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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区与雨养区作物长势差异比较分析
———以美国内布拉斯加为例

曾红伟，吴炳方，邹文涛，闫娜娜，张淼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数字地球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摘 要: 以美国内布拉斯加为例，按照耕地灌溉比例 0%—30%，30%—60%，60%—100% 将农业区分为雨养农业

区、混合农业区与灌溉农业区，同时筛选丰水年( 2008 年) 、平水年( 2005 年) 、枯水年( 2012 年) ，比较相同年份雨养

农业区、混合农业区与灌溉农业区的作物长势的峰值特征差异，以及相同农业区在丰水年、平水年、枯水年的长势过

程线的相似性，并定量分析作物长势随灌溉百分比的变化规律与趋势。研究表明: ( 1) 相同年份，灌溉农业区作物

长势好于混合农业区，混合农业区的作物长势好于雨养农业区，耕地灌溉比例越高，作物长势越好; ( 2) 不同年份的

灌溉农业区作物长势差异最小，混合农业区次之，雨养农业区长势差异最大，即耕地灌溉比例越高，作物长势越稳

定; ( 3) 枯水年雨养农业区的作物长势过程线与降水过程线同增同减，受灌溉与降水的双重影响，灌溉农业区的作

物长势过程线的峰值滞后于降水峰值; 丰水年，作物水分胁迫减弱，灌溉农业区、混合农业区与雨养农业区作物长势

过程线与降水过程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 4) 作物长势增幅与灌溉百分比之间呈现显著的分段二次函数变化关系，

当灌溉百分比增幅小于 60%时，作物长势增长幅度逐步加快，当灌溉百分比大于 60% 时，作物长势增速逐步放缓，

在枯水年时，长势随灌溉百分比增加而增长的幅度高于丰水年与枯水年。鉴于不同农业区作物长势差异，作物长势

的定量监测需要进一步区分灌溉与雨养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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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产量与作物长势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作物长势

不好时，产量有可能减产，长势好时，预示着产量的

丰收。影响作物长势的因子很多，包括水分、肥料、病
虫害、耕作方式等，其中年度、季度变化最大的影响因

子是水分胁迫，而灌溉是减缓水分胁迫的主要手段。
灌溉农业与雨养农业区是全球最为典型的农

业区，其中灌溉耕地面积占全球总耕地面积的 18%
( FAO，2005) ，粮食产量占全球粮食总产量的 40%

( UNCSD，1997) ，雨养耕地面积占全球总耕地面积

的 82%，粮食产量占全球粮食总产量的 60%。世界

上最早的全球尺度灌溉耕地空间分布是联合国粮

农组 织 ( FAO ) 的 GMIA 产 品 ( Siebert 等，2005;

2007) ，该产品采用各国的灌溉耕地面积数据生产，

空间分辨率为 10 km，其栅格单元表示灌溉耕地的

百分比。随着遥感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覆盖全

球的遥感数据源的出现，使基于遥感的灌溉农业与

雨养农业遥感识别技术日臻成熟，相应的产品不断

涌现，如世界水资源研究所( IWMI) 基于 MODIS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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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制作了空间分辨率为 10 km 的全球尺度的灌溉耕

地分布数据 GIMA( Thenkabail 等，1999; 2007; 2009)

与雨养耕地分布数据 GMＲCA( Biradar 等，2009) ，该

产品是世界首个基于遥感的灌溉产品。区域尺度

的高分 辨 率 产 品 也 不 断 涌 现，如 空 间 分 辨 率 为

500 m 的印度灌溉耕地分布数据 ( Dheeravath 等，

2010) ，美国灌溉耕地分布数据 ( Ozdogan 和 Gue-
man，2008) 。

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 的高低是描述植被健

康状态好坏的综合指标，当前全球与区域农情遥感

监测系统通常通过绘制 NDVI 时间过程线描述作物

长势的好坏( Groten，1993) ，如美国的 FAS 系统与中

国的 CropWatch 农情遥感速报系统( 吴炳方，2004;

吴炳方 等，2010; Wu 等，2014) ，其通常以国家或者

省、州等 行 政 区 域 为 研 究 对 象，通 过 计 算 区 域 内

NDVI 的平均值来反映作物生长的好坏，而没有区

分灌溉农业区与雨养农业区的作物长势。由于全

球耕地以雨养耕地为主，灌溉耕地比例较小，因此，

此方法能客观反映全球的作物长势变化的真实状

况。但是对于局部地区，特别是混合农业区，丰水

年，降水充沛，水分胁迫较小，灌溉农业与雨养农业

的作物长势差异较小，而枯水年，降水稀少，雨养农

业区作物长势差异有可能受水分胁迫的影响而受

到抑制。在干旱年景，以行政区划为统计单元监测

作物长势的差异有可能弱化了雨养农业区受灾的

程度，夸大了灌溉农业区水分胁迫的程度，不利于

正确评判作物生长的真实状况，也不利于研究区旱

灾损毁统计与农业灌溉用水管理。将灌溉农业区

与雨养农业区的作物长势分别监测，可以正确地判

断天气条件，特别是旱灾对作物长势的影响，有利

于真实、客观评价或判断作物长势与产量的变化，

特别是分析其影响程度。

2 数据与方法

2． 1 数据

位于美国中部地区的内布拉斯加( 图 1) 坐落在

美国高平原的核心区，气候以半湿润与半干旱气候

为主，作物类型以玉米为主，该区域地下水丰富，易

开采，是美国发达的灌溉农业区与畜牧区。

图 1 内布拉斯加州的地理位置

Fig． 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Nebraska

所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降水、MODIS NDVI 以

及灌溉耕地空间分布等数据。TMPA 多卫星遥感降

水数据: TMPA 多卫星遥感降水数据 TＲMM 3B42
( Huffman 等，2007) 的时间分辨率为 3 h，空间分辨

率为 0． 25° × 0． 25°，覆盖范围为南北纬 50°之间的

区域，该数据集融合了多源遥感降水数据与地面雨

量站降水数据的综合优势，具有较高的精度，可以

反映大区域尺度降水的空间分布特征( Huffman 等，

2007; Su 等，2008; Zeng 等，2013 ) ，本文基于空间分

辨率为 3 h 的 TMPA 降水产品，合成了 2000 年—
2013 年的，时间尺度为旬的全球降水产品。基于

TMPA 降水数据，统计 2001 年—2013 年的 4 月—10
月的降水量分别为 568． 4 mm，296． 7 mm，468． 8 mm，

549． 3 mm，547． 6 mm，469． 5 mm，664． 8 mm，715． 1 mm，

618． 1 mm，595． 4 mm，542 mm，292． 7 mm，542． 9 mm。为

凸显水分胁迫对作物长势的影响，按照降水量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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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小排序，选择丰水年 2008 年，平水年 2005 年，枯

水年 2012 年 3 年，定量比较雨养农业区、混合农业

区与灌溉农业区作物长势特征的差异。
灌溉 耕 地 空 间 分 布 与 物 候 数 据: Ozdogan 和

Gutman( 2008) 利用空间分辨率为 500 m 的 MODIS
NDVI 产品制作了美国灌溉耕地空间分布数据，与

GMIA、GIMA 灌溉数据、美国 USDA 的灌溉统计数据

相比，该数据集的像元表示灌溉耕地的百分比，精

细刻画了美国灌溉耕地的空间分布。依据灌溉耕

地占像元面积的百分比，将研究区的分为雨养农业

区( 0—30% ) ，混合农业区( 30%—60% ) 与灌溉农

业区( 60%—100% ) 3 类。Sacks 等人 ( 2010 ) 生产

的全球尺度的物候空间分布数据，内布拉斯加的玉

米播种的时间为第 131． 5 天，收获时间为 299． 5 天，

据此确定玉米的生长季为 4 月—10 月。
MODIS NDVI 数据采用 NASA 提供的 MODIS 陆

地星 3 /4 级 16 天 NDVI 数据产品，空间分辨率为

1 km。数据所选时间段为 2000 年—2013 年。NDVI
原始数据下载完成之后，用全球耕地分布数据对

NDVI 进行掩膜，剔除非耕地，确保 NDVI 数据集适

用于农作物长势监测。

2． 2 方法

本文采用比较相同灌溉区不同降水频率，以及

相同降水频率不同灌溉区情景下的作物长势过程

线，定量分析作物长势特征差异。
灌溉区不同降水频率作物长势比较分析法: 采

用空间统计法，分别计算灌溉农业区、混合农业区

与雨养农业区在不同降水频率之下的作物 NDVI 时

间序列 NDVIigg，NDVI
i
HH，NDVIiYY，其中 i 表示枯水

年、平水年与丰水年，采用决定系数 Ｒ2 定量分析长

势过程线差异，Ｒ2 越接近于 1，说明长势过程线越相

似，差异越小，反之差异越大。以 NDVIigg为例，即通

过计算 NDVI枯
gg 与 NDVI平

gg ，NDVI枯
gg 与 NDVI丰

gg ，NDVI丰
gg

与 NDVI平
gg 时间序列的 Ｒ2 分析不同降水情景下的灌

区作物长势过程性的相似性。
相同降水频率不同灌溉区作物长势比较分析

法: 采用空间统计法，以雨养农业区、混合农业区与

灌溉农业区为掩膜，计算相 同 降 水 频 率 下 的 作 物

NDVI 时间序列 NDVI i枯 ，NDVI i平 ，NDVI i丰 ，其中 i 表

示灌溉农业区、混合农业区与雨养农业区 3 种情

景，采用最大值比较法分析不同农业区的作物长

势差异。

NDVIbias =
Max( NDVI灌溉

j － NDVIij )
Max( NDVI灌溉

j )
× 100%

式中，j 表示枯水年、平水年与丰水年，NDVIbias 值越

大，则特征差异越大，反之越小。

3 结果

3． 1 相同灌溉区不同降水频率情景下作物长势

差异

平水年、丰水年与枯水年的雨养农业、混合农

业与灌溉农业的作物长势时间过程线如图 2 所示。
长势过程表明，不论是丰水年、平水年还是枯水年，

3 种灌溉情景的丰水年与平水年作物长势明显好于

枯水年。雨养农业区作物长势过程线差异最大，混

合农业区差异减少，而灌溉农业区作物长势差异最

小。平水年的作物长势过程线与丰水年相接近，在

作物生长的前期阶段，作物长势好于丰水年，在作

物生长的中后期，作物长势不如丰水年。这说明作

物长势与降水量正相关，降水越多，作物水分胁迫

越弱，作物生长越旺盛，降水越少，作物水分胁迫越

强，作物生长越差。

图 2 雨养农业、混合农业与灌溉农业在丰、平、枯时的 NDVI 时间过程线

Fig． 2 NDVI time series profile of rain-fed，mixed，irrigated agriculture zones in rainy，normal and drough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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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量说明差异特征，采用线性相关分析法，

分析不同降水频率，相同农业区年际间作物 NDVI
时间过程线的相关性( 表 1 ) 。枯水年与丰水年、枯
水年与平水年、平水年与丰水年的雨养农业区的

NDVI 过 程 线 之 间 的 Ｒ2 分 别 为 0． 204，0． 660 与

0． 733; 混合农业区的 NDVI 过程线之间的 Ｒ2 分别

为 0． 651，0． 886 与 0． 886; 灌溉农业区的 NDVI 时

间序列之间的 Ｒ2 分别为 0． 781，0． 802 与 0． 947。
这充分说明，随着像元灌溉耕地比重的增加，丰、
平、枯年份作物年际间的长势时间过程线的一致

性增强，差异小，反之，作物长势时间序列的差异

增大。

表 1 雨养农业、混合农业与灌溉农业在丰、平、枯时作物长势相关性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n crop condition of rain-fed，mixed，irrigated agriculture zones in rainy，normal and drought year

灌溉比例
雨养农业区 混合农业区 灌溉农业区

枯水年 平水年 丰水年 枯水年 平水年 丰水年 枯水年 平水年 丰水年

枯水年 1＊＊ 0． 660＊＊ 0． 204 1＊＊ 0． 886＊＊ 0． 651＊＊ 1＊＊ 0． 802＊＊ 0． 781＊＊

平水年 0． 660＊＊ 1＊＊ 0． 733＊＊ 0． 886＊＊ 1＊＊ 0． 886＊＊ 0． 802＊＊ 1＊＊ 0． 947＊＊

丰水年 0． 204 0． 733＊＊ 1＊＊ 0． 651＊＊ 0． 886＊＊ 1＊＊ 0． 781＊＊ 0． 947＊＊ 1＊＊

注:＊＊表示显著线性相关。

3． 2 相同降水频率下不同灌溉情景作物长势差异

分析

相同年份不同农业区的作物长势过程线如图 3
所示。不论是丰水年、平水年还是枯水年灌溉农业

的作物长势好于混合农业区，混合农业区作物长势

好于雨养农业区，作物长势随着像元灌溉比的增加

而趋好。不同年份之间长势峰值差异如下: ( 1 ) 枯

水年: 雨养农业区 NDVI 峰值为 0． 45，混合农业区为

0． 58，灌溉农业区为 0． 73，灌溉农业区 NDVI 峰值比

雨养农业区高 0． 28，比混合农业区高 0． 15，差值占

枯水 年 灌 溉 农 业 区 NDVI 峰 值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38． 01% 与 21． 15% ; ( 2) 平水年: 雨养农业区 NDVI
峰值为 0． 55，混合农业区为 0． 65，灌溉农业区为

0． 77，灌溉农业区 NDVI 峰值比雨养农业区高 0． 23，

比混合农业区高 0． 13，差值占平水年灌溉农业区

NDVI 峰值的比重为 29． 31% 与 16． 28% ; ( 3 ) 丰水

年: 雨养农业区、混合农业区与灌溉农业区的 NDVI
峰值分别为 0． 56，0． 67 和 0． 80，灌溉农业区 NDVI
峰值比雨养农业区高 0． 25，比混合农业区高 0． 14，

差值占丰水年灌溉农业峰值的比重为 30． 86% 与

17． 16%。

图 3 枯水年、平水年与丰水年的雨养农业、混合农业与灌溉农业的作物长势过程线

Fig． 3 Crop condition profile of rain-fed，mixed，irrigated agriculture zones in rainy，normal and drought year

NDVI 峰值表明作物生长的旺盛程度，NDVI 峰

值越高，作物生长越旺盛，图 3 与表 2 分析说明相同

降水年份，灌溉农业作物生长比混合农业旺盛，混

合农业作物生长比雨养农业旺盛，并且这种差异在

枯水年尤为明显，这充分说明，枯水年，灌溉对于缓

解作物水分胁迫，促进作物生长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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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枯水年、平水年与丰水年的雨养农业、混合农业与灌溉农业的作物长势峰值差异

Table 2 Bias of Maximum NDVI of rain-fed，mixed，irrigated agriculture zones in rainy，normal and drought year

降水年份 Max( NDVIgg ) Max( NDVIYY ) NDVIbias ( % ) Max( NDVIgg ) Max( NDVIHH ) NDVIbias ( % )

枯水年 0． 73 0． 45 38． 01 0． 73 0． 58 21． 15

平水年 0． 77 0． 55 29． 31 0． 77 0． 65 16． 28

丰水年 0． 80 0． 56 30． 86 0． 80 0． 67 17． 16

4 讨 论

为定量说明灌溉的对于作物长势的影响，绘制

了相同降水年份，灌溉农业区、混合农业区与雨养

农业区的降水过程线( 图 4) 。
图 4 表明不论是丰水年、平水年还是枯水年，灌

溉农业区、混合农业区与雨养农业区的降水变化趋

势相同，同增同减。枯水年( 2012 年) ，从第 11 旬

( 第 110 天) 开始，降水量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 平

水年( 2005 年) ，从第 10 旬开始，降水逐步增加，至

第 16 旬( 第 160 天) 之后降水逐渐减少至第 21 旬

( 210 天) ，从 21 旬开始降水逐渐增加至 23 旬( 230
天) ，之后持续减少; 丰水年( 2008 年) ，降水从第 10
旬( 100 天) 增加至第 15 旬( 150 天) ，之后降水逐渐

减少，在第 22 旬，降水量出现次峰值。在相同降水

年份，灌溉农业区、混合农业区与雨养农业区降水

过程曲线相似，峰值出现的时间与大小差异极小，

这进一步证实了在枯水年份，灌溉是混合农业区、
雨养农业区的作物长势与灌溉农业区的差异产生

的首要原因。

图 4 枯水年，平水年，丰水年的雨养农业区、混合农业区与灌溉农业区的降水过程线

Fig． 4 Ｒain profile of rain-fed，mixed，and irrigated agriculture in drought，normal and rainy year

为进一步分析灌溉百分比对作物长势的影响，

本文按像元灌溉百分比 5% 的增幅，将研究区进一

步细分为 20 组，其中第 1 组为 0—5%，第 20 组为

95%—100%，其余组分按照增幅以此类推。在此基

础之上，分别计算每组作物在丰水年( 2008 年) 、平

水年( 2005 年) 、枯水年( 2012 年) 的 NDVI 极大值

( 图 5) 。
图 5 表明，不论是丰水年、平水年还是枯水年，

作物长势都随着灌溉百分比的增长而增长，这进一

步说明灌溉促进了作物生长。此外，作物长势与灌

溉百分比之间具有明显的分段二次多项式关系，当

灌溉百分比小于等于 60% 时，随着灌溉百分比的增

长，作物长势增长的幅度逐步加快，到 60% 时，增速

达到最大值，当灌溉百分比大于等于 60% 时，随着

灌溉百分比的进一步增长，作物长势增长的幅度逐

步下降，趋于缓和。

图 5 灌溉百分比对应的 NDVI 极值变化趋势

Fig． 5 Maximum NDVI in corresponding with

different irrigation f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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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灌溉百分比对作物长势增幅的贡

献度( 图 6) ，当灌溉百分比由 20%—25% 逐步增加

至 80%—85%时，随着灌溉百分比的增加，平水年、
丰水年与枯水年作物的长势都有显著的增长，在枯

水年时，作物长势随灌溉百分比的增加而增长，且

增幅高于平水年与丰水年，如灌溉百分比为 55%—
65%时，枯水年作物 NDVI 增幅在 6． 5% 以上，而丰

水年与平水年的增幅约为 5%，这说明在枯水年，灌

溉对于作物长势的贡献率更大。
不同降水频率，灌溉农业区、混合农业区与雨

养农业区的作物长势差别明显，丰水年的作物长势

好于枯水年作物长势，这说明作物长势与降水也有

明显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雨养农业、混合农业与

灌溉农业的降水过程线( 图 7) 定量刻画降水对于作

物长势的影响阐述。

图 6 降水丰、平、枯年份 NDVI 增幅变化分析

Fig． 6 Increment of NDVI vary with irrigation fraction in

drought，normal and rainy year

图 7 雨养农业、混合农业与灌溉农业在枯水年、平水年与丰水年的降水时间( 旬) 过程线

Fig． 7 Daked rain profile of rain-fed，mixed，and irrigated agriculture in drought，normal and rainy year

雨养农业区: 枯水年( 2012 年) 从第 129 天开

始，雨养农业区的作物 NDVI 逐渐减少，与降水量从

第 110 天之后逐渐减少的变化趋势基本吻合; 平水

年( 2005 年) 雨养农业区的作物 NDVI 的最大值出

现在 161 天与 225 天，降水峰值出现在第 160 天与

220 天，二者基本吻合; 丰水年( 2008 年) ，雨养农业

区的 NDVI 峰值出现在 177 天与 225 天，降水峰值

出现在第 150 天与第 220 天，二者出现的时间点基

本一致。这说明，雨养农业区作物长势完全由降水

丰枯决定的特征。
混合农业区: 枯水年( 2012 年) 作物 NDVI 的峰

值出现在第 193 天，比雨养农业区 NDVI 峰值出现

时间( 129 天) 延迟了 64 天，129 天至 193 天，此时正

值玉米生长需水的高峰期，作物 NDVI 峰值的延迟

出现，说明在此阶段，灌溉有效缓解了混合农业区

作物水分胁迫，促进了作物的生长; 平水年 ( 2005
年) ，混合农业的作物 NDVI 在第 177 天与 225 天分

别出现两个峰值，与雨养农业的作物 NDVI 峰值出

现的时间相同。丰水年( 2008 年) ，混合农业区的作

物 NDVI 峰值出现在第 225 天，与降水量次峰值日

期吻合。平水年与丰水年，尽管混合农业区 NDVI
峰值出现的时间与雨养农业相同，但是混合农业区

NDVI 峰值远高于雨养农业区，这说明在平、丰水

年，混合农业区，作物长势由灌溉与降水量共同决

定，灌溉促进了作物生长。
灌溉农业区: 不论是枯水年、平水年还是丰水

年，灌溉农业区作物 NDVI 峰值出现的时间与混合

农业区相同，但 是 作 物 NDVI 的 峰 值 高 于 混 合 农

业区。
图 3 与图 5 都说明丰水年、平水年、枯水年，灌

溉农业区作物长势都优于雨养农业与混合农业，在

枯水年尤为明显。降水是雨养农业区作物生长的

唯一水源，降水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极不稳定，增加

了作物种植的风险，对农户而言，相同的人力、物力

与财力的投入，雨养农业区作物种植的风险高，特

别在枯水年，作物面临绝收的风险，这将影响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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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的积极性，打击农户种植的信心，因此，对于雨

养农业区，农户不愿意投入，疏于管理，进一步恶化

了雨养农业区作物的长势。对于灌溉农业区，水源

供给保证率高，在枯水年，地表水或地下水的有效

供给可有效缓解作物水分胁迫，促进作物健康生

长，从而降低农业种植的风险，这有利于提升农户

的信心，在同等条件下，农户更愿意加大灌溉农业

区的投资，加强管理，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灌溉区作

物的生长。
同时分析表明，雨养农业区、混合农业区与灌

溉农业区的长势特征在丰水年的差异主要是 NDVI
峰值的差异，在枯水年，作物长势的差异不仅包含

NDVI 峰值的差异，也包含 NDVI 过程线的差异。因

此，在灌溉农业与雨养农业混合区域，作物长势需

要进一步区分灌溉与雨养情景，否则将弱化作物长

势特征的差异特征，导致信息的失真，不利于准确

评价监测区域作物长势的真实状况。
灌溉对于维持与促进作物的生长效果十分显

著，因此，内布拉斯加地区可以适当的加强灌溉设

施建设，进一步提升农业发展水平。近年来，美国

高平原的地下水开采量逐年增加，地下水位下降幅

度逐年扩大，局部地区出现了地下水危机，因此，该

州在在发展灌溉农业的同时，也要考虑该地区的地

下水的可持续利用。

5 结 论

本文以美国内布拉斯加为例，分析了不同降水

频率下，定量分析了雨养农业、混合农业与灌溉农

业的作物长势的差异特征。( 1 ) 相同降水频率下，

灌溉农业区作物长势优于混合农业区的作物长势，

混合农业区的作物长势优于雨养农业区，像元灌溉

耕地比例越高，作物长势越好，说明，农业灌溉用水

减轻了灌溉农业作物的水分胁迫，促进了作物生

长; ( 2) 灌溉农业区作物长势过程线年际间相似性

最高，混合农业次之，雨养农业区年际间作物长势

相似性最低，说明灌溉农业区作物长势特征稳定，

而雨养农业区的作物长势起伏波动大; ( 3 ) 枯水年

份，雨养农业区的作物长势过程线与降水的时间过

程线吻合，而灌溉农业区的作物长势时间过程线与

降水时间过程线变化并不一致; 而丰水年份，作物

水分胁迫减弱，灌溉农业区、混合农业区与雨养农

业区作物长势时间过程线与降水时间过程线保持

一致; ( 4) 作物长势随着灌溉强度的增加而同步增

长，当灌溉强度的增幅小于 60% 时，作物长势增速

加快，当灌溉强度大于 60% 时，作物长势增速逐步

放缓，平水年，灌溉对于作物长势的贡献率高于丰

水年与枯水年。
作物长势是作物生长正常与否的重要指标，本

文分析表明，灌溉农业与雨养农业混合区，不同降

水频率下雨养农业区的作物长势起伏较大，而灌溉

农业作物长势变化平缓，在干旱年景尤其如此，因

此，在开展作物长势监测时，需要进一步区分灌溉

农业区与雨养农业区，有助于正确评判作物的生长

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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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crop condition assessments in irrigated and
rain-fed areas: A case study in Nebraska

ZENG Hongwei，WU Bingfang，ZOU Wentao，YAN Nana，ZHANG Miao

Key Laboratory of Digital Earth Science，Institute of Ｒemote Sensing and Digital Eart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Crop yield is affected by crop condition． With a favorable crop condition，better crop yield can generally be expected;
otherwise，crop yield will be lower． Thus，crop condition monitoring is very important．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 NDVI) is widely used to monitor crop condition by global agricultural monitoring systems． In irrigated and rain-fed mixed agricul-
tural zones，the average NDVI will exaggerate the water stress on irrigated cropland and ignore the water stress on rain-fed crop-
land，possibly misleading a policy maker． Therefore，crop condition monitoring in rain-fed cropland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at
in irrigated cropland，and the crop conditions in rain-fed and irrigated croplands in the same crop zones should be compared． As a
typically irrigated and rain-fed mixed crop zone，Nebraska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selected for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rop conditions in irrigated and rain-fed croplands．

First，this work selected the drought ( 2012) ，normal ( 2005) ，and rainy ( 2008) precipitation years by calculating the accu-
mulative frequency of rainfall through the Tropical Ｒ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 ( TＲMM) precipitation time series from 2001 to
2013． Second，the cropland of Nebraska was divided into rain-fed ( IFC ＜ 30% ) ，mixed ( 30%≤ IFC ＜ 60% ) ，and irrigated
( IFC≥60% ) lands according to the cropland irrigated fraction dataset． Third，the difference in maximum NDVIs and the similarity
of NDVI time series profiles of the different groups ( irrigated，mixed，and rain-fed zones) were analyzed in 2005，2008，and
2012． Lastly，this work analyzed the NDVI change pattern with the increase of irrigation fraction in 2005，2008，and 2012．

The results are as below: ( 1 ) The crop condition tends to be better with an increase in irrigation fraction at any year; an
increase in NDVI accelerates faster when irrigation fraction is less than 60% ，but becomes slower when irrigation fraction is larger
than 60% ． ( 2) The similarity of NDVI time series becomes strong with an increase in irrigation fraction at any year，indicating that
variation in crop conditions eases with an increase in irrigation fraction． ( 3) In the drought year ( 2012)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NDVI profile is similar with that of the rainfall profile，whereas maximum NDVI was lagging behind maximum rainfall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irrigation water; in the rainy year (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NDVI wa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rainfall owing to
the alleviation of water stress． ( 4) The contribution of irrigation to crop condition in drought year ( 2012) is larger than those in
normal and rainfall-abundant year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crop condition differences in rain-fed，mixed，and irrigated croplands in different years，crop condition
monitoring in an irrigated crop zone should be carried out separately from that in a rain-fed crop zone．
Key words: irrigated agricultural zone，mixed agricultural zone，rain fed agricultural zone，crop condition，NDV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