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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含水量的遥感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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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遥感手段，在短波角度斜率指数（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ａｎｇｌｅｓｌｏｐｅｉｎｄｅｘ，ＳＡＳＩ）的基础上，采用全局植被湿

度指数（ｇｌｏｂａｌ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ＧＶＭＩ）获取单位面积的植被冠层水分含量（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建立了农作

物水分含量的相关统计模型，并对黄淮海平原农作物水分含量进行反演研究。结果表明，该角度指数模型与

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由此模型计算得到的黄淮海平原农作物水分含量，与同期的土壤相对湿度有

较强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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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水分状况的监测可以为农

业灌溉、旱情评价和产量估计提供信息。传统测

量植被水分含量的方法主要是野外实测，过程复

杂、费时，监测区域范围有限，而利用遥感手段监

测植被水分，具有大范围、实时、快速的优势，成为

近年来的研究热点。ＭＯＤＩＳ卫星数据在水分监

测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国内外学者通过研究，

提取了各种监测植被水分的指数［１６］。

本文在角度指数ＳＡＳＩ
［６］的基础上，利用ＧＶ

ＭＩ反演得到植被水分含量指标（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ｗａ

ｔ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ＷＴ），建立了黄淮海平原农作物

水分含量的相关统计模型。该模型能有效地区分

植被、干物质和裸土，并能定量地表示农作物水分

含量。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

黄淮海平原位于东经１１３°至东海岸线、北纬

３２°００′～４０°３０′之间。从行政区划上看，涵盖了北

京、天津的全部，河北、河南、江苏大部，以及安徽

北部小部分地区和山东西北部小部分地区，是我

国最大的平原和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

实验采用的数据是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３日的两景

包含黄淮海平原的 ＭＯＤＩＳＬ１Ｂ５００ｍ分辨率影

像，利用 Ｒｅｄ（６４５ｎｍ）、ＮＩＲ（８５８ｎｍ）、ＳＷＩＲ１

（１２４０ｎｍ）、ＳＷＩＲ２（１６４０ｎｍ）４个波段，以及该

地区的５６个农台站分布数据（剔除影像上有云的

站点）。随机选择３５个站点用于回归分析，其余

２１个用于精度检查（站点分布见图１）。

图１　黄淮海平原农台站分布

Ｆｉｇ．１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Ｐｌａｉｎ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农作物水分含量反演模

型，本文对 ＭＯＤＩＳ数据进行了预处理，包括几何

纠正、投影、去条带、去云、去水体和影像镶嵌等。

２　原理与方法

２．１　角度指数犛犃犛犐

高光谱影像中，各个独立波段之间有着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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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水分的折射和吸收影响的波段范围大

约为几百ｎｍ
［６，７］。因此，波段间的波长关系与反

射率同等重要。角度指数正是基于此观点，充分

考虑了反射率光谱曲线中各个波段间光谱曲线的

形状，因此，它检测的是波段间的关系，而不是任

何波段的反射率值。

文献［５］介绍了一种新的光谱指数———短波

角度归一化指数（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ａｎｇ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ｉｎ

ｄｅｘ，ＳＡＮＩ）。该方法利用 ＭＯＤＩＳ的３个连续的

波段———ＮＩＲ、ＳＷＩＲ１、ＳＷＩＲ２间光谱的几何形

状，用参数刻画了３个光谱间的相互关系，具体公

式如下：

ＳＡＮＩ＝βＳＷＩＲ１ ×
ＳＷＩＲ２－ＮＩＲ

ＳＷＩＲ２＋ＮＩＲ
（１）

式中，ＳＷＩＲ２ 和 ＮＩＲ分别是波长为１６４０ｎｍ、

８５８ｎｍ处的反射率；βＳＷＩＲ１是反射率光谱曲线中

线段ＮＩＲＳＷＩＲ１ 与ＳＷＩＲ１ＳＷＩＲ２ 间的夹角，其

计算公式为［８］：

βＳＷＩＲ１ ＝ｃｏｓ
－１ 犪

２
＋犫

２
－犮

２

２（ ）犪犫
（２）

　　文献［６］对ＳＡＮＩ进行了改进，提出了ＳＡＳＩ。

ＳＡＳＩ的计算公式为：

ＳＡＳＩ＝βＳＷＩＲ１ ×Ｓｌｏｐ （３）

Ｓｌｏｐ＝ＳＷＩＲ２－ＮＩＲ （４）

　　经文献［６］分析，干燥土壤的βＳＷＩＲ１角最大，干

物质（即除去植被体中的水分而剩下的物质）和湿

土对应的βＳＷＩＲ１逐渐减小。干土对应的线段“犮”的

斜率是正值，随着土壤水分含量的增多，斜率减

小；干物质的斜率接近０；绿色植被的斜率是负

值。线段“犮”的最大负斜率和最大正斜率对应的

分别是大βＳＷＩＲ１角度的健康植被和干土。因此，用

角度βＳＷＩＲ１与斜率Ｓｌｏｐ的乘积来区分土壤、干物

质和健康植被。干土对应的ＳＡＳＩ是很高的正

值；健康植被对应着很高的负值；植被的干物质对

应的βＳＷＩＲ１角和斜率都很小，因此ＳＡＳＩ接近０。

因为ＳＡＳＩ是建立在ＳＷＩＲ波段范围的，因此它

对水分很敏感，但对光合特性不敏感，所以能比

ＮＤＶＩ更好地区分不同的地表覆盖类型。βＳＷＩＲ１
的大小由反射率值和波长决定，其范围是０～２π。

Ｓｌｏｐ也是反射率值的函数，其值域是［－１，１］。

βＳＷＩＲ１和Ｓｌｏｐ相乘得到的ＳＡＳＩ的范围在－２π～

２π之间。

文献［６］研究发现，随着植被水分含量的增

多，ＳＡＳＩ也相应地减小。因此，ＳＡＳＩ不但能区分

植被、干物质及裸土，还能区分不同含水量的植

被。

２．２　犈犠犜和犈犠犜犮犪狀狅狆狔的计算

常用来衡量植被含水量的指标ＥＷＴ，其计

算公式如为：

ＥＷＴ＝
犉－犇
犃

（５）

式中，犉为叶片鲜重；犇 为叶片干重；犃 为叶片面

积；ＥＷＴ是等效含水层厚度。

对于ＥＷＴ相同的不同种类的植被，它们在

短波红外波段的反射率是与物种无关的［９］。对于

ＭＯＤＩＳ数据，即使在最高分辨率２５０ｍ的影像

中仍然不能保证一个像元中只含有单一物种的植

被。因此，ＥＷＴ在遥感反演中具有更好的优越

性。

文献［３］提出了一个新的衡量植被水含量的

数值指标———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它可以更精确地表示冠

层级植被含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犔×ＥＷＴ （６）

式中，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表示单位面积上的植被冠层的水

分含量；犔是叶面积指数，表示单位土地面积上的

叶片面积。

文献［４］在去除了大气对植被水分反演的影

响后，得到了ＧＶＭＩ与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的关系表达式：

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

－
犪犫＋犮－犱（ＧＶＭＩ＋０．３）

２犮犱
＋

（犪犱＋犮－犱（ＧＶＭＩ＋０．１３））
２
－４犮犱（犪＋犫－ＧＶＭＩ－０．１３槡 ）

２犮犱
　　

（７）

式中，

ＧＶＭＩ＝
（ＮＩＲ＋０．１）－（ＳＷＩＲ＋０．０２）
（ＮＩＲ＋０．１）＋（ＳＷＩＲ＋０．０２）

（８）

式中，ＮＩＲ和ＳＷＩＲ分别是地物近红外和短波红

外的 反 射 率；犪＝１．５３；犫＝ －１．４０；犮＝

－０．００００９９；犱＝０．０００５１７；狉２ ＝０．８７；狆＜

０．００１。

３　实验情况与结果分析

３．１　实验情况

采用上述原理与方法，对研究区域作物含水

量进行反演，主要步骤和实验结果如下所示。

１）计算黄淮海平原ＳＡＳＩ。对经过预处理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数据，按照式（２）～（４）计算得到ＳＡ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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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的分布图（见图２，其中无数据区域对应云或水

体，已经被掩膜去除，下同）。

２）计算ＥＷＴ。对经过预处理的 ＭＯＤＩＳ数

据，按照式（７）、式（８）计算得到农作物含水量

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的分布图（见图３）。

利用式（９）计算得到黄淮海平原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的

分布图（见图４）。

３）统计模型的建立及精度检验。通过农台

图２　黄淮海平原２００７年

５月１３日ＳＡＳＩ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ＡＳＩｏｆ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Ｐｌａｉｎｏｎ１３，Ｍａｙ２００７

　　　

图３　由ＧＶＭＩ求得的黄淮海

平原作物水分含量

Ｆｉｇ．３　Ｃｒｏｐ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ＰｌａｉｎｆｒｏｍＧＶＭＩ

　　　

图４　由ＳＡＳＩ求得的黄淮海

平原作物水分含量

Ｆｉｇ．４　Ｃｒｏｐ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ＰｌａｉｎｆｒｏｍＳＡＳＩ

站Ｓｈｐ格式的经纬度坐标，分别获取ＳＡＳＩ栅格

图、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栅格图上对应点的像素值，即台站对

应 的 ＳＡＳＩ 和 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然 后 将 ＳＡＳＩ 和

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见图 ５），得到

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与ＳＡＳＩ间的统计关系（犚
２＝０．９６７６）：

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 ＝－１８４７．８×ＳＡＳＩ＋２４７．５７（９）

　　对结果进行精度检验，即对黄淮海平原内随

机选取的２１个点根据式（７）～（９）分别计算

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并求出两者的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因

为随着样本数量的增大，ＲＭＳＥ增大，所以用归

一化均方根误差狀ＲＭＳＥ（狀ＲＭＳＥ＝ＲＭＳＥ／样本

数）代替ＲＳＭＥ，结果是狀ＲＭＳＥ＝９．８４ｇ／ｍ
２，满

足精度要求。

图５　ＳＡＳＩ与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间的回归曲线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ＡＳＩａｎｄ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

３．２　结果分析

从图４可以看出，黄淮海平原南部，即河南的

南部、安徽和江苏大部分区域的农作物含水量比

较高，河南北部及河北的大部分区域农作物含水

量较低。

与此同时，从国家气象局获取了２００７年５月

中旬全国２０ｃｍ土壤相对湿度分布图，并从中提

取黄淮海平原的土壤相对湿度分布图（见图６）。

图６　２００７年５月中旬全国及黄淮海平原

２０ｃｍ土壤相对湿度分布

Ｆｉｇ．６　２０ｃｍＤｅｐｔｈ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ｆＳｏｉｌ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Ｐｌａｉｎ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Ｍａｙ，２００７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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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图４和图６发现，两者存在着很大的相

似性，河北大部分地区、河南的北部及天津的农作

物含水量较低，对应的土壤相对湿度也较低（４０％

～６０％）；安徽的东部及江苏地区的农作物含水量

较高，土壤相对湿度分布图上对应的土壤相对湿

度也较高（６０％～９０％）。但两者还存在一些不一

致的区域，如河南的中、东部地区的土壤相对湿度

较低，但同期的农作物含水量数据显示该区域的

农作物水分含量没有明显低于周边地区。造成这

种差异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比较图３、４可得，黄淮海平原内ＳＡＳＩ求得

的农作物含水量与ＥＷＴ求得的农作物含水量分

布规律整体上一致，说明本文方法能用来监测该

地区的农作物水分状况。但两图个别地方还存在

一定的差异，图４农作物水分含量的值域比图３

的小，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比较复杂，本文分析可

能存在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１）传感器接收的地物反射的信号往往包含

大气的影响，而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的计算公式是在去除大

气影响的基础上得到的。本文未对遥感图像进行

大气纠正，会带来一定的误差。

２）由于本文采用的遥感图像分辨率是２５０

ｍ，难免存在植被与土壤的混合像元，因此，在地

表作物覆盖稀疏区域，传感器接收到的光谱信号

是土壤和作物的混合光谱，而文中未作混合像元

的分解，直接将混合像元当作纯植被像元处理，可

能会带来一定的误差。

４　结　语

本文在ＳＡＳＩ的基础上，根据ＥＷＴｃａｎｏｐｙ建立

统计关系，得到了反演农作物水分含量的经验统

计模型，并用该模型反演了黄淮海平原农作物含

水量。结果表明，该角度指数模型与农作物含水

量间有很强的相关性，由此模型计算得到的２００７

年５月中旬黄淮海平原农作物水分含量，与同期

的２０ｃｍ土壤相对湿度基本一致。但该模型还存

在一定的误差，其原因及改进的办法有待于今后

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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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ＩＳ数据和农台站经纬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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