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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应用 ＭＯＤＩＳ数据，采用与植被物种无关的ＧＶＭＩ指数模型反演出植被水含量指标ＥＷＴ，并

以气象局发布的实际温度降雨数据和旱灾报告验证了植被水含量与旱灾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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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７５１；Ｐ２３７．９

　　干旱是指水分收支或供求不平衡形成的水分

短缺现象，它是我国重大的自然灾害之一。位于

土壤之上的植被的含水状况直接反映了地表的含

水程度，因此，植被水含量是监测干旱的有效指标

之一。常规的大范围实时监测植被水分方法费时

费力，遥感以其高效率、高精度、快速的特点成为

其取代的方法。

１　模型描述

１）ＦＭＣ。ＦＭＣ（ｆｕｅ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被定

义为植被水含量（鲜重干重）与植被体的鲜重或

干重的比值，也就是植被水含量占整个植被体鲜

重或是干重的百分比［１］。

２）ＥＷＴ。ＥＷＴ（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ｔｈｉｃｋ

ｎｅｓｓ）被定义为植被水含量（鲜重干重）与叶面面

积的比值，单位为ｇ／ｍ
２。由于水的比重为１，所

以如果假想将相同质量的水均匀平铺在相同面积

的地表，水层的厚度数值上就等于这个比值［２］。

研究表明，短波红外（１５００～１７００ｎｍ）对

ＥＷＴ的变化很敏感，而对ＦＭＣ的变化则几乎没

有反应［３，４］。因此，本文在选用短波红外波段来

反演植被水含量时，选择了ＥＷＴ来进行植被水

含量的反演研究，这样会使试验结果更加精确。

３）ＧＶＭＩ模型。Ｃｅｃｃａｔｏ在其研究中提出一

个新的指数———全局植被湿度指数ＧＶＭＩ（ｇｌｏｂ

ａｌ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该指数用短波红外

波段取代了ＮＤＶＩ指数中的红波段。

Ｃｅｃｃａｔｏ在作植被水反演的研究中，考虑到不

同地表植被覆盖密度对于植被水反演结果的影

响，引进叶面面积指数 ＬＡＩ（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ｉｎｄｅｘ）将

ＥＷＴ修正为 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
［４６］。它与 ＥＷＴ之间的

关 系 为：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 ＝ ＥＷＴ × ＬＡＩ。 因 此，

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就是单位地表面积内植被水的含量。

利用ＧＶＭＩ来反演植被水含量，主要有以下

几个优点：① 采用了较长波长的 ＮＩＲ和ＳＷＩＲ，

使其不易受到大气噪声的影响；② 利用叶面面积

指数ＬＡＩ对ＥＷＴ作修正，考虑了不同的地表植

被覆盖密度对于反演结果的影响；③ 与物种无

关，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地表植被覆盖度的植被

水反演［４６］。基于这些原因，本文采用 ＧＶＭＩ来

进行植被水的反演研究。

２　数据选择与处理

ＭＯＤＩＳ是一种新的传感器，搭载于美国国家

宇航局（ＮＡＳＡ）的两颗卫星（Ｔｅｒｒａ和 Ａｑｕａ）上，

是当前世界上新一代“图谱合一”的光学遥感仪

器，具有３６个光谱通道，分布在０．４～１４μｍ的

电磁波谱范围内。ＭＯＤＩＳ仪器的地面分辨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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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２５０ｍ、５００ｍ、１０００ｍ，扫描宽度为２３３０

ｋｍ，在对地观测过程中，每秒可同时获得６．１兆

比特的来自大气、海洋和陆地表面信息，每日或每

两日可获取一次全球观测数据［７，８］。由于全中国

范围很大，ＭＯＤＩＳ数据的快速获取和大范围覆盖

的特点能够保证监测的快速和有效性。本研究选

用 ＭＯＤＩＳ图像的如下４个波段进行旱灾监测：１

波段（６２０～６７０ｎｍ）、２波段（８４１～８７６ｎｍ）、３波

段（４５９～４７９ｎｍ）、６波段（１６２８１６５２ｎｍ）。数

据处理的步骤如下。

１）辐射纠正。卫星接收站接收到的 ＭＯＤＩＳ

数据大部分为原始的Ｌ１Ｂ格式，其值的范围从０

到６５５３５。为了使其值从原始数据ＤＮ值转换为

有效的地面反射率值，可使用转换公式进行转换。

其转换公式为：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ＤＮｓｃａｌｅ＋ｏｆｆｓｅｔ

式中，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为地表反射率；ｓｃａｌｅ为缩放比

例；ｏｆｆｓｅｔ为位移量。缩放比例和偏移量可以从

ＭＯＤＩＳＬ１Ｂ数据的元数据组中的参数获取。

２）几何纠正。由于ＭＯＤＩＳ原始数据没有经

过任何投影，不能用来进行镶嵌处理。本文采用

适合中国区域的Ａｌｂｅｒｓ圆锥等面积投影，命名为

Ａｌｂｅｒｓ２５４７１０５投影，投影椭球体使用 Ｋｒａｓｓ

ｏｖｓｋｙ椭球体，中心经度为东经１０５°，标准平行双

纬线分别为北纬２５°和北纬４７°。通过 ＭＯＤＩＳ数

据自带的经纬度数据，可以得到影像点对应的地

面控制点经纬度，进而进行几何纠正。几何纠正

时，如果控制点过少，会导致纠正精度不高；而如

果控制点过多，纠正时间将大大延长，而精度几乎

没有多少提高。经过反复试验，在整个图幅上均

匀等间隔地提取约５０个点作为控制点，能够花费

较短的时间而得到尽量高的纠正精度。

３）去云处理和水体去除。由于云层对研究使

用的各波段都有极大的影响，因此，需要去除云层

对地面反射率的影响。云层的厚度直接影响地表

反射率的获取，因此，需要一个阈值来标识是否云

层对地表的影响达到不容忽视的程度。由于蓝波段

（ＭＯＤＩＳ第３波段）可以有效地反映云层的厚度，可

以使用０．１８作为阈值
［７］，所有蓝波段反射率值大于

０．１８的区域都可以认为是厚云层，可以去除。

干旱研究是以植被体为研究对象，因此水体

的存在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干扰。事实表明，常用

的ＮＤＶＩ指数，如果其值小于０，可以认为是水

体。因此使用 ＭＯＤＩＳ的１、２波段计算 ＮＤＶＩ

值，并将所有ＮＤＶＩ值小于０的区域去除，可以消

除水体对植被含水量监测的影响。

４）获取ＥＷＴ。利用经过步骤１）～步骤３）

处理的 ＭＯＤＩＳ第２波段（ＮＩＲ）和第 ６ 波段

（ＳＷＩＲ），通过波段运算得到ＧＶＭＩ和ＥＷＴ。

５）影像镶嵌。由于ＥＷＴ反映植被的水含

量状况，而植被水含量在几天之内不会有很大变

化，因此可以将每旬内的覆盖部分区域的ＥＷＴ

影像进行镶嵌，得到一张覆盖整个中国区域的大

的影像，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云层对地表覆

盖的干扰，并得到覆盖范围尽可能大而全面的影

像。根据ＥＷＴ的值和干旱状况，将全国区域的

干旱状况划分为正常、轻微干旱、干旱、中度干旱、

重度干旱５个等级。

３　结果分析与验证

３．１　干旱监测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１日

发布中国北方干旱警报，中国内蒙古和东北地区

的旱情进入６月份以来进一步蔓延、加剧，并将持

续至７月份。我国北方地区２００３年秋季降水充

沛，但２００４年入春后，大部地区持续少雨雪，华

北、黄淮、西北东北部及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

辽宁西部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同期相比偏少５～９

成，其区域平均降水量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同期的最少

值。对应同期的降雨和气温数据，可知降水少、气

温高是导致北方干旱的主要原因［９］。

利用２００４年８月初接收的 ＭＯＤＩＳ图像，对

我国受灾严重的吉林、内蒙两省的干旱状况进行

了监测，监测结果如图１所示。经过分析，得出以

下结论：２００４年７月底到８月初，吉林西北部、内

蒙古东部及中部发生大面积夏旱，结合中国科学

院１∶１０万资源环境遥感数据库，受灾的土地利

用类型主要为林地、草地和耕地。吉林省白城市、

通榆县、洮南市、大安市、镇赉县、长岭县、乾安县

图１　２００４年８月初ＥＷＴ反映的内蒙古、

吉林干旱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ｒｏｕｇｈｔｉｎＷｅｓｔｏｆＪｉｌｉｎａｎｄＥａｓｔｏｆ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ｂｙＥＷＴ

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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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７县市旱情较重。内蒙古东部乌兰浩特市、扎

赉特旗等８县市旗旱情较重。内蒙古中部苏尼特

右旗、苏尼特左旗等１５县市旗旱情较重。

３．２　犈犠犜和土壤相对湿度的相关性分析

除了少数人工灌溉区域外，降雨直接提供植

被生长所需的水分。因此，植被含水量能够直观

地反映所处区域降雨量的多少，而温度的高低能

够加速或者减慢植被水分的蒸发。其中降雨量在

ＥＷＴ的反演过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降

雨量直接影响到土壤的相对湿度。根据中国气象

局２００４年全国１９４个气象台站采集的土壤２０

ｃｍ相对湿度数据，剔除不符合条件的值（如人工

灌溉），最终选择了１２２个气象台站的７月下旬

２０ｃｍ土壤相对湿度统计数据（图２）作为对比分

析内容。土壤相对湿度反映了当前土壤含水量相

对于饱和含水量（田间持水量）的百分比，反映了

植被能够吸收水分的平均丰盈或缺乏程度，而

ＥＷＴ标识了植被含水量的多少，和土壤相对湿

度有直接的关系。把２００４年８月初ＥＷＴ值减

去２００３年８月初ＥＷＴ值作为２００４年ＥＷＴ距

平值ＥＷＴ２００４２００３，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２　２００４年８月农田２０ｃｍ土壤相对湿度图

Ｆｉｇ．２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ｌｅｖｅｎｔＷｅｔ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Ｊｕｌｙ２００４

图３　２００４年８月和２００３年８月中国区域ＥＷＴ值差异图

Ｆｉｇ．３　ＥＷＴ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ｎＪｕｌ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４

ａｎｄ２００３ｉｎＣｈｉｎａ

通过ＳＰＳＳ软件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土

壤相对湿度和ＥＷＴ２００４２００３在各种相关模型上表

现为很强的正相关性。

３．３　犈犠犜和温度的关系

同时，可以发现温度也能够部分地对ＥＷＴ

产生影响。如图４所示，长江三角洲、浙江北部、

江西东北部地区在２００４年７月中旬持续高温，气

温距平值较高，导致了大量的水汽蒸发。因此该

区域的ＥＷＴ值在８月初表现为较低，部分反映

了气温对植被含水量ＥＷＴ的反作用。

图４　２００４年７月平均温度距平（中国气象局提供）

Ｆｉｇ．４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Ｊｕｌｙ

２００４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ｂｙＣＭＡ

研究结果表明，应用 ＭＯＤＩＳ数据，采用ＧＶ

ＭＩ模型反演出的植被叶面水分含量ＥＷＴ与旱

灾紧密相关，能够准确直观地反映出全国范围内

干旱状况的分布及其时空变化。ＭＯＤＩＳ数据的

每日快速更新保证了ＥＷＴ监测的实时性，大的

覆盖范围能有效地涵盖全国范围内植被信息，可

以利用 ＭＯＤＩＳ数据进行快速变化的自然灾害等

方面的监测。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深入探讨温度对

ＥＷＴ反演结果的影响，对根据土壤水进行旱灾

评估检验等方面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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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ＣｅｃｃａｔｏＰ，ＦｌａｓｓｅＳ，ＴａｒａｎｔｏｌａＳ，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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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８２：１８８１９７

［６］　ＣｅｃｃａｔｏＰ，ＦｌａｓｓｅＳ，ＧｒｅｇｏｉｒｅＪＭ．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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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２００２，８２：１９８２０７

［７］　刘玉洁，杨忠东．ＭＯＤＩＳ遥感信息处理原理与算法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８］　刘闯，葛成辉．美国对地观测系统（ＥＯＳ）中分辨率成

像光谱仪（ＭＯＤＩＳ）遥感数据的特点与应用［Ｊ］．遥

感信息，２００３（３）：４５４８

［８］　李星．中国气象局警报：内蒙古和东北旱情蔓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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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０６１１／１０２５９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０５

第一作者简介：王晓红，副教授，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地理信

息系统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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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０７年《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即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是以测绘为主的专业学术期刊。

其办刊宗旨是：立足测绘科学前沿，面向国际测量界，通过发表具有创新性和重大研究价值的测绘理

论成果，展示中国测绘研究的最高水平，引导测绘学术研究的方向。本刊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ＥＩ刊

源期刊。是国家优秀科技期刊和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并获中国国家期刊奖，入选中国期刊方阵。

本刊主要栏目有院士论坛、学术论文、科技新闻等，内容涉及摄影测量与遥感、大地测量与物理

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地图学、图形图像学、地球动力学、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收录本刊

论文的著名国际检索机构包括ＥＩ、ＣＡＳ、Ｐ等，其中ＥＩ收录率达１００％，其影响因子长期名列中国

高校学报前列。本刊读者对象为测绘及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等。

本刊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３８３１７，国外代号 ＭＯ１５５５。Ａ４开本，９６面，定价

８元／册，每月５日出版。漏订的读者可以与编辑部联系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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