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04-04-20。

项目来源:教育部 211工程重点资助项目(2132710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0023004);黄河水利委员会 2002～ 2003年度

黄河凌情监测资助项目。

第 29 卷 第 8 期

2004年 8 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信 息 科 学 版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Vol.29 No.8
Aug.2004

文章编号:1671-8860(2004)08-0679-03 文献标识码:A

MODIS数据在黄河凌汛监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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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 MODIS 数据的特性及其在黄河凌汛监测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探讨和总结。试验结果表明 ,

MODIS 数据在冰雪检测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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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封河 、开河时期 ,如果冰凌严重堵塞河道 ,

水位被抬高 ,将可能造成漫滩 、决溢堤防等重大灾

害 ,给黄河滩区和两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带来威胁和损失 。由于遥感技术具有宏观性 、连

续性等特点 ,可以提供大范围的地面观测信息 ,因

此 ,采用遥感技术来监测黄河凌汛 ,可以使防汛部

门及时获得大范围河道的封冻情况 ,及时发现在

封河 、开河时期可能出现的险情 ,及时对已出现的

险情进行评估 ,并采取各种防护措施。

MODIS 的高光谱分辨率 、高空间分辨率和高

时间分辨率决定了它在地球资源观测中具有绝对

的优势。它的 36个通道不仅分布广 ,而且光谱通

道范围连续 ,而 TM 只有 7个通道 ,AVHRR只有

5个通道 ,且其高空间分辨率是 AVHRR所没有

的。MODIS 的重复周期很高 ,一般为 1 ～ 2d ,两

天可覆盖全球一次[ 1]且可实现实时动态监测 ,而

TM 需要 16d ,这种高时间分辨率是 TM 数据无

法比拟的。另外 , TERRA 和 AQUA 两颗卫星在

过境时间上是互补的 , TERRA 上午过境 , AQUA

下午过境 ,这样在 1d内可以获得同一地区的两幅

图像 ,这样的数据更新频率在实时地球观测和应

急处理中是很必要的。MODIS 的扫描宽度为 2

330km ,覆盖范围很广 ,整个中国只需要 3 条数据

就可全部覆盖 ,相对 TM 来说 ,更适合大范围的

监测 。

典型的积雪具有很高的可见光反射率 ,因此 ,

通道的饱和度相对来说是一个传感器进行积雪检

测的重要参数 。MODIS 的通道设计使它具有足

够大的动态范围 ,因此 ,在观测积雪时 ,它的可见

光通道是不会饱和的;但 TM的可见光通道(0.4 ～

0.7μm)的遥感饱和是常见的;TM 的 4 通道

(0.76 ～ 0.9μm ,近红外)的饱和虽然少一些 ,但是

对于新降雪(特别是在春季)还是可能出现的 。而

根据 MODIS的技术说明 ,即使出现积雪 ,MODIS

的0.5μm通道也不会饱和 ,这对于探测和测量积

雪都是很重要的[ 1] 。由于 MODIS仪器所具有的

诸多优势及其本身在积雪探测上的诸多特点 ,使

它非常适合于连续 、大范围以及长期的冰雪检测。

1　原理及数据处理

1.1　积雪的光谱特性

典型积雪有很高的可见光反射率 ,它对太阳光

谱的反射率很强 ,几乎达到全反射;在蓝光波段的0.

49μm附近 ,它有一个反射峰 ,反射率高达 80%以上。

然后 ,反射率随着波长的增加而降低 ,在1.14 ～ 1.

26μm 之间 ,反射率急剧下降。在近红外波段 ,雪的

反射率继续下降 ,直至降到 20%左右[ 2] 。

1.2　MODIS的冰雪检测算法

MODIS 冰雪检测算法是建立在分析 TM 数

据的冰雪检测技术基础上的 ,并采用阈值技术划

分积雪和其他目标。这种冰雪检测算法是根据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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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的波谱特性 ,即其所具有的强的可见光反射和短

波红外吸收的特性 ,选定了归一化差分积雪指数

(NDSI)和近红外通道的反射率[ 3]两个判别标准。

NDSI 主要用来鉴别冰雪 , 并区分大量积

云[ 3] 。MODIS的 NDSI 是用可见光 4 通道和近

红外 6通道反射率计算的[ 1 ,3 ,4] :

NDSI =(R 4 -R6)/(R 4 +R 6) (1)

式中 , R4 、R6分别为 MODIS第4 、6通道的反射率。

NDSI 是基于雪对可见光和短红外波段的反

射特性和反射差的相对大小的一种测量方法 ,可

以有效地分辨雪和许多其他地表 ,也能很好地检

测出阳光和阴影下的雪。

由于水也可能出现 NDSI 值比较高的情况 ,

因此 ,需要近红外通道来区分冰雪和水 。水在近

红外波段的反射率很低 ,因此 ,可利用 MODIS 的

近红外 2通道的反射率来区分水和冰雪[ 3 ,4] 。

云和雪在可见光波段具有类似的特征 ,因此 ,

云 、雪的区分在冰雪检测上非常重要 。云雪判识

技术是建立在云和冰雪反射率及辐射率之差的基

础上的。云在可见光和近红外部分一般都具有较

高的反射率 ,而雪的近红外部分明显降低 ,所以可

以利用这一特性区分云雪。NDSI 能将雪从大多

数模糊的云中分离出来 ,但是不能判别薄卷云和

雪 ,因此 ,薄卷云的存在会影响雪检测的结果 。为

了区分冰雪和云 ,需要加入其他通道数据来进行

云和雪的区分。MODIS的 26通道对卷云非常敏

感 ,具有区分雪与卷云的能力 ,一般会加入这个通

道来消除薄卷云的影响。

1.3　黄河冰凌检测算法

为了能更好地检测出冰凌 ,本文主要选取了

宁蒙河段作为试验河段(封二彩图 1),对黄河凌

汛期间的数据进行处理 ,检测对象主要为冰和流

凌(冰水混合物)。

在一般情况下 ,河道内的冰凌与陆地上的冰

雪无法区分 ,因此 ,在处理过程中加入黄河河道的

地理位置数据 ,屏蔽陆地上的像素 ,而只对河道中

的像素进行处理 ,提取的冰凌结果就能更直观地

反映黄河结冰的情况 。

经过大量地面数据与试验数据的对比验证 ,

采用如下的检测条件:

(NDSI >0 && R 2 >0.11 &&R4 >

0.1 &&R 26 <0.11)||

(NDSI >0.7 &&R 2 >0 &&R 4 >

0.1 &&R 26 <0.11) (2)

式中 , R2 、R26分别为 MODIS第2 、26通道的反射率。

由于流凌对凌汛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开河

期 ,随水流淌硕大的冰块容易冲破岸堤),因此 ,检

测算法对流凌的敏感度较高。

2　MODIS数据在黄河凌汛监测中

的应用结果及分析

　　2002年11月 17日 ,黄河宁蒙河段开始出现流

凌;2003年 3月 28日黄河全部开河[ 5] 。笔者对这个

期间每天的数据作了相应的检测 ,并将检测结果与

水文站的相关测报作了对比和验证。下面选择了封

河期、稳封期 、开河期的几幅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来介

绍检测效果(封二彩图 2 ～彩图 6)。采用数据的空

间分辨率为 500m ,图中亮的红色表示冰凌。

由于天气影响 ,黄河从 11月 17日开始流凌;

12月 9 日凌晨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中河段封

河;其余河段流凌密度加大。2003年 1 月 6 日 ,

黄河基本上进入了稳定封河时期;苦水沟至万家

寨大坝 720 km 的河段已全部封河。2003年 2月

23日 ,宁夏河段上从石嘴山至陶乐县的河段先后

开通;苦水沟至万家寨大坝 、河曲段仍处于稳定封

河状态 ,局部有开河的迹象 。2003年 3月 11日 ,

黄河内蒙古河段开河至三盛公水利枢纽闸下约

28km处;三盛公至万家寨仍处于封冻状态;河曲

段堆冰 、壅冰现象严重 。2003年 3月 21日 ,黄河

开河至三盛公水利枢纽闸下 131km 处 ,仍然存在

大量岸冰 、流凌[ 5] 。

总地来说 , MODIS 对黄河冰凌的检测非常有

效。但是由于时相 、大气传输 、天气 、地形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 ,单一的阈值检测对大范围的区域仍

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实际验证的过程中发现 ,

检测条件对结冰期的低密度流凌的检测不显著 ,

但是对开河期的流凌非常敏感 。黄河在结冰期

里 ,流凌的密度较开河期小 ,冰块也较开河期碎 ,

从检测条件上看 ,结冰期和开河期流凌的 NDSI

会有很大的差别 ,而第二通道的反射率也会因为

受到水的影响而有很大的变化 。另外 ,黄河的特

殊地形对检测结果也有一定的影响 。石嘴山至乌

海附近有一段河段较窄 ,加之这段河道在一段峡

谷之中 ,因此 ,在图像上不能清楚地显示实际情

况。此外 ,部分窄河段区在非星下点的图像上还

不到一个像素 ,地形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更为显著。

3　结　语

黄河凌汛在黄河防汛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 ,

黄河凌汛的不确定性给黄河防汛工作带来很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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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笔者结合生产实际 , 对使用 MODIS 影像监

测黄河凌汛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和探讨。结果证

明 ,由于其自身的特点 , MODIS 数据非常适用于
冰雪检测 。冰雪的动态变化是环境变化的重要指

标。MODIS 的时间分辨率相对较高 ,每天至少可

以获取一次冰雪覆盖图;同时 ,MODIS 的空间观
测范围较宽 ,能满足大范围空间观测的需要 。因

此 ,利用地球观测系统中的 MODIS 数据检测冰

雪的季节性变化是目前国际上该领域研究的重要

方向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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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snow and ice are identif ied w ith tw o criteria:one is NDSI (normalized

difference snow index)and the other is the reflectance of a near inf rared channel.Then the

results of ice detection on Yellow River are described , and its sho rtages and achievements are

analy zed.The results show that MODIS is ef ficient in ice and snow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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