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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了一种偏振方法来测量土壤湿度，并改进了一种粗糙表面的偏振反射模型。利用该模型对土壤

湿度的偏振特性进行了分析与实验，发现该模型模拟数据与实验数据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进而可以建立

该模型中的某些参数与土壤湿度的定量关系，为定量反演土壤湿度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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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波和热红外是目前遥感土壤湿度应用中占

主导的波长区域，同时，也有科学家用可见光对土

壤湿度进行遥感实验［１４］。另外，上世纪７０年代，

Ｃｕｒｒａｎ就已经利用可见光的偏振特性对土壤湿

度进行了研究［５］。对于土壤湿度偏振特性的研究

仍然处在定性分析和初步模拟阶段［６，７］。寻找一

种好的模型来模拟土壤湿度与其偏振特性之间的

关系是能否准确利用偏振特性反演土壤湿度的关

键。本文利用一种几何光学模型来模拟土壤湿度

与土壤表面偏振特性之间的关系，确定影响不同

湿度土壤表面偏振特性的独立参量。

１　土壤粗糙表面的偏振反射模型

在对土壤表面进行理论模拟时，可以将土壤

当作一种具有等效折射率的材料来处理［８］。由于

土壤表面的粗糙度较大，所以可以采用几何光学

的方法来建立模型［９］。本文为了简化土壤表面的

反射过程，忽略土壤的内部散射作用，将经土壤表

面反射后的光线划分为两部分进行分析，一部分

是来自于微面元的一次反射光线；另一部分是在

多个微面元之间反射后的多次反射光。同时，假

设一次反射光遵循菲涅耳公式，多次反射光被近

似地认为是杂乱、非偏的，多次反射光的强度具有

朗伯特性，即在土壤表面的整个半球空间中的亮

度与方向无关。

在上述假设情况下，对粗糙表面的偏振特性

进行分析。对于微面元表面的一次反射光的偏振

特性，可以由琼斯矢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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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右边第二个矩阵代表微面元上入射光的琼

斯矢量；左边矩阵代表从微面元反射出来的反射

光的琼斯矢量；右边第一个矩阵代表入射光与反

射光之间关系的琼斯矩阵，琼斯矩阵的对角线元

素可以根据菲涅耳公式求得。

由于土壤表面的粗糙情况较杂乱，上文假设

的微面元的法线朝向和土壤整体表面有一定的几

何关系，所以，需要将各个微面元上的量转换到土

壤整体表面的坐标系中。

在实际测量中，通常用斯托克斯矢量来表征

光波的偏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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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犛′＝ 犛′０犛′１犛′２犛′［ ］３
Ｔ 表示入射光的斯托克斯

矢量；犛＝ 犛０犛１犛２犛［ ］３
Ｔ 表示反射光的斯托克斯

矢量；右边第一个矩阵表示入射光与反射光之间

关系的米勒矩阵 犕。琼斯矩阵和米勒矩阵的关

系在相关文献中可以查到［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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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入射光源为非偏光，此时入射光的斯托克

斯矢量为犛′＝［１０００］Ｔ，根据式（２）推出，某一

法线朝向中微面元上一次反射光的偏振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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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犕００、犕１０、犕２０和 犕３０在某一入射条件及观

测条件下的数值，可根据式（１）、（２）计算得到。

对土壤粗糙表面进行偏振特性模拟，必须考

虑土壤表面的多次反射光。本文中，粗糙表面的

多次反射光被考虑成是完全非偏振的，并且其光

强符合朗伯定律。在实验测量时，采取亮度测量

的方式。某一观测方向上，总的亮度犔可以表述

成多次反射光亮度犔犿与一次反射光亮度犔狊的总

和。因此，各个观测方向上，土壤粗糙表面反射光

的偏振度可以表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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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在入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犔犿作为一个

不变量来处理，而一次反射光的亮度犔狊与方向有

很大关系。根据式（４），只需确定不同观测方向上

犔犿与犔狊之间的相对大小，就可以计算出其偏振度

的大小。而不同观测方向上犔狊的相对大小，可以

由单个微面元的反射率和微面元的概率分布函数

来确定。

微面元上的反射率由菲涅耳公式计算得到：

ρ（β）＝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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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面元的概率分布函数通常被认为与微面元

法线的方位角无关，且随微面元的坡度呈正态分

布。微面元的坡度概率分布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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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表示微面元坡度ｔａｎγ的均方差。假设入

射到土壤粗糙面上的照度为犈０，则理想情况下，

一次反射光的亮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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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简化计算，假设对于某一个样品和入射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反射光中的多次反射光亮度

为犔犿＝犅，在θ狉＝θ犻且φ狉＝０处，一次反射光亮度

为犔狊（θ狉＝θ犻，φ狉＝０）＝犃，由式（７）可以推出，在

其他观测方向上的一次反射光亮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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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式（８）代入式（４）可以计算出各个观测方向

上的偏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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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式（９）可知，在同时考虑镜面反射和漫反射

情况下，粗糙表面反射光的偏振度不仅与材料本

身的折射率有关，还与入射条件及表面粗糙情况

有关。

２　偏振测量原理及仪器定标

２．１　偏振测量原理

本文实验使用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自行研制的多波段偏振ＣＣＤ相机获取偏

振成像数据，包括４９５ｎｍ、５５２．５ｎｍ和６７０ｎｍ

波段的偏振辐射原始图像。考虑到文章篇幅，本

文只用了中心波长为４９５ｎｍ波段的偏振测量数

据进行模拟分析。

假设该系统对被测光的偏振态不造成影响，且

偏振片的检偏性能足够高，可以看作是理想的，那

么被测光透过偏振片后的强度就可以表示成［１１］：

犛０（α）＝
１

２
（犛′０＋犛′１ｃｏｓ２α＋犛′２ｓｉｎ２α） （１０）

式中，α为偏振片最大透过轴的方位角。该系统

分别在偏振透过轴方位角为０°、６０°、１２０°的位置

对被测光进行测量，最后根据这３个方位角透射

光的强度来计算被测光的斯托克斯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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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计算得到被测光的线偏振度：

犘＝ （ （犛′１）
２
＋（犛′２）槡

２）／犛′０，０≤犘≤１ （１２）

　　从以前的文献知道，土壤反射光的偏振度可

以用线偏振度来代替。对同一场景，使用同一滤

光片时，该系统采集到的是３幅３个不同偏振方

位角上的数字图像。先将每幅图像扣去ＣＣＤ采

集时的暗电流噪声；然后，使用自行编制的偏振图

像处理软件在这３幅图像上选取同一块区域，这

块区域一般选在实验需要测量的地方，并且分别

计算这些像素的平均值；最后，将这３个平均值代

入式（１１），计算出入射光的斯托克斯矢量，并由式

９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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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得出被测场景反射光的偏振度。

２．２　仪器定标

对偏振ＣＣＤ相机的定标，采用安徽光学精密

机 械 研 究 所 自 行 研 制 的 可 调 偏 振 度 光 源

（ＶＰＯＬＳ）来实现。ＶＰＯＬＳ主要由两块平行的平

板玻璃组成，以积分球作为入射光源，当调节两块

玻璃与入射光的倾角时，从 ＶＰＯＬＳ透射出来的

光将产生不同的偏振度。由于平板玻璃尺寸的限

制，经ＶＰＯＬＳ出来的光，在４９５ｎｍ波段上的偏

振度范围为０～４３％。因此，只能在这个范围内

对该偏振相机系统进行定标，４９５ｎｍ波段上定标

的结果见图１。

图１　偏振相机４９５ｎｍ波段上的定标结果

Ｆｉｇ．１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Ｃａｍｅｒａａｔ

４９５ｎｍＷａｖｅｂａｎｄ

从图１的定标可以看出，４９５ｎｍ波段上，该

偏振成像系统的平均噪声误差小于２％，除了在

偏振度很小的时候，误差与偏振度数据很接近之

外，在偏振度大于５％时，相对误差仅为５％左右，

而在该实验中，真正用来区分土壤湿度的偏振度

都在５％以上。所以，该偏振成像系统自身的噪

声误差不会影响到数据的有效采集和最终实验结

果的分析。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中使用合肥地区常见的黄棕壤和红砂土

来制作样品，这两种土壤的土壤结构和物理特性

都有很大差别。黄棕壤中粘粒的含量比红砂土

大，因此黄棕壤的饱和含水量比红砂土大，黄棕壤

在湿度超过５０％时才会饱和，而红砂土在湿度超

过３０％就会饱和，在表面形成积水层。

分别对两种土壤的干土样品和较大湿度的样

品进行测量，黄棕壤湿土样品的湿度为４０％左

右，红砂土湿土样品的湿度为２５％左右。为了说

明土壤湿度与其偏振特性之间的关系，必须控制

其他因素对偏振信息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控制土壤表面粗糙因素对偏振特性的影响。在制

作湿土壤样品时，样品表面的粗糙情况都要做到

尽量一致。干土样品则是直接由湿土样品放置于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中烘干而成，因此，干土表面

土粒的排列状态和湿土中的基本一致。

本文实验中，光源分别以４０°和６０°天顶角两

种情况照射到土壤表面，偏振相机分别在主平面

和２０°方位的平面内的８个天顶角上对土壤表面

进行偏振测量。这８个观测天顶角分别是０°、

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

在求解模拟结果时，一方面参照实验数据的

大小，另一方面根据式（９），给犃／犅和σ设定一个

初始值，并以与实验数据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和

均方根误差最小为判决条件，对模拟计算程序进

行循环迭代。实验的结果和模拟曲线见图２～５，

不同情况下，犃／犅和σ的大小如表１所示。

表１　土壤湿度偏振特性模型中使用的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土壤类型 湿度 等效折射率 入射角／（°） 犃／犅 σ

０％ １．５６
４０ ０．５５

０．２８
黄棕壤

６０ １．０５

４０％ １．５０ ４０ ４．０
０．１８

６０ ８．０

０％ １．５６
４０ ０．４

０．３５

红砂土
６０ ０．５５

２５％ １．５２
４０ ８．０

０．１７
６０ １０．０

图２　黄棕壤干土的实验数据与模拟曲线（含水率０％）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ｒｙＹｅｌｌｏｗｂｒｏｗｎ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０％）

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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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黄棕壤湿土的实验数据与模拟曲线（含水率４０％）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ｅｔＹｅｌｌｏｗｂｒｏｗｎ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０％）

图４　红砂土干土的实验数据与模拟曲线（含水率０％）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ｒｙＲｅｄ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０％）

图５　红砂土湿土的实验数据与模拟曲线（含水率２５％）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ｅｔＲｅｄ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Ｓａｍｐｌ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

　　在图２～５中，犆表示实验数据与模型数据之

间的相关系数（０≤犆≤１），犲代表各个观测角上模

拟数据与实验误差之间的均方根误差。相关系数

越接近于１和均方根误差越小，表明模拟数据越

接近于实验数据，越体现模型模拟结果与实验结

果的相关性，说明该模型具有可靠性。

为了简化模型的影响因素，本文在计算不同

湿度土壤的折射率时，采用等效折射率［８］来表示，

即参考主要矿物质（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及水的折射率

给出近似等效值。犃／犅 的大小和σ是一组有待

估计的值，根据模拟数据与实验数据的相关系数

最大且均方根误差最小来确定。

从偏振反射模型本身来看，模型中的各个参

量的变化将对模拟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① 在一定变化范围内，折射率变化引起模拟曲线

的变化较小，即该偏振反射模型对土壤折射率不

敏感；②犃／犅和σ的变化将导致模拟曲线的大

幅度改变，即犃／犅和σ是该偏振反射模型中的敏

感参量。

从图２～５可以看出，采用这种微面元偏振模

型能够较好地模拟不同湿度土壤表面的偏振特

性。从表１可以看出：① 不同湿度土壤的等效折

射率差异很小；② 不同湿度的土壤样品，犃／犅和

σ的变化比较明显。土壤湿度的增加，会导致σ

下降，同时造成犃／犅增大。

究其原因，由于干土样品直接用湿土样品烘

干而成，干土和湿土表面的土粒排列状态并无大

的变化，但是，湿土表面存在由水构成的微面元，

其斜率均方差比由土粒构成的微面元的要小很

多，并且这些微面元更接近于理想镜面反射，在θ狉

＝θ犻且φ狉＝０处的反射光中，一次反射光是主要

的。正是表面水分的存在，改变了湿土表面状态，

即湿度越大，表面微面元斜率均方差越小，θ狉＝θ犻

且φ狉＝０处一次反射光与多次反射光的比值越

大，进而导致其表面反射光的偏振特性曲线发生

变化。

４　结　语

土壤中含水率的大小对土壤的影响体现在两

方面：一是表层土壤折射率的改变，对土壤表面反

射光偏振特性不敏感，因此不作为定量反演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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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的主导参数；二是土壤湿度增大，其微观状态

发生改变，含水土壤表面由水构成的微面元的比

例将增大，这个比例的变化可以用模型中的参数

犃／犅和σ很明显地反映出来，即反映在土壤表面

的偏振反射特性上。综上所述，不同湿度的土壤，

其表面的反射光偏振特性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

异可用本文模型模拟出来；反之，也可以用这个模

型来定量反演不同土壤表面的偏振特性，进而定

量反演土壤表层的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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