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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晓１
，２
　王世新１　周　艺１　魏　华１

（１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市９７１８信箱，１００１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市玉泉路甲１９号，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考虑到水的光谱反射特性，提出了一种新的统一地表含水量指数（ＳＷＣＩ）模型，并通过国家气象局降

雨量和台站土壤水对应数据进行了验证。本方法能较好地反映地表的含水量值及其变化，可用于大范围且快

速的土壤水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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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４

　　常规的土壤水分测定方法，因其样点较稀疏、

代表范围有限、数据收集的时效性差，尤其是在宏

观大尺度的土壤含水量监测中，大都存在以点代

面的问题，且较难给出土壤不同含水量区域之间

的分界线。在旱灾的遥感监测中，由于土壤水分

受气温、降雨、土壤质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且植

被覆盖的干扰不容忽视，因而土壤水含量的遥感

反演向来是其重点和难点。国内外关于土壤水分

遥感的方法可归纳为热惯量法、植被指数法、微波

遥感法等。为了快速而大范围地进行旱灾监测，

就需要对观测区域内的地表进行统一监测。本研

究从水的波谱反射特性入手，分析了含水土壤和

植被的共同特征，提出了一种新的适合于土壤和

植被混合区域的地表含水量指数（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ＳＷＣＩ）模型。

１　统一地表含水量模型构造

土壤是含多种成分的复杂的自然综合体。土

壤光谱受土壤母质、有机质、水分等多种复杂因素

的影响，在母质等其余因素固定的情况下，土壤光

谱受土壤水分的制约比较明显。不同土壤类型随

水分变化稍有差别，一般随土壤水分的增加而反

射率降低，这为用遥感方法监测土壤水分提供了

可能。图１为水的吸收率曲线图。

土壤和植被都或多或少地含有水分，水分对

地物的波谱反射率是有影响的，其影响符合水的

波谱曲线。通过分析水的吸收曲线可以知道，在

１．４５μｍ波段处和１．９μｍ波段处各有一个吸收

高峰区域，而在１．６５μｍ波段处有一个吸收低谷

区。图２是中国地区分布较广的植被（草地、针叶

林、阔叶林等）和土壤（黄壤、褐土、棕壤、红壤等）

的波谱反射率曲线，在１．４５μｍ和１．９μｍ波长

处各有一个反射率低谷，分别对应水反射率曲线

的吸收高峰点，其中以１．９μｍ波长处反射率变化

最为明显；１．６５μｍ处有一个反射率高峰，对应水

反射率曲线的吸收低谷点。上述分析表明，土壤

及植被中含水量的多少是影响其波谱曲线变化幅

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ＭＯＤＩＳＬ１Ｂ１ｋｍ数据共３６个波段，波谱范

图１　水的吸收率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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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植被与土壤

的反射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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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从０．４～１４μｍ，一幅影像可以覆盖近２３３０×

５０００ｋｍ２的范围，十分适合于大范围遥感监测。

在其波段集中，近似对应水反射高峰和低谷的分

别为第６波段（１６２８～１６５２ｎｍ）和第７波段

（２１０５～２１５５ｎｍ）。这两个波段都位于水汽吸

收区，对水分反射率的变化较为敏感。综合考虑

植被和土壤的混合差异，将ＭＯＤＩＳ６、７波段组合

得到的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表含水量的

多少。受水吸收曲线的影响，第６波段（犫６）无论

在植被还是裸土的反射率都大于第７波段（犫７），

且由于两者都含有近似相同的大气散射和辐射

值，因此，犫６－犫７ 能够表现出水在植被和土壤中的

含量多少，并能够最大程度地削减大气的影响。

将犫６＋犫７ 作为分母，能够使结果值限定在－１到

１之间，并增强了指数的可比性。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含水量指数，即地表含水量指

数（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ＳＷＣＩ）：

ＳＷＣＩ＝
犫６－犫７
犫６＋犫７

（１）

式中，犫６、犫７ 分别为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第６、第７波段

反射率值。该模型从水的吸收对植被和土壤反射

率波谱的综合影响入手，直接获取其地表水分含

量指标。由于犫６、犫７ 波段的土壤反射率普遍高于

植被，为保证不同植被覆盖区域指数的统一，需要

增加一个植被覆盖度参数犔，以调节土壤和植被

的反射率差异。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得知

ＭＯＤＩＳ第７波段本身可以较好地反映土壤和植

被的反射率差异，且地物类型对反射率的影响较

小。假设考虑植被影响的ＳＷＣＩ表达式为ＳＷ

ＣＩ狏＝（犫６－犫７）／（犫６＋犫７＋犔犫７），通过对照 ＮＤ

ＶＩ指数，提取同一区域内ＮＤＶＩ差别较大且距离

很近的两个点，认为该两点的ＳＷＣＩ值是近似一

致的。以该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共提取了５００个点

对，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利用ＳＰＳＳ进行非线

性函数拟合，得到的犔为－１．８５２，即得到修正后

的ＳＷＣＩ为：

ＳＷＣＩ狏 ＝ （犫６－犫７）／（犫６－０．８５２犫７） （２）

２　数据统计与检验

　　２００４年７月下旬，内蒙古和辽宁西部区域发

生严重旱灾。根据上述ＳＷＣＩ模型，使用２００４

０７２８ＭＯＤＩＳ１ｋｍ影像作为数据源，以中国气象

局２００４年全国台站土壤水含量数据作为验证，分

析了该区域土壤水含量分布状况。利用式（２）计

算出该区域ＳＷＣＩ分布图如图３（ａ）所示。

图３　内蒙古、辽宁地区ＳＷＣＩ与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分布图（２００４０７２８）

Ｆｉｇ．３　ＳＷＣＩａｎｄ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Ｉｍａｇｅ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ｎｄ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Ｃｅｃｃａｔｏ认为，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等效水层厚度）值

可以有效地表示地表植被水含量状况［１］，并在中

国区域得到了验证［２］。对比图３（ｂ）所示同期等

效水层厚度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分布图，两者之间等级分布

状况基本吻合。尤其是辽宁西部地区的重旱灾区

域的划分十分相近，这与中国气象局报告的２００４

年７月下旬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区域旬日降雨

量极少有很大关系。根据中国气象局各台站２００４

年７月下旬土壤含水率采样数据，获取所有该区

域采样点所处位置的ＳＷＣＩ值，得到ＳＷＣＩ与土壤

含水率散点图如图４所示。

利用ＳＰＳＳ分析ＳＷＣＩ和土壤水含量之间相

关性，相关系数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得到两者之间相关性如表１和表２所

示。

各相关值均超过０．８３，表明ＳＷＣＩ与土壤含

水率有较高的正相关性。进而通过拟合得到

ＳＷＣＩ与土壤水含量（％）之间关系公式为：

土壤水含量（％）＝８９．７２ＳＷＣＩ－４．２７６

（３）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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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ＳＷＣＩ与土壤含水率散点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ＷＣＩａｎｄ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表１　ＳＷＣＩ与土壤含水率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

ＳＷＣＩＵｓｉｎｇ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ＷＣＩ 土壤含水率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 ０．８７９

ＳＷＣＩ 显著性概率 ０．００１

样点数量 ４１ ４１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８７９ １

土壤含水率 显著性概率 ０．００１

样点数量 ４１ ４１

　注：表示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２　ＳＷＣＩ与土壤含水率 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

ＳＷＣＩＵｓｉｎｇ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Ｔａｕｂ／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ＷＣＩ 土壤含水率

相关系数值 １．０００ 　０．８３７

ＳＷＣＩ 显著性概率 ０．００２

样点数量 ４１ ４１

Ｋｅｎｄａｌｌ’ｓ 相关系数值 　０．８７３ １．０００

土壤含水率 显著性概率 ０．００２

样点数量 ４１ ４１

相关系数值 １．０００ 　０．８５１

ＳＷＣＩ 显著性概率 ０．００１

样点数量 ４１ ４１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值 　０．８５１ １．０００

土壤含水率 显著性概率 ０．００１

样点数量 ４１ ４１

　　拟合结果方差为犚
２＝５．９２，平均拟合误差为

２．４３％。

３　模型评价

ＳＷＣＩ模型分析了水的反射波谱曲线，综合

考虑了植被和土壤中水的吸收特性对波谱反射的

影响，输入参数少，计算迅速，适合于大范围遥感

旱灾监测的需求。相对于 ＮＤＶＩ、ＧＶＭＩ等指数

模型，ＳＷＣＩ受土壤植被覆盖度影响很小，以统一

直观的方式反映了地表综合含水量，十分适合于

大数据量、大范围的旱情监测研究。在今后的研

究中，地表温度的变化以及不同分辨率尺度对反

演结果的影响程度将是该模型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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