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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参数法干旱遥感监测模型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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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在原有的云参数法干旱遥感监测模型的基础上，对云参数进行时间空间修正，得到了具有时间空间普

适性的新型云参数法干旱遥感监测模型。首先分析了云参数随时空变化的规律即云参数影响函数，并分析确

定修正函数的函数形式，然后联合遥感数据和同步地面实测２０ｃｍ深度土壤湿度数据确定修正函数，最后通

过定权方式确定改进型干旱遥感监测模型。利用ＦＹ２Ｃ数据进行了全国范围干旱遥感监测实验，同时与传

统方法的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新型模型对空间时间大尺度条件下的干旱监测结果更准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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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常用的干旱监测方法主要有两大类：干

旱指标法和遥感监测法［１３］。文献［４，５］提出了植

被状态指数（ＶＣＩ），文献［６］用ＶＣＩ参照当时降水

对全国１９９１年春季干旱进行了监测和研究。文

献［７］运用 ＶＣＩ进行全国干旱遥感监测实验研

究。传统的干旱遥感监测方法不能充分利用云覆

盖的遥感数据，而云参数法对此点有很大的改进。

本文考虑到时空变化对云参数的影响，重点研究

了时间空间变化的修正函数，并通过中国地区的

干旱监测验证其准确性和时空变化适应性。

１　云参数法干旱遥感监测模型

１．１　原始模型

基于云参数的遥感干旱监测算法成立的前提

条件是：① 无云意味着没有降水，干旱的可能性

增大；② 无云意味着地面接收的太阳短波辐射增

强、地面温度上升、地面蒸散能力增大，干旱的可

能性增大［８］。云中蕴涵干旱旱情信息，３个云参

数分别是连续最大无云天数（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ｌｏｕｄ

ｆｒｅｅｄａｙｓ，ＣＣＦＤ）、有云天数比（ｃｌｏｕｄｄａｙｓｒａｔｉｏ，

ＣＤＲ）、连续最大有云天数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ｌｏｕｄ

ｄａｙｓ，ＣＣＤ）。原始模型是直接建立云参数与干

旱等级（采用土壤湿度）之间的函数关系，即采用

３种云参数对旱情的影响函数犠１（ＣＣＦＤ）、犠２

（ＣＣＤ）、犠３ （ＣＤＲ）加 权 平 均 得 到 干 旱 等 级

ＲＤＲＩ
［９］，公式为：

ＲＤＲＩ＝
犉１·犠１＋犉２·犠２＋犉３·犠３

犉１＋犉２＋犉３
（１）

式中，犉１、犉２、犉３为３种云参数对旱情的影响权函

数。

１．２　模型的完善

原始模型只是建立干旱指数与３个云参数之

间的函数关系，没有考虑到时空变化的影响。不

同的时空条件下，相同的云参数不一定对应相同

的干旱等级，必须对模型进行时空归一化处理，即

把不同时空条件下能导致同一干旱等级的不同云

参数修正为同一云参数（等效云参数），即时空修

正。在经过时空修正后，３个基本函数就可以转

换为式（２）：

犠犻＝犘犻（犆犻，犙犻，犚犻） （２）

式中，犠犻为时空变化修正后的云参数；犆犻为３个

云参数ＣＣＦＤ、ＣＣＤ、ＣＤＲ；犘犻 为基本函数；犙犻、犚犻

分别是３个云参数的空间、时间修正函数。

１．２．１　时间修正函数

不同时间同一地区的太阳高度角不同，导致

地表接收到的太阳辐射总能量不同，地表的蒸腾

作用发生差异，即不同时间相同云参数对应的旱

情等级有差异。把不同时间的云参数修正为等效

云参数的过程称为时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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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参数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可以用数学函数的

形式来表达。据大量实验分析可得，云参数

ＣＣＦＤ修正函数在冬季会取得极大值，在夏季取

得极小值，春季与秋季相互对称。另外，季节反复

更替，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基于这两点特性，可知

云参数时间修正函数是一个周期函数，且周期为

一年，同时该函数在一个周期内有一个极大值和

一个极小值。

１．２．２　空间修正函数

地球与太阳相对位置的变动引起太阳高度角

等的变化，不同地域在同一时间段内接收到的太

阳辐照度不同，土壤相对湿度必然发生一些差异，

直接表现为干旱等级的不同。不同地域对应在卫

星影像上的各个像素的有云无云情况有可能是相

同的，遥感数据处理的结果和地面实际情况就会

发生差错，为了消除差异就需要进行空间修正。

旱情随着空间位置变化的规律同样可以采用

数学函数的方式来表达，即空间修正函数。随着

纬度的增大，同一时间相同的ＣＣＦＤ值，发生干

旱的可能性逐渐增大且干旱等级也增加；相同的

ＣＣＤ、ＣＤＲ值，发生干旱的可能性逐渐减小。考

虑到南北纬对称，空间修正函数是以纬度０°（赤

道）为对称轴的对称函数，且随纬度增大而单调增

大。

在得到时空修正函数后，根据３种云参数之

间的相关性确定３个基本函数以及影响权函数，

从而得出改进的云参数法干旱遥感监测模型。

２　新型云参数法干旱遥感监测模型

的实现及结果分析

２．１　新型云参数法干旱遥感监测模型的实现

本文对遥感影像进行预处理得到云参数，根

据不同等级实测数据的地理位置信息提取对应的

云参数，通过回归分析得到不同旱情等级的修正

函数，并归一化处理得到统一的修正函数，建立时

空修正的云参数法干旱遥感监测模型。

时间修正函数与云参数的时间变化函数趋势

相反，且根据修正函数的域值要求就可以得到各

干旱等级的时间修正函数。各个干旱等级的时间

修正函数之间的差异很小，可以统一为单一函数。

经过反复实验，最终选定三角函数作为云参数时

间修正函数，云参数随时间变化的函数也可以认

为是三角函数，基本形式为：

犘ＣＣＦＤ，犇犻 ＝犪１ｓｉｎ
π
６
ｍｏｎｔｈ＋犫（ ）１ ＋犮１ （３）

式中，犘ＣＣＦＤ，犇犻表示各个干旱等级所对应的云参数

ＣＣＦＤ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函数。

随着干旱等级的增加，ＣＣＦＤ在同一季节逐

渐增大。ＣＣＦＤ时间修正函数的具体修正方法

为：将超过均值的ＣＣＦＤ值减少修正到均值，将

低于均值的ＣＣＦＤ值扩大修正到均值。为了使

季节对云参数的修正均匀分布，对时间修正函数

值域的要求为最小值小于１，最大值大于１。大量

实验表明，各个干旱等级的修正函数相差甚小，可

合为单一函数作为云参数的时间修正函数，具体

形式为：

犚ＣＣＦＤ ＝
犚ＣＣＦＤ

犪ｓｉｎ
π
６
ｍｏｎｔｈ＋（ ）犫 ＋犮

＝

１

犪′ｓｉｎ
π
６
ｍｏｎｔｈ＋（ ）犫′ ＋犮′

（４）

　　云参数空间修正函数以纬度为自变量，随着

纬度的增大３种云参数的变化很有规律，同时纬

度以赤道为中心南北对称，经过多次实验后选取

以狔轴为对称轴的抛物线作为修正函数的基本

形式。根据中国境内经纬度的跨度，实验中采用

经度范围为８０°～１３０°，纬度跨度为３°的９个纬度

条带（北纬２２°～４９°）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纬度变

化对云参数的影响，建立空间修正函数。

时间和空间是相互独立的，那么式（２）可以转

换为：

犠ＣＣＦＤ ＝犘ＣＣＦＤ（ＣＣＦＤ，犙ＣＣＦＤ，犚ＣＣＦＤ）

＝ＣＣＦＤ×犙ＣＣＦＤ×犚ＣＣＦＤ
（５）

　　同样，可以确定另外两个云参数的时空修正

函数。在得到３个基本函数后，就可以通过影响

权函数来建立３个基本函数与干旱等级之间的函

数关系，从而得到最终的新型干旱遥感监测模型。

２．２　实验分析

采用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提供的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０６年８月的ＦＹ２Ｃ每天６点

（北京时间下午２点）的数据作为实验遥感数据，

并采用湖北省气象局提供的星下同步２０ｃｍ深度

的土壤湿度实测数据，同时采用武汉大学 ＭＯＤＩＳ

卫星地面接收站提供的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９

月的月度ＮＤＶＩ数据作为ＶＣＩ方法的实验数据。

表１为ＶＣＩ法监测结果与时空修正的云参数法

干旱遥感模型监测结果的精度对比。图１为本文

方法监测的２００６年２月干旱结果。

用户可接受精度是由遥感监测结果与实测数

据的等级相差２个以下的百分数，可用精度是两

者相差一个等级和完全正确的像元占监测总像元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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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监测结果精度对比表／％

Ｔａｂ．１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ｒｏｕｇｈ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本文方法 ＶＣＩ法

可接受精度 可用精度 可接受精度 可用精度

２００５年９月 ９０．９４ ６５．４８ ６１．１６ ４０．８１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８５．９４ ５９．５５ ７２．４８ ５４．６７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９４．１８ ７１．８１ ５８．５７ ３７．９６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９１．４１ ６６．４６ ６９．８５ ４５．５５

２００６年１月 ９７．３５ ９０．２７ ５７．３３ ４３．１１

２００６年２月 ９８．５７ ８９．６４ ７６．０８ ６０．８７

２００６年３月 ９３．９４ ７８．７９ ５１．３７ ３２．９６

２００６年４月 ９２．４１ ７９．３３ ６２．６４ ３７．０７

２００６年５月 ９１．９２ ７７．１０ ５６．４８ ３１．２４

２００６年６月 ９０．２３ ７７．０５ ５８．８６ ４７．８２

２００６年７月 ８９．４５ ７５．３４ ７０．２３ ６０．３７

２００６年８月 ９０．６５ ７６．７６ ７２．６９ ６２．１４

的百分比。由表１可知，云参数法干旱遥感监测

方法较传统干旱监测方法准确度更高，用户可接

受精度基本在９０％以上，且用户可用精度也较

高，较传统的ＶＣＩ法监测结果有很大的提高。原

因是ＶＣＩ只考虑植被指数，而植被指数与旱情之

间的物理关系不明确；同时，植被指数反映干旱具

有滞后性，不敏感，不易实际应用。

３　结　语

云参数法干旱遥感监测模型在时间尺度上较

传统方法有较大的改善，消除了季节变化引起的

特殊干旱情况的监测困难。该模型通过空间尺度

（纬度）的修正，提高了不同地域的干旱监测精度。

图１　２００６年２月干旱结果

Ｆｉｇ．１　Ｄｒｏｕｇｈ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６

实验证实，该模型可以较准确地监测干旱发生的

时间及空间位置，并能精准地确定发生干旱的等

级。在该模型中，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例如可降水量和地物累积亮度温度与干旱

之间的关系、地面实测土壤湿度数据同化、前期干

旱监测结果对当前结果的影响权重等。

参　考　文　献

［１］　刘良明．基于ＥＯＳＭＯＤＩＳ数据的遥感干旱预警模

型研究［Ｄ］．武汉：武汉大学

［２］　王晓红，刘耀林，杜晓．基于 ＭＯＤＩＳ图像的植被叶

面水反演与农业干旱监测［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

科学版，２００７，３２（６）：４９８５０１

［３］　牛宝茹，刘俊蓉，王政伟．干旱半干旱地区植被覆盖

度遥感信息提取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２００５，３０（１）：２７３０

［４］　ＫｏｇａｎＦＮ．Ｄｒｏｕ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１９８０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

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ＮＯＡＡＰｏｌａｒｏｒｂｉｔｉｎｇＳａｔ

ｅｌｌｉｔｅＤａｔａ［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ｔｅｏｒ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５，７６：６５５６６８

［５］　ＫｏｇａｎＦ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ｏｕｓＡｒｅａ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０，１１（８）：

１４０５１４１９

［６］　蔡斌，陆文杰．气象卫星条件植被指数监测土壤状

况［Ｊ］．国土资源遥感，１９９５，７（４）：４５５０

［７］　冯强，田国良，王昂生，等．基于植被状态指数的全

国干旱遥感监测试验研究（Ｉ）：资料分析与处理部分

［Ｊ］．干旱区地理，２００４，２７（２）：１３１１３６

［８］　谭德宝，刘良明，鄢俊洁，等．ＭＯＤＩＳ数据的干旱监

测模型研究［Ｊ］．长江科学院院报，２００４（３）：１１１５

［９］　刘良明，李德仁．基于辅助数据的遥感干旱分析

［Ｊ］．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１９９９，２４（４）：３００３０５

第一作者简介：刘良明，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遥感

数据应用、图像处理和分析。

Ｅｍａｉｌ：ｄａｘｉａｎｇｘ＠１６３．ｃｏｍ

（下转第２３５页）

９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