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用格式：王学成,杨飞,高星,等.基于NDVI阈值法的森林冰冻受灾范围精确提取[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7,19(4):549-558. [ Wang X C,

Yang F, Gao X, et al. 2017. Precise extraction of damaged forest range caused by ice-snow frozen disaster based on the NDVI threshold

method.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 19(4):549-558. ] DOI:10.3724/SP.J.1047.2017.00549

基于NDVI阈值法的森林冰冻受灾范围精确提取

王学成 1,2，杨 飞 1*，高 星 1，李 丽 3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西安科技大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西安 710054

Precise Extraction of Damaged Forest Range Caused by Ice-snow Frozen Disaster Based on the

NDVI Threshold Method

WANG Xuecheng1,2, YANG Fei1*, GAO Xing1 and LI Li3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College of Surveying Engineering,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Extraction of damaged forest range caused by ice- snow frozen disaster is good for knowing the

relevant regional disaster information in time, and it can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ecosystem. We extract pre- disaster plant NDVI reference value and the

threshold of normal change with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2001- 2008. We attained the result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unan forest disturbed by ice-snow frozen disaster with NDVI data in 2008. The NDVI threshold

method can make up for the defect of traditional method based on single-temporal images, which doesn’t take

the normal change of vegetation index into consideration. The NDVI threshold method helps extracting different

normal change threshold for each pixel, causing the results extracted by NDVI threshold method is more

objective and reasonable. Contrasted with the results extracted by the traditional method, the percentage of

damaged forest according to two method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county level, although the rates forest

disasters with two methods are all 34.74%（the real rate of forest disaster is 35.3%）at provincial level. The

forest snow disaster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southern Hunan province and less in northern Hunan province using

the NDVI threshold method, but the results using traditional method is contrary compared to the NDVI threshold

method. According to field survey data,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rest snow disaster using the method of NDVI

threshold is more closed to real result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method and its extracting accuracy is higher.

Therefore, the NDVI threshold method is more suitable for extra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of

forest snow disaster at large regional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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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快速提取森林冰雪受灾范围，有利于准确掌握森林受灾情况，为此类灾害性气候事件防灾减灾、森林资源管理和生态保

护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利用2001-2007年NDVI数据，提取灾前植被NDVI参考值和正常波动范围，结合2008年NDVI数据

提取冰雪冻灾范围。该方法弥补了基于单一时相的传统方法（NDVI差值法）忽略植被指数正常波动的问题，分像元提取植被

NDVI正常波动范围，使提取结果更加客观合理。与传统方法提取结果对比，省级尺度的验证结果相同（即森林受灾率均为

34.72%，而实地调查森林受灾率35.3%），但2种方法在县市行政单元提取的森林受灾率相差较大。NDVI阈值法提取的森林

冰雪受灾范围主要分布于湖南省南部地区，北部地区分布相对较少，而传统方法提取结果主要分布于湖南省北部地区，南部

地区分布相对较少。根据实地考察资料显示，相比于传统方法，NDVI阈值法提取结果与实际森林冰雪冻灾空间分布信息更

接近，精度更高，更适合于区域大尺度提取森林冰雪受灾范围。

关键词：森林；冰雪冻灾；NDVI阈值；信息提取；湖南省

1 引言

森林冰雪冻灾是指树冠积雪过多，导致植被出

现折枝、倒伏甚至死亡等现象[1-3]。2008年初，中国

南方地区遭遇 50年一遇（部分地区 100年一遇）的

冰冻雨雪灾害天气，造成南方地区大面积植被折

枝、死亡，森林资源损失严重，森林生态系统功能降

低，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与健康遭受严重挑战[4-7]。

快速提取森林冰雪冻灾空间分布信息，有助于

及时应对灾害性气候事件发生，为防灾减灾和森林

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8-11]。已有森林冰雪受

灾范围确定方法主要分为 2种：人工调查法[12-14]和

遥感图像判别法[15-17]。人工调查法具有准确度高、

可信度高等特点，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财力、物

力和人力，不适应于区域大尺度的森林冰雪受灾范

围确定。与之相比，遥感图像判别法具有判别速度

快、花费人力少、适应于区域大尺度等特点，已广泛

应用于森林冰雪冻灾范围识别。

目前，用于森林冰雪冻灾范围调查的遥感图像

判别方法可以归纳为比较受灾前后影像差值[18-20]和

比较灾后影像变化率[9,21-22] 2种方法，在2008年中国

南方森林冰雪灾害调查中，均有应用。其中，莫伟

华[19]等比较受灾前后2期MODIS影像差值，已知广

西省灾情调查结果，设置差值阈值为 0.0045，提取

了2008年广西省森林冰雪冻灾范围；侍昊[9]等基于

2007-2008 年 NDVI 变化率，设置变化率阈值为

0.048，提取 2008年贵州省森林冰雪受灾率 28.6%，

与官方公布数据 17.7%相差较大；吴健生[22]等利用

SPOT VEGETATION数据，计算灾后森林植被ND-

VI变化率，设置变化率阈值为 0.21，提取 2008年云

南省森林冰雪受灾率 12.09%，高于官方公布数据

9.11%。但是已有遥感图像判别方法存在以下不

足：缺乏一个可靠且客观的确定受灾阈值方法，对

研究区所有森林像元设置单一受灾阈值，没有考虑

不同森林像元内大气状况、植被正常生长变化等关

键因素综合影响的差异，致使提取结果不合理。针

对上述问题，本文利用多时相影像提取单个像元的

受灾阈值，提出一个客观合理的受灾阈值确定方

法，能够考虑不同森林像元内植被类型、地理环境、

大气状况及植被正常生长变化等关键因素的影响，

确保森林冰雪冻灾范围提取合理。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源

2.1 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地处长江中下游，介于东经108°43'07"~

114°11'12"、北纬 24°36'03"~30°06'28"之间，总面积

2119.84万 hm2，其中林地面积 1283.63万 hm2，占全

省面积 60.55%，以杉木、马尾松、毛竹等常绿林为

主，落叶林分布相对较少。2008年初，湖南省遭遇

到 50年一遇的冰雪灾害，境内森林资源损失严重，

全省共有123个县市区、177个国有林场、99个国有

苗圃、114个森工企业和采育场、12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等基层林业单位受到严重侵袭。林木受灾面

积 452.5万 hm2，其中受损乔木林 365.3万 hm2，受损

毛竹面积71.9万hm2，是2008年冰雪冻灾最严重的

省份之一[23]，因此本研究以湖南省作为研究区。

2.2 数据源

本文采用 2001-2008 年儒略日 049-064、065-
080共 2个时段（下文中分别简称 049、065时段）的

MOD13Q1 植被指数数据产品（湖南省覆盖景为

h27v05、h27v06 和 h28v06），该数据产品空间分辨

率为 250 m，时间分辨率为 16 d。依据此次冰雪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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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消融时间，选取儒略日049和065最接近时段，避

免森林火灾等次生灾害影响。2个时段提取结果合

成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气溶胶、云等大气噪声的影

响，更好地反映植被受损状况[24]。该数据集包含多

种数据产品，选取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质量

评价数据（Quality Assessment，简称QA）,QA数据用

于对NDVI数据可用性筛选，提高提取结果精度。

本文辅助数据包括由中国测绘科学院解译的

土地覆被数据（数据空间分辨率达30 m），当地林业

部门提供的部分《雨雪冰冻灾害森林资源调查评估

报告》以及其他文献资料中的森林雪灾数据，相关

的矢量行政边界图。

3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森林植被折枝、倒伏以及死亡等现象将引起植

被指数响应变化 [25- 26]，在遥感影像上直接表现为

NDVI显著降低，降幅超出森林像元植被指数正常

波动范围。

3.1 冰雪冻灾森林区域提取算法

（1）NDVI有效值检测与筛选

根据 QA 文件对每个像元 NDVI 数组 [ND-

VI2001, NDVI2002, …, NDVI2007]进行有效性判

断，将无效值删除，构成新的NDVI数组，逐像元计

算NDVI平均值，记作
- -- -----
NDVI 。利用QA文件只能将

NDVI 产品中部分质量较差的 NDVI 值删除，未能

有效地将所有 NDVI 异常值删除。正常生长情况

下，不同年份同一时段植被NDVI值变化较小，若某

像元2001-2007年中某年NDVI值较其他年份NDVI

值变化较大，则视该像元相应年份NDVI值为异常

值，将 NDVI 值变化率作为异常值探测指标，记作

R，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R =
|

|
||

|

|
||
NDVIi - - -- -----

NDVI
- -- -----
NDVI

（1）

式中：NDVIi 表示某年NDVI值。计算R值，当R值

大于某一数值，视该年NDVI值为异常值。

本研究统计灾前湖南省森林像元NDVI变化率

（相对于
- -- -----
NDVI），质量较好数据，变化率较小且分布

集中，质量较差数据，变化率较大且分布分散（图1）。

经统计 2007年 065时期森林像元NDVI变化分布，

超过99%森林像元NDVI变化率小于0.3，变化率大

于 0.2 的森林像元数量下降趋势明显；2007 年 049

时段变化率低于 0.3的森林像元数量不足 60%，变

化率大于 0.3的森林像元数量波动平稳。因此，本

文将灾前植被NDVI变化率超过 0.3的NDVI视为

异常值。

（2）植被NDVI受灾阈值算法提出

不同年份同一时段植被生长条件相似，由于植

被正常生长变化，导致植被NDVI值在一定范围内

波动[21-22]，大气状况、地形海拔等要素也对植被ND-

VI值波动范围产生影响[27-29]。此外，不同类型植被

在外界条件发生相同变化时，其NDVI值波动范围

有差异，造成某些未受灾像元被误分为受灾像元。

基于此，本文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对植被NDVI的影

响，认为不同森林像元具有不同的正常波动范围，

应根据灾后植被 NDVI 降幅是否在正常波动范围

内，判断植被是否受灾。

植被NDVI正常波动范围和灾前植被参考值是

判断植被是否受灾的关键因素，传统方法通常将受

灾前一年NDVI作为参考值，忽略了大气状况、植被

正常生长变化等关键因素的综合影响，易导致灾前

植被 NDVI 出现正常波动，偏离植被参考值 [30- 31]。

图1 森林像元NDVI变化率统计分布

Fig.1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NDVI variation ratios of forest pi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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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受灾前多年数据，取其平均值作为灾前植

被NDVI参考值，可以降低由于大气等外界条件造

成灾前植被NDVI参考值偏离的几率。

利用QA文件和异常值探测指标R，对NDVI数

组进行有效性筛选，构成新数组NDVI '，计算新数组

平均值，记作
- -- -----
NDVI ' ，作为灾前植被 NDVI 参考

值。计算不同年份植被NDVI变化率绝对值，将最大

值作为植被正常波动范围，记作MaxBias，计算公式

如式（2）所示。

MaxBias = max
æ

è
çç

ö

ø
÷÷
|

|
||

|

|
||
NDVIi ' - - -- -----

NDVI '
- -- -----
NDVI '

（2）

式中：NDVIi ' 表示经过 2 次筛选后的某一年 ND-

VI值。

（3）森林冰雪受灾区域提取

计算灾后森林像元同时段植被NDVI波动值，

将其作为判断是否受灾的指标，记作M，公式如式

（3）所示。

M =
- -- -----
NDVI ' -NDVI2008

- -- -----
NDVI '

（3）

式中：NDVI2008 表示 2008 年同时段植被 NDVI 值。

若M大于MaxBias，认为该像元受灾，反之未受灾。

由于天气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灾后某一时段植被ND-

VI值无法获取或有效性较低，造成部分森林无法判

断是否受灾。为尽可能提取森林冰雪受灾范围，本

研究分时段（049，065）提取森林冰雪受灾范围，将2

个时段提取结果采用“或”运算合成，即任何一个时

段判断森林受灾，则视该森林像元受灾。

3.2 精度验证方法

提取的森林冰雪受灾面积总和与实地调查数

据相比，可以简单地判断提取结果精度，但是该方

法忽略了冰雪受灾空间分布特性。构建误差混淆

矩阵，进行Kappa分析[9]，可以充分考虑冰雪受灾信

息空间分布，但是使用该方法需要准确的冰雪受灾

空间分布作为验证数据，该数据获取难度大，获取

周期长，不利于应对紧急气候变化。

根据当地林业部门提供的资料以及从其他文

献搜集的资料，建立省、市、县三级尺度对提取的森

林受灾面积进行精度验证，采用分尺度精度验证方

法，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面积对比方法的不足，使提

取结果可信度更高。由于原始数据质量原因，提取

的森林冰雪冻灾空间分布信息存在无效值，致使提

取受灾面积少于真实受灾面积。为减少该误差影响，

本文根据搜集的森林受灾率，求得森林受灾面积理

论值，将森林受灾面积变化率作为评价提取结果精

度的指标，记作N，具体公式如式（4）所示。

N = |
|
||

|
| At -Ar

At
（4）

式中：At表示验证单元理论受灾面积；Ar表示验证

单元真实受灾面积。

4 结果与分析

4.1 森林冰雪受灾区域提取流程

利用遥感技术提取研究区森林冰雪受灾区域，

首先对NDVI数据、土地覆被数据进行预处理，使其

空间分辨率、投影坐标一致；其次，对NDVI数据进

行有效性筛选，计算灾前植被NDVI参考值及正常

波动范围，提取冰雪受灾范围，合成049和065时段

提取结果；然后，将合成结果与土地覆被数据叠加，

得到森林冰雪受灾区域；最后，对提取结果进行精

度验证，具体流程如图2所示。

4.2 冰雪冻灾提取森林受灾区域结果

（1）森林正常波动范围提取结果

利用 Python脚本语言实现式（2）算法，叠加森

林覆盖数据，提取森林植被正常波动范围（Max-

Bias）。从图3可以看出，同一时段森林植被受地形

条件、光照条件、树种类型等内外因素影响，导致不

同森林像元 Maxbias 相差较大。横向比较 049 和

065时段可以看出，不同时段同一森林植被由于外

界环境变化导致MaxBias发生变化，065时段森林

图2 森林冰雪受灾区域提取流程

Fig.2 The flow chart of extraction of forest

ice-snow disaste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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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MaxBias大部分低于 049时段。因此，传统方

法认为森林像元具有相同受灾阈值，显然是不合理

的，忽略了植被空间差异性。

（2）森林受灾区域提取结果

NDVI阈值法提取森林冰雪冻灾空间分布信息

结果如图 4（a）所示。根据ArcGIS统计结果，使用

NDVI阈值法提取湖南省森林雪灾受灾面积415.97

万 hm2，占湖南省森林面积 34.72%，主要集中在湖

南省南部地区，特别是永州市、郴州市、衡阳市南部

地区、株洲市南部地区、邵阳市南部地区以及怀化

市南部地区，而湖南省北部地区森林冰雪受灾面积

相对较小。本文将传统方法提取结果作为对照组，

为比较 2种方法提取结果精度，根据NDVI阈值法

提取结果，被动调整受灾阈值，使传统方法提取的

湖南省森林受灾率为 34.72%，如图 4（b）所示。使

用传统方法提取的森林冰雪受灾范围，主要分布于

湖南省北部地区，特别是岳阳市南部地区、长沙市、

株洲市北部地区、怀化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交界处，湖南省南部地区森林冰雪受灾面积相对较

少，2种方法提取结果差异较大。

湖南省林业厅公布的 2008年湖南省冰雪灾害

森林受灾面积453.12万hm2，森林受灾率为35.3%[23]，

NDVI阈值法提取的森林受灾面积 415.967万 hm2，

与实际调查数据相差37.153万hm2。这主要由以下

原因造成：① 由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提供的土地覆

被数据与实际土地覆被数据存在偏差；② 本文使用

的MODIS数据由于天气条件等因素影响，造成部

分区域无法判断是否受灾。对比森林受灾率，ND-

VI阈值法提取结果为 34.72%，与实际调查数据仅

相差0.58 %，间接证明NDVI阈值法提取结果较好。

4.3 冰雪冻灾提取区域结果精度验证

为准确比较 2种方法提取结果，本文在省级尺

度验证结果一致情况下，根据搜集的参考资料[31-35]，

选取二市五县作为新的验证单元，从市、县二级尺

度进一步比较 2种方法提取结果精度，验证单元空

间分布如图5所示。

本文通过森林受灾面积、森林未受灾面积、森

林受灾面积理论值、森林受灾率和森林受灾面积变

化率（N）5种指标，对2种方法提取的森林冰雪受灾

面积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表1、2所示。

根据统计结果显示，2种提取方法在省级尺度

森林受灾面积变化率（N）基本一致情况下，市、县二

级尺度下的森林受灾面积变化率（N）相差较大。

图3 NDVI正常波动范围（MaxBias）空间分异规律示意图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x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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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VI 阈值法中，只有衡东县和新田县 N 值超过

30%；传统方法中，衡东县、浏阳市、道县和新田县N

值均超过 30%。逐一比较 7 个验证单元（二市五

县），NDVI阈值法中只有衡阳市森林受灾面积变化

率（N）高于传统方法，其余验证单元N值均低于传

统算法。由此可见，使用NDVI阈值法提取森林冰

雪冻灾空间分布信息效果更好。

2008年冰雪灾害期间，湖南省南部地区森林冰

雪受灾较为严重[32,36]，特别是郴州市、永州市、衡阳

市等地受灾严重，北部地区受灾较轻，与NDVI阈值

法提取结果相符。对比分别位于湖南省北部和南

部地区的浏阳市和郴州市，浏阳市森林冰雪受灾面

积 9.924万 hm2，占浏阳市森林面积 27.33%，相比于

参考资料[7]23.60%，其森林冰雪受灾面积变化率N

为 15.83%，精度较高；浏阳市传统方法提取结果显

示，森林冰雪受灾面积20.491万hm2，占浏阳市森林

面积 59.21%，森林冰雪受灾面积变化率 N 值为

150.90%，精度极低。与浏阳市相比，郴州市 2种提

取结果差异相对较小，其中传统方法 N 值为

13.08%，NDVI 阈值法 N 值仅为 0.21%，精度极高。

由此可见，NDVI阈值法提取结果精度明显优于传

统方法。

NDVI阈值法提取衡阳市森林受灾率 42.92%，

作为隶属于衡阳市的衡东县，NDVI阈值法提取结

图4 森林冰雪受灾面积提取结果

Fig.4 The results of forest snow disaster area

图5 验证单元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erification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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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40.13%，二者相差2.79%，与参考资料[31-32]提供

的衡阳市和衡东县森林受灾率（分别为 59.60%、

72.26%）相差较大，特别是衡东县森林受灾面积变

化率高达44.46%，提取效果较差。使用传统方法提

取的衡阳市森林受灾率为 50.66%，与参考数据

（59.60%）更接近，但是传统方法提取的衡东县森林

受灾率仅为 32.90%，与参考数据（72.26%）相差极

大。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出，虽然根据森林受灾面

积变化率（N），传统方法优于NDVI阈值法，但是从

衡阳市森林冰雪冻灾空间分布角度进行精度验证，

传统方法未必优于NDVI阈值法，传统方法提取结

果稳定性较差。

对比 2种方法提取结果（表 3），各验证单元使

用NDVI阈值法提取林地面积（森林受灾面积、森林

未受灾面积之和）均高于传统算法。传统方法将

2007年NDVI数据作为灾前参考数据，利用QA文

件对某像元NDVI数值进行有效性判断，若判断无

效，则该像元提取结果视为无效。NDVI阈值法将

2001-2007 年 NDVI 数据作为灾前参考数据，利用

QA 文件对 NDVI 数值进行有效性判断，若某一年

森林像元NDVI无效，但该像元其他年份NDVI数

值有效，则该像元灾前参考数据依旧有效，所以使

用NDVI阈值法提取的森林受灾面积与森林未受灾

面积之和高于传统方法。此外，NDVI阈值法利用

NDVI变化率（R值）对受灾前NDVI数据进行异常

判断，剔除NDVI异常值，也间接证明NDVI阈值法

提取结果可信度更高。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2001-2007年NDVI数据进行2次筛选，

将筛选结果作为受灾前参考数据，计算不同森林像

元植被 NDVI 参考值和正常波动范围 MaxBias，提

取森林冰雪冻灾空间分布信息，并与传统方法提取

表1 新算法提取冰雪受灾面积统计

Tab.1 The statistics of snow disaster area extracted by the new algorithm

湖南省

郴州市

衡阳市

衡东县

浏阳市

江永县

道县

新田县

森林受灾面积

/万hm2

415.967

59.049

30.556

4.280

9.924

6.205

7.155

1.513

森林未受灾面积

/万hm2

781.997

73.664

40.634

6.385

26.381

3.036

6.523

2.770

林地面积

/万hm2

1197.964

132.713

71.190

10.666

36.305

9.241

13.679

4.283

受灾面积理论值

/万hm2

422.881

58.924

42.429

7.707

8.568

5.160

8.358

2.743

森林受灾率

/%

34.72

44.49

42.92

40.13

27.33

67.15

52.31

35.32

参考资料受灾率

/%

35.30

44.40

59.60

72.26

23.60

55.84

61.10

64.05

变化率N

/%

1.64

0.21

27.98

44.46

15.83

20.25

14.39

44.86

表2 传统方法提取冰雪受灾面积统计

Tab.2 The statistics of snow disaster area extracted by the traditional method

湖南省

郴州市

衡阳市

衡东县

浏阳市

江永县

道县

新田县

森林受灾面积

/万hm2

373.206

46.444

34.238

3.431

20.491

3.602

3.461

0.996

森林未受灾面积

/万hm2

701.739

73.902

33.351

6.996

14.115

4.968

8.906

1.921

林地面积

/万hm2

1074.945

120.345

67.589

10.427

34.606

8.570

12.367

2.917

受灾面积理论值

/万hm2

379.456

53.43

40.283

7.535

8.167

4.785

7.556

1.868

森林受灾率

/%

34.72

38.59

50.66

32.90

59.21

42.03

27.99

34.14

参考资料受灾率

/%

35.30

44.40

59.60

72.26

23.60

55.84

61.10

64.05

变化率N

/%

1.65

13.08

15.01

54.46

150.90

24.73

54.19

46.70

表3 林地面积提取结果统计（万hm2）

Tab.3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forest land area

林地面积（新）

林地面积（旧）

湖南省

1197.97

1074.95

郴州市

132.713

120.345

衡阳市

71.190

67.589

衡东县

10.666

10.427

浏阳市

36.305

34.606

江永县

9.241

8.570

道县

13.679

12.367

新田县

4.283

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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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进行对比。

传统方法仅从受灾前后植被NDVI变化的角度

考虑，提取森林冰雪冻灾区域，未考虑光照条件、地

理环境、树种类型、植被自身正常生长变化等关键

因素对植被NDVI的综合影响，利用经验方法确定

森林受灾阈值，主观性较强，致使提取结果与实地

考察数据相差较大。

基于NDVI阈值法提取森林冰雪冻灾区域主要

分布于湖南省南部地区，特别是永州市、郴州市以及

衡阳市南部地区受灾严重，北部地区分布相对较少，

与当地林业部门实地考察数据相符，能够适应于湖

南等南方丘陵地区森林冰雪灾害监测，为此类灾害性

事件的防灾减灾以及灾后重建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认为NDVI阈值法优于传统方法，关键在

于以下3点：① 灾前植被NDVI参考值确定，传统方

法通常将受灾前一年植被NDVI值作为参考值，没

有考虑天气状况等外界因素对NDVI值的影响，而

NDVI 阈值法计算灾前几年植被 NDVI 平均值，将

其作为受灾前植被NDVI参考值，减小了外界因素

对植被NDVI值变化的影响；② 受灾阈值确定，传

统方法利用人为经验确定阈值，具有主观性，而

NDVI阈值法将受灾前同时段植被NDVI最大变化

值与植被NDVI参考值的比值作为临界受灾阈值，

即植被正常波动范围MaxBias，避免了人为主观因

素影响；③ 受灾判断算法，传统方法将受灾前后同

时段NDVI差值与人为确定的受灾阈值进行比较，

进行冰雪受灾判断，而NDVI阈值法利用受灾后植

被NDVI变化率与临界受灾阈值进行比较，判断森

林植被是否受灾，考虑了大气状况、地理环境、植被自

身正常生长变化等因素对植被NDVI的综合影响。

本文采用NDVI阈值法提取森林冰雪受灾范围

更加准确、合理，但是筛选2001-2007年同时段植被

NDVI 数据，取其平均值作为灾前植被 NDVI 参考

值，数据时间跨度选取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植被NDVI正常波动范围MaxBias提取算法

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根据式（2）、（3），二者对森林

冰雪受灾范围提取结果有重要影响。因此，下一步

将重点对灾前植被 NDVI 参考值和正常波动范围

MaxBias提取算法进行研究，以期提供一种森林冰

雪受灾范围快速精确提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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