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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综合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 ＭＯＤＩＳ遥感影像，借助灰色系统理论，结合观测站实测雪

深数据，选择雪深反演特征参数，构建反演模型，并定义多元回归模型的综合评价系数，进而从构建的多个回

归模型中，选择出雪深反演最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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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雪是全球水资源与能量循环的基本元素，

雪深是积雪监测中最主要的参数之一，也是积雪

能否成灾的一个关键指标［１２］。传统的雪深分析

方法是通过监测站点采样、分析，数据的获取难度

大，且只能获得在时空上离散的少量点状数据［３］。

在时空分布上均不连续的监测站点数据，难以满足

对大范围的雪深监测的需求。卫星遥感具有大尺

度周期性快速同步获取雪深信息的特点，可以克服

传统方法的不足，从而作为一种大面积雪深监测的

快捷手段，在雪深监测中的应用越来越多［４］。被动

微波遥感数据以其穿透云层、获取雪被下地表信息

的优势，使之成为早期遥感雪深反演的主要数据

源，并由此提出了各种雪深反演算法［６］。

ＭＯＤＩＳ数据以其高时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

率以及中低空间分辨率的优点，已经广泛用于雪

深反演研究［７８］。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

天山地区冬季冷且有大范围的降雪，年平均

积雪天数达到１２０ｄ左右，在当年１１月到次年５

月，雪灾经常发生。雪灾导致了人和动物的伤亡，

并且破坏交通与电力设施。本研究选择天山北坡

（４３～４５°Ｎ，８５～８８°Ｅ）作为研究区域（图１）。研

究数据包括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３日～２３日１０ｄ的

ＭＯＤＩＳ数据（其中１月１６日数据缺失）和７个观

测站实测雪深。以１月１３日～２０日７ｄ的数据

建立雪深反演模型，以１月２１日～２３日的数据

作验证。

图１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３日天山 ＭＯＤＩＳ第１、４、３波

段合成影像与监测站点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Ｉ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ｂａｎｄ１、４、３）ａｎｄ

ＩｎｓｉｔｕＳｉｔｅｓｏｆ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３，２００２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雪深特征参数选取

积雪深度同可见光波段与近红外波段的反射

率之间有着较好的相关性。ＭＯＤＩＳ影像１～７波

段为可见光波段和近红外波段，且对陆地与云敏

感，故选择其为反演特征波段。波段之间的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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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形成新的能指示雪深的新特征参数。这里对于

波段运算特征参数的确定，一方面根据雪深在各

波段的特性进行组合，另一方面，选择已有研究得

到的对雪深敏感的一些组合波段［８］，共形成３０个

新的指示雪深的新特征参数：（犅１＋犅２）／２，（犅１

－犅６）／（犅１＋犅６），（犅１－犅７）／（犅１＋犅７），ＥＸＰ

（犅４／犅６），ＥＸＰ（犅３／犅６），ＥＸＰ（犅２／犅６），ＥＸＰ（犅１／

犅６），ＥＸＰ（犅７／犅６），犅１／（犅６＋犅７），犅２／（犅６＋犅７），

犅３／（犅６＋犅７），犅４／（犅６＋犅７），犅５／（犅６＋犅７），犅１／

犅６，犅２／犅６，犅３／犅６，犅４／犅６，犅５／犅６，犅７／犅６，犐狀

（犅１），ＬＮ（犅２），ＬＮ（犅３），ＬＮ（犅４），ＬＮ（犅５），

ＬＮ（犅６），ＬＮ（犅７）、犅１－犅２，犅４－犅２，（犅４－犅６）／

（犅４＋犅６）。在上述特征参数中，ＬＮ（狓）表示返回

给定数值狓的自然对数，ＥＸＰ（狓）表示返回犲的狓

次方。

２．２　灰色关联度分析

从多个反演特征参数中选择出合适的特征参

数建立雪深反演模型，常用的相关分析方法需要

有多个样本数据，分析结果才较好，样本量少时，

则不太适用。灰色系统理论中因素相互影响的关

联度分析法，按发展趋势作分析，对样本容量要求

不高，也不需要典型的分布规律，计算量小，且不

致出现灰关联度的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不一致的

情况，对多变量少样本的分析具有优势［９１０］。故

这里将灰色关联度分析引入到雪深反演特征参数

选择中，以克服因数据量少造成的雪深反演特征

参数选择困难的问题。

令狓０（犽）和狓犻（犽）分别为雪深和第犻个反演

特征参数在犽时刻的值，则犽时刻各反演参数的

关联度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γ（狓０（犽），狓犻（犽））＝

ｍｉｎ
犻
ｍｉｎ
犽
狓０（犽）－狓犼（犽）＋ρｍａｘ

犻
ｍａｘ
犽
狓０（犽）－狓犻（犽）

狓０（犽）－狓犻（犽）＋ρｍａｘ
犻
ｍａｘ
犽
狓０（犽）－狓犻（犽）

γ（狓０，狓犻）＝
１

狀∑
狀

犽＝１

γ（狓０（犽），狓犻（犽））

式中，ρ为分辨系数，用来削弱 ｍａｘ数值过大而

失真的影响，提高关联系数之间的差异显著性。ρ
取（０，１），一般情况下取０．５为宜。

在这里，雪深数据采用各观测站实测数据；各

反演特征参数数据由各观测站空间位置所对应的

ＭＯＤＩＳ反射率影像通过处理运算得到。由于在

有云覆盖地区，ＭＯＤＩＳ影像上反映的主要是云的

信息，故首先剔除 ＭＯＤＩＳ影像上有云的站点。

在０１１３～０１１５，０１１７～０７２０，７ｄ的７个观测

站的４９个站点数据中，剔除掉有云等不符合条件

的站点后，剩余４４个站点数据符合要求。对４４

个站点数据，通过均值化处理，使雪深与各反演特

征参数的量纲相同。然后计算灰色关联系数，这

里ρ取０．５，并对灰色关联大小进行排序。

２．３　模型建立与评价

依据前面分析得到的各反演特征参数的灰色

关联度，选择排在前几位的优势明显的反演特征

参数，首先选择利用单个反演特征参数建立一元

雪深反演回归模型，然后逐渐递加入选模型的反

演特征参数的数目，各参数之间进行组合，建立多

元雪深反演回归模型。

常用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评价方法采用相关

系数狉，狉越大，表明模型拟合越好。但是在应用

过程中发现，在模型中增加一个参数，狉往往增

大，但模型并不一定越好。为了避免这个问题，这

里引入对参数的增加具有惩罚性的模型评价方

法：赤池信息量准则 ＡＩＣ与贝叶斯信息量准则

ＢＩＣ。

赤池信息量准则（Ａｋａｉｋ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

ｒｉｏｎ）是衡量统计模型拟合优良性的一种标准，建

立在熵的概念基础上，可以权衡所估计模型的复

杂度，比较所含解释变量个数不同的多元回归的

拟合优度。在回归模型中，ＡＩＣ越小越好，如果增

加变量后使得ＡＩＣ减少，说明该增加的变量具有

解释能力，则在模型中增加该解释变量。

ＡＩＣ的计算公式为：

ＡＩＣ＝狀ＬＮ（ＲＳＳ）＋２（狆＋１）－狀ＬＮ（狀）

式中，ＲＳＳ为残差平方和；狀为样本量；狆为回归

方程中自变量的个数。

贝叶斯信息量准则（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是对ＡＩＣ准则的改进，是为了克服样本

长度趋向无穷大时，不能依概率收敛到真值的缺

点。其计算公式为：

ＢＩＣ＝狀ＬＮ（ＲＳＳ）＋（狆＋１）ＬＮ（狀）－狀ＬＮ（狀）

　　ＡＩＣ准则、ＢＩＣ准则也各有优缺点，如 ＡＩＣ

准则，会高估阶数，ＢＩＣ准则会低估阶数。为克服

各评价方法的不足，这里综合采用ＡＩＣ准则、ＢＩＣ

准则与狉，定义了一个综合评价系数ＣＥＣ（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使各评价方法

的优点互补，以期在上述建立的多个备选雪深反

演模型中，选择一个更接近客观实际的模型。

ＣＥＣ定义公式如下：

ＣＥＣ（犿）＝狓狉 （犿）＋１－狓

ＡＩＣ（犿）＋１－狓


ＢＩＣ（犿）

狓狉 （犿）＝
狓狉（犿）

ｍａｘ（狓狉（犿））
，

狓ＡＩＣ（犿）＝
狓ＡＩＣ（犿）

ｍａｘ（狓ＡＩＣ（犿））
，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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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ＢＩＣ（犿）＝
狓ＡＩＣ（犿）

ｍａｘ（狓ＢＩＣ（犿））

式中，ＣＥＣ（犿）为模型犿的综合评价系数；狓狉 （犿）

为模型犿的相关系数狉归一化值；狓ＡＩＣ（犿）为模

型犿的ＡＩＣ归一化值；狓ＢＩＣ（犿）为模型犿 的ＢＩＣ

归一化值；狓狉（犿）为模型犿的相关系数狉；狓ＡＩＣ（犿）

为模型犿的ＡＩＣ；狓ＢＩＣ（犿）为模型犿的ＢＩＣ。

综合评价系数ＣＥＣ越大，说明雪深反演模型

越好。计算各模型的综合评价系数 ＣＥＣ，选择

ＣＥＣ最大的模型作为最优雪深反演模型。

对于模型的验证，这里应用遥感反演模型反

演得到观测台站的雪深，将反演的雪深与台站实

测的雪深进行比较、验证得到，反演结果与实测结

果误差在－３．０～３．０ｃｍ 范围内，认为反演结果

是有效的［１１］。据此统计出有效观测率，作为积雪

深度反演精度。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雪深反演特征参数

利用处理后的用于反演的数据，通过计算，得

到§２．１中的３０个新的指示雪深的特征参数，然

后依据§２．２中的处理方法，得到各反演特征参

数的灰色关联度等级，并对关联度等级大小进行

排序如下：

（犅１－犅６）／（犅１＋犅６）＞（犅１－犅７）／（犅１＋犅７）

＞（犅４－犅６）／（犅４＋犅６）＞犅５／犅６＞犅７／犅６＞Ｉｎ犅７

＞犅２／犅６＞犅５／（犅６＋犅７）＞犅１／犅６＞Ｉｎ犅６＞犅４／犅６

＞犅２／（犅６＋犅７）＞犅３／犅６＞犅１／（犅６＋犅７）＞犅４＞

犅１＞犅４／（犅６＋犅７）＞（犅１＋犅２）／２＞犅２＞犅３＞犅３／

（犅６＋犅７）＞Ｉｎ犅５＞ＥＸＰ（犅７／犅６）＞Ｉｎ犅３＞Ｉｎ犅４＞

Ｉｎ犅１＞犅５＞Ｉｎ犅２＞犅１－犅２＞犅４－犅２＞ＥＸＰ（犅５／

犅６）＞犅６＞犅７＞ＥＸＰ（犅４／犅６）＞ＥＸＰ（犅１／犅６）＞

ＥＸＰ（犅３／犅６）＞ＥＸＰ（犅２／犅６）

排在前４位的参数与后面相比，关联系数差

别较大，故选择前４个参数（犅１－犅６）／（犅１＋犅６）、

（犅１－犅７）／（犅１＋犅７）、（犅４－犅６）／（犅４＋犅６）、犅５／

犅６ 作为雪深反演模型的特征参数。

３．２　雪深反演模型构建

表１为采用选择的４个反演参数，通过组合

建立的１５个雪深反演模型中，各模型的入选参数

与各模型赤池信息量准则 ＡＩＣ、贝叶斯信息量准

则ＢＩＣ与相关系数狉值。

依据前面定义的ＣＥＣ计算公式，计算各模型

的ＣＥＣ如下：

ＣＥＣ（１）＝０．５９４，　ＣＥＣ（２）＝０．５１８，ＣＥＣ

（３）＝０．５４８，ＣＥＣ（４）＝０．５９３，ＣＥＣ（５）＝０．５６４，

ＣＥＣ（６）＝０．９２２，ＣＥＣ（７）＝０．５５０，ＣＥＣ（８）＝０．

４９１，ＣＥＣ（９）＝０．５３７，ＣＥＣ（１０）＝０．５３７，ＣＥＣ

（１１）＝０．９８５，ＣＥＣ（１２）＝０．５２６，ＣＥＣ（１３）＝０．

８６９，ＣＥＣ（１４）＝０．４８３，ＣＥＣ（１５）＝０．９３１

经比较，模型１１的ＣＥＣ最大，故选择模型

１１作为最佳模型。模型１１表达式如下：

犇＝５２７．２９９（犅１－犅６）／（犅１＋犅６）－５４．

２９７（犅１－犅７）／（犅１＋犅７）－４４６．１７８（犅４－

犅６）／（犅４＋犅６）＋１１．９６７

式中，犇为雪深；犅１、犅４、犅６、犅７ 分别代表 ＭＯＤＩＳ

第１、４、６、７波段反射率。

表１　模型参数与评价指标得分

Ｔａｂ．１　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ｅｓ

模型编号 参数 狉 ＡＩＣ ＢＩＣ

１ （犅１－犅６）／（犅１＋犅６） ０．４８２ １３８．９７７ １４８．６８１

２ （犅１－犅７）／（犅１＋犅７） ０．４３３ １４１．００６ １５０．８０２

３ （犅４－犅６）／（犅４＋犅６） ０．４５５ １４０．４０７ １５０．１７５

４ 犅５／犅６ ０．４８２ １３９．０１５ １４８．７２０

５ （犅１－犅６）／（犅１＋犅６）、（犅１－犅７）／（犅１＋犅７） ０．４９７ １４０．１１４ １５４．６１１

６ （犅１－犅６）／（犅１＋犅６）、（犅４－犅６）／（犅４＋犅６） ０．６６９ １２６．４７８ １４０．０４５

７ （犅１－犅６）／（犅１＋犅６）、犅５／犅６ ０．４８９ １４０．６０５ １５５．１３５

８ （犅１－犅７）／（犅１＋犅７）、（犅４－犅６）／（犅４＋犅６） ０．４５５ １４２．４０５ １５７．０５８

９ （犅１－犅７）／（犅１＋犅７）、犅５／犅６ ０．４８２ １４１．００８ １５５．５６６

１０ （犅４－犅６）／（犅４＋犅６）、犅５／犅６ ０．４８２ １４１．００５ １５５．５６３

１１ （犅１－犅６）／（犅１＋犅６）、（犅１－犅７）／（犅１＋犅７）、（犅４－犅６）／（犅４＋犅６） ０．７１４ １２３．２１３ １４０．８２３

１２ （犅１－犅６）／（犅１＋犅６）、犅５／犅６、（犅１－犅７）／（犅１＋犅７） ０．５０７ １４１．５４２ １６０．８１９

１３ （犅１－犅６）／（犅１＋犅６）、犅５／犅６、（犅４－犅６）／（犅４＋犅６） ０．６７０ １２８．４４３ １４６．５２９

１４ （犅１－犅７）／（犅１＋犅７）、犅５／犅６、（犅４－犅６）／（犅４＋犅６） ０．４８３ １４２．９４６ １６２．３５０

１５ （犅１－犅６）／（犅１＋犅６）、（犅１－犅７）／（犅１＋犅７）、（犅４－犅６）／（犅４＋犅６）、犅５／犅６ ０．７１４ １２５．２１３ １４７．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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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１月２１日～３日３ｄ的 ＭＯＤＩＳ数据，剔

除云覆盖站点数据后，利用上述反演模型，反演得

到各站点的雪深。将反演结果与实测结果相比较

分析雪深反演精度（图２）。

图２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３日积雪深度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ＭａｐｏｆＳｎｏｗＤｅｐｔｈｉ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３，２００２

　　在１６个站点的验证值中，有１２个站点的数

据反演结果与实测结果误差在－３．０～３．０ｃｍ 范

围内，为合理的数据，依此得到雪深反演结果相对

于实测值的相对误差多在１０％以内，平均相对误

差为１１．２％。

在天山北坡 ＭＯＤＩＳ雪深反演模型方面，本

文利用有限的数据，从多个潜在 ＭＯＤＩＳ雪深反

演特征参数中，选择了雪深反演的四个最佳特征

参数；然后，利用综合评价系数ＣＥＣ，从构建的反

演模型中，选择了天山北坡最优雪深反演模型，经

检验模型的相对误差多在１０％以内。

由于条件限制，本文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在

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在以下方面加以改进：雪深反

演涉及到的影响因子较多，除影像反射率外，比如

海拔、坡度、坡向以及地表覆被状况等其他因素都

可能影响到模型精度，故需要考虑更多的影响特

征参数，建立更符合客观实际的反演模型仍是今

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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