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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种植耕地动态变化遥感识别———以阿根廷为例

张淼，吴炳方，于名召，邹文涛，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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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多年的高强度耕作会导致耕地层土壤养分、土壤有机质等逐渐下降，在作物收获之后作物秸秆还田量

较少的情况下尤其突出，而对耕地利用状况动态变化( 种植耕地与未种植耕地的动态变化) 的识别，能够有效地反

映出不同作物的轮作模式以及耕地种植强度的变化。本文以阿根廷 3 大农业主产省份(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科尔多

瓦省以及圣太菲省) 为研究区，利用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MODIS) 16 天合成的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 数据产品，

在分析不同地物类型、不同耕作模式下的 NDVI 动态变化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地面样本数据统计获得有作物种植农

田与无作物种植农田的识别阈值，综合利用阈值法和植被指数动态变化过程分析法对阿根廷 3 大主产省份开展了

耕地利用状况动态变化遥感识别，实现了不同年份的耕地利用状况动态变化识别。地面观测数据验证结果表明，在

阿根廷 3 大主产省内有作物种植耕地和未种植耕地的总体识别精度高于 97%，但在不同的作物生长阶段，未种植

耕地识别结果的精度差异较明显，在作物生长季内作物生长较为茂盛的时期，有作物种植耕地和未种植耕地的识别

精度几乎达到 99%，但在双季或多季作物种植区，作物轮作期间的耕地利用状况识别精度相对偏低，总体精度在

95%左右，主要是受 16 天合成 NDVI 数据的最大值合成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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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农作物生长季内，掌握植被动态变化信息意

义重大，其在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NPP) 估算、作物单

产预测以及农田水分状况监测等方面均具有重要

作用，能 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改 善 相 应 的 估 算 精 度

( Sakamoto 等，2005) 。遥感技术因其在时空监测尺

度上的优越性，被广泛用于植被监测。众多研究均

通过不同传感器的时间序列植被指数数据开展植

被遥感研究，包括复种指数遥感监测( 范锦龙和吴

炳方，2004; Sakamoto 等，2006 ) 、物候期提取( Saka-
moto 等，2006; You 等，2013) 、作物种植区变化( Gal-
ford 等，2008 ) 、灌溉与雨养耕地变化 ( Kamthonkiat
等，2005 ) 、河 流 周 边 淹 没 区 提 取 ( Sakamoto 等，

2007) 、休耕地识别( 左丽君 等，2008 ) 、撂荒地提取

( 程维芳 等，2011; Prishchepov 等，2013) 等。虽然面

向不同的应用目标，但基本原理均是利用植被指数

的动态变化特征实现不同农情遥感监测目标，而植

被指数动态变化有多种原因，耕地利用状况的动态

变化、耕地上作物生长过程的动态变化过程和外界

环境( 如灌溉、降雨等) 变化均会造成植被指数动态

变化，而针对生长季内耕地利用状况动态变化的研

究相对较少。
研究表明，连续多年的高强度耕作会导致耕地

层土壤养分、土壤有机质等的含量逐渐下降，作物

收获之后秸秆还田量较少的情况下，耕地肥力和产

出不断下降现象尤其突出( Lal，2004) 。适时适度的

休耕对保持土壤肥力，提高作物单产十分必要( 杨



张淼 等: 未种植耕地动态变化遥感识别———以阿根廷为例 551

景成 等，2003; Lal，2004) 。耕地利用状况动态变化

监测结果，能够反映出不同作物的轮作模式，也可

以反 映 出 耕 地 上 是 否 有 作 物 种 植 的 动 态 变 化

情况。
而对作物种植面积估算而言，仅依赖农作物精

细分类的方法不足以解决作物种植面积中存在的

问题，且众多农作物精细分类方法往往仅适用于对

小范围或者耕地地块较大的区域作物分类( Zhang
等，2012; 张淼，2014) ，尤其是在当前生长季尚未结

束时，缺少全生长季的数据使得作物类型的精细识

别是一个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难题( Kastens 等，2005;

Gallego 等，2008; Becker-Ｒeshef 等，2010 ) 。研究表

明，高分辨率的遥感数据通常能够较中低分辨率遥

感数据获取更高精度的作物精细分类结果( Pea-
Barragán 等，2011 ) ，但是高分辨率数据的高昂费用

导致此方法无法在区域尺度或者全球尺度获取高

精度的作物精细分类结果，而基于耕地利用状况动

态变化的作物种植面积估算方法具有大范围应用

的潜力( 张淼，2014) 。
基于以上耕地利用状况的重要性，本文以时间

序列 MODIS NDVI 数据为数据源，利用植被指数时

间序列变化曲线开展未种植耕地动态变化识别，并

利用地面观测获得的耕地利用状况调查数据，对遥

感识别结果进行验证。未种植耕地动态变化信息

将为全球尺度作物种植面积估算提供数据支持，

有可 能 推 动 作 物 种 植 面 积 估 算 创 新 性 方 法 的

诞生。

2 材料和方法

2． 1 研究区与地面观测

本文的研究区位于阿根廷中部主产区，包括布

宜诺斯艾利斯省、科尔多瓦省以及圣太菲省 3 个作

物主产省份( 图 1) ，覆盖了阿根廷大豆、玉米和小麦

核心产区( USDA，2012) 。阿根廷近年来大豆、玉米

的出口量稳居世界前列，其中玉米出口量全球第

二，大豆出口量全球第三。本文研究区内主要作物

类型为玉米、大豆和小麦，小麦通常在 6 月至 8 月初

播种，于 12 月初收割。小麦收割之后，少量地块会

继续播种晚季大豆，但大部分玉米、大豆为单季作

物，其中大豆播种期集中在每年 11 月至 12 月期间，

收获时间集中在次年 4 月至 5 月; 玉米播种期相对

大豆更早，每年 9 月开始播种，11 月份玉米播种期

结束，但玉米的收获期与大豆相差不大，多集中在 3

月中下旬至 5 月( USDA，2012) 。研究区地广人稀，

耕地多以大农场的方式进行管理，耕地地块多大于

1 km ×1 km。

图 1 阿根廷研究区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s in Argentina

研究依托阿根廷圣安东尼奥·德·阿莱科的

全球农业监测与评估联合实验计划( JECAM) 站点

( ［2014-06-10］http: / /www． jecam． org /? / site-de-
scription /argentina) ，与阿根廷农业技术研究院开展

联合地面观测与合作研究。分别于 2012 年 9 月底

至 10 月下旬和 2013 年 2 月底至 3 月中旬两次前往

阿根廷研究开展地面观测，实地采样路线图如图 2
所示，其中 2012 年 9 月至 10 月期间采集的样本作

物类型主要包括小麦、大麦和燕麦等作物，2013 年 2
月至 3 月期间采集的样本主要包括玉米、大豆、向日

葵等作物。
在阿根廷开展作物种植类型调查实验时，受条

件制约，无法利用手持 GPS 沿地块边界进行作物类

型采样，本文采用沿公路两旁各 1 km 视觉范围内的

地物采样( 图 3) ，利用手持 GPS 记录坐标点并记录

地块与道路的方位关系、地物类型以及相应的说明

( 表 1) ，采用这种方式获取了道路两侧紧靠道路的

地块内的作物类型、农田种植情况( 耕作 /休耕) ，为

阿根廷主产区的耕地利用状况动态识别估算提供

了充足的数据基础，为后期精度验证和分析工作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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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阿根廷研究区地面观测路线图

Fig． 2 Field sample map over the study area in Argentina

图 3 作物类型与种植情况采样方式

Fig． 3 Method for collecting crop types and arable land use information

表 1 阿根廷作物类型抽样调查记录表

Table 1 Sample tables for crop typ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序号 方位 作物类型 备注

1 东 小麦

2 东南 大麦 抽穗期

3 北 玉米 出苗期

4 北 无作物种植

…… …… …… ……

N 南 大豆 播种期

地面采样期间，共获取 476 块有效采样地块，其

中每一类型的采样地块中，随机抽取 50% 的地块作

为训练样本，其余 50%的地块作为验证样本。

2． 2 数据与预处理

2． 2． 1 遥感数据

充分利用 MODIS 数据的高时间分辨率特征，选

用 MODIS Terra 星 16 日合成植被指数作为数据源:

产品编号 MOD13Q1、三级产品、空间分辨率 250 m。
获取的数据时间范围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2 月 1 日，共 获 得 了 3 个 不 同 空 间 块 ( h12v11，

h12v12，h13v12 ) 的 93 期长时间序列数据。MODIS
遥感数据从美国国家宇航局( NASA) 的 Ｒeverb 网络

工具( ［2014-06-10］http: / / reverb． echo． nasa． gov) 上

下载获取。产品的重投影利用 MODIS 重投影工具

包( MＲT) ( ［2014-06-10］http: / / lpdaac． usgs． gov /
tools /modis_reprojection_tool) 实现，完成重投影后，

提取植被指数产品中的 NDVI 数据，根据产品提供

的标定参数，将数据产品换算成真实植被指数，转

存成 GEO-TIFF 格式，并利用研究区的矢量边界对

图像进行裁剪。提取出的 MODIS NDVI 数据统一使

用 WGS84 经纬度投影。

2． 2． 2 辅助数据

本文获取了阿根廷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数据，该

数据由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协会( IIASA) 提供的最新

的全球土地利用数据( IIASA，2013) 提取获得，该数

据的空间分辨率为 1 km，综合了多种全球土地利用

数据集、各国土地利用该数据集等，并结合 GEO-Wi-
ki 系统综合利用各国的地面数据与统计数据进行

验证与修正，土地利用图精度相对其他全球产品精

度更高，在全球不同大洲的验证表明耕地类型的精

度为 85%—90% ( Fritz 等，2012 ) 。基于该数据集，

提取了土地利用数据中的耕地分布数据，用于对研

究区耕地进行提取。

2． 3 未种植耕地识别方法

农田利用状况动态变化遥感识别方法主要包

括数据预处理、植被指数序列极值点提取和农田利

用状况判定 3 个步骤，技术流程图如图 4 所示。
首先，利用 MODIS 数据质量标识将受云雨等因

素影响导致数据质量不高的数据剔除。再次，利用

S-G 平滑滤波器( Savitzky-Golay filters) ( Savitzky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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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ay，1964; Tsai 和 Philpot，1998; Chen 等，2004; 张

淼等，2012) 对长时间序列的 MODIS NDVI 数据进行

平滑与缺失数据填充。最后，利用三点拉格朗日插

值法对平滑后的时间序列 NDVI 曲线进行逐点拟

合，依据拟合出的插值曲线计算 NDVI 导数值。假

设 3 个 NDVI 点满足某个二次多项式函数 f，已知它

在 3 个点上的取值为:

f( i) = NDVIi，i = 1，2，3 ( 1)

图 4 农田利用状况动态变化遥感识别流程图

( NDVIc 为有作物种植区 NDVI 阈值下限; NDVIuc为未种植耕地 NDVI 上限)

Fig． 4 Flowchart for dynamic changes of arable land use status monitoring

( NDVIc represents for the threshold of cropped regions，and NDVIuc represents for the threshold of uncropped arable land)

则每个拉格朗日基本多项式可记为:

l0 ( NDVI) =
( NDVI － NDVI1 ) ( NDVI － NDVI2 )

( NDVI0 － NDVI1 ) ( NDVI0 － NDVI2 )

( 2)

l1 ( NDVI) =
( NDVI － NDVI0 ) ( NDVI － NDVI2 )

( NDVI1 － NDVI0 ) ( NDVI1 － NDVI2 )

( 3)

l2 ( NDVI) =
( NDVI － NDVI0 ) ( NDVI － NDVI1 )

( NDVI2 － NDVI0 ) ( NDVI2 － NDVI1 )

( 4)

应用拉格朗日插值公式所得到的拉格朗日插

值多项式可记为:

F( NDVI) = ∑
2

i = 0
f( i) l0 ( NDVI) ( 5)

除第一期和最后一期 NDVI 数据外，其他各期

NDVI 数据的导数均由拉格朗日插值多项式求导计

算; 对于 NDVI 序列上的第一期数据，将最后一期

NDVI 前移作为三点插值的第一点，对于 NDVI 序列

上的最后一期数据，将第一期 NDVI 后移作为三点

插值的最后一点，利用同样的计算过程获得相应位

置的 NDVI 导数。导数由正值过渡为负值的转折点

记为 NDVI 时间序列的极大值点，由负值过渡为正

值的转折点记为 NDVI 时间序列的极小值点。
利用平滑后的 NDVI 时间序列数据以及 NDVI

时间序列的极大值点和极小值点的位置，综合判定

耕地在 NDVI 数据时相上是否耕种( 图 4) 。
利用地面调查样本统计获得的 NDVI 直方图提

取作物种植区植被指数阈值和未种植耕地植被指

数阈值 ( Sellers 等，1996; Gutman 和 Ignatov，1998;

Zeng 等，2000; Jing 等，2011; Zhang 等，2014) 。对于

未种植耕地区域，利用地面观测获得的未种植耕地

分布数据统计获得未种植耕地 NDVI 直方图之后，

计算 NDVI 分布的累积频率。为了削弱云、雨等天

气对研究的影响，本文并未直接选取样本区 NDVI
最大值作为未种植耕地的识别阈值，而是选择NDVI
累积频率为 98%处的 NDVI 值作为未种植耕地提取

的阈值( 图 4 中的 NDVIuc ) ( 李苗苗 等，2004; Jing
等，2011) ; 类似的，对于作物种植区，提取计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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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植区植被指数高峰时期的 NDVI 直方图，选

择累积频率为 2% 处的 NDVI 作为有作物种植区域

提取阈值( 图 4 中的 NDVIc ) ( 李苗苗 等，2004; Jing
等，2011) 。

对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阈值判断，大于种植区

植被指数阈值的像元均为“有作物种植”，小于未种

植区植被指数阈值的像元均为“未种植耕地”; 介于

种植区植被指数阈值与未种植区植被指数阈值之

间的像元，需要结合时间序列上的极值点位置综合

判断，当该时期的 NDVI 处于 NDVI 上升期，且该时

期之后的第一个 NDVI 极大峰值大于种植区植被指

数阈值，则为“有作物种植”，否则为“未种植耕地”;

当 NDVI 处于下降期，则判断前一个 NDVI 极大值

和后一个 NDVI 极小值，若后一个极小值大于未种植

区植被指数阈值，则认为“有作物种植”，否则判断前

一个 NDVI 极大值，如极大值大于种植区植被指数阈

值，则为“有作物种植”，否则为“未种植耕地”。

3 结 果

3． 1 植被指数动态变化过程

图 5 中显示了阿根廷研究区内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间不同地物类型 NDVI 动态变化过

程以 及 对 应 区 域 耕 地 利 用 状 况 动 态 变 化 信 息。
图 5( a) 为城区植被指数变化过程，没有明显的物候

节律。图 5( c) 为单季作物种植区植被植被曲线，从

图 5 中可见植被指数处于峰值两侧时，被视为有作

物种植，而在相邻两季作物之间，如果植被指数长

期处于较低水平，则被认为是未耕作耕地。图 5( b)

和图 5( d) 均为两年三熟的耕作系统，其中图 5 ( b)

在 2012 年内种植了双季作物，在双季作物之间，收

获和播种期较长，因此中间存在约一个月的时间耕

地上无作物生长，而在 2013 年内只种植一季作物，

在作物收割之后，耕地休耕了约 5 个月，至 2013 年

底才播种了下一季作物。图 5 ( d) 中，2012 年内仅

种植了一季作物，之后( 2012 年 6 月初至 10 月初)

耕地休耕，而在 2013 年内种植了双季作物，在双季

作物之间，约半个月至一个月时间内耕地上无作物

生长。
植被指数的变化过程反映出耕地上植被光合

作用强度的变化，因此当 NDVI 处于加高水平且呈

现明显的物候节律时，则认为该时间段内耕地上有

作物生长，当 NDVI 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时，则认为该

时期耕地上无作物生长。

图 5 阿根廷研究区不同地物类型 NDVI 动态变化过程

Fig． 5 Dynamic changes of NDVI for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and crop types in Argentina ( 20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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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未种植耕地动态变化识别

利用地面观测获取的地面样本数据对对应时

期的植被指数数据进行统计，获得了种植区和未种

植区植被指数的直方分布( 图 6) 。研究选取未种植

耕地区域 NDVI 累积频率为 98% 处的 NDVI 值作为

未种植耕地识别阈值( NDVIuc ) ，采用作物种植区的

NDVI 累积频率为 2%处的 NDVI 值作为作物种植区

识 别 阈 值 ( NDVIc ) ( 李 苗 苗 等，2004; Jing 等，

2011) ; 由此确定阿根廷研究区作物种植区 NDVI 阈

值 ( NDVIc ) 为 0． 61，未 种 植 耕 地 NDVI 阈 值

( NDVIuc ) 为 0． 3。

图 6 阿根廷研究区作物种植区与未种植耕地样本 NDVI 直方图

Fig． 6 Histograms of NDVI cropped arable land and uncropped arable land samples in the study area

在获取了阿根廷研究区作物种植区和未种植

耕地 NDVI 阈值的基础上，结合 2． 3 节中所描述的

农田利用状况动态识别流程( 图 4) ，对 2010 年 1 月

至 2014 年 1 月阿根廷 3 个粮食主产省份的耕地利

用状况动态变化过程进行识别，其中 2013 年度逐月

耕地利用状况监测结果见图 7。

图 7 2013 年阿根廷研究区耕地利用状况动态变化过程

Fig． 7 Dynamic changes of cropped and uncropped arable land for major crop producing region in Argentina

阿根廷地处南半球，冬季和夏季的时间与中国

相反，因此在阿根廷研究区内，每年 5 月无作物种植

耕地逐渐增多，6 月至 9 月期间无作物种植的耕地

面积达到最大，9 月至 11 月期间，无作物种植的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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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逐渐减少，这段时间内，玉米和大豆先后播种，但

国外农场主农作物种植自主性强，播种期跨度较

大，2013 年 9 月—2013 年 11 月期间每个月均有一

部分耕地上有新播种的作物开始生长。
就全年而言，几乎所有耕地均有作物种植，科

尔多瓦省大部分地区、圣太菲省南部部分地区以及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西南部耕地主要种植单季作物，

耕地上每年至少有 4 个月的时间无作物种植。

3． 3 农田利用状况动态变化识别精度分析

利用地面样本对对应时期的耕地种植状况识

别结果进行精度验证，分类结果的混淆矩阵见表 2。

表 2 阿根廷研究区耕地种植状况混淆矩阵

Table 2 Error matrix and accuracy for cropped /uncropped map

实际类别

( 像元个数)

分类类别( 像元个数)

作物种植区 未种植耕地

生产者

精度 /%

作物种植区 1002 2 99． 80

未种植耕地 71 1684 95． 95

用户精度 /% 93． 38 99． 88

阿根廷研究区内的耕地利用状况遥感识别总

体精度为 97． 35%，分类精度很高，其中生产者精度

和用户精度均高于 93%，作物种植区的生产者精度

和未种植耕地的用户精度极高，均高于 99%，作物

种植区的用户精度和未种植耕地的生产者精度相

对较低，介于 93% 至 96% 之间，表明作物种植区几

乎没有误分类现象，未种植耕地几乎不存在错分类

现象，而作物种植区存在一定程度的错分类。

4 讨 论

农田利用状况动态变化识别方法在作物生长

期内精度很高，主要原因是有作物种植的耕地和无

作物种植的耕地植被指数具有显著差异，但在作物

收获期和下一季作物开始生长之前的一段时间内，

识别精度相对较低，表 2 中相对较低的有作物种植

区用户精度主要由于收获期和下一季作物开始生

长之前的错分造成。虽然阿根廷研究区不同季节

的作物轮作期间隔时间相对较长，但由于 MODIS 16
天合成的 NDVI 产品采用最大值合成方法 ( Huete
等，1999) 以削弱云对 NDVI 估算结果的影响，因此

在收获期内获取的 16 天合成 NDVI 往往包含收获

前作物的信息，而下一季作物播种之后半个月就会

出苗，收获之后的 16 天合成 NDVI 又包含下一季作

物出苗后的植被信息，导致轮作期间容易出现错分

和误分类现象。在单季作物种植区( 图 5 ( c) ) ，全

年的作物种植区和未种植耕地的识别精度几乎相

同，且始终保持在较高精度，而在双季或多季作物

种植区( 图 5( b) 和图 5 ( d) ) ，当两季作物轮作期时

间较短时，轮作期内的 NDVI 最低值有可能高于未

种植耕地识别阈值( NDVIuc = 0． 3 ) ，没有体现出轮

作期内裸露耕地的较低 NDVI 值，因此在这段时间

内的耕地利用状况监测结果识别精度相对生长季

内的精度偏低。
本文所述方法最主要的优点是方法简单易行，

能够方便地用于其他研究区的耕地利用状况动态

变化识别，问题的关键在于获取一定数量的地面观

测或利用高分辨率数据提取相应的样本数据，统计

获得区分作物种植区和未种植耕地两个类别的关

键阈值参量。在这一点上，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

的缺陷，在覆盖面积巨大的阿根廷 3 大主产省份内

使用相同的阈值参数进行作物种植区和未种植耕

地两类的识别，必然会因为地域气候条件差异、植

被生长状况差异、土壤背景信息的差异等引入一定

的分类误差，未来应该将研究区按照一定的规则将

研究区分为若干个分区，每个分区内具有相似的农

业生态特征与相似的土壤背景信息，再针对每一个

分区给定相对独立的识别作物种植区和未种植耕

地两类的阈值参数。
MODIS 16 天合成的 NDVI 数据虽然经过了一

系列的预处理，但仍不可避免的受到云雨等不良天

气影响，导致部分异常数据明显偏高或偏低( 李苗

苗 等，2004; Jing 等，2011) ，因此本文没有使用未种

植耕地 NDVI 的最大值以及作物种植区 NDVI 最小

值作为耕地利用状况判定阈值。
MODIS 16 天合成数据对于不同季节作物生长

间歇期内的耕地利用状况的识别有较大影响，对于

两个生长季作物生长间歇期较短的地区，需要利用

更高时间频率的数据开展相关研究，农田利用状况

的监测精度将会进一步提高。未来如果有更高分

辨率和更短期合成的 NDVI 数据支持，将会对农田

利用状况动态变化遥感识别产生重大影响，识别精

度也将会进一步提高。
本文采用三点拉格朗日插值点数进行 NDVI 极

值点提取的原因是，当插值点较多时，拉格朗日插

值多项式的次数可能会很高，具有数值不稳定的特

点( 冯有前，2005 ) ，选择了三点拉格朗日插值多项

式计算各期 NDVI 的导数，避免了龙格现象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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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遥感可以高精度地识别

未种植耕地，能够有效地反映出耕地被利用的强

度。通过连续监测未种植耕地，可以反映出耕地的

轮作模式。对于大农业区，除少量耕地用于种植蔬

菜等经济作物外，大量的耕地用于种植少数几种大

宗作物，在阿根廷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而每一种

大宗作物均有明确的物候期，所以通过轮作模式的

分析，可以估算大宗作物的种植面积( 张淼，2014) 。
农田利用状况动态变化识别方法可以在其他

区域的应用还需要进一步检验，特别是在热带地

区，水热丰富，种植期长而且复杂，遥感数据多受到

云雨的影响。

5 结 论

本文中，在分析不同地物类型、不同耕作模式

下的 NDVI 动态变化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地面样本

数据统计获得农田有无作物种植分类的阈值，综合

阈值法和植被指数动态变化过程分析对阿根廷 3 大

主产省份开展了农田利用状况动态变化遥感识别，

实现了不同年份的未种植耕地动态变化识别，地面

观测数据验证结果表明，在阿根廷 3 大主产省份获

得了较高的精度，总体精度高于 97%，但在不同的

作物生长阶段，未种植耕地识别结果的精度差异较

明显，在作物生长高峰阶段，耕地是否有作物种植

的识别精度几乎达到 99%，但在作物收获期、播种

期识别精度相对偏低，总体精度在 95% 左右，主要

是受 16 天合成 NDVI 数据的最大值合成法限制，未

来需要利用更高分辨率和更短期合成的 NDVI 数据

才能在作物轮换期内取得更高的耕地利用状况识

别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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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and implementation of monthly monitoring of
uncropped arable land: A case study in Argentina

ZHANG Miao，WU Bingfang，YU Mingzhao，ZOU Wentao，ZHENG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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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Contents of soil nutrients and soil organic matter of arable land will decrease gradually after high cropping intensity for
several years． When a minimal amount of crop residue remains in farmland，significant decreased trends can be observed． Monito-
ring the dynamic changes in arable land utilization，specifically the dynamic identification of cropped and uncropped arable land，is
importan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monitor the dynamic change in arable land utilization by using time series of remote sens-
ing data． Three major crop-producing provinces in Argentina ( Buenos Aries，Cordoba，and Santa Fe) are selected as our study
area． Time series of MODerate-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 MODIS) Sixteen-day composite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
tation Index ( NDVI) products at 250 m resolution is used． On the basis of an analysis of profiles of time series NDVI，Savitzky-
Golay filters are used to smooth the noise in NDVI curves，and Lagrange polynomials are employed to extract the extreme points for
the smoothed NDVI curves． A threshold method associated with NDVI curve analysis is used to identify dynamic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ropped and uncropped arable land． Independent field samples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the classification
using producer's accuracy，user's accuracy，overall accuracy，and Kappa coefficient derived from confusion matrix． Accuracy
assessment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whether arable land is cropped． The overall accuracy is
above 97% ． In regions with only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etween harvesting one crop and sowing the following crops，the accuracy
is approximately 95% ．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in this study，the error mainly comes from the Sixteen-day maximum value
composite algorithm of MODIS NDVI products，which lose a low NDVI value during harvesting and sowing periods． In future，such
applications will require higher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NDVI data to obtain higher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cropped and
uncropped arable land． One solution could be to construct high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NDVI datasets combined with high
temporal and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images． A new method for monitoring arable land utilization i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ime
series NDVI data，and new products—dynamic changes in arable land utilization—are produced． The proposed method for identif-
ying cropped and uncropped arable land by using time series NDVI data is applicable for regions with large farms． Extensive valida-
tion needs to be conduc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to apply the proposed method to other regions．
Key words: uncropped arable land，identification，remote sensing，dynamic changes，argent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