

径［18］。SIF 是植被叶绿素在自然光照条件下吸收短

波辐射后所释放的未被用于植被光合作用的部分能

量，这部分能量以长波( 650～800 nm) 的形式被释放

出去。SIF 作为伴随植被光合作用产生的一种信

号，包含植被生理、生化和代谢特性的信息，能够比

传统的植被指数更加准确地评估实际光合作用的状

态［19－20］。有研究表明，与植被指数相比，在植被受

到胁迫时，SIF 对光合能力变化的响应更强烈、更

快，星载 SIF 观测可以比较准确地表征区域尺度干

旱的发生和发展过程［16，21］。虽然星载 SIF 具有干

旱监测和影响评估的潜力，但基于星载 SIF 研究植

被光合在不同气候条件和植被类型下对干旱的响应

研究还较少，区域植被光合变化如何受到气象因子

的影响也缺乏进一步认识。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代表植被光合作用的指标

SIF 和描述气象干旱发生情况的干旱指数 SPEI，研

究黄土高原地区植被光合作用对干旱的响应机制。
研究目标包括: 1) 确定不同植被 SIF 响应最强的干

旱时期及持续时间; 2) 研究不同植被类型下 SIF 对

气象干旱的响应程度; 3) 研究不同气象因子对黄土

高原植被 SIF 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气象干

旱对黄土高原地区不同生态系统的影响，加深对黄

土高原地区生态系统与气候相互作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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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域概况

黄土高 原 位 于 中 国 北 部 ( 33° 43'—41° 16' N，

100°54'—114°33' E) ，是世界上分布最集中且面积

最大的黄土堆积区，总面积约 64 万 km2，东西长约

1300 km，南北宽约 800 km，包括太行山东麓以西、
日月山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

青海省东北部，甘肃省中部和东部地区，陕西省渭河

平原以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

高原，河南省西北部，山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全

部。该地区年降水量 50 ～ 700 mm，且分配不均，年

均气温 0～13 ℃［22］。根据水分条件，黄土高原可分

为半干旱、干旱和半湿润 3 个气候区( 图 1) ，数据来

源于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 http: / /www．resdc．cn / ) 。
为研究植被光合对干旱的响应情况，本研究选取该

地区适于植被生长的 4—10 月作为植被生长季。
1. 2 数据来源

OCO-2 是由美国航空航天局 ( NASA ) 于 2014
年发射的用于探测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卫星，该卫

星探测器在 O2-A 波段( 757～775 nm) 的光谱分辨率

较高，能够在 758．8 和 770．1 nm 处反演 SIF 信息，同

时能够提供更高空间分辨率的地面观测 ( 1．3 km×
2．25 km) 数据［23］。然而 OCO-2 原始 SIF 数据在空

间上是不连续的，不适用于区域尺度的研究。本研

究使用通过 OCO-2 SIF 数据得到的全球更高空间分

辨率( 0．05°) 的 SIF 数据集 GOSIF，该数据集是基于

OCO-2 离散 SIF 数据、MODIS 数据以及 MERRA-2
气象数据，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产生的［24］。GOSIF
与站点 GPP 观测数据显著相关( R2 = 0．73) ，该数据

集已被用于评估全球 GPP 的变化［25］。本研究使

用2001—2017年的月尺度GOSIF数据集 ( http : / /

图 1 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及气候分区图
Fig．1 Land use types and climatic zoning map of the study area．
Ⅰ: 半干旱区 Semi-arid region; Ⅱ: 干旱区 Arid region; Ⅲ: 半湿润
区 Sub-humid region． a ) 耕 地 Cropland; b ) 林 地 Forest; c ) 草 地
Grassland; d) 水域 Water; e) 建筑用地 Construction; f) 荒漠 Desert;
g) 气象站点 Weather station．

globalecology．unh．edu) 。
本研究中的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资源环境数据

云平台( http: / /www．resdc．cn / ) ，该数据是基于美国

陆地卫星 LandSat TM 影像，通过人工目视解译生

成，空间分辨率为 1 km，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

域、建筑用地和荒漠 6 种类型( 图 1) ，该数据具有较

高的准确度，已得到广泛应用［13，26］。
本研究中的气象数据 ( 降雨、温度、日照时数、

相对湿度及风速等) 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 ( http: / /
data．cma．cn / ) 。本研究选取黄土高原 242 个气象站

点( 图 1) ，计算 2001—2017 年每个站点的降雨、温

度、日照时数、相对湿度及风速的月值，为了与 SIF
数据匹配，将其插值为 0．05°空间栅格数据。

本研究中的光合有效辐射 ( PAR) 数据集来自

NASA 云与地球辐射能量系统( CERES) ，空间分辨

率为 1°。CERES 数据集提供长时间序列连续的全

球辐射通量，以评估全球陆地辐射变化。本研究使

用的 PAR 数据是由全天空条件下的 PAR 直接辐射

和散射辐射求和得到，并将其空间分辨率统一至

0．05°。
1. 3 干旱指数计算

SPEI 基于水量平衡原理，同时又可表征不同时

间尺度的干旱特征。本研究分别计算 12 个月的

SPEI，以评估植被光合对不同持续时间水分亏缺的

反应［12，26］。水分亏缺( Di ) 情况的计算公式如下:

Di =Pi－PETi ( i= 1，2，…，12) ( 1)

式中: Pi 为月降水量 ( mm ) ; PETi 为月潜在蒸散量

( mm) 。
本研究采用 FAO56 Penman-Monteith 公式来计

算潜在蒸散发量( ET0 ) ，计算公式如下:

ET0 =
0．408Δ( Rn－G)

Δ+γ( 1+0．34U2 )
+
γ

900
Tave +273

U2( es －ea )

Δ+γ( 1+0．34U2 )

( 2)

式中: Δ为饱和水汽压与温度关系曲线在某处的斜率

( kPa·℃－1) ; Rn 为输入冠层净辐射量 ( MJ·m－2·
d－1 ) ; G 为土壤热通量( MJ·m－2·d－1 ) ; γ 为湿度常

数( kPa·℃－1 ) ; U2为 2 m 处风速( m·s－1 ) ; es 和 ea
分别为饱和水汽压和实际水汽压( kPa) ; Tave 为 2 m
处平均气温。

将计算得到的 Di 序列采用 log-logistics 概率分

布函数进行拟合，从而得到 SPEI［27］。随后按照计

算所得 SPEI 值进行干旱等级分类(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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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 SPEI 的干旱分级
Table 1 Drought grade based on SPEI

SPEI 干旱等级
Drought grade

≤－2．00 极端干旱
－2．00～ －1．50 严重干旱
－1．50～ －1．00 中度干旱
－1．00～ －0．50 轻微干旱

≥－0．50 正常

SPEI=W－
C0+C1W+C2W

2

1+d1W+d2W
2+d3W

3 ( 3)

当累积概率 P≤0． 5 时，参数 W = －2ln■ P ; 当

累 积概 率 P ＞ 0． 5 时，参 数 W = －2ln( 1－P■ ) C0 =
2．515517，C1 = 0． 802853，C2 = 0． 010328，d1 =
1．432788，d2 = 0．189269，d3 = 0．001308。
1. 4 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最大相关系数法来描述植被光合对

气象干旱的响应时间和响应程度。采用相关分析法

分析 SIF 与光合有效辐射、温度和降水等气象因子

之间的相关关系。本研究结果均通过 R 语言进行

计算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植被光合对干旱响应的空间分布

在黄 土 高 原 地 区 生 长 季 ( 4—10 月 ) ，超 过

87．8%的区域内 SIF 与 SPEI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图

2a) ，其中，干旱对植被光合影响程度较大的区域主

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北部及西北部地区，SIF 与 SPEI
最大相关系数在 0．4～0．6; 东部的影响程度较低，SIF
与 SPEI 最大相关系数在 0．2 ～ 0．4; SIF 与 SPEI 呈显

著负相关的区域很少，仅占黄土高原面积的 1．3%，

主要分布在西部及南部地区。SIF 与 SPEI 相关性

不显著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南部及东部地区。不同月

份 SIF 与 SPEI 最大相关系数空间分布差异很大( 图

3) : 生长季前期 ( 4 月) ，SIF 与 SPEI 呈显著正相关

的面积占比为 49．9%，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北部地

区，其他区域植被光合对干旱的响应不明显; 生长季

中期( 5—7 月) ，SIF 与 SPEI 呈显著正相关的面积

有所增加，分别占总面积的 60．5%、67．5%和 70．8%，

该时段黄土高原植被光合受干旱影响较大; 生长季

后期( 8—10 月) ，SIF 与 SPEI 呈显著正相关的面积

有所减少，面积占比分别为 33．5%、40．8%和 39．8%，

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地区，该时期植被光合受干旱的

影响作用减弱。

图 2 黄土高原植被生长季内 SIF 与 SPEI 的最大相关系数
( a) 及 SPEI 时间尺度( b) 的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maximum correlation coeffi-
cient between SIF and SPEI ( a) and SPEI time-scale ( b) in
vegetation growing season of the Loess Plateau．

不同气候分区 SIF 与 SPEI 相关性差异较大( 图

4a) 。黄土高原不同气候区内大部分地区生长季内

SIF 与 SPEI 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呈显著负相关性

的区域较少。与其他气候区相比，半干旱地区的相

关系数最大( r= 0．49) ，该区域有 97．7%的植被表现

出显著的正相关性; 干旱地区的相关系数( r = 0．36)

与半湿润地区( r= 0．34) 差异不明显，但半湿润地区

的 SIF 与 SPEI 显著正相关比例 ( 84．5%) 大于干旱

地区( 75．8%) ，表明在黄土高原地区，半湿润区的植

被光合对干旱的响应程度强于干旱地区，而半干旱

地区的植被光合对干旱的响应程度最大。不同类型

植被光合对干旱的响应也存在显著差异 ( 图 4b) 。
耕地和林地的 SIF 与 SPEI 相关系数较低，最大相关

系数分别为 0．28 和 0．19; 草地和荒漠植被的 SIF 与

SPEI 的相关系数较高，最大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0．40
和 0．45。林地、草地、耕地和荒漠植被 SIF 与 SPEI
呈显著正相关的面积占比分别为 53． 4%、91． 3%、
83．2%、81．4%，表明草地是对干旱响应程度最大的

植被类型，林地的响应最弱。
2. 2 植被光合对干旱响应的 SPEI 时间尺度的空间

分布

黄土高原地区植被光合主要受短、中期干旱影

响，但空间分布差异较大，SPEI 时间尺度在空间上

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延长的趋势( 图 2b) 。在黄土高

原 植被生长季内，64．0%的植被SIF与1 ～ 6个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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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黄土高原植被生长季内各月 SIF 与 SPEI 的最大相关系数的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maximum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SIF and SPEI in each month of vegetation growing season in
the Loess Plateau．

间尺度的 SPEI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主要分布在中

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表明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生

长季内植被光合活动主要受短、中期干旱的影响。
植被光合对中、长期干旱( 6 ～ 12 个月尺度 SPEI) 的

响应 主 要 分 布 在 西 南 部 及 南 部 地 区，面 积 约 占

29．9%。
不同月份植被光合对干旱响应的 SPEI 时间尺

度也存在差异( 图 5) 。在生长季前期( 4 月) ，植被

SIF 主要与 1～4 个月时间尺度的 SPEI 显著相关，面

积占比 36．4%，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北部。5 月，黄

土高原西部和南部地区 SPEI 时间尺度有所延长，12
个月时间尺度的 SPEI 与 SIF 显著相关面积占比为

20．6%，植被 SIF 主要与 6～12 个月时间尺度的 SPEI
显著相关，面积占 30．2%。6 月，植被 SIF 主要与 3～
7 个月尺度的 SPEI 显著相关，面积占比 52．4%，主

要分布在西南部地区，植被对短期干旱的响应主要

分布在北部。7 月，大部分地区 ( 面积占比49．0%)

植被 SIF 主要与 6～12 个月尺度的 SPEI 显著相关。
在黄土高原生长季中期( 5—7 月) ，植被光合主要受

中、长期干旱的影响; 在生长季后期 ( 8—10 月 ) ，

SPEI 时间尺度主要集中在 3 ～ 8 个月，面积占比分

别为 30．0%( 8 月) 、29．0% ( 9 月) 和 35．7% ( 10 月) ，

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植被生长季前期黄

土高原地区植被光合主要受短期干旱影响，生长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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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黄土高原 SIF 与 SPEI 的最大相关系数在不同气候区
( a) 和不同植被类型( b) 条件下的变化
Fig．4 Variation of maximum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SIF
and SPEI in different climate zones ( a) and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 b) in the Loess Plateau．

中后期主要受中长期干旱的影响。
不同气候分区植被光合对干旱响应的 SPEI 时

间尺度存在差异 ( 图 6a) 。在黄土高原地区，SPEI
时间尺度从湿润地区向干旱地区递减，其中，半干旱

地区的 SPEI 时间尺度最短( 3 ～ 4 个月) ，半湿润地

区最长( 4 ～ 10 个月 ) ，干旱地区与半干旱地区的

SPEI 时间尺度差异不显著。不同类型植被光合受

干旱影响的时间尺度也不同( 图 6b) ，其中，林地的

SPEI 时间尺度 ( 3 ～ 10 个月) 较长，耕地 ( 3 ～ 5 个

月) 、荒漠植被( 1～4 个月) 和草地( 3～4 个月) 较短，

进一步说明林地抵抗干旱胁迫的能力较强，草地

较弱。
2. 3 气象因子对植被光合的影响

由图 7 可以看出，SIF 与光合有效辐射在黄土

高原大部分地区( 72．8%) 呈显著正相关，主要分布

在黄土高原南部的半湿润地区，两者呈显著负相关

关系的面积很少，仅占黄土高原面积的 2．0%，主要

分布在较为干旱的北部地区。温度与黄土高原植被

SIF 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的面积占比达到 98．9%。
温度是影响黄土高原植被光合活动最大的气象因

素，半干旱地区 SIF 与温度的相关性最强，且半湿润

地区温度对植被 SIF 的影响作用强于干旱地区( 图

8a) 。降雨对黄土高原植被光合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正

向调节，99．2%的地区 SIF 和降雨呈显著正相关。总

体上，降雨对黄土高原植被光合的影响作用随着干旱

程度的增加而增强，在干旱地区的影响作用最大。
黄土高原地区的林地、草地、耕地和荒漠植被 SIF

分别均与温度和降雨呈显著正相关，林地、草地和耕

地 SIF 均与光合有效辐射呈显著正相关，荒漠植被

SIF 与光合有效辐射主要呈显著负相关。温度在林

地、草地和耕地对植被活动的影响强于光合有效辐射

和降雨，对于荒漠植被，降雨的影响最大。温度是影

响黄土高原植被光合活动的主要气象因子，对于林地

光合有效辐射的影响作用大于降雨，而在其他生态系

统中，降雨的影响作用大于光合有效辐射，尤其对于

荒漠植被，降雨的影响尤为明显( 图 8b) 。

3 讨 论

叶绿素在吸收光能后消耗能量的途径有 3 种:

1) 用于光合作用; 2) 热耗散; 3) 以长波的形式向

外发射荧光，SIF 是伴随植被光合作用而产生的一

种信号，包含有植被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和环境影

响因子等与植被光合作用相关的信息［28－29］。越来

越多的研究表明，SIF 是监测不同尺度陆地生态系

统光合作用的有效工具［29－31］。本研究利用 SIF 表

征黄土高原植被光合作用，研究气象干旱对黄土高

原植被的影响，利用 SIF 与 SPEI 之间的最大相关系

数表征植被光合对干旱响应的程度，相应的 SPEI 时

间尺度反映了植被抵抗干旱胁迫的能力。SIF 与

SPEI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呈显著正相关，表明星载

SIF 具有评估区域尺度干旱胁迫对陆地生态系统光

合作用的潜力［21，32］。本研究发现，在黄土高原地

区，林地抵抗干旱胁迫的能力最强，耕地次之，草地

和荒漠植被最弱，这与 Xu 等［26］的研究结果类似。
有研究发现，林地对干旱响应的滞后时间可达到 4
年，而草地的最大滞后时间仅为 1 年［33］。林地根系

较发达，能在干旱条件下利用深层土壤中储存的水

分，从而缓解干旱带来的影响［34］。此外，深层土壤

水分随降水量变化也存在一定滞后性，这也会导致

林地对干旱的响应时间延长［35］。植被光合对干旱

的响应也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从而影响 SIF 与

SPEI 的相关关系。例如，在黄土高原的灌溉农业

区，高效的作物田间管理措施和灌溉技术能够提高

作物的水分利用效率［36］，从而提高作物抵抗干旱胁

迫的能力。浅根草通常从土壤上层吸收水分，因此

对降雨的变化反应敏感［37］，同时，草本植物木质部

系统储存水碳能力较低，导致其抵抗干旱胁迫的能

力较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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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黄土高原植被生长季内各月最大相关系数对应的 SPEI 时间尺度的空间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PEI time-scale corresponding to the maximu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each month of vegetation
growing season in the Loess Plateau．

气候特征不同也可能导致植被光合对干旱响应

的差异( 图 5、图 6) 。本研究发现，黄土高原半干旱

区是植被响应干旱最敏感的区域，这可能与该地区

的水热条件和植被类型的分布有关。黄土高原半干

旱区植被主要由草地和荒漠植被组成，均对干旱响

应较为敏感，同时由于根的深度较浅，其生理活动依

赖于表层土壤水分，而表层土壤水分对降雨动态很

敏感［39］。本研究还发现，干旱地区的植被光合对干

旱的响应程度不如半湿润地区，半湿润地区 SIF 与

SPEI 显著正相关面积占 84． 5%，大于干旱地区的

75．8%。此外，黄土高原地区植被光合对干旱的响

应存在明显滞后效应( 图 2) ，其中，北部半干旱区主

要受短期干旱的影响，而南部半湿润区主要受长期

干旱的影响，这与半干旱区植被对干旱的响应更敏

感的结果一致。
温度和降雨是影响黄土高原地区植被光合的重

要影响因子。水分在很大程度上调节了植被的光合

活动，随着干旱程度的增加，温度和水分的影响逐渐

增强，而光合有效辐射的 影 响 逐 渐 减 弱，这 与 Li
等［40］的研究结果一致。在气候变化条件下，干旱的

频率、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预计将在 21 世纪持续增

加，干旱胁迫会降低土地碳汇，影响植被的正常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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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黄土高原 SPEI 时间尺度在不同气候区 ( a) 和不同植
被类型( b) 下的变化
Fig．6 Variations of SPEI time-scale in different climattic zones
( a) and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 b) in the Loess Plateau．

图 7 黄土高原光合有效辐射( PAR) 、温度( T) 、降雨( P) 与
SIF 相关系数的空间分布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 r )
between phtosyntically active radiation ( PAR ) ， temperature
( T) ，precipitation ( P) and SIF in the Loess Plateau．

图 8 黄土高原气象因子与 SIF 的相关系数在不同气候区
( a) 和不同植被类型( b) 的变化
Fig．8 Variation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meteorologi-
cal factors and SIF in different climatic zones ( a) and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 b) in the Loess Plateau．

活动，因此，更好地理解生态系统对干旱胁迫的响应

对于预测碳水循坏和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本研究基于站点计算的 SPEI 进行空间插值来

分析区域尺度 SIF 与 SPEI 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

会产生一定误差和不确定性，但随着插值方法的改

进以及更高分辨率干旱指数遥感产品的开发，能够

为区域尺度的干旱研究提供更准确的数据支持，从

而降低研究结果的误差和不确定性。同时，本研究

在分析植被光合作用对干旱的响应以及气象因子对

植被光合作用的影响时，使用的 GOSIF 数据是基于

OCO-2 SIF 观测数据、MODIS 数据以及 MERRA-2 气

象数据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得到的 SIF 产品数据，而

不是直接的 SIF 观测数据，因此，GOSIF 产品数据存

在一定的内在不确定因素，而且植被光合等生理过

程对水热条件变化的响应会随着植被物候期的变化

有所差异［41］，导致在分析 SIF 与 SPEI 的关系时也

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未来

更高分辨率和更长时间序列的 SIF 观测数据 ( 如

TROPOMI、TanSat 等) 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区域尺

度植被光合对干旱的响应以及环境因子的影响，从

而提高对生态系统功能调节和对气候变化响应的

认识。

4 结 论

本研究 基 于 高 分 辨 率 日 光 诱 导 叶 绿 素 荧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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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IF 遥感数据和干旱指数 SPEI 研究了黄土高原

地区植被光合对气象干旱的响应，利用 SIF-SPEI 最

大相关系数以及对应的 SPEI 时间尺度来反映黄土

高原不同类型植被光合对干旱的响应和抵抗能力。
结果表明，气象干旱对植被光合活动的影响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生态系统类型的差异，林地抵抗干旱

胁迫的能力较强，草地对干旱的响应较敏感。干旱

会对黄土高原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区产生较大影响。
通过分析植被光合与各气象因子之间的关系，研究

发现温度和降雨是影响黄土高原植被光合活动的主

要气象因子，特别是在干旱地区，降雨的影响作用更

明显; 光和有效辐射与 SIF 主要呈正相关关系。本

研究展现了以 GOSIF 为代表的 SIF 遥感数据来研究

黄土高原区域尺度植被光合对气象干旱响应关系的

潜力，从而为研究植被光合与气候条件之间的相互

作用、提高区域气象干旱的监测能力提供了新的方

法和途径。由于 GOSIF 数据仍有一定局限性，无法

提供与植被生理活动直接相关的观测数据，进行更

加深入的研究比较困难。未来随着更高分辨率 SIF
遥感数据的出现，有助于对不同生态系统的光合进

行更为详细的分析，从而更好地了解区域尺度植被

生理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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