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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评价多种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ｇｒｏｓ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ＰＰ）和蒸散（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ＥＴ）遥感数据产品，构建了适用于我国秦岭区域的ＧＰＰ和ＥＴ 组合数据集，并计算分析了秦岭区域生态系

统水分利用效率（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ＵＥ）的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不同产品对于不同植被类型

ＧＰＰ和ＥＴ 的估算效果差异较大，其中 ＶＰＭ　ＧＰＰ和ＲＦ　ＧＰＰ这２种ＧＰＰ产品，Ｃｈｉｎａ　ＥＴ 和ＰＭＬ－Ｖ２

ＥＴ 这２种ＥＴ 产品的总体表现较好。秦岭区域的多年平均ＧＰＰｙｅａｒ为１　４８９．９５ｇ　Ｃ／ｍ２，ＥＴｙｅａｒ为５８８．４９

ｍｍ，ＷＵＥｙｅａｒ为２．５６ｇ　Ｃ／ｋｇ　Ｈ２Ｏ，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的变化率为０．１５６ｇ　Ｃ／（ｋｇ　Ｈ２Ｏ·１０ａ）。秦岭区域

ＷＵＥｙｅａｒ总体呈现出不显著的上升趋势（ｐ＞０．０５）；秦岭区域不同植被覆盖下的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数值差异

不大，但 ＷＵＥｙｅａｒ的变化趋势略有不同，部分植被类型呈现上升趋势，而其他植被类型呈现下降趋势；多年

平均逐月 ＷＵＥｍｏｎｔｈ变化多呈现较为明显的“双峰”模式。研究结果为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水碳关系研究中获

取和选择数据提供了依据和途径，加深了对秦岭区域生态系统 ＷＵＥ时空变化规律的认识，从而为研究气

候变化对秦岭地区生态系统的影响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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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岭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东部重要的南北气
候分界线，即亚热带和暖温带分界线，是研究全球气
候变化与区域适应的优势地域，也是新时期全球气候
变化研究的典型区域［１］。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ＵＥ）指生态系统每消耗单位
质量的水所固定的干物质的量，是深入理解生态系统
水、碳循环耦合关系的重要指标［２］。生态系统水分利
用效率可被定义为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ｇｒｏｓ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ＰＰ）与总蒸散量（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
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ＥＴ）的比值［３］。探究秦岭生态系统水分利
用效率对于研究秦岭区域碳水关系及其对气候变化
的响应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ＧＰＰ）是指绿色植物单
位时间内在单位面积上通过光合作用所固定的碳量，
是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基础，也是进入生态系统的初始能
量和物质［４］。蒸散量（ＥＴ）是植被蒸腾、土壤蒸发和被林
冠截留的雨、雾和露水蒸发的总和，是全球水循环以及
地球表面能量平衡的关键组成部分［４］。为了解碳水循
环的变化，需要对ＧＰＰ和ＥＴ进行准确测量。目前主要
是通过建立通量塔，使用涡度相关技术（ｅｄｄｙ　ｃｏｖａｒｉ－
ａｎｃｅ，ＥＣ）对 ＧＰＰ和ＥＴ 进行准确而连续的观测。
但是全球范围内的通量塔数量有限且分布不均［５］，例
如秦岭区域目前只有一座通量塔，难以覆盖整个区域
且通量数据不向普通用户公开，因此难以直接通过通
量观测数据来研究秦岭区域生态系统的 ＷＵＥ。

近年来，随着遥感观测技术和生态模型的发展，
许多全球和区域尺度的ＧＰＰ和ＥＴ 估算产品被开发
出来，其中 ＧＰＰ产品主要包括：基于现有 ＦＬＵＸ－
ＮＥＴ通量数据进行插值和放大的ＦＬＵＸＮＥＴ产品；
基于遥感数据，以光能利用效率（ｌｉｇｈ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ＬＵＥ）模型为核心的 ＶＰＭ、ＧＯＳＩＦ 等产
品［６－７］；利用机器学习技术，结合遥感数据和通量观测
数据的ＲＦ产品［８］；以遥感气象数据为基础，结合基
于过程的陆地表面模型产生的ＰＭＬ－Ｖ２产品等［９］。
而ＥＴ 产品主要包括：基于地表能量平衡、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方程、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Ｔａｙｌｏｒ公式等的Ｔｅｒｒａ　Ｃｌｉ－

ｍａｔｅ、ＧＬＥＡＭ和Ｇｌｏｂａｌ等产品［１０－１２］；采用非线性互
补关系模型的ＣＲ产品［１３］；集成多种机器学习算法
的Ｃｈｉｎａ　ＥＴ产品［１４］；以及结合遥感数据和陆地表面
模型的ＰＭＬ－Ｖ２产品等［９］。李明旭等［１５］使用来自
美国气候模式诊断和对比计划委员会数据库的粗分
辨率ＧＰＰ、ＥＴ 等年值产品，对秦岭区域生态系统的
ＧＰＰ、ＥＴ 及 ＷＵＥ变化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受限于
时间和空间分辨率的限制，没有进行区分植被类型的
细化分析研究。尽管目前已经有多种ＧＰＰ和ＥＴ 产
品可供用户使用，但没有一种产品是纯粹来源于观测
数据。由于输入数据、算法和校准系数的差异，不同
产品对不同区域或植被类型ＧＰＰ和ＥＴ 的估算结果
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单一的ＧＰＰ和ＥＴ 产品不能
很好地表征所有生态系统类型的碳水关系［１６－１７］，所以
在进行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研究时，应仔细选择合适的

ＧＰＰ和ＥＴ 产品。
本研究收集了目前已经公开发表且易于获取的

９种ＧＰＰ产品和９种ＥＴ 产品，以及全国公开的８个
通量站观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目的包括：（１）
对收集的ＧＰＰ和ＥＴ 产品在不同植被覆盖类型下进
行可靠性评估；（２）基于多种ＧＰＰ和ＥＴ 产品，依据
评估结果构建秦岭区域的ＧＰＰ和ＥＴ 组合数据集，
为秦岭生态系统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３）基于
所得的ＧＰＰ和ＥＴ 的组合数据集，研究秦岭区域不
同植被覆盖类型下的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 ＷＵＥ。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秦岭是横跨于我国中部，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西
起于甘肃临潭北部的白石山，向东经天水南部的麦积山
进入陕西，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分为崤山（北支）、熊耳
山（中支）和伏牛山（南支），东西绵延约１　６００ｋｍ，南北宽

１００～３００ｋｍ，海拔９５～３　７７１ｍ（图１）。
秦岭是我国亚热带与暖温带以及亚热带季风气

候与温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北邻渭河，南接汉江，山
地水量充沛，年均降水量在６００～１　２００ｍｍ，但降水
变率较大，季节分配不均匀。北坡干燥、南坡湿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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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差异明显，其高耸的山峦对气候流动产生明显的阻
滞作用［１８］。

秦岭区域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高，植被的垂直带
谱完整，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包含山地落叶阔叶林、山
地针阔混交林、山地常绿针叶林，以及亚高山、高山草
甸、灌丛等多种不同植被类型。这些都使得其在水源涵
养、生态保护和自然科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图１　秦岭区域地理位置

１．２　ＧＰＰ和ＥＴ产品
本研究收集的９种ＧＰＰ产品（表１），包括：（１）

由叶绿素荧光（ＳＩＦ）数据反演得到的ＧＯＳＩＦ　ＧＰＰ产
品；（２）基于ＦＬＵＸＮＥＴ数据，使用随机森林放大而
来的ＲＦ　ＧＰＰ产品；（３）由近红外反射率（ＮＩＲｖ）数据
反演得到的ＮＩＲｖ　ＧＰＰ产品；（４）基于卫星辐射产品
反演得到的ＧＬＡＳＳ　ＧＰＰ产品；（５）基于改进的光能

利用率模型得到的ＶＰＭ　ＧＰＰ产品；（６）采用贝叶斯
集成方法集成多种光能利用率模型得到的 ＡＶＨＲＲ
ＧＰＰ产品；（７）基于 ＭＯＤＩＳ的不同传感器结合光能
利用率模型得到的 ＭＯＤ１７Ａ２ＨＧＰＰ产品；（８）基于

ＭＯＤＩＳ的不同传感器结合光能利用率模型得到的

ＭＹＤ１７Ａ２ＨＧＰＰ产品；（９）基于陆面过程模型结合
遥感数据的ＰＭＬ－Ｖ２ＧＰＰ产品。

收集的９种ＥＴ 产品（表１），包括：（１）采用贝叶
斯集成方法集成多种蒸散算法得到的 ＡＶＨＲＲ　ＥＴ
产品；（２）基于陆面过程模型结合遥感数据的ＰＭＬ－
Ｖ２　ＥＴ 产品；（３）基于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方程和

ＭＯＤＩＳ遥感数据得到的 ＭＯＤ１６Ａ２ＥＴ产品；（４）基
于水量平衡模型和遥感数据得到的 Ｔｅｒｒａ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Ｔ 产品；（５）基于 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Ｔａｙｌｏｒ方法得到的

ＧＬＥＡＭ　ＥＴ产品；（６）基于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方程
和遥感数据得到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Ｔ 产品；（７）基于Ｂ－Ｐ
神经网络融合多源遥感蒸散数据得到的ＢＰ　ＥＴ 产
品；（８）采用非线性互补关系模型得到的ＣＲ　ＥＴ 产
品；（９）集成多种机器学习算法改进基于过程的ＥＴ
算法得到的Ｃｈｉｎａ　ＥＴ 产品。

表１　研究所涉及的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ＧＰＰ和蒸散量ＥＴ产品信息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时间

分辨率

空间

分辨率／（°）
年份

空间

范围

参考

文献

ＧＯＳＩＦ　ＧＰＰ　 ８天 ０．０５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全球 Ｌｉ等［６］

ＲＦ　ＧＰＰ　 １０天 ０．１０　 １９９９—２０１９ 全球 Ｚｅｎｇ等［８］

ＮＩＲｖ　ＧＰＰ 每月 ０．０５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 全球 Ｗａｎｇ等［１９］

ＧＬＡＳＳ　ＧＰＰ　 ８天 ０．０５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 全球 Ｚｈａｎｇ等［２０］

ＧＰＰ　 ＶＰＭ　ＧＰＰ 每月 ０．０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全球 Ｚｈａｎｇ等［７］

ＡＶＨＲＲ　ＧＰＰ　 ８天 ０．０５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 全国 Ｙｕａｎ等［２１］

ＭＯＤ１７Ａ２ＨＧＰＰ　 ８天 ０．００５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全球 Ｒｕｎｎｉｎｇ等［２２］

ＭＹＤ１７Ａ２ＨＧＰＰ　 ８天 ０．００５　 ２００３—２０２１ 全球 Ｒｕｎｎｉｎｇ等［２３］

ＰＭＬ－Ｖ２ＧＰＰ　 ８天 ０．００５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全球 Ｚｈａｎｇ等［９］

ＡＶＨＲＲ　ＥＴ　 ８天 ０．０５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 全国 Ｙａｏ等［２４－２５］

ＰＭＬ－Ｖ２　ＥＴ　 ８天 ０．００５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全球 Ｚｈａｎｇ等［９］

ＭＯＤ１６Ａ２　ＥＴ　 ８天 ０．００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全球 Ｒｕｎｎｉｎｇ等［２６］

Ｔｅｒｒａ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Ｔ 每月 ０．０５　 １９５８—２０２０ 全球 Ａｂａｔｚｏｇｌｏ等［１０］

ＥＴ　 ＧＬＥＡＭＥＴ 每月 ０．２５　 １９８２—２０２０ 全球 Ｍａｒｔｅｎｓ等［１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Ｔ 每月 ０．０１　 １９８２—２０１３ 全球 Ｔｒａｂｕｃｃｏ等［１２］

ＢＰ　ＥＴ 每月 ０．０５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全国 Ｊｉｎ等［２７］

ＣＲ　ＥＴ 每月 ０．１０　 １９８２—２０１７ 全国 Ｍａ等［１３］

Ｃｈｉｎａ　ＥＴ　 １０天 ０．０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全国 Ｙｉｎ等［１４］

１．３　通量观测和植被覆盖数据
通量观测数据来源于中国通量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ｆｌｕｘ．ｏｒｇ／）。本研究收集了全国８个生态系统
定位研究站的逐月、逐日和每３０ｍｉｎ的通量观测数
据以及每３０ｍｉｎ的常规气象数据（表２）。所得的通
量数据包括：净生态系统碳交换量（ｎｅ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ＮＥＥ）、总生态系统呼吸（ｔｏ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Ｒｅ）、总生态系统碳交换量（ｇｒｏｓｓ　ｅｃｏｓｙｓ－
ｔｅｍ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ＧＥＥ）、潜热（ｌａｔｅｎｔ　ｈｅａｔ，ＬＥ）、显热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ｈｅａｔ，Ｈｓ），以及温度等气象数据。本研究
使用的中国１ｋｍ植被功能型图来自国家冰川冻土
沙漠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ｃｄｃ．ａｃ．ｃｎ／），是
根据土地覆盖与植被功能型转换的气候规则，对 ＭＩ－
ＣＬＣｏｖｅｒ土地覆盖图进行转换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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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本研究所涉及的全国８个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点信息

站点名称 年份 经度 纬度 海拔／ｍ 植被类型
千烟洲站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１１５°０３′２９″ ２６°４４′２９″ １０８ 常绿人工针叶林
长白山站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１２８°０５′４５″ ４２°２４′０９″ ７３８ 落叶阔叶红松林
禹城站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１１６°３４′１３″ ３６°４９′４４″ ２８ 冬小麦、夏玉米
海北站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１０１°１９′５２″ ３７°７９′５５″ ３３５８ 金露梅灌丛草甸
当雄站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９１°１３′１８″ ３０°０９′５０″ ２９６ 草原化草甸
鼎湖山站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１１２°３２′０４″ ２３°１０′２４″ ３５０ 常绿阔叶林
内蒙古站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１１６°６４′６４″ ４３°３９′３２″ １２００ 草原
西双版纳站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１０１°３４′４６″ ２１°１６′１０″ ５８０ 热带季节雨林

１．４　生态系统ＧＰＰ、ＥＴ和 ＷＵＥ的计算
由于获取的产品最大时间分辨率为每月，因此需

要通过通量观测数据计算ＧＰＰ和ＥＴ 的月值，计算
公式［１４］为：

ＧＰＰｍｏｎｔｈ＝ＮＥＰｍｏｎｔｈ＋Ｒｅｍｏｎｔｈ＝－ＮＥＥｍｏｎｔｈ＋Ｒｅｍｏｎｔｈ
（１）

式中：ＧＰＰｍｏｎｔｈ为月累计ＧＰＰ（ｇ　Ｃ／ｍ２）；ＮＥＰｍｏｎｔｈ（ｎｅ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ＮＥＰ）为月累计净生态系统
生产力（ｇ　Ｃ／ｍ２），数值上等于－ＮＥＥｍｏｎｔｈ；ＮＥＥｍｏｎｔｈ
为月累计净生态系统碳交换量（ｇ　Ｃ／ｍ２）；Ｒｅｍｏｎｔｈ为月
累计总生态系统呼吸（ｇ　Ｃ／ｍ２）；ＮＥＥｍｏｎｔｈ和Ｒｅｍｏｎｔｈ可
以通过涡度相关系统直接观测。

ＥＴｉ＝
ＬＥｉ×６０×３０

２.５０１－０.００２３６１×Ｔｉ（ ）×１０６
（２）

ＥＴｍｏｎｔｈ＝∑Ｎ
ｉ＝１ＥＴｉ×４８ （３）

式中：ＥＴｍｏｎｔｈ为月累计ＥＴ（ｍｍ）；ＥＴｉ为每３０ｍｉｎ
的实际蒸散（ｍｍ）；ＬＥｉ为每３０ｍｉｎ的潜热通量（Ｗ／

ｍ２）；Ｔｉ 为气温（℃）；Ｎ 为每月的天数。
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 ＷＵＥ定义为 ＧＰＰ和

ＥＴ 的比值［３］。

ＷＵＥｍｏｎｔｈ＝
ＧＰＰｍｏｎｔｈ
ＥＴｍｏｎｔｈ

（４）

ＷＵＥｙｅａｒ＝
ＧＰＰｙｅａｒ
ＥＴｙｅａｒ

（５）

式中：ＷＵＥｍｏｎｔｈ为生态系统逐月水分利用效率（ｇ　Ｃ／

ｋｇ　Ｈ２Ｏ）；ＷＵＥｙｅａｒ为生态系统逐年水分利用效率（ｇ
Ｃ／ｋｇ　Ｈ２Ｏ）；ＧＰＰｍｏｎｔｈ、ＥＴｍｏｎｔｈ分别为ＧＰＰ和ＥＴ 的
月累计值（ｇ　Ｃ／ｍ２，ｍｍ）；ＧＰＰｙｅａｒ、ＥＴｙｅａｒ分别为ＧＰＰ
和ＥＴ 的年累计值（ｇ　Ｃ／ｍ２，ｍｍ）。

１．５　统计分析
本研究将获取的ＧＰＰ和ＥＴ 产品与全国８个生态

系统定位研究站对应的通量观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应
用决定系数（Ｒ２）和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２个统计指标
来评估ＧＰＰ和ＥＴ 产品的精度，并优选出不同植被覆
盖类型下的最优ＧＰＰ和ＥＴ 产品。此外，对秦岭区域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的生态系统 ＷＵＥ数据进行逐格点线性
回归，应用线性回归斜率（ｋ）来表征 ＷＵＥ的变化趋势和

幅度，ｐ值表示变化显著与否。同时应用峰度（Ｋｕｒｔ；公
式（６））描述 ＷＵＥ的季节变化，峰度值越小，表示数
据分布状态平缓，年内变化不明显；峰度值越大，则表
示数据分布状态陡峭，年内变化明显。

Ｋｕｒｔ＝
１
ｎ－１∑

ｎ

ｉ＝１

ｘｉ－ｘ（ ）４

σ４
－３ （６）

式中：Ｋｕｒｔ为峰度；σ为数据标准差；ｉ为时间分辨
率；ｎ为１年内月份数，ｎ＝１２。

１．６　秦岭区域ＧＰＰ和ＥＴ组合数据集的构建
使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将不同植被覆盖下效果最优

的ＧＰＰ和ＥＴ 产品以及植被覆盖类型数据，统一重
采样至空间分辨率为０．１°，时间分辨率计算至每月。

然后根据秦岭区域植被覆盖分布，将不同植被覆盖类
型下优选的ＧＰＰ和ＥＴ 产品进行逐格点组合，从而
获得秦岭区域的ＧＰＰ和ＥＴ 优化组合数据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ＧＰＰ产品的比较结果

本研究利用泰勒图展示了全国８个生态系统定
位研究站９种ＧＰＰ产品与实际观测值之间的Ｒ２和

ＲＭＳＥ分布。由图２可知，ＧＰＰ产品的估算精度随
着通量站点和植被覆盖类型的不同而变化。在千烟
洲站、长白山站、海北站以及当雄站，大多数ＧＰＰ产
品的Ｒ２分布在０．８０～０．９５，ＲＭＳＥ也都集中在６０ｇ
Ｃ／ｍ２以内，与观测值较为一致。而在禹城站、鼎湖山
站以及西双版纳站，不同的ＧＰＰ产品的精度呈现很
大的差异。例如，在禹城站，不同ＧＰＰ产品的Ｒ２分
布在０．７０～０．９５，ＲＭＳＥ则分布在６０～１８０ｇ　Ｃ／ｍ２，

不同 ＧＰＰ产品虽然可以较为准确地捕捉到实际

ＧＰＰ的总体变化，但存在不同程度的高估或低估现
象；在鼎湖山站和西双版纳站，不同 ＧＰＰ产品的

ＲＭＳＥ大多集中在６０ｇ　Ｃ／ｍ２以内，但Ｒ２普遍较低，
分布在０．７０以下，与禹城站相反，不同 ＧＰＰ产品可
以较为准确地描述ＧＰＰ观测值的范围，但不能很好
地捕捉到实际ＧＰＰ的变化趋势。在内蒙古站，不同

ＧＰＰ产品的估算精度接近，Ｒ２集中分布在０．４０～０．７０，

ＲＭＳＥ也都集中在２０～４０ｇ　Ｃ／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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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ＧＰＰ产品在生态观测站Ｒ２和ＲＭＳＥ分布泰勒图

　　进一步通过小提琴图（外部轮廓用于展示概率密
度，内部箱线用于展示数据的分布）来分析ＧＰＰ实测
数据和产品数据的分布情况（图３）可以发现，森林和
作物覆盖下生态站（千烟洲、长白山、禹城、鼎湖山、西
双版纳）的ＧＰＰ明显高于灌丛草甸和草原覆盖下的
生态站（海北、当雄、内蒙古），而且森林、草甸以及作
物等不同植被类型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数据分布和概
率密度特征。在千烟洲站、长白山站、海北站、当雄站
以及内蒙古站，多数ＧＰＰ产品呈现出与观测数据相
似的数据和概率密度分布，少数产品存在高估或低估
现象。在禹城站，部分产品的概率密度分布与观测数
据相似，但几乎所有的产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现
象。在鼎湖山站和西双版纳站，少数产品的数据和概
率密度分布与观测数据相近，其他大多数产品的数据
和概率密度分布与观测数据相差甚远。总之，可以发
现，在常绿针叶林、落叶针阔混交林以及灌丛草甸等
植被覆盖下，多数ＧＰＰ产品能够呈现出与观测数据

相近的效果，但是在其他的植被覆盖类型下只有少数

ＧＰＰ产品与观测数据较为相近。
因此，根据图２和图３优选出不同生态系统定位研

究站不同植被覆盖类型下估算效果最好的ＧＰＰ产品（表

３）。进一步分析全部８个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内９种

ＧＰＰ产品的总体估算效果（图４）可以发现，ＶＰＭ　ＧＰＰ
产品和ＲＦ　ＧＰＰ产品的Ｒ２分别为０．８３１和０．８１９，ＲＭＳＥ
分别为４５．４５４，４７．６０２ｇ　Ｃ／ｍ２，明显优于其他７种产品。
表３　全国不同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不同植被覆盖类型下

　　ＧＰＰ和ＥＴ产品的优选结果

站点名称 植被类型 优选ＧＰＰ产品 优选ＥＴ 产品
千烟洲站 常绿人工针叶林 ＲＦ　ＧＰＰ　 ＰＭＬ－Ｖ２　ＥＴ
长白山站 落叶阔叶红松林 ＰＭＬ－Ｖ２ＧＰＰ　 ＰＭＬ－Ｖ２　ＥＴ
禹城站 冬小麦、夏玉米 ＶＰＭ　ＧＰＰ　 Ｃｈｉｎａ　ＥＴ
海北站 金露梅灌丛草甸 ＡＶＨＲＲ　ＧＰＰ　 ＣＲ　ＥＴ
当雄站 草原化草甸 ＭＹＤ１７Ａ２ＨＧＰＰ　 ＣＲ　ＥＴ
鼎湖山站 常绿阔叶林 ＲＦ　ＧＰＰ　 ＧＬＥＡＭＥＴ
内蒙古站 草原 ＲＦ　ＧＰＰ　 Ｃｈｉｎａ　ＥＴ
西双版纳站 热带季节雨林 ＶＰＭ　ＧＰＰ　 ＧＬＥＡＭ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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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内实测ＧＰＰ数据和ＧＰＰ产品数据分布

２．２　ＥＴ产品的比较结果
类似地，本研究利用泰勒图来展示全国８个生态系

统定位研究站内９种ＥＴ 产品和观测值的Ｒ２和ＲＭＳＥ
分布（图５）。可以看出，不同通量站点和植被覆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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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同ＥＴ 产品的估算精度也不尽相同。在千烟洲
站、长白山站、海北站以及当雄站，大多数ＥＴ产品的Ｒ２

为０．７０～０．９５，ＲＭＳＥ也都集中在３０ｍｍ以内，可以较为
准确地反映观测值的实际变化。在禹城站和鼎湖山站，
多数产品的Ｒ２为０．５０～０．８５，ＲＭＳＥ则为１５～３０ｍｍ，
少数ＥＴ产品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观测值的实际变化，

但是不同产品间的估算效果差异较大。在西双版纳站，
不同ＥＴ产品的ＲＭＳＥ为２０～４５ｍｍ，但Ｒ２普遍在０．７
以下，不同ＥＴ 产品间的估算效果差异较大，且整体精
度较差。在内蒙古站，不同ＥＴ产品的Ｒ２普遍在０．６以
下，ＲＭＳＥ都集中在３０ｍｍ以内，不同ＥＴ 产品的估
算效果接近，但普遍精度较差。

图４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在生态观测站中通量观测ＧＰＰ月值与ＧＰＰ产品的关系

　　通过ＥＴ 数据分布的小提琴图（图６）可以发现，

Ｃｈｉｎａ　ＥＴ、ＰＭＬ－Ｖ２　ＥＴ 产品在大多数站点呈现出
与观测数据相近的数据分布和概率密度；ＭＯＤ１６
ＥＴ 和ＢＰ　ＥＴ 产品在多数站点和观测数据有较大的
差异，但ＢＰ　ＥＴ 产品在西双版纳站呈现出较好的精
度。在千烟洲站、长白山站和禹城站，多数ＥＴ 产品
的数据分布特征与观测数据相近，但只有少数ＥＴ 产
品的概率密度与观测数据相近；在海北站、当雄站和
内蒙古站，ＰＭＬ－Ｖ２　ＥＴ 和ＣＲ　ＥＴ 产品呈现出较
好的估算精度，而 ＧＬＥＡＭＥＴ、ＢＰ　ＥＴ 和 ＭＯＤ１６
ＥＴ 产品则呈现出明显的低估现象；在鼎湖山站和西

双版纳站，大多数ＥＴ 产品都存在整体高估现象。
进一步分析全部８个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内９

种ＥＴ 产品的总体估算效果（图７）可以发现，Ｃｈｉｎａ
ＥＴ 产品和ＰＭＬ－Ｖ２　ＥＴ 产品的Ｒ２分别为０．７０９和
０．６７２，ＲＭＳＥ分别为１９．１５０，２０．６４７ｍｍ，明显优于
其他７种ＥＴ 产品。总之，与ＧＰＰ产品类似，绝大多
数ＥＴ 产品在常绿针叶林、落叶针阔混交林以及灌草
植被覆盖下，能呈现出与观测数据相近的估算效果，
但是在热带雨林、草原植被覆盖下，几乎所有ＥＴ 产
品的估算效果均较差，只有少数ＥＴ 产品能呈现出与
观测数据较为相近的估算效果。因此，根据图５和图

７８１第５期 　　　 　　黄卓等：基于多源ＧＰＰ和ＥＴ 产品的秦岭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研究



６，优选出不同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不同植被覆盖类 型下估算效果最好的ＥＴ 产品（表３）。

图５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ＥＴ产品在生态观测站的Ｒ２和ＲＭＳＥ分布泰勒图

２．３　秦岭区域ＧＰＰ和ＥＴ数据集的构建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重采样后可以发现，秦岭区域

的主要植被覆盖类型为常绿针叶林、落叶阔叶林、
灌丛草甸以及农作物，分别占秦岭区域总面积的

１０．１％，４４．０％，１６．９％，２９．０％（图８ａ）。根据相似覆
盖类型站点的优选结果，分别利用ＲＦ　ＧＰＰ、ＰＭＬ－Ｖ２
ＧＰＰ、ＶＰＭ　ＧＰＰ以及 ＡＶＨＲＲ　ＧＰＰ产品进行秦岭
区域ＧＰＰ组合数据集的构建。所构建的ＧＰＰ组合
数据集的空间分辨率为０．１°，时间分辨率为每月，
时间范围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其多年ＧＰＰ平均值见图

８ｂ。类似地，分别使用ＰＭＬ－Ｖ２　ＥＴ、Ｃｈｉｎａ　ＥＴ 以
及ＣＲ　ＥＴ 产品构建秦岭区域ＥＴ 组合数据集。ＥＴ
组合数据集的空间分辨率为０．１°，时间分辨率为每
月，时间范围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其多年ＥＴ 平均值
见图８ｃ。

２．４　秦岭区域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的时空变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秦岭区域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为１．３１～
３．９５（图９ａ），均值为２．５６ｇ　Ｃ／ｋｇ　Ｈ２Ｏ；空间上呈现出南
部高于北部，西部高于东部的分布特征。落叶阔叶林的
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较大（平均２．５９），其次是作物（２．５４）、
灌丛草甸（２．４２），以及常绿针叶林（２．４０ｇ　Ｃ／ｋｇ　Ｈ２Ｏ）。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秦岭区域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的变化率为

０．１５６ｇ　Ｃ／（ｋｇ　Ｈ２Ｏ·１０ａ）；空间上，下降的区域集
中在秦岭中部和东部部分区域，约占总面积的１８％，
其他区域大多呈现出上升趋势（图９ｂ）。落叶阔叶
林、作物以及常绿针叶林的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变化率
均大于０，呈现上升趋势（ｐ＜０．０５），其中落叶阔叶林
的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变化率最大（为０．２２２），其次为
作物（０．１８４）、常绿针叶林（０．１７６），而灌丛草甸的变
化率为－０．０８９ｇ　Ｃ／（ｋｇ　Ｈ２Ｏ·１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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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生态观测站内ＥＴ产品数据分布的小提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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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在生态观测站中通量观测ＥＴ月值与ＥＴ产品的关系

２．５　秦岭区域多年平均 ＷＵＥｍｏｎｔｈ的变化趋势
秦岭区域１—３月的多年平均 ＷＵＥｍｏｎｔｈ比较小，

小于２．０；从４月开始，北部和西南部区域开始逐渐升

高；到５月，上升至２．５ｇ　Ｃ／ｋｇ　Ｈ２Ｏ；但６月整体呈现

小幅回落；随后７—９月，大部分区域多年平均逐月

ＷＵＥｍｏｎｔｈ达到最大值，部分区域在１０月达到最大值；

１１—１２月，由北向南开始迅速下降，整体下降至１月

的水平（图１０）。不同植被覆盖的多年平均 ＷＵＥｍｏｎｔｈ
的季节变化也存在差异（表４）。落叶阔叶林和灌丛

草甸的逐月 ＷＵＥｍｏｎｔｈ均在２．３以上，而常绿针叶林和

作物的逐月 ＷＵＥｍｏｎｔｈ在２．０ｇ　Ｃ／ｋｇ　Ｈ２Ｏ左右；从标

准差来看，落叶阔叶林的标准差最小，常绿针叶林、作

物以及灌丛草甸的标准差较大；从峰度来看，灌丛草

甸最大，其次是落叶阔叶林，常绿针叶林和作物则较

小，表明落叶阔叶林和灌丛草甸的逐月 ＷＵＥｍｏｎｔｈ变

化特征明显。

３　讨 论
３．１　不同ＧＰＰ和ＥＴ遥感产品的对比分析

通过对比分析，本研究发现，大多数的ＧＰＰ遥感
产品在千烟洲、长白山、海北以及当雄站呈现出较高
的估算精度和统计特征，在禹城站部分产品呈现出较
好的估算精度，而在内蒙古、鼎湖山以及西双版纳站，

大多数ＧＰＰ遥感产品的估算效果都不太理想。整体
而言，ＶＰＭ　ＧＰＰ、ＲＦ　ＧＰＰ产品的估算精度较好，

ＰＭＬ－Ｖ２ＧＰＰ产品次之。单良等［２８］研究发现，

ＧＰＰ产品在千烟洲、长白山以及海北站，与实测值对
比时的Ｒ２较高，而在鼎湖山和禹城站的Ｒ２则明显小

于另外３个站点。张心竹等［２９］对中国总初级生产力
时空变化的研究也表明，ＧＰＰ产品在不同通量观测
站点的验证中，千烟洲、长白山、海北、当雄站的ＧＰＰ
产品效果明显优于内蒙古和禹城站。Ｐｅｉ等［３０］对比

ＰＭＬ－Ｖ２ＧＰＰ和 ＭＯＤＩＳ　ＧＰＰ、ＶＰＭ　ＧＰＰ产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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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ＰＭＬ－Ｖ２ＧＰＰ和ＶＰＭ　ＧＰＰ产品在不同区域
互有优劣，但总体优于 ＭＯＤＩＳ　ＧＰＰ产品，这与本研
究的结论一致。

图８　秦岭区域植被覆盖类型以及组合数据集的

　　　 多年平均ＧＰＰｙｅａｒ和ＥＴｙｅａｒ空间分布

图９　秦岭区域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ＷＵＥｙｅａｒ变化率、

　　　变化率ｐ值的空间分布

与ＧＰＰ遥感产品类似，不同的ＥＴ 遥感产品在
千烟洲、长白山、海北、当雄生态站的估算精度和统计
效果较好，在禹城站部分产品的估算精度较好，而在
内蒙古、鼎湖山以及西双版纳站，不同ＥＴ 遥感产品
估算效果都不太理想。整体而言，Ｃｈｉｎａ　ＥＴ、ＰＭＬ－

Ｖ２　ＥＴ 产品的估算精度和统计效果较好。在 Ｍａ
等［１３］研究中，不同ＥＴ 遥感产品在千烟洲、长白山以
及海北都呈现出较好的估算效果，而在当雄和内蒙古
站的估算效果稍差。Ｂａｉ等［３１］在评价不同ＥＴ 遥感
产品在中国的应用效果时发现，３种不同ＥＴ 遥感产
品在长白山、海北以及当雄站的估算效果较好，在千
烟州、禹城、鼎湖山站次之，在西双版纳站最差，这与
本研究的结果类似。

Ｚｈａｎｇ等［７］在ＧＰＰ估算研究中考虑到了Ｃ４植物和

Ｃ３植物在光合和呼吸作用方面的差异，发布了改进的

ＶＰＭ　ＧＰＰ产品。本研究也发现在禹城站ＶＰＭ　ＧＰＰ产
品明显优于其他产品。因此，大多ＧＰＰ产品在禹城站呈
现的明显低估问题，可能是因为没有考虑到玉米作为Ｃ４
植物与其他作物在光合和呼吸作用方面的差异。在
鼎湖山和西双版纳站，由于纬度低，季节变化不明显，
植被全年处于生长季，因此逐月的ＧＰＰ与ＥＴ 变幅
相对较小，不易捕捉，因此造成大多ＧＰＰ遥感产品在
这２个站只能较为准确地描述观测值的范围，但不能
很好地捕捉到观测值随时间的变化。

３．２　秦岭区域ＧＰＰ和ＥＴ组合遥感产品评价
基于本研究构建的秦岭区域ＧＰＰ组合数据集，

可以发现，秦岭区域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平均ＧＰＰｙｅａｒ的变
化范围为６６１．０１～２　１１５．８８，平均值为１　４８９．９５；落叶
阔叶林覆盖区域的多年平均ＧＰＰｙｅａｒ最高（１　６４２．８８），
其次是常绿针叶林（１　４７５．７５），灌丛草甸（１　３７７．５２），
以及作物（１　３２９．６４ｇ　Ｃ／ｍ２）。张心竹等［２９］对中国总
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的遥感研究表明，秦岭区域的

ＧＰＰｙｅａｒ多年均值应为１　５００，农业区ＧＰＰｙｅａｒ多年均值
应在８００～１　５００ｇ　Ｃ／ｍ２。Ｚａｎ等［３２］在研究中发现，中国
年均 ＧＰＰｙｅａｒ空间变异性大，由东南向西北、由沿
海向内陆递减，在西南向东北一带地区的森林中很高
（＞１　０００），在东南沿海地区超过２　５００ｇ　Ｃ／ｍ２。

Ｚｈａｎｇ等［３３］在研究东亚地区生产力分布时发现，在
中国中部、南部、东南部和东北部地区、朝鲜半岛及日
本，年均ＧＰＰｙｅａｒ在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ｇ　Ｃ／ｍ２。此外，以往
的研究［３４］发现，落叶阔叶林的年均 ＮＰＰｙｅａｒ为６２４～
８２４，作物为６０６～７４２，常绿针叶林为４８６～５１０，灌丛
草甸为３６２～６４８ｇ　Ｃ／ｍ２（一般 ＧＰＰ:ＮＰＰ的比值以

２:１计）。本研究得到的秦岭区域不同植被类型多
年平均ＧＰＰｙｅａｒ大体与相关研究［２９，３２－３４］结果的范围一
致，但灌丛草甸年均ＧＰＰｙｅａｒ偏大，可能是因为灌丛草
甸区域下垫面条件不均一，包含了稀树、矮树以及落
叶阔叶灌丛等年均ＧＰＰｙｅａｒ相对较大的植被；常绿针
叶林年均ＧＰＰｙｅａｒ也偏大，这可能是由于秦岭区域常
绿针叶林占比小，多稀疏分布在落叶阔叶林中，所以
导致了估算的年均ＧＰＰｙｅａｒ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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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秦岭区域多年月平均 ＷＵＥｍｏｎｔｈ的空间分布

表４　秦岭区域不同植被类型多年月平均 ＷＵＥｍｏｎｔｈ
单位：ｇ　Ｃ／ｋｇ　Ｈ２Ｏ

月份
灌丛

草甸

落叶

阔叶林

常绿

针叶林
作物

１　 ０．６６　 ２．０２　 ０．８２　 ０．４５
２　 １．５０　 １．２６　 ０．４９　 ０．６８
３　 １．９０　 １．４９　 ０．４６　 １．１０
４　 １．９０　 ２．２０　 １．４４　 ２．０６
５　 ２．１４　 ２．６７　 ２．９２　 ２．６９
６　 ２．１０　 ２．５３　 ２．６８　 ２．４８
７　 ２．３４　 ２．７１　 ２．６１　 ２．７９
８　 ２．５０　 ２．９４　 ３．１５　 ３．００
９　 ３．５４　 ３．２８　 ３．６６　 ３．０４
１０　 ４．４１　 ３．１２　 ３．３４　 ２．５９
１１　 ３．７７　 ２．４８　 １．２５　 １．８２
１２　 １．２３　 １．９４　 １．３２　 ０．７９
平均值 ２．３３　 ２．３８　 ２．０１　 １．９６
标准差 １．０４　 ０．６０　 １．１１　 ０．９２
峰度 －０．１２ －０．５７ －１．７２ －１．５１

　　基于构建的秦岭区域ＥＴ 组合数据集可以发现，
秦岭区域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平均ＥＴｙｅａｒ范围为２６７．１０～
７１１．８６，平均值为５８８．４９；落叶阔叶林覆盖区域的多年平
均ＥＴｙｅａｒ最高（６３１．３３），其次是常绿针叶林（６１４．９１）、灌丛
草甸（５７１．６１）以及作物（５２５．１９ｍｍ）。以往的研究［１３］发
现，中国华中、华北区域的ＥＴｙｅａｒ为４００～６５０ｍｍ。周蕾
等［３５］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蒸散划分为３个阶梯，秦岭
区域位于第１，２阶梯之间，多年平均ＥＴｙｅａｒ为３００～
７００，部分区域＞７００ｍｍ，而且在森林生态系统中，落
叶阔叶林的年平均ＥＴ 大于常绿针叶林。郭瑞萍
等［３６］研究中国森林、草地、农田等３种生态系统的多
年平均蒸散发现，森林的蒸散分布在５４７～９２６，农田
在４５４～７０５，草地约为４０４ｍｍ，并且处于同一气候
带气候条件相似的不同植被蒸散量比较接近。本研
究的结果与以往生态系统蒸散的研究结果相近，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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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植被覆盖区域之间的差异不如其他他究明显，这可
能是因为秦岭区域降雨量充足，且区域气候条件差别
不明显，所以蒸散量相对较为接近。

３．３　秦岭区域生态系统 ＷＵＥ变化分析
在以往关于生态系统 ＷＵＥ 的研究中，仇宽

彪［３４］发现，在东北大兴安岭、秦岭等陕甘山地，以及
东南丘陵部分地区的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相对较大，可
达到２．０ｇ　Ｃ／ｋｇ　Ｈ２Ｏ，与本研究的研究结果相近。

蒋冲等［３７］在研究气候变化对秦岭南北植被净初级
生产力时发现，秦岭区域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为０．７４～
１．２５ｇ　Ｃ／ｋｇ　Ｈ２Ｏ，由南向北递减，ＷＵＥｙｅａｒ平均倾向
率为０．１２ｇ　Ｃ／（ｋｇ　Ｈ２Ｏ·１０ａ），总体呈现不显著的
上升趋势。该研究的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分布、变化率
以及变化趋势均与本研究结果相近，但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值差异较大。这可能是由于该研究使用

ＮＰＰ计算 ＷＵＥ（ＧＰＰ:ＮＰＰ的比值一般以２:１
计），经过折算后则与本研究结果相近。Ｌａｗ等［３８］使
用ＧＥＰ和ＥＴ计算了生态系统的 ＷＵＥ，结果表明，

除冻原植被外，其他生态系统的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差
异不大，落叶阔叶林约为３．４２，草地约为３．３９，农田约
为３．０６，常绿阔叶林约为２．４３ｇ　Ｃ／ｋｇ　Ｈ２Ｏ，各类生
态系统多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的大小关系也与本研究通
过ＧＰＰ和ＥＴ 计算得到的结果相近。

冯丽丽［３９］在对北半球主要生态类型植被水分利
用效率 ＷＵＥ的变化研究中发现，针叶林、落叶阔叶
林、湿地的 ＷＵＥ都呈上升趋势，草地、混交林的变化
趋势不明显，而灌丛、农田呈下降趋势，并且 ＷＵＥ的
季节变化呈现出与本研究相似的趋势。刘宪锋等［４０］

在研究中也发现，常绿针叶林、落叶针叶林、农田、稀
疏草原、稠密灌丛、落叶阔叶林等植被类型的 ＷＵＥ
年内变化通常呈现出“双峰”模式，峰值主要分布在

４—５，９—１０月。在本研究中，秦岭区域多年平均

ＷＵＥ的分布以及年际变化同以往的研究相似，季节
变化也呈现出与全国其他区域相近的趋势。但秦岭
区域不同植被类型的年均 ＷＵＥ差别不大，且整体略
高于全国水平，这可能是由于秦岭区域面积相对较
小，区域总体气候条件区别不大，数据集的分辨率低
不能对各种植被类型进行精确区分造成的。

４　结 论
（１）在我国不同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不同植被覆

盖类型下效果最优的ＧＰＰ遥感产品分别是ＲＦ　ＧＰＰ
（常绿人工针叶林）、ＰＭＬ－Ｖ２ＧＰＰ（落叶阔叶红松
林）、ＶＰＭ　ＧＰＰ（轮作作物）、ＡＶＨＲＲ　ＧＰＰ（金露梅
灌丛草甸）、ＭＹＤ１７Ａ２Ｈ ＧＰＰ（草原化草甸）、ＲＦ
ＧＰＰ（常绿阔叶林）、ＲＦ　ＧＰＰ（草原）、ＶＰＭ　ＧＰＰ（热

带季节雨林），总体效果最优的是ＶＰＭ　ＧＰＰ产品。
（２）在我国不同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不同植被覆

盖类型下效果最优的ＥＴ 遥感产品分别是 ＰＭＬ－
Ｖ２　ＥＴ（常绿人工针叶林）、ＰＭＬ－Ｖ２　ＥＴ（落叶阔叶
红松林）、Ｃｈｉｎａ　ＥＴ（轮作作物）、ＣＲ　ＥＴ（金露梅灌丛
草甸）、ＣＲ　ＥＴ（草原化草甸）、ＧＬＥＡＭＥＴ（常绿阔
叶林）、Ｃｈｉｎａ　ＥＴ（草原）、ＧＬＥＡＭＥＴ（热带季节雨
林），总体效果最优的是Ｃｈｉｎａ　ＥＴ 产品。

（３）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秦岭区域多年平均ＧＰＰｙｅａｒ范围
为６６１．０１～２　１１５．８８，平均值为１　４８９．９５ｇ　Ｃ／ｍ２，由北向
南逐渐上升；不同植被类型的年平均ＧＰＰｙｅａｒ表现为落
叶阔叶林＞常绿针叶林＞灌丛草甸＞作物。年平均

ＥＴｙｅａｒ范围为２６７．１０～７１１．８６，平均值为５８８．４９ｍｍ；
不同植被类型的年平均ＥＴｙｅａｒ表现为落叶阔叶林＞
常绿针叶林＞灌丛草甸＞作物。

（４）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秦岭区域年平均生态系统水分利
用效率ＷＵＥｙｅａｒ为１．３１～３．９５４，均值为２．５６ｇ　Ｃ／ｋｇ　Ｈ２Ｏ，
呈现南部高于北部、西部高于东部的空间分布特征；年平
均ＷＵＥｙｅａｒ的变化率为０．１５６ｇ　Ｃ／（ｋｇ　Ｈ２Ｏ·１０ａ），总体
呈现上升趋势；不同植被类型的年平均 ＷＵＥｙｅａｒ表现
为落叶阔叶林＞作物＞草甸＞常绿针叶林；多年平均
逐月 ＷＵＥｍｏｎｔｈ值的变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双峰”模
式，落叶阔叶林和灌丛草甸的年平均 ＷＵＥｍｏｎｔｈ值呈
现较为明显的季节变化。

本研究评价了多种ＧＰＰ和ＥＴ 遥感产品在我国
不同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不同植被覆盖类型下的估
算精度和统计特征，为研究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提供了
可能的ＧＰＰ和ＥＴ 遥感产品。根据评价结果优选不
同植被类型下的ＧＰＰ和ＥＴ 遥感产品，并据此来构
建ＧＰＰ和ＥＴ 遥感产品组合数据集，从而为在缺少
观测数据的区域进行生态系统碳水关系研究提供了
新的数据来源和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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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３１－６７３７．
［１４］　杨家慧，谭伟，卯光宪，等．黔中不同龄组柳杉人工林枯

落物水源涵养能力综合评价［Ｊ］．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２０，

３４（２）：２９６－３０１，３０８．
［１５］　丁霞，程昌锦，漆良华，等．丹江口库区湖北水源区不同

密度马尾松人工林水源涵养能力［Ｊ］．生态学杂志，

２０１９，３８（８）：２２９１－２３０１．
［１６］　牛勇，刘洪禄，张志强．北京地区典型树种及非生物因

子对枯落物水文效应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

３１（８）：１８３－１８９．
［１７］　尤海舟，毕君，蔡蕾，等．小五台山不同林分类型林地水

文效应及涵养水源生态功能价值估算［Ｊ］．中国农学通

报，２０１３，２９（１３）：６０－６５．
［１８］　杜晨曦，史常青，杨建英，等．小五台山典型林分枯落物

持水恢复能力研究［Ｊ］．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２１，３５（３）：

２３６－２４３．
［１９］　韩函，吴昊旻，黄安宁．华北地区夏季降水日变化的时

空分布特征［Ｊ］．大气科学，２０１７，４１（２）：２６３－２７４．
［２０］　许小明，邹亚东，孙景梅，等．黄土高原北洛河流域林地

枯落物特征及水分吸持效应［Ｊ］．生态学报，２０２１，４１
（１３）：５１５３－５１６５．

［２１］　郝弯弯，赵鹏，李思维，等．御道口牧场不同类型防护林

的枯落物水文效应［Ｊ］．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１９，３３（６）：

１９７－２０４．
［２２］　韦小茶，周秋文，崔兴芬，等．喀斯特针叶林枯落物层水

文效应［Ｊ］．生态科学，２０１７，３６（４）：１２０－１２７．
［２３］　Ｂｕｒｒｏｗｓ　Ｃ　Ｒ，Ａｐｐｏｌｄ　Ｍ　Ｓ．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ｉｔｙ　ｂａｓｉｎ，Ｍｉｄ－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ＵＳ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２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Ｐｅｔｅｒ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Ｊ］．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７３（４）：１４０９－１４２５．

［２４］　公博，师忱，何会宾，等．冀北山区６种人工林的林地水源

涵养能力［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９，３３（３）：１６５－１７０．
［２５］　栾莉莉，张光辉，孙龙，等．黄土高原区典型植被枯落物

蓄积量空间变化特征［Ｊ］．中国水土保持科学，２０１５，１３
（６）：４８－５３．

［２６］　邵臻，张富，陈瑾，等．陇中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土地利

用下土壤水分变化分析［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７，

３１（１２）：１２９－１３５．
［２７］　汪建芳，王兵，王忠禹，等．黄土高原典型植被枯落物坡

面分布及持水特征［Ｊ］．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１８，３２（４）：

１３９－１４４．
［２８］　张缓，穆兴民，高鹏．黄土高原不同立地条件下枯落物蓄积

量及持水特征［Ｊ］．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２１，２８（３）：４５－５２．

（上接第１９４页）

［３０］　Ｐｅｉ　Ｙ　Ｙ，Ｄｏｎｇ　Ｊ　Ｗ，Ｚｈ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　ＧＰ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ＶＰＭ，ＭＯＤ１７，

Ｂ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ＭＬ）ｆｏｒ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ｙｅａｒｓ［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２０，５６：ｅ１０１０５２．
［３１］　Ｂａｉ　Ｐ，Ｌｉｕ　Ｘ　Ｍ．Ｉｎ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５６６：

７４３－７５５．
［３２］　Ｚａｎ　Ｍ，Ｚｈｏｕ　Ｙ　Ｌ，Ｊｕ　Ｗ　Ｍ，ｅｔ　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ｔｗｏ－ｌｅａｆ　ｌｉｇｈ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ｇｒｏｓ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ｓｅｎｓｅｄ　ｓｕ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６１３：９７７－９８９．
［３３］　张方敏，居为民，陈镜明，等．基于遥感和过程模型的亚

洲东部陆地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分布特征［Ｊ］．应用生

态学报，２０１２，２３（２）：３０７－３１８．
［３４］　仇宽彪．中国植被总初级生产力，蒸散发及水分利用效

率的估算及时空变化［Ｄ］．北京：北京林业大学，２０１５．

［３５］　周蕾，王绍强，陈镜明，等．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０年中国陆地

生态系统蒸散时空分布特征［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９，３１
（６）：９６２－９７２．

［３６］　郭瑞萍，莫兴国．森林、草地和农田典型植被蒸散量的

差异［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７，１８（８）：１７５１－１７５７．
［３７］　蒋冲，王飞，穆兴民，等．气候变化对渭河流域自然植被

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研究（Ⅱ）：渭河流域自然植被净

初级生产力的研究［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３，２７
（５）：５３－５７．

［３８］　Ｌａｗ　Ｂ，Ｆａｌｇｅ　Ｅ，Ｇｕ　Ｌ，ｅｔ　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ｖｅ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ｅｒ－
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
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１１３（１／４）：９７－１２０．

［３９］　冯丽丽．北半球主要生态类型植被水分利用效率的变

化特征及影响因子分析［Ｄ］．兰州：兰州大学，２０１７．
［４０］　刘宪锋，胡宝怡，任志远．黄土高原植被生态系统水分

利用效率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Ｊ］．中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５１（２）：３０２－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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