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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非线性犖犇犛犐模型进行积雪覆盖率反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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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统计回归的积雪覆盖率反演方法适合提取大范围区域的积雪覆盖率，提出了基于归一化积雪指

数（ＮＤＳＩ）的非线性积雪覆盖率回归模型，利用阿拉斯加、西伯利亚和内蒙古地区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估计模型参数，并利用建立的回归模型提取天山地区和祁连山地区的积雪覆盖率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基

于ＮＤＳＩ的非线性积雪覆盖率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度和利用模型提取的积雪覆盖率精度相对于线性

模型均有一定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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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上的许多地方在不同时间里都覆盖着不

同深度的积雪，其中北半球在冬季约有６０％的面

积被积雪覆盖着［１］。积雪是影响全球热量平衡的

关键气候因子，是组成气候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淡水资源［２］。遥感能够获取

大范围的积雪信息，对于积雪监测具有很重要的

意义。ＭＯＤＩＳ数据覆盖范围大，时间分辨率高，

有利于连续、大范围以及长期的冰雪检测［３］。传

统的 ＭＯＤＩＳ雪盖制图法将像元划分为雪和非雪

两种情况，无法满足局域和流域尺度的积雪特性

研究的精度需求，因此需要获得更加精细的积雪

覆盖信息，如像元内的积雪覆盖率。

目前，像元内的积雪覆盖率反演方法主要有

两种：统计回归分析方法和混合像元分解方法［４］。

统计回归方法主要有Ｋａｕｆｍａｎ法
［５］、Ｂａｒｔｏｎ法

［６］

和Ｓａｌｏｍｏｎｓｏｎ法
［７］。基于混合像元分解的积雪

覆盖率反演算法虽然精度较高，但其算法的复杂

性影响了其业务化的推广和在全球尺度下的应

用。统计回归方法是通过分析积雪覆盖率与归一

化积雪指数（ＮＤＳＩ）之间的关系建立积雪覆盖率

回归模型，这类方法计算简单，但精确地反演积雪

覆盖率依旧非常困难。本文改进了上述积雪覆盖

率回归模型，建立了非线性形式的积雪覆盖率模

型，以阿拉斯加、西伯利亚和内蒙古地区为实验

区，对获取的实验地区的样本数据，通过最小二乘

回归求解模型参数，并利用建立的模型提取天山

地区和祁连山的积雪覆盖率进行了验证。

１　基于犖犇犛犐的非线性积雪覆盖率

回归模型

　　积雪混合像元是指像元对应的地表只有部分

区域被积雪覆盖，像元由积雪和非积雪地物构成。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空间分辨率较低，最高空间分辨率

为２５０ｍ，混合像元出现的几率很大。Ｓａｌｏｍｏｎ

ｓｏｎ
［６］等人在２００３年采用统计回归方法分析了

５００ｍ分辨率的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 ＮＤＳＩ和像元内

积雪覆盖率的关系，建立了线性积雪覆盖率回归

模型，具体形式有模型犃和模型犅 两种：

模型犃：ＮＤＳＩ＝犪ＦＲＡ＋犫 （１）

模型犅：ＦＲＡ＝犪ＮＤＳＩ＋犫 （２）

式中，犪、犫为系数；ＮＤＳＩ为归一化积雪指数；ＦＲＡ

为积雪覆盖率。Ｓａｌｏｍｏｎｓｏｎ还利用多个地区的

样本数据建立了适合于全球区域的通用积雪覆盖

率反演模型。

模型一：ＦＲＡ＝１．２１ＮＤＳＩ＋０．０６ （３）

　　本文提出采用如下非线性方程近似描述ＮＤＩＳ

和积雪覆盖率的关系，具体形式有模型犆和模型犇

两种，其区别在于自变量和因变量相反。

模型犆：ＮＤＳＩ＝（犪＋犫ＦＲＡ）／（犮＋犱ＦＲＡ）＋ε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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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犇：ＦＲＡ＝（犪＋犫ＮＤＳＩ）／（犮＋犱ＮＤＳＩ）＋ε （５）

式中，犪、犫、犮、犱为系数；ε为模型拟合误差。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模型系数估计

本文选择了３个实验区，分别位于内蒙古地

区、西伯利亚地区和阿拉斯加地区，提取实验区的

ＮＤＳＩ和对应的真实积雪覆盖率数据，由于地面

大量同步的积雪覆盖率实测数据的获取很困难，

因此选择分辨率较高的同步ＥＴＭ数据提取ＭＯ

ＤＩＳ像元真实的积雪覆盖率，利用获取的实验区

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参

数［８］。为了对比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同时利用

提取的样本数据对线性模型犃、犅进行回归，样本

数据个数分别为５７５１９、１０６９１４、６６５０９。

回归结果（见表１）显示，不同实验区的非线

性模型系数值的波动要大于线性模型，但非线性

模型和线性模型所代表的曲线在坐标空间中的分

布都具有很好的稳定性。

表１　回归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区域
模

型

平均绝

对误差

均方根

误差

相关

系数

回归系数

犪 犫 犮 犱

犃 ０．１２ ０．１７ ０．８６ ０．８１ －０．１１

内蒙

古

犅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８５ ０．９０ ０．２０

犆 ０．１２ ０．１８ ０．８５ ２３．０３ －２．６２ ２１．２１ １４．４８

犇 ０．１１ ０．１６ ０．８６ １９．４２ ５．０８ ２８．０８ １０．６６

犃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９４ ０．９５ －０．０９

阿拉

斯加

犅 ０．０９ ０．１４ ０．９４ ０．９４ ０．１６

犆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９３ ７９．８４ －４．７４ ５６．５１ ３３．７２

犇 ０．０９ ０．１３ ０．９５ ６８．２９ １２．９８ ９５．８４ －２．３５

犃 ０．１４ ０．２２ ０．９０ ０．９７ －０．２３

西伯

利亚

犅 ０．１１ ０．２０ ０．９０ ０．８６ ０．３０

犆 ０．１４ ０．２２ ０．９０ ５７．９４ －１４．３３ ６３．７７ －５．０５

犇 ０．１１ ０．２０ ０．９１ ２２．５４ ８．４２ ３１．９８ －６．６８

　　本文提出的非线性模型的均方根误差和绝对

误差均值都要略低于线性模型，模型模拟的积雪

覆盖率与真实值的相关系数要高于线性模型，对

样本数据的拟合度更好，以 ＮＤＳＩ为变量的模型

的均方根误差和绝对误差均小于以ＦＲＡ为变量

的模型，模型模拟的积雪覆盖率与真实值的相关

系数相差不大，对样本数据的拟合度基本一致。

在三个实验区中，阿拉斯加地区的回归结果最好，

内蒙古地区的回归结果最差，阿拉斯加地区所有

模型模拟的积雪覆盖率与真实值的相关系数均高

于其他地区，模型误差均小于其他地区。

模型误差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模型自

身的误差，即模型本身与真实情况的误差，误差来

源主要是不同区域的积雪粒径、积雪湿度、地表覆

盖率的差异和积雪的二向性反射特性［７］。另外一

部分是用于回归的数据存在的误差，误差来源主

要包括大气效应导致的归一化积雪指数的误差、

ＥＴＭ数据提取的积雪覆盖率与真实积雪覆盖率

的误差和ＥＴＭ 数据、ＭＯＤＩＳ数据的配准误差。

由于各模型使用的样本数据相同，因此模型误差

中的数据误差是相同的，不同的部分是模型对归

一化积雪指数和积雪覆盖率关系的拟合度，因此

模型犇的拟合度最好，从而更好地描述了积雪覆

盖率与归一化积雪指数之间的关系。

为了使模型适用于不同区域，本文将三个实

验区的样本数据合并在一起进行回归求解，建立

了一个通用模型。

模型二：ＦＲＡ＝ （１０．３５ＮＤＳＩ＋２．８８）／

（１４．４７－３．２０ＮＤＳＩ） （６）

２．２　模型精度验证

为了验证非线性积雪覆盖率模型（模型二）的

ＭＯＤＩＳ积雪覆盖率提取的精度，本文同时利用该

模型和线性ＮＤＳＩ模型（模型一）提取２００２年１０

月５日天山地区的积雪覆盖率和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９

日祁连山地区的积雪覆盖率，并使用ＥＴＭ 数据

提取的 ＭＯＤＩＳ像元的实际积雪覆盖率对提取结

果的精度进行评价。利用模型提取的积雪覆盖率

存在大于１或小于０的情况，对于积雪覆盖率小

于０的将结果设为０；对于积雪覆盖率大于１的，

将结果设为１。两个实验区的提取结果（见表２、

图１、图２）显示，模型二提取的积雪覆盖率的精度

比模型一高，积雪覆盖率平均误差降低０．０１，相

当于积雪范围面积精度提高１％，这对于小范围

提高效果不明显，但对于大范围区域，如全球积雪

范围的监测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同时，祁连山

地区的提取精度要高于天山地区的提取精度。

表２　积雪覆盖率提取精度

Ｔａｂ．２　Ｓｎｏｗ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区域
检验点

个数狀
模型

平均绝

对误差

均方根

误差

相关

系数

祁连山 ５７５１９
模型一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９２

模型二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９４

天山 ３９８７６
模型一 ０．１５ ０．２３ ０．８５

模型二 ０．１４ ０．２２ ０．８６

３　结　语

统计回归方法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积雪覆盖

率提取算法，利用该方法能够简单、快速地提取范

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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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天山地区积雪覆盖率误差直方图

Ｆｉｇ．１　Ｓｎｏｗ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图２　祁连山地区积雪覆盖率误差直方图

Ｆｉｇ．２　Ｓｎｏｗ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Ｑｉｌｉａｎ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围较大区域的积雪覆盖率，而且也具有较高的精

度。本文提出了一种比值形式的非线性积雪覆盖

率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该模型的误差

要小于线性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度要好于线

性模型，但模型系数的稳定性低于线性模型。同

时还利用线性 ＮＤＳＩ模型提取的结果和利用

ＥＴＭ 数据提取的真实积雪覆盖率进行了对比，

结果显示，非线性积雪覆盖率模型提取的 ＭＯＤＩＳ

积雪覆盖率的精度与线性积雪覆盖率模型的相比

有一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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