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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ＭＯＤＩＳ及Ｌａｎｄｓａｔ的系列影像数据，监测东南极格罗夫山的蓝冰变化。首先，使用 ＭＯＤＩＳ原

始数据进行蓝冰提取与范围统计，总结了蓝冰年度内的变化规律：蓝冰面积在９～１２月间有上升趋势，直到第

二年的１月中旬至下旬达到面积最大值，２～４月面积重新减小。然后，对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使用监督分类结合目

视判别的方法提取蓝冰地物。通过蓝冰边缘线的比较，得出蓝冰范围有东移趋势的结论。最后，揭示了短波

辐射与气候变化对蓝冰范围变化的影响。

关键词：格罗夫山；南极；蓝冰；中等分辨率成像光谱仪（ＭＯＤＩＳ）；陆地卫星（Ｌａｎｄｓａｔ）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南极洲的大部分冰原被积雪覆盖，但也有超

过１％的表面是裸露的蓝冰。在南极，蓝冰区域

往往孕育着陨石的搁浅表面，极具科研价值。并

且，蓝冰区边缘的表层雪的消融与积累，存在细微

的依赖气候的平衡特征，是研究极区气候变化的

重要参考因素［１，２］。本文选择南极格罗夫山蓝冰

区作为研究对象。格罗夫山位于东南极伊丽莎白

公主地腹地，范围为７３°～７６°Ｅ，７２°１５′～７３°１５′Ｓ，

距离中国南极中山站约３８０ｋｍ，其中蓝冰地物面

积广阔。本文使用 ＭＯＤＩＳ近期的夏季数据，以

及Ｌａｎｄｓａｔ系列传感器的影像数据，研究格罗夫

山蓝冰年度内的变化规律，分析蓝冰多年间的长

期变化情况，并对所得出的各种变化规律的原因

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

１　卫星影像监测蓝冰方法

１．１　犕犗犇犐犛蓝冰范围测量

本文采用 ＭＯＤＩＳＬｅｖｅｌ１Ｂ级２５０ｍ分辨率

的数据监测蓝冰变化，该数据使用前需要一系列

的预处理工作。首先，获取反射率数据和辐射亮

度，即将数据中存储的数据信号换算为准确的地

物反射率和辐射亮度值。其次，对影像进行地理

校正，即把数据中存储的地理坐标与对应像元相

关联，使影像无需大量的地面控制点就可以完成

精纠正。之后是影像的边缘重叠校正。边缘重叠

表现为影像边缘相邻扫描行之间的部分数据相

同，需要以数据间相关性为判断依据提取重复的

像元数量并剔除。本文实验在 ＶＣ６．０平台上进

行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预处理工作，得到了格罗夫山

地区可使用的影像数据。数据包含 ＭＯＤＩＳ第１、

２波段的可见光与近红外波段。

格罗夫山区域存在蓝冰、雪和岩石３种地物，

ＭＯＤＩＳ的１、２两波段在各地物上分别呈现不同

的光谱特征［３］。雪像元在两个波段都有最高反射

率，而蓝冰像元反射率较低。采样分析得出两种

地物的反射率分布形成了近似平行的线性趋势

线。在两趋势线之间，存在反射率居中的像元，即

雪与蓝冰的混合像元。这３种像元在反射率分布

图上形成了“Ｚ”形的独特分布特征。处于“Ｚ”形

区外的地物是裸岩、云或者云阴影，可不予考虑。

提取蓝冰地物，重点是在“Ｚ”形区域确定分隔线，

将雪与蓝冰的混合像元归类为雪覆盖地物，分离

裸露蓝冰。分隔线公式为：

狔＝犽狓＋犪 （１）

判定步骤包括：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９月

１）确定斜率犽值。在影像上采集雪像元，统

一计算雪趋势线的斜率，使线性相关系数保持在

０．９５以上。雪像元趋势线斜率即为犽值。

２）确定偏移量犪值。在混合像元与蓝冰像

元间确定临界像元，即反射率最高的蓝冰像元，将

它的反射率定为分隔线的截止反射率，计算得出

犪值。

封二彩图１为２００１０１１７的影像反射率分

布图，其中，雪像元趋势线确定为狔＝１．０２狓－

０．０４，分隔线为狔＝１．０２狓－０．１。分隔线与雪趋

势线纵轴距离犱为０．０９。文献［４］在南极伯德冰

川使用相似方法得到犱值为０．１０８５。针对不同

环境得出不同数值应属正常；并且，临界蓝冰像元

是人工判断，犱值难免有细微差别。实验比较分

析得出，该算法优于纯粹的归一化雪冰指数（ＮＤ

ＳＩ）算法，特别是在反射率较低的雪或岩石像元中

检测蓝冰的效果较好。

１．２　犔犪狀犱狊犪狋蓝冰范围测量

本文还使用了Ｌａｎｄｓａｔ遥感影像，其中包括

ＭＳＳ、ＴＭ及ＥＴＭ＋传感器的影像。影像数据为

Ｌ１Ｇ产品，经过了辐射校正处理和系统级几何校

正处理。但为了准确定位蓝冰范围，必须对影像

再进行几何精校正。本文实验使用一幅覆盖格罗

夫地区、经过地面控制点校准的ＳＰＯＴ影像作为

校正的基准影像。几何校正使用二次多项式变换

模型双线性内插的重采样方法，将校正精度控制

在１个像元以内。

提取蓝冰地物时，使用了监督分类与目视判

别相结合的方法，步骤如下：① 采集各类地物样

本。需考虑同类地物的反射率差别，每类地物全

面覆盖，得到综合光谱特征值。② 分类模板精度

评价。用可能性矩阵分析样本像元是否按要求精

度包含于相应的类别中，若精度不够则要修改样

本，直到模板精度均达到了９５％以上。③ 执行监

督分类，并在分类后用分类重编码将相同属性类

别进行合并。④ 目视判别修改。将分类前后的

影像进行叠加分析，把因同物异谱或同谱异物引

起的误分像元归入正确类别［５］。

１．３　犕犗犇犐犛与犔犪狀犱狊犪狋数据间的相互校准

按上述过程分别获取并处理了２００１０１１７

的ＭＯＤＩＳ影像及２００１０１１８的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影像。

处理后的两幅影像在格罗夫山的覆盖范围相同，

覆盖时间极为接近，可作为蓝冰面积统计值的校

准。其中，ＭＯＤＩＳ影像统计的蓝冰面积为６１０．１

ｋｍ２，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影像统计出的蓝冰面积为６０１．９

ｋｍ２，数据偏差小于２％，数据可信度较高。这也

表明了两种蓝冰地物提取方法的可行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犕犗犇犐犛数据监测蓝冰年度内变化

实验使用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以及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三个年段的春、夏、秋季ＭＯＤＩＳ数据

（见封二彩图２），横坐标表示每个年段的天数。

由封二彩图２可知，蓝冰面积在９～１１月间有明

显的上升趋势，数值从约１００ｋｍ２增加至４００ｋｍ２

以上。１２月份上升趋势变缓，直到第二年的１月

中旬（如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或下旬（如２００２年）达到

蓝冰面积的最大值，约为６００ｋｍ２。从２月份起

蓝冰面积开始显著减小，至４月上旬重新缩减至

约１００ｋｍ２。

蓝冰面积显著变化的原因可以从雪和蓝冰像

元的分布特征来进行分析。以９月的 ＭＯＤＩＳ影

像为例，蓝冰区的边缘有部分雪像元的反射率处

于裸露蓝冰与雪像元的反射值之间，这些像元可

被判定为雪和蓝冰的混合像元。进而推断，在格

罗夫山每年的夏末秋初季节（２～４月），部分蓝冰

会被积雪覆盖，因而在遥感影像中，蓝冰地物表现

出面积的缩减。而到格罗夫山的春季时（９～１１

月），覆盖蓝冰的积雪会升华或被吹散，蓝冰像元

又重新增多，总体蓝冰面积又增加。直到盛夏季

节，蓝冰面积达到最大值。

雪覆盖的季节性变化首先可归结为日照量的

变化。格罗夫山区域从春季到夏季日照时间的增

长，带来了区域性短波辐射的增多，导致了近表面

尤其是蓝冰表面的高温。这也源于蓝冰相对于雪

较低的反照率［６］，蓝冰的反照率大约为０．５５～０．

６，而雪的反照率为０．８～０．９。因此，没有被雪完

全覆盖的蓝冰区域内，雪的升华量都要比邻近的

雪原高。其次，格罗夫山夏季的风速高，平均风速

为１０ｍ／ｓ，７级以上的大风出现频率为２５％
［７］，

这也造成了蓝冰表面的易被吹散。进入秋季后，

短波辐射减弱，雪的升华减少，南极降雪开始增

加，导致了蓝冰被雪覆盖面积的再次增大。封二

彩图２中２００９年的１１月上旬至中旬，蓝冰面积

有所回落，从影像分析，应是格罗夫山东侧阵风悬

崖区域有新的降雪堆积；２０１０年２月底的面积陡

降也是相似原因造成。而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段蓝冰

面积的减少比另两个年段晚约半个月，则是该年

段降雪期的推迟所致。

２．２　犔犪狀犱狊犪狋数据监测蓝冰长期变化

本文使用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为１９７４０３０４的

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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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ＳＳ影像、１９９００１２２的 ＴＭ 影像，以及２００１

０１１８的ＥＴＭ＋影像。影像的分辨率较高，可清

晰地分辨蓝冰边缘线，可用于分析蓝冰边缘变化。

实验采用影像叠加的方式进行蓝冰边缘变化

研究。其中，最早的 ＭＳＳ影像的蓝冰像元使用蓝

色区域表示，ＴＭ影像的蓝冰为绿色区域，ＥＴＭ＋

影像的蓝冰表示为黄色。影像叠加后截取部分重

点区域进行分析，效果见封二彩图３。其中，封二

彩图３（ａ）、３（ｂ）分别是格罗夫山布莱斯峰兰伯

茨峰杜鲁门冰原岛峰区域的蓝冰的顺序叠加图

与反序叠加图。顺序叠加图是把１９７４年的 ＭＳＳ

影像放在最下方，依次叠加１９９０年的 ＴＭ 影像

与２００１ 年的 ＥＴＭ＋ 影像。反序叠加图则把

ＥＴＭ＋影像放在最下方，把 ＭＳＳ影像叠加在最

上方。

在封二彩图３（ａ）中，蓝冰的西侧边缘明显表

现为从蓝色到绿色再到黄色的颜色转变，说明从

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９０年再到２００１年的夏季，蓝冰的西

侧边缘有向东偏移的变化趋势。并且，１９７４年的

蓝冰影像获取时间较晚，蓝冰被雪部分覆盖，仍在

西侧边缘有最多的蓝冰，更印证了上述分析。而

反序叠加图封二彩图３（ｂ）中，１９７４年影像只作参

考，重点观察１９９０年与２０００年影像，显示了蓝冰

的东侧边缘也有相同的颜色变化。可推断为，随

年代推移，格罗夫山的蓝冰区域有向东偏移的变

化趋势。提取 ＭＳＳ影像与ＥＴＭ＋影像的蓝冰边

缘线并叠加，部分显示效果如封二彩图４所示，其

中，蓝色为 ＭＳＳ影像蓝冰边缘线，黄色为ＥＴＭ＋

影像边缘线。该图像可以更直观地显示蓝冰的东

移变化。

格罗夫山蓝冰范围的东移现象，可从该区域

的蓝冰成因来分析。蓝冰形成，是由于山区存在

阻挡冰流的地形壁障，使得底层坚硬的蓝冰流到

地面，然后在强风的劲吹下表面覆雪被扫除，露出

大面积的蓝冰分布。因此，格罗夫山的蓝冰边缘

变化，与这一区域的风向有紧密联系。气象研究

表明，格罗夫山地区夏季盛行风向为偏东风，且风

速高，具有典型的下降风区特征［７］。随着年代推

移，格罗夫山蓝冰区的东侧会有更多的蓝冰在风

扫中暴露，而西侧则较易被风卷来的新的积雪所

覆盖。因此，在卫星影像中表现出蓝冰区域向东

偏移的趋势也是合理的。

３　结　语

本文使用ＭＯＤＩＳ３个年段的大半年数据，总

结了格罗夫山蓝冰在南极春、夏、秋季的变化规

律：蓝冰面积在９～１２月有较明显的增加趋势，直

到第二年的１月中旬至下旬达到最大值，约为

６００ｋｍ２；而２～４月有显著的面积减小。这种变

化可归因于这一时期南极短波辐射的先增强后减

弱，并且也源于蓝冰表面相对于雪面较低的反照

率。蓝冰范围对气候变化也较为敏感，尤其是刮

风和降雪等气候变化，会直接导致蓝冰面积的显

著变化。

本文还使用了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数据统计蓝冰范

围的长期变化，重点分析１９７４年、１９９０年及２００１

年的蓝冰边缘线，得出格罗夫山蓝冰范围有向东

偏移趋势的结论。这是受格罗夫山盛行的偏东风

向的气候影响而直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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