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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Ｐｌａｎｃｋ函数在低温范围内进行线性化，改进了针对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实用性分裂窗算法，建立了

基于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中纬度地区雪面温度遥感反演方法。以环青海湖地区为研究区进行了算法应用，取得了

较理想的效果。验证并分析了雪面温度与海拔高度的负相关关系。通过对下垫面相对均一的３个样区进行

分析，讨论了雪面温度与归一化积雪指数的关系，并提出了“ＮＤＳＩ犜狊 空间”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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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雪表面温度时空分布对于积雪消融、变质

及地表大气能量交换过程均有重要影响，因此，

利用遥感技术进行雪面温度反演和动态监测具有

重要意义。迄今为止，国外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极

地，并取得了许多成果［１６］，国内则未见有相关报

道。目前，针对中纬度地区雪面温度遥感反演的

研究较少，Ｏｅｓｃｈ等基于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数据

研究了阿尔卑斯山中部地区雪面温度的时空变

化，并讨论了混合像元与雪面温度的关系［７］，促进

了雪面温度遥感研究的进展。

１　方法建立

本文在对 ＭＯＤＩＳ数据实用性分裂窗算法
［８］

改进的基础上，建立了雪面温度遥感反演方法。

其技术路线如图１所示。

１．１　传感器辐射定标

通过辐射定标将 ＭＯＤＩＳ的反射波段ＤＮ值

转换为大气顶层反射率ρＴＯＡ：

ρＴＯＡ犻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ｓｃａｌｅｓ犻×

（Ｄ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ｏｆｆｓｅｔｓ犻）／ｃｏｓθ０ （１）

式中，ρＴＯＡ犻为第犻波段的大气顶层反射率，ｒｅｆｌｅｃ

ｔａｎｃｅ＿ｓｃａｌｅｓ犻与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ｏｆｆｓｅｔｓ犻分别为增益与

偏移，可以在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 ＨＤＦ文件中读取；

ＤＮ为原始影像的灰度值；θ０ 为太阳天顶角。

图１　雪面温度遥感反演技术路线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Ｓｎｏｗ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对于热红外波段，根据式（２）计算辐射亮度：

犐犻＝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ｓｃａｌｅｓ犻×（ＤＮ－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ｏｆｆｓｅｔｓ犻）

（２）

式中，犐犻为第犻波段的辐射亮度；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ｓｃａｌｅｓ犻

和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ｏｆｆｓｅｔｓ犻分别为对应的增益与偏移。

通过式（３）将辐射亮度转化为亮温：

犜犻＝犺犮／［λ犻犽ｌｎ（１＋
２犺犮２

犐犻λ
５
犻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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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犺为普朗克常数，取值６．６２６×１０－３４Ｊ·ｓ；犽

为玻耳兹曼常数，取值１．３８０６×１０－２３Ｊ·Ｋ－１，犮

为光速，取值２．９９８×１０８ｍ·ｓ－１；λ为波长（单位

为ｍ）；犜为热力学温度（单位为Ｋ）。

１．２　雪盖提取

根据 ＭＯＤＩＳ雪盖提取算法
［９］进行积雪制

图。对于非浓密森林覆盖区，结合第２、４波段的

大气顶层反射率及 ＮＤＳＩ提取雪盖。其中 ＮＤＳＩ

通过第４、６波段的大气顶层反射率计算：

ＮＤＳＩ＝ （ρ４－ρ６）／（ρ４＋ρ６） （４）

采用以下３个条件提取积雪：① ＮＤＳＩ≥０．４；②

ρ２＞０．１１；③ρ４≥０．１。

１．３　适用于低温地表的犘犾犪狀犮犽函数线性化

分裂窗算法推导过程中温度犜 和辐射亮度

犅（犜）的函数关系非常复杂，文献［８］通过对 ＭＯ

ＤＩＳ第３１和３２波段辐射亮度和温度进行相关分

析，在２７３Ｋ～３２２Ｋ范围内建立了Ｐｌａｎｃｋ函数

的线性方程。由于积雪表面常为低温，因此，需要

在低温范围内对Ｐｌａｎｃｋ函数进行线性简化。

在２４３Ｋ～２８３Ｋ范围内根据 ＭＯＤＩＳ第３１

和３２波段的光谱响应函数计算辐射亮度，并将其

与对应的热力学温度进行线性回归，得到适用于

低温地表的Ｐｌａｎｃｋ函数线性表达式：

犅３１（犜）＝０．０４９００犜３１－１０．２７３，犚
２
＝０．９９６４

（５）

犅３２（犜）＝０．０４４２２犜３２－９．０７０，犚
２
＝０．９９７３

（６）

１．４　大气透过率计算

根据 Ｋａｕｆｍａｎ等人的研究
［１０１１］，ＭＯＤＩＳ数

据０．９４０μｍ处的大气透过率可由式（７）或式（８）

计算：

τ狑（０．９４０）＝ρ
（０．９４０）／ρ

（０．８６５） （７）

τ狑（０．９４０）＝ρ
（０．９４０）／［犮１ρ

（０．８６５）＋

犮２ρ
（１．２４０）］ （８）

式中，ρ
为对应波长处的反射率，犮１＝０．８，犮２＝０．

２。

Ｋａｕｆｍａｎ利用ＬＯＷＴＲＡＮ模拟了两波段比值

与水汽含量的关系，并且给出了大气水汽含量与

ρ
（０．９４０）／ρ

（０．８６５）之间的关系为
［１０］：

τ狑（０．９４０／０．８６５）＝ｅｘｐ（α－β槡狑），犚
２
＝０．９９９

（９）

对于复杂地表，取α＝０．０２，β＝０．６５１。

式（７）～式（９）中，０．８６５μｍ、１．２４０μｍ、

０．９４０μｍ分别对应 ＭＯＤＩＳ的第２、５、１９波段。

由式（９）得到大气水汽含量狑：

狑＝ ［（α－ｌｎτ狑）／β］
２ （１０）

　　Ｍａｏ利用ＬＯＷＴＲＡＮ模拟了大气水汽含量

与 ＭＯＤＩＳ第３１、３２波段大气透过率之间的关

系［８］：

τ３１＝２．８９７９８－１．８８３６６ｅ
－（狑／－２１．２２７０４），

犚２＝０．９９７４８ （１１）

τ３２＝－３．５９２８９＋４．６０４１４ｅ
狑／－３２．７０６３９，

犚２＝０．９９６８５ （１２）

１．５　积雪比辐射率确定

比辐射率依赖于物体的组成成分、表面状态、

物理性质等，并随所测辐射能的波长和观测角度

等条件变化［１２］。本文采用 ＡＳＴＥＲ光谱库
［１３］中

提供的积雪光谱确定 ＭＯＤＩＳ第３１、３２波段积雪

比辐射率，分别取０．９８２２９１和０．９６２０４６。

１．６　雪面温度计算

利用 ＭＯＤＩＳ数据进行陆面温度反演的分裂

窗算法推导过程详见文献［８］。将§１．３中建立

的Ｐｌａｎｃｋ函数线性化方程式（５）、式（６）代入分裂

窗算法中，得到积雪表面温度：

犜狊 ＝
犆３２（犅３１＋犇３１）－犆３１（犇３２＋犅３２）

犆３２犃３１－犆３１犃３２
（１３）

式中，犃３１＝０．０４９００ε３１τ３１；犅３１＝０．０４９００犜３１＋

１０．２７３τ３１ε３１－１０．２７３；犆３１＝０．０４９００（１－τ３１）（１

＋（１－ε３１）τ３１）；犇３１＝１０．２７３（１－τ３１）（１＋（１－

ε３１）τ３１）；犃３２＝０．０４４２２ε３２τ３２；犅３２＝０．０４４２２犜３２

＋９．０７０τ３２ε３２－９．０７０；犆３２＝０．０４４２２（１－τ３２）（１

＋（１－ε３２）τ３２）；犇３２＝９．０７０（１－τ３２）（１＋（１－ε３２）

τ３２），其中ε犻、τ犻分别是为第犻（犻＝３１、３２）波段的积

雪比辐射率和大气透过率。

２　应用实例

２．１　研究区与数据资料

以环青海湖地区为研究区，地理位置为东经

９５°１４′～１０３°４０′，北纬３４°４５′～３９°５０′，包括了青

海省的大通县等１６个县市以及甘肃省的肃南县

和天祝县。研究区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最高海拔

达５７００ｍ，最低海拔至１６００ｍ，平均海拔为

３６００ｍ。参考２０００年全国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可

知，青海湖东部、北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以植被覆

盖为主，地表覆盖比较均一；青海湖西部的德令哈

市以戈壁、裸岩等裸露地表覆盖类型为主，夹杂有

少量植被覆盖；都兰县南部地区以植被覆盖为主，

北部则主要为戈壁和沙漠；在天峻县、乌兰县和肃

南县等，植被覆盖较多。区内湖泊零星分布。

研究所选用数据为２００２１１２０日上午过境

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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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ＭＯＤＩＳ１ｋｍ空间分辨率影像。研究区的影

像质量较好。图２是几何校正后的 ＭＯＤＩＳ１ｋｍ

空间分辨率的第６、３、１波段合成图，犃犅、犆犇 为

研究所选取的两个剖面。

２．２　积雪制图

图３是按照 ＭＯＤＩＳ积雪提取算法提取并以

ＮＤＳＩ值表示的雪盖，并已与县级行政区边界叠

加。将提取出的雪盖与原影像对比分析，证明绝

大部分积雪能够正确提取；部分湖泊存在结冰现

象，也被判为雪盖。

２．３　雪面温度制图

图４是反演得到的研究区雪面温度空间分布

图，整个研究区内雪面最高温度达到２７５．６８Ｋ，

最低温度为２５０．５５Ｋ，平均温度为２６４．６１Ｋ。从

空间分布来看，雪面温度较高值一般出现在雪盖

边缘，湖东的大片雪盖内部形成一个温度高值团，

平均温度在２６７Ｋ左右。湖泊雪面温度的低值出

现在湖西北的德令哈市，呈现三个温度低值中心；

都兰县东部出现温度低值团。

图２　研究区 ＭＯＤＩＳ１ｋｍ

空间分辨率影像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ＩＳ１ｋｍＩｍａｇｅｒｙ

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图３　研究区雪

盖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Ｓｎｏｗ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图４　研究区雪面温度空间分

布（① 大通县；② 都兰县；③ 德令哈市）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ｎｏｗ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２．４雪面温度与海拔高度关系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海拔高度改变地面受热状况

和进行热量的重新分配，从而造成温度的垂直方

向的变化［１４］。为分析积雪表面温度与海拔高度

之间的关系，在原始影像中拉了两个剖面犃犅、

犆犇（图２）。剖面犃犅由北至南贯穿青海湖东部的

大片积雪，该剖面对应的温度分布复杂，存在高值

区与低值区，高程分布起伏剧烈；剖面犆犇自西向

东穿越都兰县东部的大片积雪，该片积雪存在温

度低值团，对应的高程逐渐增加。因此所选取的

两条剖面具有代表性。

将研究区１∶２５万ＤＥＭ 重采样后与雪面温

度空间分布图叠加，剖面犃犅、犆犇 对应的雪面温

度与海拔高度分布见图５。由图５可知，雪面温

度随着海拔高度发生变化，两者变化趋势基本相

反，海拔高度的峰值基本与雪面温度的低值相对

应。相关分析表明，剖面采样点雪面温度与海拔

高度呈显著负相关。剖面犃犅 所对应的雪面温度

与海拔高度相关系数为－０．５４３，剖面犆犇的相关

系数为－０．６１０，均通过９９％信度检验，说明海拔

高度影响雪面温度的分布。这与Ｓｔｒｏｅｖｅ的研究

结论一致［６］。

２．５　雪面温度与犖犇犛犐关系描述

由于不同地表覆盖类型热力性质存在明显差

异，因此在研究雪面温度与ＮＤＳＩ关系时，积雪覆

盖的下垫面类型及其纯净度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

素。参考２０００年全国土地利用／覆盖数据，选取

大通县、德令哈市和都兰县作为３个样区（图４）

定量分析雪面温度犜狊 与 ＮＤＳＩ的关系。大通县

地表覆盖类型几乎全为草场和牧场，地表覆盖类

型单一；都兰县积雪主要分布在该县东部和南部，

这些地区也被草场和牧场覆盖，仅在该县东北部

积雪覆盖地区有少量裸露地表出现；德令哈市以

裸露地表为主，积雪覆盖地区仅有极少的植被覆

盖。

分别对三个样区所有积雪像元的温度犜狊 与

ＮＤＳＩ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犜狊 与 ＮＤＳＩ存在显

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均稳定在－０．７以上，且均通

过９９％信度检验，分析结果见表１。大通县积雪

指数与雪面温度形成的ＮＤＳＩ犜狊空间如图６。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通过积雪覆盖度

以及积雪混合像元的热力性质进行合理解释。

Ｓａｌｏｍｏｎｓｏｎ的研究发现，ＭＯＤＩＳ积雪指数ＮＤＳＩ

与像元内部的积雪覆盖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并建立了基于 ＮＤＳＩ的积雪覆盖度的估算方

程［１５］，表明 ＮＤＳＩ值越低，像元内部积雪覆盖越

少，其他地表覆盖类型所占比例越大；而ＮＤＳＩ值

越高，则像元内部积雪覆盖越多，积雪像元越纯

净。积雪与其他地表覆盖类型表 面 的 辐 射

性质存在明显差异，它对太阳短波辐射的反射率

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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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雪面温度Ｔｓ与海拔高度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ｎｏｗ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图６　大通县ＮＤＳＩ犜狊空间

Ｆｉｇ．６　ＮＤＳＩ犜狊ｓｐａｃｅ

很大，而能够吸收的太阳辐射能小，加之积雪表面

的长波辐射能力很强，使得其有效辐射在相同温

度条件下要比其他的下垫面大［１６］，从而导致积雪

表面温度低于其他地表覆盖类型。这也正是雪面

温度的高值大多出现在雪盖边缘的缘故。

只有处于融化状态的纯积雪像元其温度才能

达到０℃（即２７３．１６Ｋ）左右
［７］，但是在本研究区

内部出现了一些积雪像元表面温度大于２７３．１６

Ｋ的情况，这与混合像元的热力性质有关。在

ＭＯＤＩＳ１ｋｍ尺度上，混合像元内部非常复杂，若

积雪覆盖度较低，其他地物如裸土、岩石、植被等

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混合像元整体的热力性质

已经与纯净积雪像元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虽然

像元

表１　犜狊 与犖犇犛犐相关分析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犜狊ａｎｄＮＤＳＩ

样区 相关系数 积雪像元数目 积雪覆盖类型

大通 －０．７４３ ２９５７ 草场、牧场

都兰 －０．７２２ １８１０１ 草场、牧场，极少裸露地表

德令哈 －０．７４６ ７３７５ 裸露地表，极少植被覆盖

内部各组分存在不等温的情况，但是混合像元整

体上表征出更高的表面温度。

３　结　语

本文通过在低温范围内对Ｐｌａｎｃｋ函数进行

线性简化，建立了基于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雪面温度

遥感反演方法，并取得了较理想的结果，说明进行

雪面温度的遥感反演是可行的。

雪面温度与海拔高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本

文中得到验证。另外，在考虑积雪覆盖地表纯净

度的基础上，选取３个样区定量分析了雪面温度

犜狊与ＮＤＳＩ的关系，指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显著

负相关关系，首次提出 “ＮＤＳＩ犜狊 空间”的概念，

并从混合像元的角度对该特征空间进行了合理解

释。本研究为进一步研究积雪覆盖度、雪面温度

以及 ＮＤＳＩ犜狊 空间内涵及其尺度效应奠定了基

础。

积雪比辐射率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何通

过卫星遥感区分不同类型的积雪，进而精确确定

积雪比辐射率，对于雪面温度遥感反演是一个关

键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此外，ＭＯＤＩＳ１ｋｍ空

间分辨率影像对于获取地表覆盖细节存在不足，

尚需利用较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分析不同土地

利用／覆盖类型和积雪的混合像元、像元内部的积

雪覆盖度对雪面温度犜狊的影响，以挖掘ＮＤＳＩ犜狊

空间内涵及其尺度效应研究。这些工作将在以后

的研究中展开。而利用与 ＭＯＤＩＳ同时过境的高

空间分辨率传感器 ＡＳＴＥＲ获取的影像对 ＭＯ

ＤＩＳ获取的雪面温度、ＮＤＳＩ犜狊 空间的相关理论

进行验证，也是需要深入探索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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