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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新疆古尔通班古特沙漠南缘的石河子地区作为研究区，针对统计回归模型需要大量实测数据，而

像元二分模型（ｄｉｍｉｄｉａｔｅｐｉｘｅｌｍｏｄｅｌ，ＤＰＭ）参数难以确定的缺点，提出了利用统计回归的结果反推像元二分

模型参数来建立研究区遥感反演植被覆盖度的方法。运用该方法研究了利用ＴＭ 和 ＭＯＤＩＳ遥感影像数据

分别反演植被覆盖度的参数化方案；同时，还研究了采用不同遥感数据源和不同反演模型时研究区植被覆盖

度信息提取中存在的尺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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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遥感估算植被覆盖度的方法主要有两

种：① 统计回归模型
［１］，其优点是简单方便，但是

需要大量实测数据，缺乏实测数据的年份与区域

反演精度会降低［２］。② 像元二分模型
［３］，其理论

基础较完备，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却存在一些问题。

目前，遥感反演生态参数的尺度效应研究多

集中于叶面积指数［４］、净初级生产力［５］，而对于植

被覆盖度的研究较少。由于植被覆盖度是遥感影

像像元内植被组分所占的比例，而组分比例本身

就是尺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参数［６］，所以讨论其

尺度效应显得尤为复杂。

本文利用２００９年石河子地区野外实测的数

据分别建立了植被覆盖度与ＴＭ以及 ＭＯＤＩＳ计

算的 ＮＤＶＩ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研究区的植被覆

盖度分布。在此基础上，以根据实测资料建立的

回归模型结果作为先验知识，反推纯植被植被指

数以及纯土壤植被指数，再利用像元二分模型来

修正统计回归的结果，由此得到研究区分别利用

ＴＭ影像和 ＭＯＤＩＳ数据反演的植被覆盖度分

布。通过对典型样区 ＴＭ 像元重采样抽粗得到

的覆盖度与 ＭＯＤＩＳ直接反演得到的覆盖度的比

较，来确定引起植被覆盖度尺度效应的原因。

１　研究区概况

石河子地区位于北纬４３°１５′～４５°２３′，东经

８４°４０′～８６°４３′，地处天山北麓中段，准噶尔盆地

南缘，南倚天山，东濒玛纳斯河。研究区总面积为

约４万ｋｍ２，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海拔高度差

异较大，多年平均气温６．６℃，年降水量１１０～

２００ｍｍ。境内从南到北分别为山地、黄土丘陵、

山前洪冲积平原、风成沙漠等，还有沼泽平原、河

漫滩。土壤类型多为灌耕灰漠土、潮土，零星分布

有盐碱土。研究区内发育于天山流向北部准噶尔

盆地的河流有玛纳斯河、宁家河、金沟河、大南沟、

巴音沟５条。研究区从南往北、从天山北坡到准

噶尔盆地，依次比较完整地呈现山顶冻原与冰雪

覆盖、高山森林、高山草甸、山前丘陵草地、戈壁、

农田和荒漠景观类型，代表了新疆地区比较典型

的生态景观格局。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获取

研究数据有两种，遥感数据和野外实地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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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覆盖研究区的 ＴＭ 数据来源于美国陆

地卫星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的 ＴＭ 传感器，成像时间为

２００９年８月８日，行列号为１４０／０２９，１４０／０３０，空

间分辨率为３０ｍ。该数据无云覆盖，总体成像效

果较好。ＭＯＤＩＳ数据来源于 ＭＯＤ１３Ｑ１产品，

为１６ｄ合成的植被指数，空间分辨率为２５０ｍ。

野外观测的数据为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７日至２００９

年８月１０日在石河子地区获取的１５０个野外植物

样方数据，样方的土地利用类型涵盖了农田、高盖

草地、中盖草地、低盖草地、沙地和荒漠等类型。

２．２　遥感数据预处理

影像的预处理包括辐射纠正、大气纠正、几何

纠正等过程。对于ＴＭ 影像，首先将像元ＤＮ值

转化为辐射亮度，然后将辐射亮度转化为表观反

射率［７］。通过大气纠正，将表观反射率转化为地

表反射率，由ＴＭ３和ＴＭ４波段反射率的组合值

计算出 ＴＭ 影像的 ＮＤＶＩ。由于覆盖研究区的

ＴＭ影像包括１４０／０２９和１４０／０３０两景数据，还

需要进行影像的拼接并按研究区范围进行裁剪，

最后得到的由ＴＭ影像计算得到ＮＤＶＩ影像，分

辨率为３０ｍ。

ＭＯＤＩＳ数据直接采用的是１６ｄ合成的植被

指数产品，通过最大值合成法来消除云的影响和地

物的ＢＲＤＦ效应，直接将影像上的灰度值除以比例

系数１００００，并按照研究区范围进行裁剪，即可得

到研究区的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影像，分辨率为２５０ｍ。

２．３　植被覆盖度的计算

２．３．１　统计回归模型

统计回归模型是根据地面实测数据，建立植

被覆盖度与遥感参数之间的统计回归关系。从

ＮＤＶＩ影像中读取野外测量样方中心点对应经纬

度的 ＮＤＶＩ值，与野外实测植被覆盖度进行回

归。如果几个样方落在同一个像元内，则取测量

值的平均值作为该像元的植被覆盖度，由此得到

ＴＭ影像上ＮＤＶＩ与植被覆盖度的关系为：

狔＝－２．００３３狓
２
＋２．９３８９狓－０．１６４７

（犚２ ＝０．９２３３） （１）

　　ＭＯＤＩＳ的ＮＤＶＩ与植被覆盖度的关系见式

（２），并由式（２）得到整个研究区域的植被覆盖度

分布（见图１）：

狔＝－１．４６３４狓
２
＋２．６２０５狓－０．２２７８

（犚２ ＝０．９２１１） （２）

２．３．２　像元二分模型

像元二分模型是把一个像元看作是由植被和

土壤两部分构成的混合像元，假设该像元的植被覆

盖度为犳犮，则裸土覆盖的面积比例为１－犳犮。设由

图１　统计模型反演得到的植被覆盖度分布

Ｆｉｇ．１　ＦＶＣＩｍａｇ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ｓ

植被所覆盖的纯像元所得到的遥感信息为犛ｖｅｇ，则

混合像元中植被部分所贡献的信息可以表示为

犛ｖｅｇ和犳犮的乘积。同理，混合像元中的土壤部分

所贡献的信息可以表示为犛ｓｏｉｌ与１－犳犮的乘积：

犛＝犛ｖｅｇ·犳犮＋犛ｓｏｉｌ· １－犳（ ）犮 （３）

如果遥感信息用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来表示，

则式（３）可写为：

ＮＤＶＩ＝ＮＤＶＩｖｅｇ·犳犮＋ＮＤＶＩｓｏｉｌ· １－犳（ ）犮

（４）

　　实际应用中，常用图像上 ＮＤＶＩ最大值和最

小值来代替纯植被和纯土壤的植被指数。但在遥

感影像中很难确保找到的像元为纯像元。因此，

本文将通过野外测量数据进行回归得到的ＮＤＶＩ

同植被覆盖度之间的关系应用到整个区域，从而

得到整个区域的植被覆盖度分布，以此来反推

ＮＤＶＩｖｅｇ和ＮＤＶＩｓｏｉｌ值。对每个像元而言，存在如

式（５）的关系：

犳犮
１
１－犳犮

１

 

犳犮狀 １－犳犮

熿

燀

燄

燅狀

ＮＤＶＩｖｅｇ

ＮＤＶＩ
［ ］

ｓｏｉｌ

＝

ＮＤＶＩ１



ＮＤＶＩ

熿

燀

燄

燅狀

（５）

　　利用最小二乘法，可以解出其最小二乘解

ＮＤＶＩｖｅｇ、ＮＤＶＩｓｏｉｌ。对于每种土地利用类型，分别

计算ＮＤＶＩｖｅｇ、ＮＤＶＩｓｏｉｌ（见表１）。

表１　用经验回归模型确定的像元二分模型参数值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ＰＭ

Ｍｏｄｅｌ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ｓ

土地利用类型
ＴＭ ＭＯＤＩＳ

ＮＤＶＩｖｅｇ ＮＤＶＩｓｏｉｌ ＮＤＶＩｖｅｇ ＮＤＶＩｓｏｉｌ

农田 ０．７６７ －０．１３１ ０．８１８ －０．２０１

林地 ０．６５８ －０．０６５ ０．７８５ －０．１２２

高盖草地 ０．６６０ －０．０５３ ０．７５４ －０．０３５

中盖草地 ０．５６８ ０．０２５ ０．６７８ ０．０４７

低盖草地 ０．５８１ ０．０３１ ０．６７４ ０．０５６

沙地 ０．５８３ ０．０４８ ０．６６３ ０．０８１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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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上述ＮＤＶＩｖｅｇ、ＮＤＶＩｓｏｉｌ值代入式（５），可以

得到修正后的植被覆盖度分布（见图２）：

犳犮 ＝ ＮＤＶＩ－ＮＤＶＩ（ ）ｓｏｉｌ ／ ＮＤＶＩｖｅｇ－ＮＤＶＩ（ ）ｓｏｉｌ

（６）

图２　像元二分模型得到的研究区植被覆盖度

Ｆｉｇ．２　ＦＶＣＩｍａｇ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Ｄｉｍｉｄｉａｔｅ

ＰｉｘｅｌＭｏｄｅｌｓ

３　讨论与分析

３．１　误差分析

将采集的地面植被覆盖度数据与模型预测结

果进行比较，对ＴＭ 数据用像元二分模型反演得

到的植被覆盖度，与所有测量值的误差绝对值的

均值为０．０７５；对 ＭＯＤＩＳ数据用像元二分模型得

到的植被覆盖度，与所有测量值的误差绝对值的

均值为０．０７１。农田、高盖草地、中盖草地、低盖

草地、沙地对应的误差绝对值均值分别为０．０７８、

０．０９８、０．０７２、０．０４８、０．０２０。

将反演得到的植被覆盖度图划分为５个等

级：犳犮≤２０％为极低覆盖度、２０％＜犳犮≤４０％为低

覆盖度、４０％＜犳犮≤６０％为中覆盖度、６０％＜犳犮≤

８０％为高覆盖度、犳犮＞８０％为极高覆盖度。ＴＭ

影像反演的结果中，验证的１２３个测量点中有

１０１个反演值和测量值落在同一等级，２２个落在

相邻等级，正确率为８２．１％，没有出现跨级的情

况，且错分的点多位于分级边界附近。

从各类型面积来看，ＭＯＤＩＳ数据反演的“极

低覆盖度”等级的面积小于ＴＭ 反演的结果，而

在“高覆盖度”等级，ＭＯＤＩＳ反演的面积大于ＴＭ

反演的结果。同时，对于ＴＭ 影像和 ＭＯＤＩＳ数

据，在“极高覆盖度”等级，像元二分模型反演的面

积均小于统计回归反演的结果，其他各等级均是

像元二分模型反演的面积偏大。由于像元二分模

型是针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采用不同的参数进行

计算，对于类似于建筑用地、水体这样的土地利用

类型不参与计算，其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总体

来看，对于 ＭＯＤＩＳ影像，像元二分模型反演的结

果最接近ＴＭ影像的反演结果。

３．２　不同分辨率数据的尺度效应分析

３．２．１　ＮＤＶＩ的尺度效应分析

在ＴＭ影像上针对每种土地利用类型上选

取了３个研究子区。每个研究子区包含９×９个

像元，相当于地面２７０ｍ×２７０ｍ，以近似地与

ＭＯＤＩＳ像元的大小（２５０ｍ）相匹配。当计算一

个子区的ＮＤＶＩ时，ＮＤＶＩ的计算公式转变为
［８］：

ＮＤＶＩ＝
∑
狀

犻＝１

（ρ（犻）ＮＩＲ－ρ（犻）犚）

∑
狀

犻＝１

（ρ（犻）ＮＩＲ＋ρ（犻）犚）

（７）

式中，狀为该子区像元的个数；ρ（犻）ＮＩＲ、ρ（犻）犚 分

别为第犻个像元的近红外波段以及红波段的反射

率。

由此得到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各子区的３种

ＮＤＶＩ值，分别为各子区像元在ＴＭ 图像上ＮＤ

ＶＩ的均值、分辨率抽粗后子区的ＮＤＶＩ值以及相

对应的 ＭＯＤＩＳ像元的 ＮＤＶＩ值，经简单的统计

分析表明这３者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由ＴＭ

数据计算的 ＮＤＶＩ均值与所选子区上分辨率抽

粗得到的ＮＤＶＩ值之间的误差最大在１０－２级，基

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可直接采

用子区各像元 ＴＭ ＮＤＶＩ的均值来代替。而

ＭＯＤＩＳ上的ＮＤＶＩ值相较其他两者偏大，部分

原因是因为所采用的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数据是经过

最大值合成法得到的１６ｄＮＤＶＩ合成产品，导致

整体值偏大。ＭＯＤＩＳ上的ＮＤＶＩ值同ＴＭ 分辨

率抽粗得到的ＮＤＶＩ值的最大误差出现在ＮＤＶＩ

为０．３和０．６附近，为中高植被，对应的土地利用

类型为农田、林地、高盖草地。

３．２．２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植被覆盖度的尺度

效应

根据式（７），针对 ＴＭ 数据可计算出面积为

２７０ｍ×２７０ｍ子区的ＮＤＶＩ值，再根据ＮＤＶＩ与

植被覆盖度的关系，可以计算出该子区的植被覆

盖度犳犮
ｓｃａｌｅｄ
。

将 ＭＯＤＩＳ像元视为包含有若干个ＴＭ像元

的子区，并以每个ＴＭ像元的植被覆盖度为基础，

可求出该子区植被覆盖度，即为所有ＴＭ像元植被

覆盖度的均值。同时，直接从 ＭＯＤＩＳ影像上，按照

ＭＯＤＩＳ影像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与植被覆盖度的关

系，可以直接计算得到 ＭＯＤＩＳ像元的植被覆盖度

犳犮
ＭＯＤＩＳ
。以上３种由不同方式计算得到的植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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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各覆盖类型之间的关系见图３。

进一步的误差分析显示，在高覆盖度和低覆

盖度区域误差较小，这说明像元内部的异质性会

引起 ＭＯＤＩＳ反演值同ＴＭ尺度抽粗结果之间的

误差。当像元内部较均一时，则 ＭＯＤＩＳ直接反

演值与ＴＭ 尺度抽粗得到的值之间的误差基本

可以忽略。统计回归模型产生的误差大于像元二

分模型，由于采用的统计回归模型是二次方程的

形式，而像元二分模型本质上是一种线性方程，这

说明所采用算法的非线性也会产生较大的尺度误

差。总的来看，对于没有包含水体的像元，尺度误

差可能主要来自于算法的非线性，而像元内部的

空间异质性为次。

３．２．３　水陆交界处植被覆盖度的尺度效应

在水陆交界处，像元内包含植被、土壤、水体

３种成分。选择了１５个包含水体的子区来研究

植被覆盖度的尺度误差。子区１～１５的水体所占

的比例依次从０％到８６．４２％。同样，每个子区包

含９×９个像元，相当于与地面２７０ｍ×２７０ｍ相

匹配，利用式（７）计算出各子区的 ＮＤＶＩ值，从而

计算出尺度上推的植被覆盖度犳犮
ｓｃａｌｅｄ
。ＴＭ 像元

抽粗得到的植被覆盖度、子区内ＴＭ 像元覆盖度

均值以及 ＭＯＤＩＳ像元直接得到的植被覆盖度这

３者的关系见图４。

图３　不同模型得到的采样子区植被覆盖度比较

Ｆｉｇ．３　ＦＶＣ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Ａｒｅ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图４　不同模型得到的不同水体比例子区的植被覆盖度

Ｆｉｇ．４　ＦＶＣ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Ａｒｅａ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像元内部存在水体时，３种方式得到的植被

覆盖度误差远大于没有水体的像元产生的误差。

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回归模型和像元二分模型产

生的误差都较大，这说明此时尺度误差主要来自

于像元内部的空间异质性。ＭＯＤＩＳ反演的植被

覆盖度与ＴＭ 像元抽粗反演得到的结果之间的

误差与植被覆盖度成正相关，与水体比例成弱负

相关，不管是用统计回归模型还是像元二分模型

计算的结果，子区８的误差值都很大。如果子区

８代表ＴＭ像元抽粗得到的植被覆盖度，则子区

内土壤所占比例应为１－犳犮－狑，其中，犳犮 为植被

覆盖度，狑为水体比例，则该子区的植被覆盖度、

水体比例、土壤比例分别为０．４０５５、０．２５９３、

０．３３５２，近似可看作植被、水体、土壤各占１／３，

空间异质性较大，产生的尺度误差也最大。比较

子区８与子区９，两个子区的水体比例相同，但子

区８的误差明显大于子区９，说明子区８的误差

大部分来源于空间异质性。同时，比较像元二分

模型与回归模型的结果，可发现像元二分模型的

误差略小于统计回归模型。总的来说，对于位于

水陆交界处的像元，像元内部空间异质性带来的

尺度误差大于算法的非线性所产生的误差。

４　结　语

１）利用统计回归模型先估算出整个区域的

植被覆盖度，再估算像元二分模型中不同土地利

用类型所对应的参数来修正统计回归模型的结

果，这种计算植被覆盖度的方法实际可行，且精度

可以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同时，本文所得到的

参数可以应用于研究区没有实测数据的历史影

像，对研究该区域植被覆盖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２）对于没有包含水体的像元，计算植被覆盖

度时，算法的非线性带来的尺度误差大于像元内

部空间异质性产生的尺度误差。

３）对于水陆交界处，即包含水体的像元，计

算植被覆盖度时，像元内部空间异质性带来的尺

度误差大于算法的非线性所产生的误差。

４）不管像元内部是否包含水体，总体来看，

像元二分模型产生的尺度误差小于统计回归模

型。同时，对于 ＭＯＤＩＳ影像，采用像元二分模型

反演的植被覆盖度的分级面积统计结果最接近

ＴＭ反演的结果。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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