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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植被冠层和陆地表面出发，发展一种基于遥感数据和地表气象参数观测数据的陆面蒸发散量计算

的两层阻抗模型。该方法主要遵循能量平衡原理，并充分考虑到冠层小气候对土壤和植被的不同影响，从而

分别针对土壤和植被进行模型的参数化。该方法经过大尺度非均匀陆面条件验证，获得了较高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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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１８０２年Ｄａｌｔｏｎ提出计算蒸发的公式以

来，随着观测手段和对大气边界层湍流场的认识，

涌现出多种计算蒸发散量的方法，大体可分为最

初的经验法、半经验法和物理模型法［１～４］，其中以

Ｔｈｏｒｎｔｈｗａｉｔ利用边界层相似理论计算蒸发量的

空气动力学方法、Ｓｗｉｎｂａｎｋ的涡旋相关法、基于

“表面阻力”的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公式等为代表。

以上有关蒸发散量的计算方法主要利用点上的资

料测算蒸发散量，其计算结果往往依赖于仪器设

置的多寡与位置，存在由点上信息向面上信息的

尺度转换问题，因而在大面积区域上推广存在很

大困难。

地表能量交换是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因子，

遥感可提供能量平衡成分的物理测量，进而应用

能量平衡来测量蒸发散量具有物理意义。基于以

上认识，Ｂｒｏｗｎ和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根据能量平衡、作

物阻抗原理建立的作物阻抗蒸发散模型，成为热

红外遥感温度应用到作物蒸发散模型的理论基

础［５］。随后Ｓｅｑｕｉｎ和Ｉｔｉｅｒ利用卫星热红外资料

建立了冠层与空气的温度差与日蒸发量的统计模

型［６］。通过近２０年的发展，能量平衡法已经成为

了计算区域蒸发散量的主流方法。当地表净辐射

（犚狀）、显热通量（犎）和土壤热通量（犌）为已知，蒸

发散量将作为余项被解出［７～１０］。

区域蒸发散量实际包括地表蒸发和植被蒸腾

两部分，其中蒸腾与植被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有关，而蒸发受太阳辐射、湿度、温度、风速等一系

列气候因素的影响［１０］。有关计算蒸发和蒸腾的

参数存在许多不同，特别是由于植被的生理活动

而造成蒸腾的复杂性，因此，本文发展了一个两层

的蒸发散计算模型，即从植被冠层和土壤表面出

发，分别建立陆面日蒸发散量计算的阻抗模型，然

后结合植被覆盖度给出非均匀陆面条件下的日蒸

发散计算方法。

１　模型与方法

１．１　区域蒸发散的两层阻抗模型

非均匀地表由植被和裸地组成，显然植被和

裸地对应的水热交换过程是不同的。两层阻抗模

型将充分考虑到冠层小气候对土壤和植被的不同

影响，从而分别针对土壤和植被进行模型的参数

化。地表热量平衡方程可表示为：

犔犈 ＝犚狀－犎－犌 （１）

式中，犔犈为潜热通量（犔＝２．４９×１０６Ｗｍ－２／ｍｍ；

犈为蒸散，单位 ｍｍ），犚狀为净辐射，犎 为显热通

量，犌为土壤热通量，它们的单位为 Ｗ／ｍ２。

上述能量平衡方程在植被覆盖区和裸土区可

分别表示为：

犔犈狏 ＝犚狀狏－犎狏－犌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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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犈犵 ＝犚狀犵 －犎犵－犌犵 （３）

　　因此，对区域蒸发散计算就演变成对犚狀狏、

犚狀犵、犎狏、犎犵、犌狏和犌犵的计算。其中，犔犈狏表示植

被冠层的潜热通量，犔犈犵表示土壤表面的潜热通

量；犚狀狏、犚狀犵分别表示进入植被冠层和土壤表面的

净辐射；犎狏、犎犵分别表示植被冠层和土壤表面的

显热通量；犌狏、犌犵分别表示进入植被冠层和土壤

表面的通量。以上各参数的单位均为 Ｗ／ｍ２。

１）植被冠层和土壤表面上的净辐射 （犚狀狏，

犚狀犵）。

植被冠层和土壤表面上的净辐射，可以分别

表示为式（４）、式（５）：

犚狀犵 ＝ （１－犳狏）犚狏 （４）

犚狀狏 ＝犳狏犚狏 （５）

式中，犳狏是单位面积上被植被所覆盖的比例。据

Ｇｕｔｍａｎ研究表明，犳狏与 ＮＤＶＩ（即归一化差异植

被指数）存在以下关系［１１］：

犳狏 ＝
ＮＤＶＩ－ＮＤＶＩｍｉｎ
ＮＤＶＩｍａｘ－ＮＤＶＩｍｉｎ

（６）

式中，ＮＤＶＩｍａｘ、ＮＤＶＩｍｉｎ分别是整个生长季ＮＤＶＩ

的最大和最小值。

２）植被冠层和土壤表面上的热通量 （犌狏，

犌犵）。

进入植被覆盖区的热通量可以表示为净辐射

的函数［１２～１３］：

犌狏 ＝
犜狏

α
（０．００３２α＋α

２）（１－０．９７８ＮＤＶＩ
４）×犚狀

（７）

式中α为反照率。研究表明，土壤热通量与净辐

射呈线性关系［７］：

犌犵 ＝０．４×犚狀犵 （８）

　　３）显热通量（犎，犎狏，犎犵）。

植被冠层与参考高度处空气的显热通量，可

以湍流形式表示［１４］：

犎 ＝ρ犆狆（犜犲－犜犪）／狉犪 （９）

犎 ＝犎狏＋犎犵 （１０）

显然，植被冠层与空气的显热通量（犎狏）和土壤表

面与植被冠层的显热通量（犎犵）分别为：

犎狏 ＝ρ犆狆（犜狏－犜犲）／狉狏 （１１）

犎犵 ＝ρ犆狆（犜犵－犜犲）／狉犵 （１２）

式中，ρ犆狆 为空气的体积热容量（ＪＫ
－１·ｍ－３），ρ

为空气密度（ｋｇ·ｍ
－３）。

将式（１１）代入式（１０）并与式（９）联立可得到

式（１３），同理将式（１２）代入式（１０），并联立式（９）

则得到式（１４）：

犎狏＝

犜狏－狉犪
狉犵犜狏－狉犵犜犪＋狉狏犜犵－狉狏犜犪

狉狏狉犵＋狉犵狉犪＋狉狏狉（ ）
犪

－犜｛ ｝犪 ／狉狏
（１３）

犎犵 ＝

犜犵－狉犪
狉犵犜狏－狉犵犜犪＋狉狏犜犵－狉狏犜犪

狉狏狉犵＋狉犵狉犪＋狉狏狉（ ）
犪

－犜｛ ｝犪 ／狉犵
（１４）

因此，式（４）、式（５）、式（７）、式（８）、式（１３）和式（１４）

式形成了一个对区域蒸发散计算的完整过程。

１．２　陆面日蒸发散模型

星载遥感传感器提供了对地表参数的瞬时测

量。前人的研究表明，日蒸散量与瞬时蒸散量存

在正弦关系［１５～１６］，即

犈犱
犈
＝

２犖犈

π·ｓｉｎ（π狋／犖ε）
（１５）

式中，犈犱为日蒸散量；犈 为瞬时蒸散量；狋为卫星

过境时刻；犖犈为日蒸散时数，近似为将日照时数

减２。

陆面日蒸发散的两层模型如图１所示，其步

骤如下。

１）计算地表净辐射（犚狀狏、犚狀犵）、显热通量

（犎狏、犎犵）和土壤热通量 （犌狏、犌犵）；

２）计算区域的犔犈狏和犔犈犵，计算区域瞬时蒸

发散量；

３）计算研究区陆面日蒸发散量。

１．３　模型参数

１）地表净辐射（犚狀）。

辐射能量是蒸散的主要能源。地表的辐射平

衡方程表示如下：

犚狀 ＝犙（１－η）＋ε犪σ犜
４
犪－ε狊σ犜

４
狊 （１６）

式中，犙为太阳总辐射；η为地表反射率；σ为Ｓｔｅ

ｆａｎ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常数，σ＝５．６７×１０
－８Ｗｍ－２Ｋ－４；

ε犪σ犜
４
犪 为大气长波辐射；ε犪＝１．２４（犲犪／犜犪）

１／７为空

气比辐射率，犲犪 为气温犜犪时的实际水汽压（Ｍｂ）；

ε狊σ犜
４
狊 为地表长波辐射，犜狊为地表辐射温度。

２）表面温度 （犜狊，犜狏，犜犵）。

非均匀陆面温度与植被覆盖部分和土壤表面

部分的温度存在以下关系：

ε狊σ犜
４
狊 ＝犳狏ε狏σ犜

４
狏＋（１－犳狏）ε犵σ犜

４
犵 （１７）

　　每个像元的犜狊实际上是植被覆盖与裸土部

分温度的权重之和，即

犜狊 ＝犳狏犜狏＋（１－犳狏）犜犵 （１８）

式中，犜狊、犜狏和犜犵分别是陆面平均温度、植被冠

层温度和土壤表面温度。ε狏 和ε犵 为植被和裸土

的比辐射率，分别选为０．９３和０．９７
［８］，因此，单

位面积的比辐射率则为：

６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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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区域日蒸发散量两层阻抗模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ｗｐｏｕ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ｖ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Ｄａｉｌ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Ｔ

ε狊 ＝犳狏×０．９７＋（１－犳狏）×０．９３ （１９）

　　另外，犜狊可通过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４、５通道

的亮温信息进行求取［１７～１８］。因此，联立式（１７）～

式（１９）即可求取犜狏和犜犵。

３）空气动力学阻抗 （狉犪）。

在考虑非中性层结条件下，空气动力学阻抗

可表示为［１９］：

狉犪 ＝狉犪狅×｛１＋［Ｉｎ（犣－犱）／犣０］｝ （２０）

式中，狉犪０表示中性层结条件下的空气动力学阻抗

（Ｓ· ｍ－１）；Φ 为稳定度系数；犣是空气温湿度的

测量高度（ｍ）；犣０是表面粗糙度长度（ｍ）；犱 为零

平面位移 （ｍ）。

狉犪０ ＝Ｉｎ［（犣－犱）／犣０］
２／犓２犝（狕） （２１）

式中，犓 为ＶｏｎＫａｒｍａｎ’ｓ常数；犝（狕）为参考高

度犣处的风速（ｍ·ｓ－１）。

稳定度修正系数计算参见文献［１９，２０］。

４）空气动力学阻抗 （狉狏、狉犵）。

单位面积上的植被冠层平均边界层阻抗（狉狏）

参照文献［２１］进行计算。土壤表面到植被冠层高

度的空气动力学阻抗（狉犵）的计算方法见文献［７］。

２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２．１　研究区域

本文的研究区域涉及到中国北方１３个省区

（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山西、新疆、青

海、甘肃、宁夏、陕西、北京和天津）。研究区地跨

纬度３１°５７′Ｎ～５４°４９′Ｎ、经度７３°２１′Ｅ～１３４°２６′

Ｅ，包括湿润、半湿润区和干旱区等气候区。区域

内长年平均降雨量为２０～６００ｍｍ，降雨主要集

中在６～８月。

２．２　数据来源

１）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数据。由国家气象局提

供的１９９５０７２５１４ｈ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数据。

２）气候数据。与遥感影像资料同期的研究

区内１６０个气象站的气象资料，包括太阳辐射、气

温、日照时数、绝对湿度、风速、水汽压等。

３）其他数据。研究区其他相关地图资料。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区域陆面日蒸发散

首先，利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将收集到的气象站

的气象资料进行空间插值，并形成相应的栅格图

像。然后，根据本文所描述的方法分别计算研究

区植被覆盖度和陆面日蒸发散量，结果如图２所

示。

从图２可以看出，我国北方地区植被覆盖和

陆面日蒸散有以下特点。

ｌ）除天山山脉以北的伊犁盆地、塔城盆地和

阿尔泰山一带外，区域植被覆盖度分布呈明显的

地带性。整个北方地区的植被覆盖整体上从东南

向西北递减，这与该地区的自然地理的分布特征

相对应。研究区的常年气候条件导致地表覆盖类

型为明显的森林草甸草原荒漠地带更迭。

２）陆面日蒸散量的中心集中在华北平原内

蒙东部地区，处于湿润、半湿润地区。可见区域蒸

７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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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遥感方法的中国北方地区植被覆盖度和日蒸发散量计算 （１９９９０７２５）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ａｉｌｙＥ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Ｓ（１９９９０７２５）

散量的大小，除与地表覆盖有关外，还与能量、水

分以及降雨分布等条件有关。

３）研究区内最大日蒸散量为６．１６ｍｍ，而最

小的为０．１７ｍｍ，区域内蒸散量变化梯度大。

３．２　精度分析

在本文中，共选取５２个样本，对模型计算出

的区域陆面蒸发散量和野外的实地观测值进行相

关性分析，在满足显著性水平要求下，其一致性水

平为０．８４７。模型计算出的区域陆面蒸发散和实

地观测值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狉２＝０．８４７，狆＜

０．００５，狀＝５２）：

犈犜 ＝０．３８３８＋０．８９４６犈犜０ （２２）

式中，犈犜 为计算出的日蒸发散量；犈犜０为日蒸发

散量的观测值。

计算值和观测值的拟合线方程表明，在蒸发

散量较小时，模型的计算结果可能会有所夸大；而

在蒸发散量较大时，模型的计算则往往会偏小，其

临界点在３．７ｍｍ左右。

为了检验该模型对不同植被覆盖条件下的适

用性，分不同的植被类型对其计算精度进行检验，

包括灌丛（包括森林）、草原（温带草原，高山冻土

草原，草甸草原）、沙漠（荒漠）和无植被区等４种

类型。显然，表１所反映出的观测值与模型计算

值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该模型无论在灌丛、草原、

沙漠，还是在无植被区都具有较高的精度，达到了

预期的精度要求。

表１　蒸发散量计算值与观测值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植被类型 犚２ 狔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ＥＴ狅ｓｌｏｐｅ 狆

灌丛 ０．８３２ ０．５７５ ０．７４６ ０．０５

草原 ０．７８５ ０．４９５ ０．８４１ ０．０５

荒漠 ０．８６３ ０．４８８ １．１０１ ０．０５

无植被区 ０．８５９ ０．０７７ １．０５７ ０．０５

　　表１中，蒸发散量计算值与观测值的比较，无

植被区和荒漠的计算结果较灌丛和草原的要好。

可能是由于计算过程中众多参数，如表面温度、植

被覆盖率及空气阻抗等计算误差的积累造成，因

此，模型中植被覆盖区相关参数精度的提高，是下

一步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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