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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孔径雷达反演裸露地表土壤水分的新方法

余　凡１　赵英时１

（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市玉泉路甲１９号，１０００４９）

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的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反演裸露地表土壤水分的经验模型，该模型同时考虑了均方根

高度犛和相关长度犔的影响，并将两个粗糙度参数合二为一，然后利用ＶＶ和ＶＨ极化的后向散射系数即可

反演得到土壤水分。通过实测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发现在θ０＞２０°时，模型反演值与模拟值有着良好的相

关关系（犚２＝０．７１）。该模型在不需要测量地面粗糙度的情况下可以反演得到比较好的土壤水分精度，尤其

适用于地表情况复杂、难以精确测量的地区。

关键词：ＳＡＲ；土壤水分；反演；粗糙度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４；Ｐ２３７．９

　　土壤水分是水文、农业和气象及地气能量交

换等研究中的重要参数。利用微波反演地表土壤

水分的一大难点是复杂的自然地表很难用数学方

法模拟，同时两个粗糙度参数（均方根高度犛和

相关长度犔）也很难精确测量
［１］。Ｚｒｉｂｉ等

［２］提出

一种新的粗糙度参数犣狊＝犛×犛／犔，但是该方法

仅适用于入射角为３９°和２３°的情况，对于其他入

射角的情况尚需进一步研究验证。另外，雷达多

角度数据比较难以获取，目前的雷达数据多为多

极化的组合数据。因此，发展一种多极化的、对于

较大范围内的入射角都能适用的模型将极具应用

价值。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粗糙度函数犚狊＝犚
３／

犔２，将两个粗糙度参数合二为一，发展了雷达后

向散射系数与土壤水分犿狏、粗糙度函数犚狊 之间

的经验模型。考虑了不同入射角对模型后向散射

系数的影响，利用ＡＳＡＲ数据的ＶＶ、ＶＨ极化建

立方程组，实现了多极化情况下的土壤水分反演，

能在不需要测量地面粗糙度的情况下获取地表土

壤湿度分布。

１　实验与数据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为张掖地区兰州大学草原生态研究所

草地实验站，中心位置为北纬３９．２５０４３°，东经

１００．００５８７１°，海拔１３８５ｍ。该地区处于温带干旱

荒漠气候区，位于黑河流域的中游，地势平坦，属走

廊低平原部分，多年平均降水量为１２１．５ｍｍ，年潜

在蒸发量超过２３４０ｍｍ。干燥指数为１５．９，年平

均气温为７．１℃ ，年日照时数３０４５ｈ。地面特征

以裸地和农田为主，有少量的稀疏苔草［３］。土壤质

地为沙土占１６．７％，泥沙占７４．８％，粘土占８．５％。

１．２　地面数据测量

１）地表土壤水分测量。本文实验获取的土

壤水分为表层０～５ｃｍ的土壤水分含量，实验区

共有４９个样点，每个样点取０～５ｃｍ的平均体积

含水量。先通过环刀取土法获得样品，天平称得

土壤总重量为犌ｗｅｔ，然后利用烘干法测量烘干后

的土壤干重犌ｄｒｙ。已知环刀体积为犞ｓｏｉｌ，则土壤

体积含水量犿狏＝（犌ｗｅｔ－犌ｄｒｙ）／犞ｓｏｉｌ，测量得到的

土壤体积含水量在１７％～４６％之间。

２）地表粗糙度测量。均方根高度犛和相关长

度犔的测量是通过一个长１ｍ、有１０１个探针的粗

糙度板测量土壤剖面实现的，每两个探针之间的间

隔为１ｃｍ，每个样点东西向和南北向各测一次，每

个样点获得两个土壤高度剖面，图１为不同粗糙度

的土壤剖面示意图（光滑地表犛＝０．６８９，中等粗糙

地表犛＝１．６５８，较粗糙地表犛＝２．７７９）。

１．３　卫星数据

本文实验用到的遥感数据为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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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粗糙度的土壤剖面图

Ｆｉｇ．１　Ｓｏｉ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日、７月１１日的两景ＡＳＡＲ，产品代号为ＡＳＡＲ＿

ＡＰＰ＿１Ｐ，传感器模式为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有

ＶＶ和ＶＨ两种极化方式，地面分辨率为１２．５ｍ×

１２．５ｍ。

２　模型研究

２．１　地表后向散射系数的模拟

采用ＡＩＥＭ模型来模拟不同粗糙度情况下，

土壤水分与雷达后向散射系数之间的关系。ＡＩ

ＥＭ单次散射的后向散射系数表达式为
［４］：

σ狆狇 ＝
犽１

２

２
ｅｘｐ（－犛

２（犽狕
２
＋犽狊狕

２））∑
∞

狀＝１

犛２狀

狀！
犐狆狇

狀 ２·

犠狀（犽狊狓 －犽狓，犽狊狔 －犽狔） （１）

式中参数意义见文献［４］。

ＡＩＥＭ模型的输入参数为介电常数（由土壤

体积含水量犿狏和土壤质地得到
［５］）、入射角θ犻、均

方根高度犛、相关长度犔和地表自相关函数或者

其相关谱。前人的研究发现，对于大部分自然地

表，自相关函数为指数函数时能取得较好的模拟

结果［６］。因此，自相关函数取为：

ρ（狓）＝犛
２ｅｘｐ（－

狓
犾
） （２）

式中，狓为任意两点间的距离。

２．２　新的粗糙度参数犚狊的提出

为了模拟σ狆狇与犛、犔之间的关系，对ＡＩＥＭ的

输入参数作了限定：θ犻＝３５°，犿狏＝０．３５，波长λ＝

５．３５７ｃｍ，犛∈（０．１ｃｍ，１．５ｃｍ）取样间隔为

０．１ｃｍ，犔∈（２ｃｍ，１４ｃｍ）取样间隔为２ｃｍ，极化

模式为 ＶＶ。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σ狆狇与犛、犔

存在关系：

σ狏狏 ＝８．８６３ｌｎ犛－６．０１４ｌｎ犔＋５．３０１ （３）

相关系数犚２＝０．９９０１。

式（３）可写为：

σ狏狏 ＝ｌｎ
犛８．８６３

犔６．０１４
＋５．３０１ （４）

因为８．８６３∶６．０１４≈１．４７４≈３∶２，故式（４）可表示为：

σ狏狏 ≈２．９６ｌｎ
犛３

犔２
＋５．３０１ （５）

令粗糙度参数犚狊＝犛
３／犔２，后向散射系数可以表

示为：

σ狏狏 ＝犈ｌｎ犚狊＋犉 （６）

式中，犈、犉为经验系数。

通过式（３）、式（４）即可将两个粗糙度参数合

二为一，即在特定入射角和土壤水分条件下，在较

宽的粗糙度范围内，由线性回归关系拟合得到一

个新的粗糙度参数犚狊＝犛
３／犔２。

图２为ＶＶ极化、限定的特定入射角和土壤

水分条件（θ犻＝３５°，犿狏＝０．３５，λ＝５．３５７ｃｍ，犛∈

（０．１ｃｍ，１．５ｃｍ），犔∈（２ｃｍ，１５ｃｍ））下，σ狏狏分别

与犚狊和犛的散点图。

２．３　经验模型的提出

Ｕｌａｂｙ的研究表明
［６］，简单的线性关系就能

用来反演土壤水分：

σ狆狇 ＝狊犿狏＋狋 （７）

式中，狊、狋为经验系数。

式（７）一般适用于地表粗糙度较小的地区
［６］，

对于一般粗糙度的区域，本文利用 ＡＩＥＭ 模型，

在设定粗糙度和入射角的情况下（θ犻＝３５°，λ＝

５．３５７ｃｍ，犛＝０．８ｃｍ，犔＝８ｃｍ，犿狏∈（０．０５，

０．３５）），模拟 ＶＶ极化后向散射系数σ狏狏与犿狏的

关系（见图３）。

　　　
图２　特定条件下σ狏狏与犛、犚狊 的关系图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σ狏狏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犛ａｎｄ犚狊
　　　　　

图３　特定条件下σ狏狏与犿狏 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σ狏狏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犿狏

８１３



　第３５卷第３期 余　凡等：合成孔径雷达反演裸露地表土壤水分的新方法

　　由图３可知，对数关系能更好地描述σ狏狏与

犿狏 的关系，从而在固定粗糙度和入射角的情况

下，有：

σ狏狏 ＝犕ｌｎ犿狏＋犖 （８）

式中，犕、犖 为经验系数。

前人研究表明，裸露地表的后向散射系数主

要受地表粗糙度和地表含水量的影响，可以表示

为［７］：

σ狏狏 ＝犵（犚狊，θ）·犳（ξ，θ） （９）

式中，犵（犚狊，θ）是与粗糙度相关的函数；犳（ξ，θ）是

与土壤水分相关的函数。因此，在入射角θ犻一定

时，结合式（６）、（８），后向散射系数的表达式可以

写为：

σ狏狏 ＝ （犈ｌｎ犚狊＋犉）·（犕ｌｎ犿狏＋犖） （１０）

整理得到：

σ狏狏 ＝犪ｌｎ犚狊＋犫ｌｎ犿狏＋犮ｌｎ犚狊ｌｎ犿狏＋犱 （１１）

　　通过最小二乘法即可求得其中的经验系数

犪、犫、犮、犱。由此可得到后向散射系数σ狏狏与土壤水

分含量犿狏、粗糙度参数犚狊之间的关系。

考虑不同极化下后向散射和粗糙度、土壤水

分含量的关系，发现ＶＨ极化的后向散射系数σ狏犺

也与土壤水分犿狏和粗糙度参数犚狊 存在类似式

（６）、（８）的关系，因此 ＶＨ 极化下也能得到类似

于式（１１）的表达式：

σ狏犺 ＝犲ｌｎ犚狊＋犳ｌｎ犿狏＋犵ｌｎ犚狊ｌｎ犿狏＋犺 （１２）

联立式（１１）、（１２），在知道两种极化方式ＶＨ、ＶＶ

的后向散射系数的情况下，建立方程组即可消去

粗糙度参数犚狊，得到土壤水分含量犿狏。

２．４　经验模型中入射角的处理

当入射角θ犻≥２０°时，利用ＡＩＥＭ模型模拟发

现σ狏狏与犚狊均存在类似式（６）的对数关系。由此

可见，后向散射系数在θ犻≥２０°时也存在类似式

（６）的对数表达式。同时，在粗糙度一定的情况

下，θ犻≥２０°时任意入射角下式（８）都存在，所以经

验式（１１）能应用于θ犻≥２０°的任意入射角。表１

为不同雷达入射角下得到的经验系数。

表１　不同入射角下的回归系数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ｓ

θ１／（°） 犪 犫 犮 犱 犚２

２０ ２．５９９７１ ３．２８７１１ －０．０１１９９１３．２０５９３ ０．９６２４３

２５ ２．７９０８３ ３．２６８５５ －０．０１７７ １１．７１１６４ ０．９８１４８

３０ ２．９０４６８ ３．２５０４１ －０．０２３８７１０．１３５１１ ０．９８９５４

３５ ２．９６９７５ ３．２３４９ －０．０３０１９ ８．５６０１１ ０．９９２３５

４０ ３．００５１１ ３．２２５４８ －０．０３６３ ７．０３４２４ ０．９９２４６

４５ ３．０２４７８ ３．２２８９２ －０．０４１５９ ５．５８４１８ ０．９９１１３

５０ ３．０３９７５ ３．２５９５ －０．０４４６８ ４．２１６２１ ０．９８８８１

　　通过函数拟合即可得到入射角θ犻与经验系数

犪、犫、犮、犱之间的关系，最终表达式变为：

σ狏狏 ＝犪θ犻ｌｎ犚狊＋犫θ犻ｌｎ犿狏＋犮θ犻ｌｎ犚狊ｌｎ犿狏＋犱θ犻

（１３）

　　图４为利用 ＡＩＥＭ 模拟的后向散射系数与

经验式（１３）计算得到的后向散射系数的关系图。

由图４可知，经验模型计算值与ＡＩＥＭ 模拟

值的相关性高达０．９８５９，表明在不同的入射角

下，经验公式（１７）能取得很高的正演精度，该模型

正确可靠。同样，在 ＶＨ 极化下也存在类似式

（１７）的表达式，因此，在不同的入射角度下，式

（１７）也能用来反演土壤水分的含量。

３　结果验证

实验区部分地面样点数据用来建立模型，另

有部分地面样点数据用来验证模型的精度。由图

２可知 ＡＩＥＭ 模拟的后向散射系数σ狆狇与粗糙度

犚狊存在非常好的对数关系。同样的实测数据也

存在类似的情况，见图５。

　　

图４　ＡＩＥＭ后向散射系数模拟值与

经验式（１３）计算值的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ＩＥＭ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３）

　　　　　　　

图５　不同极化条件下σ°与

犚狊 的关系（θ犻＝３３．５°）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σ°ａｎｄ

犚狊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θ犻＝３３．５°）

　　由 Ｕｌａｂｙ、Ｗａｎｇ等
［６，８，９］的微波土壤水分实 验可知，在平坦区域或者粗糙度不变的情况下，实

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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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雷达后向散射系数与土壤水分呈简单的线性

关系或者对数关系，因此，式（８）也适用于实测数

据，从而可以利用经验模型进行土壤水分反演。

由于本文实验数据的样点比较集中，反映在

ＡＳＡＲ图像上的入射角都在一很小的范围内，暂

不考虑角度变化。因此，根据本文建立的经验模

型式（１１），直接将地面测量计算得到的犚狊、犿狏和

ＡＳＡＲ影像的后向散射系数代入式（１１）求得其

中的经验系数犪、犫、犮、犱。利用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１日

的ＡＳＡＲ双极化雷达数据，可得式（１４）、（１５）经

验模型：

σ狏狏 ＝３．８２２７ｌｎ犚狊－８．３０６５８ｌｎ犿狏－

１．３４１ｌｎ犚狊ｌｎ犿狏＋７．０９２２ （１４）

σ狏犺 ＝２．７３８１ｌｎ犚狊＋６．０８６７１ｌｎ犿狏＋

０．５５７９ｌｎ犚狊ｌｎ犿狏－８．１１７４ （１５）

联立以上两式即可实现土壤水分的求解。

图６为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１日 ＡＳＡＲ双极化雷

达数据反演所得的土壤水分分布图。

图６　７月１１日草地站土壤水分反演图

Ｆｉｇ．６　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ｒｕ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ｉｎ

Ｇｒａｓ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Ｊｕｌｙ１１

由图６可知，利用经验模型反演的土壤水分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内土壤水分分布状况，但

是受复杂地形、植被、地表异质性、ＳＡＲ的斑点噪

声等因素影响较大。图６中间较暗的部分为沙

地，因此土壤水分含量很低，在图中呈黑色。图像

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则多为裸露农田和稀疏草

场，水分较充足，颜色显得亮一些。图像左下角的

农田种有苜蓿等覆盖较密集的植被，植被的散射

作用使雷达后向散射系数较大，造成模型反演的

结果偏大。图中一些特别亮的部分为ＳＡＲ固有

的斑点噪声，很难完全消除。另外，研究区域较

小，研究区域以外的地方地形较复杂，反演的土壤

水分受地形影响较大，如图中干涸的河床、沙地的

边缘等。

本文选用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４日和７月１１日同

步观测的地面实测数据对模型反演结果进行了验

证（见图７）。

图７　模型反演数据与实测数据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由图７可知，在２４个验证样点中，土壤水分

反演值与实测值相差５％以内的点有２０个，有３

个点相差在５％～１０％之间，仅有一个点相差大

于１０％，总体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０．０４１。反演值

与实测值之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犚２＝

０．７１１８，表明该经验模型在反演土壤水方面极具

潜力。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裸露地表土壤水分反演

的经验模型，该模型在较大范围的入射角下，仅需

要ＶＶ、ＶＨ 双极化雷达数据，便可反演土壤水

分。

１）由于实测数据有限，模型中对入射角的处

理都依赖于 ＡＩＥＭ 的推导和验证。利用实测数

据建立模型时，简单的线性拟合将入射角加入模

型中会使模型精度降低，因此需要探讨新的处理

入射角的方法。

２）在地面非常粗糙，即犚狊较大时，雷达信号

值饱和，反演结果会有较大的误差。从实验结果

看，在犛＜１．５ｃｍ，犔∈（４ｃｍ，１８ｃｍ）时模型能取

得较好的反演效果，模型具体的适用范围还有待

进一步实验验证。

３）模型在ＶＶ和 ＶＨ 组合下能够取得较好

的反演效果，可以进一步地探讨 ＨＨ、ＨＶ极化、

同极化差、交叉极化差与犚狊 的关系，从而得到全

极化情况下的反演经验模型，提高土壤水分的反

演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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