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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需求、系统框架及业务应用
王利民 1，刘 佳 1※，唐鹏钦 1，姚保民 1，刘荣高 2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100081；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目的】农作物长势是农业生产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是农情遥感监测业务的重要组成
部分。【方法】在当前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研究及业务状况扼要回顾基础上，文章从农作物
长势遥感监测需求、系统框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以全球冬小麦长势遥感监测应用
为例进行了说明。【结果】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需求可以归纳为服务对象、作物类型、空间
范围、地面尺度、监测周期等 5 个方面，系统框架至少包括数据层、方法层、结果层和服

务层 4 个层次。【结论】针对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技术研究及业务应用的现状，研究提出了

以下 3 个观点，（1）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业务方案是成熟的，但是关键技术研究有待加强；

（2）农作物长势概念的深入解析，将有利提高长势遥感监测的业务化能力与精度；（3）针对

全球、国家、省级以及县级尺度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采用不同空间分辨率遥感数据开展监
测业务，是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的客观现状。上述研究结果给农作物长
势遥感监测业务的建设提供了依据，也明确地指明了系统地服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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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作物长势是指导农业生产管理，评估产量最为重要的农情要素之一。农作物长势

即作物生长的状况与趋势［1］，长势监测可以为田间管理、早期产量估算提供快速、宏观
的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农作物长势遥感调查的方法主要有常规地面调查与遥
感监测两种，地面调查的特点是直观性强、样点尺度观测的准确性高，遥感监测的特点

是范围广、区域代表性大，二者互补共同构成了长势监测业务体系。自 20 世纪 90 年代

农作物生产过程遥感监测受到重视以来，长势监测就成为农业遥感研究的重要内容［3］。
长势遥感监测可以分为关键技术研究与监测应用两个方面，比较常用的长势遥感监测方
法又可以归纳为植被指数关联法和作物生长模型方法这两个大类；监测应用则主要以世
界各国农情遥感监测业务体系中的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应用最为典型。
遥感指数关联方法主要利用遥感影像获取与作物生长密切相关的植被指数，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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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指数与长势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反演地面作物的生长情况，常用到的遥感指数包

括 LAI、NDVI、VCI、NDWI 等，常用的技术方法包括长势直接关联监测法、同期对比监
测法、生长过程监测法等方法。直接关联监测法主要通过建立遥感指数与作物长势之间
的相关关系，从而直接将遥感指数转换为对应的长势指标［4-9］。同期对比监测方法主要

利用实时 NDVI 图像值与上年或多年平均值的对比，反应当时作物生长情况的变化情况，
并对差异情况进行统计分级，从而判断作物的长势情况［10-13］。生长过程长势监测方法的

原理是，作物不同发育阶段与最终产量的关系不同，据此可以根据不同阶段长势指标的
权重不同对长势进行监测［14-18］。
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结果有利于提前掌握粮食生产动态，发达国家一直都很重视建

设各自的长势监测业务系统。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农业部（USDA），国家海洋
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宇航局（NASA）和商业部合作主持，先后开展了“大面积

农作物估产实验（LACIE）”、“农业和资源的空间遥感调查计划（AGRISTTARS 计划）”
等项目，实现了美国本土及全球重点国家的主要农作物的长势评估和产量预报，形成了
美国农业部的遥感监测业务系统。随后，欧盟通过实施“遥感农业监测项目”（MARS 计
划）也成功地建成了欧盟区域的农作物估产系统，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通过“全球

粮食和农业信息及早期预警系统”（Global Information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on food and
agriculture，GIEWS）进行全球农作物长势的遥感监测，俄罗斯农业部也于 2003 年建设了全
国农业监测系统，以 MODIS 为主要数据源，结合气象数据开展作物单产预测。在中国，中
国农业农村部、国家气象局、国家统计局、中国科学院都针对不同的需要，建立了各自的

农情遥感监测业务系统［2，19-22］。其中，中国农业农村部系统的长势遥感监测结果是直接服

务于国家农业政策宏观决策，是与美国农业部、欧盟 MARS 计划并列的全球三大农情系统。

尽管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研究较为深入，甚至进入了业务化运行的水平，但从目前

文献研究来看，技术研究领域更多是注重于不同方法的优劣比较研究，业务系统领域更
多注重的是监测结果宣传，对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需求分析、系统架构以及技术指标分
析方面的研究反而很少见到报道，而这方面的内容恰恰又是关键技术可行性、业务系统
运行水平的标志。针对上述研究不足，文章在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需求分析基础上，提
出了中国农业农村部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系统的业务流程，并以全球冬小麦长势遥感监
测业务为例进行了具体应用。

1

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业务需求
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需求可以归纳为服务对象、作物类型、空间范围、地面尺度、

监测周期等 5 个方面的需求。服务对象是指对长势监测有需求的政府、粮食企业及种植

大户等具体对象。这 3 者的需求是有差异的，政府需求重点是对行政区域内农作物长势

整体状况的了解，根据长势信息对产量趋势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生产资料调度措施
及贸易政策；粮食企业需求同样是据此对产量作物评估，并制定相应的市场策略；种植
大户则根据长势状况对生产管理措施做出调整。作物类型需求是指长势监测是针对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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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所有作物类型开展的，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可以针对某些大宗或者重要作物开展，
并作为该区域内所有农作物的长势状况。空间范围需求是指作物长势监测是在某个行政
单元或者指定的研究区开展的，如县级、省级及国家尺度，或者黄淮海等地理单元概念
的区域。地面尺度需求是指遥感影像的空间分辨率能够与所代表的地面作物类型相匹配，
一般有像元和地块两个尺度；就像元尺度来讲，像元内的作物类型必须是单一的而非混
合像元；就地块尺度来讲，地块内作物类型必须一致，同时长势也应该较为均匀一致，
如果不一致就应该区分为两个地块。监测周期的需求是指长势监测必须是时间上连续的，
至少应该覆盖作物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

以服务对象为牵引，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 5 个方面的需求是相互关联的。政府及企

业对象需求在空间范围上是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的，作物类型一般是大宗或者重要农作物
类型，地面尺度以像元尺度为主，监测周期以作物生长关键物候期为主。种植大户对象

在空间范围上的要求一般是所承包的耕地范围，作物类型是所种植的特定作物类型，可
能不仅仅是大宗作物，还有可能是经济或者特色作物，地面尺度以地块为管理单元，监
测周期以“天”或“候”为主，以确保管理措施能够紧密实施。政府或者企业的需求与
种植大户需求的差别，本质上是技术手段不能满足地块尺度单元获取条件下造成的，如
果能够获得行政区域内以地块单元表达的长势信息，则通过地块单元的逐级汇总获取的
区域长势信息更能够满足政府或者企业决策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统一的。

2

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业务系统框架

2.1

农作物长势监测系统框架
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业务系统包括数据层、方法层、结果层和服务层 4 个层次，4

个层次的逻辑关系如图 1 所示，各层次系统说明如下述。

Fig.1

2.2

图1

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业务系统框架

System framework of crop growth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operation

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数据分析
数据层以遥感数据为主，同时也包括作物类型空间分布数据、地面调查数据等。遥

感数据作为长势遥感监测的数据源，考虑到监测频率要求，一般以低空间分辨率遥感数
据为主、中高空间分辨率数据为辅。低空间分辨率遥感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一般在 250~1

·4·

王利民等：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需求、系统框架及业务应用
第 ３１ 卷第 ２ 期

000 m 之 间， 如 EOS/MODIS、FY-3/MERCI、NOAA/AVHRR 数 据 等； 中 高 空 间 分 辨 率

遥 感 数 据 的 空 间 分 辨 率 一 般 在 5~30 m 之 间， 如 RapidEye、GF-1/WVF、GF-6/WFV、
Landsat 8 OLI 数据等。由于低空间分辨率数据混合像元问题严重，一般需要进行纯像元

筛选，以纯像元长势代表区域长势特征。中高空间分辨率由于重访周期较长以及云覆盖
的影响导致不能按照固定的周期进行合成晴空数据，可以作为关键生育期长势监测的补
充数据。
农作物类型空间分布数据是获取特定作物类型长势的依据，也是长势监测准确性的
保证，这个数据可以从长势监测数据本身获取，也可以从其他影像数据获取，基本的原
则是与长势监测数据空间分辨率要保持一致。地面调查数据是指通过地面实际观测的方
式获取地面长势真实状况的数据，通常是采用作物高度、盖度、密度和生物量的方式表
征，同时也是对遥感获取的长势信息进行标定的主要依据。
2.3

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方法分析
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方法包括长势参数选择、长势指标构建、长势指标标定等 3 个

方面。长势参数选择是遥感反演的长势参数最优选择的过程，当前最为常用的指数是归
一化植被指数（NDVI），其他的 LAI、EVI 等指数也是应用较多的参数。

长势监测可以统计模型或者作物生长模型为媒介，建立所选择参数与长势指标的相

关关系的方法直接进行长势监测；但目前更多的是采用距平或者与区域平均值的差值作
为监测指标开展监测，这样做避免了相关关系不稳定性带来监测结果的不确定性。距平
的方式需要多年平均值，考虑到同一像元区域作物类型的变化，这一方法需要提取各年
度农作物种植面积并求取公共区域作为监测范围，其实质是以多年作物类型的公共区域
代表当年监测范围内作物的长势，如果公共区域代表性不强则可能会造成较大的监测误
差。在农业行业中经常会出现相邻或者特定某两年长势相比的要求，这可以看作多年平
均值用特定年份长势代替距平值的特例。在不能获取多年遥感数据条件下，区域平均值
差值方法开展长势遥感监测的方式是常用的备选方法，其实质是用区域参数的平均值作
为每个像元的多年平均值，忽略了不同区域长势的差异，只有在保证同一区域内长势影
响因素较为一致的情况下才可用，否则会造成较大的误差。

长势指标获取的结果就是区域长势监测结果，这个结果习惯上有 3 种更为直观的

表达方式。第一种就是对监测结果进行分级，就是将值域范围连续的长势指标图离散为
特定的 3~5 个类别，以方便用户使用；但这个结果没有跟特定的地面长势信息或者产量

信息相关联，需要使用者根据经验转化为农作物生长特征或者产量信息；分级的方法目
前也没有特定的研究支持，一般是认为监测结果符合正态分布，将正态分布结果按照平
均值、标准差倍数的方式分级。第二种采用地面调查的地面长势信息对长势指标进行标
定，地面长势指标可以是密度、盖度、高度、作物水分、叶绿素含量、生物量、产量特
征，也可以是这些特征的加权平均，这样获得长势监测结果实际上被表征为地面农学指
标，更有利于田间管理。第三种是根据行政单元尺度的统计产量数据对长势指标进行标
定，与地面观测值标定是同样的道理，长势指标被表征为产量，更有利于通过当前长势
对后期产量进行评价；由于统计产量是行政单元上不同作物长势状况及其分布面积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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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平均值，要将统计产量准确应用到值域范围连续的长势指标体系中，技术方法目前尚
不成熟，一般可以采用典型像元、典型区域进行分解的方法拟合。
2.4

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结果的解释
结果层是对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结果以文字、图表形式的表达，即通过监测报告的

形式对农作物长势分布特征进行总结，以便于政府决策者、企业经营者、生产管理者对

长势监测信息进行应用。监测报告一般包括全球、国家、省级以及区域等 4 个尺度，报

告内容一般包括不同长势等级的分布区域、分布面积、产量评估以及造成当前长势状况
的可能影响因素以及应对策略等。
2.5

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的服务能力
服务层是将长势监测结果、总结报告等，以逐级上报、网络发布的形式提供给政府

决策、企业经营、生产管理者。在服务层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农作物长势监测结果的农
学意义要清晰，才能被各层次用户所接受，这一般需要从长势监测报告的表达形式以及
用户对长势的理解两个方面加强才能达到这一效果。此外，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结果的
针对性要强，如面向政府决策和企业经营服务需要，服务的重点在长势评价及可能的产
量结果；面向种植大户的生产管理需要，服务的重点在于造成目前长势状况的原因，是
水分、是肥料，还是田间管理措施等造成的。
2.6

农作物长势监测系统指标
农作物长势监测系统指标包括监测范围、监测频率及监测精度等 3 个方面。监测范

围是指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的区域，通常包括全球、国家、省级、县级、小区域等尺度
或者指定范围，在空间上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是不连续的，但要具有针对性。监测频率
是指系统开展监测的时间间隔，通常以旬、月尺度居多，根据特定的要求可以开展天、
候时间尺度的监测。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的精度是指监测结果的精度，通常采用地面实
测的方法进行验证，需要注意的是遥感监测结果与地面调查结果的农学意义要一致，否
则精度验证是没有意义的。

3

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业务应用实例
以中国农业农村部“国家农情遥感监测业务运行系统”中的“全球冬小麦长势遥感

监测业务”为例，说明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的具体业务应用。与上述长势监测业务框架
相一致，全球冬小麦长势遥感监测业务流程包括遥感数据获取、冬小麦空间类型提取、
基于距平的长势监测、监测精度评价、监测报告撰写与提交等 5 个步骤，以下概要介绍遥
感数据获取、冬小麦空间分布数据获取、基于距平算法的冬小麦长势遥感监测 3 个内容。

3.1

遥感数据获取

全球冬小麦长势遥感监测业务使用的遥感数据源是 500 m 空间分辨率的 MODIS NDVI

数据，该数据是在每天 500 m 空间分辨率的 1B 数据基础上（https：//search.earthdata.nasa.

gov/），经过大气校正、NDVI 计算、8 d NDVI 合成，每年共 46 期数据，46 期数据经过平滑

处理［23］。图 2 给出了 2018 年 5 月 1—8 日期间 8 d 的 NDVI 合成图。

·6·

Fig.2

3.2

王利民等：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需求、系统框架及业务应用
第 ３１ 卷第 ２ 期

图2

全球 500 m 空间分辨率 MODIS/NDVI 合成（2018 年 5 月 1—8 日）

Global MODIS/NDVI resultant images with spatial resolution of 500 meters in May 1—8 of 2018

冬小麦空间分布数据获取
针对 NDVI 谱曲线时序特征，采用面积指数的方法对全球冬小麦进行识别［24］，考

虑到全球不同区域冬小麦物候差异，在应用面积指数方法时，不同区域采用差异化的季
相权重值。为提高监测精度，基于冬小麦波谱曲线自身特征对混合像元特征进行了分析，
并构建了混合像元指数，提取了纯度较高的像元进行长势监测。图 3 给出了全球冬小麦
空间像元中占比在 30% 以上的冬小麦空间分布状况。

Fig.3

图3

2017—2018 年度全球冬小麦空间分布

Global winter wheat spatial distribution from 2017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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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距平算法的冬小麦长势遥感监测
采用多年距平的方法对全球冬小麦长势进行监测，多年平均值采用监测年份前 5 年

数据，选择像元纯度在 60% 以上的区域作为监测区域；通过这样方法求取的多年平均

值，剔除了冬小麦分布较少像元造成的误差，也能够获取历史上较大区域的种植面积分
布，使得监测区域更大且更具有代表性。当年冬小麦像元也选择 60% 以上的纯度，减去

对应像元的平均值即为距平。距平分级采用平均值、标准差的方式进行，共分为正常、
差、好等 3 级；1 倍标准差变化为正常，低于 1 倍标准差为差，高于 1 倍标准差为好。图

4 给出了 2018 年 5 月 1—8 日间全球冬小麦长势空间分布状况。以 2018 年 3 月、4 月两

个月内，中国区域内布设的 200 个地面网点监测县监测结果对精度进行了初步验证，选
择有效数据 60 个点，监测结果完全符合的点为 46 个，监测精度为 76.7%。

Fig.4

4

图4

2018 年 5 月 1—8 日全球冬小麦长势空间分布

Glob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inter wheat in May 1—8 of 2018

讨论与结论
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业务监测方案是成熟的，但全球尺度农作物面积识别技术有待

加强。无论是高、中、低空间分辨率的遥感数据，要实现全球、国家尺度的遥感监测，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遥感数据预处理问题以及区域使用能力较高的识别算法。就数据预处

理方面，针对低空间分辨率遥感数据，以使用 EOS/MODIS 数据居多，通常可以采用网站
直接下载，但下载后的数据仍需做大量的平滑处理工作，否则对精度影响较大，该文中

使用的数据就是自行处理的；针对中高空间分辨率数据，如国产 GF-1/WFV 数据等，目

前业务应用尚不多见，作者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有益探索［25-28］，以满足省级以下尺度长势
遥感监测的需求。就农作物面积识别方面，尽管许多研究都宣称具有大尺度农作物面积
空间分布的能力，但都没有获取具体的作物分布图来证明，该文中提到的全球冬小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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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识别方法，应该是今后农作物面积遥感识别研究的主要方向。
针对全球、国家、省级以及县级尺度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采用不同空间分辨率遥
感数据开展监测业务，是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农作物长势遥感的客观现状。由于遥感数
据源重访周期、预处理技术以及农作物面积识别、地面农学参数遥感反演技术的限制，
短期很难达到业务运行的要求，不同监测范围内采用相对比较成熟的技术开展长势监测
将是很长时期内必须面对的事实。全球及国家范围内的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业务以低空
间分辨率遥感数据为主，省级及县级尺度以中空间分辨率遥感数据为主，县级以下尺度
的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以高空间分辨率为主，采用地面调查方法对长势等级进行确认仍
然是长势遥感等级标定的主要方案。
农作物长势的概念有待于深入解析，这将有利于提高长势遥感监测的业务化能力与

精度。尽管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已经开展了近 50 年，但长势的

农学意义尚没有比较明确的理解，长势监测仍然停留在遥感参数比较层面，监测结果需
要由使用者自行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长势监测结果的应用。从遥感参数到明确
长势监测结果的农学意义，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具有明确农作物意义的地面长势参
数的遥感反演，并能够将地面长势状态与田间管理技术相关联；一种是长势参数与最终
产量相关；两种方案之间相互联系，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结果。因此，与田间管理手段
相关联的，具有明确产量意义的监测技术是今后农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研究的另一个主要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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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s，system framework，and operational application
of crop growth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Wang Limin1，Liu Jia1※，Tang Pengqin1，Yao Baomin1，Liu Ronggao2

（1.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Purpose］Crop growth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gricultural monitoring using remote sensing operation.

［Method］Based on the study of crop growth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and a brief review

of its business operation，the paper conducted a systematic summary on the aspects of crop
growth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demands，system framework，etc. Meanwhile，the paper

also illustrated the demands and system framework by taking the application of global winter
wheat growth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as an example.［Result］Crop growth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demand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ive aspects：service objects，crop types，spatial

range，ground scale，monitoring period，and its system framework at least includes four layers：
data layer，method layer，result layer，and service layer.［Conclusion］The paper mad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on the study of crop growth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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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business operation：firstly，operational solution of crop growth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is

mature，but the study of key technologies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secondly，deep analysis
of crop growth concept will be conductive to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capacity of crop growth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and its accuracy；thirdly，i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global，national，
provincial and county scales，the operations with different spatial resolutions will be implemented
for crop growth remote sensing practices in the future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bove study results
provided a basis for guiding operation of crop growth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and also clearly
identified the service objects of the system.

Key words：crop；growth；monitoring needs；system design；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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