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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区土壤水分遥感反演与同化模拟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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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遥感反演和同化模拟方法估算大范围陆表土壤水分，建立了适用于干旱区的土壤水分反演模型。

在．ＮＥＴ平台下运用Ｃ＃、ＩＤＬ与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控件，对反演模型与同化模拟模型进行了软件实现，并集成为土

壤水分遥感反演与同化模拟系统，为环保部门获取大范围土壤水分信息提供了支撑软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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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水分是地、气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参数，

也是陆面生态系统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１］。受

客观条件的限制，传统的土壤水分测量基于点的

测量，采集的数据缺乏空间上的连续性，无法获取

大范围土壤水分的时空分布信息，不能满足业务

化监测的需求。近年来，遥感定量反演为大范围

土壤水分信息的估算提供了重要途径［２］。遥感技

术、同化模拟方法在区域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方

面已有一些应用［３］，在土壤水分监测中也越来越

受到重视。但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① 缺乏

专门针对干旱区景观特点的遥感反演模型；② 已

有模型往往停留在研发阶段，较少被开发为专门

的软件系统，存在研究与应用脱节的现象。本文

将探讨如何利用遥感反演技术来建立新疆土壤水

分的估算方法与模型，并研发了可运行的土壤水

分反演与同化模拟系统。

１　系统分析与设计

１．１　需求分析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面积１５０多万ｋｍ２，

大部分地区降雨稀少，是典型的干旱气候环境。区

域景观类型齐全，包括高山雪盖、草甸、森林等山地

生态景观和沙漠、绿洲等平原景观。绿洲是集约化

农业高度发展的地区，非常适合开展遥感应用研

究。研发土壤水分遥感反演与数据同化模拟方法

与软件系统，对新疆土壤水分监测与促进遥感技术

在新疆生态环境监测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１．２　系统结构与流程

１．２．１　系统总体结构

根据需求与研究目标，本系统包括基础 ＧＩＳ

功能、遥感反演、同化模拟等３部分。基础 ＧＩＳ

功能具有图像图形显示、制图与空间查询、对比浏

览以及专题产品生成等功能；遥感反演部分由北

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研发的几种土

壤水分反演模型构成；同化模拟子系统由基于分

布式水文模型Ｖ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模型和集合卡尔曼滤波的土壤水分同化模拟模块

构成。除热惯量、温度植被干旱指数ＴＶＤＩ（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ｒｙ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模型外，本系

统还集成了我们新研发的４种模型。如图１所

示，基 于 ＡＭＳＲＥ 的 土 壤 水 分 模 型 （ＳＭ１）、

ＡＭＳＲＥ与 ＭＯＤＩＳ的协同反演模型（ＳＭ２）、

ＶＩＣ模型（ＳＭ３）、基于集合卡尔曼滤波与ＶＩＣ的

同化模拟模型（ＳＭ４）。这些模型适用于不同数据

源，满足不同的精度需求。

１．２．２　土壤水分遥感反演模型

该子系统实现了如下４种土壤水分遥感反演

模型。

１）表观热惯量模型。土壤热惯量可由光学／

热红外遥感监测地表温度和反照率的变化获得，

这使得热惯量法在遥感监测土壤水分中可行［４］。

常用表观热惯量（ＡＴＩ）来反演土壤水分，ＡＴＩ＝

（１－α）／Δ犜，其中，α为全波段反照率，Δ犜为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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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差。计算得到 ＡＴＩ后，根据 ＡＴＩ与土壤含水

量之间的密切关系，结合实测数据建立土壤水分

的热惯量反演模型。

２）ＴＶＤＩ模型。Ｓａｎｄｈｏｌｔ等在研究ＴｓＮＤ

ＶＩ特征空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反映区域土壤

干湿状况的指数———温度植被干旱指数（ＴＶ

ＤＩ）
［５］。其计算方法为：

ＴＶＤＩ＝
犜狊－犜狊

ｍｉｎ

犜狊
ｍａｘ
－犜狊

ｍｉｎ

＝

犜狊－（犪２＋犫２ＮＤＶＩ）

犪１＋犫１ＮＤＶＩ－（犪２＋犫２ＮＤＶＩ）
（１）

式中，犜狊为给定像元的地表温度；ＮＤＶＩ为给定

像元的归一化植被指数。将犜狊／ＮＤＶＩ特征空间

简化处理为三角形的同时，对干边犜狊
ｍａｘ
和湿边

犜狊
ｍｉｎ
同时进行线性拟合，犪、犫可以从犜狊ＮＤＶＩ特

征空间的干边拟合得到。犜狊
ｍａｘ
相当于给定研究范

围内相同ＮＤＶＩ值下的最高温度；犜狊
ｍｉｎ
相当于给

定研究范围相同 ＮＤＶＩ值下的最低温度。根据

ＴＶＤＩ与土壤水分间的密切关系，结合实测数据

建立ＴＶＤＩ模型。

图１　土壤水分遥感反演与同化模拟系统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ａｔａ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Ｄａｔａ

３）基于ＡＭＳＲＥ的模型。土壤的介电模型

是微波反演土壤水分的基础，当土壤中水分增加

时，土壤的介电常数迅速增长。基于ＡＭＳＲＥ的

反演算法是依据亮温极化率与植被光学厚度、地

表粗糙度、土壤体积含水量之间的物理关系展开

的。美国冰雪数据中心利用ＡＭＳＲＥ１０．７ＧＨｚ

通道数据的回归模型生产土壤水分产品［６７］。在

此基础上，Ｚｈａｎｇ等对该经验模型加以改进，充分

考虑降雨的影响，建立了适合新疆的土壤水分遥

感估算模型［７］。

４）协同反演模型。我们提出将土壤水分变

量分解为某一观测时段的基准值和变化量两个子

变量，利用多源传感器数据分别进行反演，以集成

多源传感器优点，来提高反演精度。首先反演土

壤水分基准：通过１６ｄ最大值合成来降低云对地

表温度反演精度的影响，在同一像元内，１６ｄ地

表温度的最大值合成表示了１６ｄ合成周期内该

像元地表温度的最大值。由ＴＶＤＩ的定义知，地

表温度犜狊如果取最大值，说明犜狊／ＮＤＶＩ特征空

间中ＴＶＤＩ取最大值，由于ＴＶＤＩ与土壤水分的

负相关性，所以最大值合成的ＴＶＤＩ反映了１６ｄ

周期中土壤水分的最小值，我们把这种最小值称

为反演周期的“基准值”。同样，对于表观热惯量

模型，对于某像元，１６ｄ温度最大值合成后，昼夜

温差为最大值，可推断出 ＡＴＩ为最小值，由于

ＡＴＩ与土壤水分呈正相关，所以最大值合成的

ＡＴＩ反映了１６ｄ周期中的土壤水分的最小值，同

样符合我们定义的“基准值”。由于ＴＶＤＩ模型主

要针对植被覆盖区，而ＡＴＩ模型主要针对裸土区

域，所以利用ＮＤＶＩ阈值，结合ＡＴＩ模型与ＴＶ

ＤＩ模型的优势，估算出“土壤水分基准值（犿狏）”。

然后，基于 ＡＭＳＲＥ计算土壤水分的变化

量，利用 ＡＭＳＲＥ数据的１０．７ＧＨｚ通道，回归

得到的土壤水分日变化量［７］为：

Δ犿狏 ＝犿１（犘狉－犘狉ｍｉｎ）犘狉
犿
２
ｍｉｎ （２）

式中，犘狉为亮温极化率；犘狉ｍｉｎ为月最小值；Δ犿狏为

日土壤水分变化量，其中，Δ犿狏与每个像元所在区

域的降雨、蒸发有关；犿１、犿２分别为经验系数。

１．２．３　ＶＩＣ模型与同化模拟原理

Ｖ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模型是华

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普林斯顿大

学共同研制的宏观尺度水文模型。Ｌｉａｎｇ等人将

ＶＩＣ２Ｌ模型分出一个顶薄层，用来反映土壤上层

对水分和能量的动态响应，考虑土层间土壤水的

扩散过程，成为ＶＩＣ３Ｌ模型
［８９］。

ＶＩＣ模型主要基于大气、植被、土壤之间的水

文与能量交换过程，反映土壤、植被、大气之间的

水文循环和能量传输，它允许层与层之间的土壤

水的扩散。ＶＩＣ３Ｌ模型有３层土壤结构和一个

植被层，对水循环的计算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蒸散发计算、土壤水计算、融雪径流计算和汇流计

算。对于蒸散发计算，ＶＩＣ模型考虑了冠层蒸发、

叶丛蒸腾、裸土蒸发等３类，每个网格内总的蒸散

发量就是冠层、植被和裸地蒸散发量累计后按照

不同地表覆盖种类面积权重的总和。土壤水按

上、下层两层计算，上层土壤水产生直接径流，渗

流到下层后增加下层的土壤水含量，下渗量是土

壤含水量和饱和水力传导度的函数。在有植被覆

５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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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处，降雨首先受到植被截留，剩下的部分用于产

流计算。三层土壤间的水分传导和扩散用一维

Ｒｉｃｈａｒｄ方程来描述。ＶＩＣ模型中还包括计算融

雪径流的融雪模型和冻土模型以及汇流模型。

对于ＶＩＣ模型，一般随着时间的推移，计算

出的土壤水分与真实值差距会越来越大。ＶＩＣ模

型结合集合卡尔曼滤波的集合预报方法最大的优

点是不需要预报算子的线性模式和伴随模式，对

于非线性很强、不连续的动态模型也能取得较好

的同化结果［１０１２］。在本系统中，利用卡尔曼滤波

周期性的校正ＶＩＣ模型，将遥感反演的土壤水分

结果看作观测值，“同化”到ＶＩＣ模型中进行同化

模拟，从而提高对土壤水分预测的精度。

１．３　系统功能设计

该系统主要实现了以下功能：文件输入／输

出、可视化与图像处理、数据编辑与符号化、土壤

水分遥感反演、土壤水分同化模拟、土壤水分产品

生成等。

１）文件输入／输出。可打开通用格式的栅格

和矢量数据，进行不同格式之间的相互转化。

２）可视化与图像处理。提供简单的图像处

理的功能：波段运算、矢量裁剪、栅格数据的符号

化显示、波段拉伸、赋予对应的渐变色和单色、分

级显示产品结果，能够导入、导出符号化的样式。

３）遥感反演模块。基于 ＭＯＤＩＳ和 ＡＭＳＲ

Ｅ传感器反演地表土壤水分。ＭＯＤＩＳ与一般光

学传感器一样，容易受到云的影响，ＡＭＳＲＥ虽

不易受云的影响但空间分辨率较低。结合两者的

优势，本系统实现了 ＭＯＤＩＳ与ＡＭＳＲＥ的协同

反演。

４）同化模拟模块。基于ＶＩＣ模型与集合卡

尔曼滤波建立了顺序同化模拟系统。通过驱动

ＶＩＣ模型产生的土壤水分数据、遥感协同反演的

土壤水分数据进行顺序同化，得到更趋近于真实

值的同化值。

５）土壤水分产品生成。该模块提供基本的、

方便快捷的制图功能。

２　系统开发与实现

２．１　开发方案设计

“干旱区土壤水分遥感反演与同化模拟系统

（ＳＭＩＡＳ）”是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的．ＮＥＴ 平台上开发

实现的，选择 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Ｃ＃ ２００５，利用 Ａｒ

ｃＥｎｇｉｎｅ提供的一套完备的嵌入式ＧＩＳ组件库和

工具库［１３］，实现基础的ＧＩＳ功能开发，如文件输

入／输出、可视化与图像处理、图层显示、数据编辑

与符号化、土壤水分产品生成与发布等功能［１４］。

利用 ＲＳＩ／ＩＤＬ语言来实现土壤水分的遥感反演。

作为面向矩阵、语法简单的第４代可视化语言，

ＩＤＬ致力于科学数据的可视化和分析，是跨平台

应用开发的最佳选择。基于集合卡尔曼滤波的同

化模拟模块主要利用Ｃ语言开发而成，首先编译

生成动态链接库，然后在．Ｎｅｔ环境下运用Ｃ＃语

言对 ＧＩＳ功能、ＩＤＬ编写的遥感反演模块以及

ＶＩＣ模型进行集成，并通过一体化的界面驱动各

功能模块。

２．２　系统框架与关键技术的实现

１）基础ＧＩＳ模块与反演模块的开发与集成。

在．ＮＥＴ平台下，利用 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组件实现栅格

数据和矢量数据的可视化、空间查询等功能，采用

ＩＤＬ来开发遥感反演模块。利用动态链接库调用

接口的方法来实现遥感数据的运算［１５］。我们定

义了一个ＩＤ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类，利用ＩＤＬ自带的Ｅｘ

ｐｏｒｔＢｒｉｄｇｅ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可以生成对应的动态链接

库ＩＤ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ｄｌｌ，通过注册该动态链接库，完

成ＩＤＬ接口的设计。然后，在．ＮＥＴ环境中添加

该动态链接库的引用，则可以在系统中调用该类。

藉此实现了ＩＤＬ接口与开发环境的集成。

２）ＶＩＣ模型与同化模拟模块的开发与集成。

ＶＩＣ模型用Ｃ语言编写，安装Ｃｙｇｗｉｎ虚拟Ｕｎｉｘ环

境，编译代码，得到动态链接库。利用Ｃ＃调用ＶＩＣ

模型，根据用户需求完成全局控制文件，输入要模

拟的运行区域，进行模拟运算，输出土壤水分预测

值。集合卡尔曼滤波同化模拟模块同样用Ｃ语言

编写，编译为动态链接库，利用Ｃ＃调用集合卡尔曼

滤波与ＶＩＣ模型的动态链接库，集成为ＳＭＩＡＳ的

同化模拟子系统，在统一界面下驱动运行。

２．３　土壤水分遥感反演模型的实现

实现了４种土壤水分反演模型，各子模块中

的经验参数和研究区域有关，该模块中的默认参

数是从新疆野外实测数据拟合得到的，在干旱半

干旱地区具较好的适用性，用户也可修改模型参

数，使该模块可应用于其他区域。

２．３．１　ＡＴＩ、ＴＶＤＩ与基于ＡＭＳＲＥ模型的实现

实现对原始数据的预处理，包括投影转换、图

像镶嵌、矢量裁剪等，然后通过ＩＤＬ进行波段运

算计算出表观热惯量（ＡＴＩ）影像，最后通过研究

区的ＡＴＩ与土壤水分的关系式得到土壤水分。

ＴＶＤＩ模型也需要进行数据预处理，利用

ＩＤＬ语言建立ＴＶＤＩ特征空间，提取相同 ＮＤＶＩ

区间下像元对应的所有温度中的最大地表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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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小地表面温度。ＮＤＶＩ的区间步长默认设为

０．０１，即先对ＮＤＶＩ为０～０．０１的像元对应的地

表温度的像元进行统计，提取出区间内的最低温

度和最高温度，然后对ＮＤＶＩ为０．０１～０．０２的像

元对应的地表温度的像元进行统计，提取出区间

内的最低温度和最高温度，以此类推，直到ＮＤＶＩ

取值从０．９９～１。此外，模块可让用户自定义

犜狊／ＮＤＶＩ特征空间的有效范围，缺省步长定义为

０．０１，起始ＮＤＶＩ为０．１，终止ＮＤＶＩ为０．８。然

后，对统计得到的最大、最小陆地表面温度进行线

性拟合，获得干边和湿边的拟合方程，计算各个像

元的ＴＶＤＩ值。最后通过研究区的ＴＶＤＩ与土壤

水分的关系式估算土壤水分［１６］。

基于ＡＭＳＲＥ的算法实现可分为以下两部

分：① ＡＭＳＲＥ数据预处理。由于当前没有专门

针对ＡＭＳＲＥ数据的预处理软件，所以我们自行

开发了预处理子模块。② 按文献［７］中的模型，

得到反演的土壤水分值。

２．３．２　协同反演模型的实现

协同反演模块主要通过ＥＮＶＩ／ＩＤＬ开发实

现，“ＥＮＶＩ＿ＬＡＹＥＲ＿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ＤＯＩＴ”函数可

以对不同分辨率、不同投影、不同区域大小的影像

进行运算。实现步骤如下。

１）利用ＩＤＬ语言编程计算ＡＴＩ与ＴＶＤＩ，代

入土壤水分基准的表达式，计算出１ｋｍ分辨率

的土壤水分基准犿狏。

２）利用ＩＤＬ 编写模块和输入 ＡＭＳＲＥ

１０．７ＧＨｚ数据，按式（２）计算反演周期内的每日

土壤水分变化量。

３）对每日土壤水分变化量进行重采样，然后

与土壤水分基准相加，最终得到一天两次（升轨和

降轨）空间分辨率为１ｋｍ的土壤水分结果。

２．４　土壤水分同化模拟模块的实现

２．４１　ＶＩＣ模型的参数制备

驱动ＶＩＣ模型需要植被参数、土壤参数和气

象强迫数据以及全局控制参数。气象数据采用中

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网提供的日气象数据插值得

到整个新疆的气象数据，包括最高温、最低温和降

水量等；植被数据采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土地覆

盖数据［１７］，并对其采样为１０ｋｍ×１０ｋｍ分辨率，

描述每个网格内各种植被类型的比例和叶面积指

数（ＬＡＩ）的每个月的值。土壤参数采用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等人的１０ｋｍ×１０ｋｍ的土壤数据库
［１８］。全局控

制文件是ＶＩＣ模型的核心控制文件，描述输入输

出文件的路径、模型运行的起始和终止时间、输出

参数等，对模型的运行起引导作用。

通过对某网格输入初始土壤水分值、气象参

数、土壤参数和植被参数等数据，驱动ＶＩＣ模型。

ＶＩＣ模型可输出降水量、蒸发量、地表径流量、地

下基流量、雪的水当量和每层土壤的水分含量等。

２．４．２　基于集合卡尔曼滤波的同化模拟模块

数据同化模拟包括预报和分析两个步骤。在

预报阶段，根据前一时刻的模式状态生成当前时

刻模式状态的预报值。在分析阶段，引入观测数

据，利用最优化估计方法对模式状态进行重新分

析。基于集合卡尔曼滤波的数据同化，本质上是

一种基于蒙特卡罗采样方法的传统卡尔曼滤波的

近似，用符合高斯分布的一组随机变量去代表随

机动态预报中的概率密度函数，通过向前积分，计

算下一时刻状态总体的概率密度函数，并得到该

时刻的统计特征［１９］。基于 ＶＩＣ模型与集合卡尔

曼滤波的土壤水分同化模拟步骤如下。

１）初始化背景场。给定犽时刻，犖 个符合高

斯分布的随机变量犡犻（犻＝１，…，犖），对于本系统

而言，状态变量为表层土壤水分。

２）计算每一个随机变量犡犻在犽＋１时刻的预

报值。非线性系统可以用时间上离散的状态和观

测方程表达，犽＋１时刻的预报值为：

犡犽＋１犻 ＝犳（犡
犽
犻）＋狑（犻，犽） （３）

式中，犡犻犽＋１代表随机变量犡犻在犽＋１时刻的预报

值；犳（犡犻犽）代表非线性的模型算子，这里代表ＶＩＣ

模型；狑（犻，犽）代表犡犻犽＋１的不确定性，狑（犻，犽）～

犖（０，犙犽），狑（犻，犽）为期望为０，方差为犙犽的高斯

白噪声误差。

３）计算犽＋１时刻的卡尔曼增益犓犽＋１：

犓犽＋１ ＝犘
－
犽＋１／（犘

－
犽＋１＋犚犽）

犘－犽＋１ ＝
１

犖－１∑
犖

犻＝１

犡犽＋１犻 －犡
犽＋（ ）１ 犡犽＋１犻 －犡

犽＋（ ）１ Ｔ

犡犽＋１ ＝
１

犖∑
犖

犻＝１

犡犽＋１犻

（４）

式中，犡犽＋１为犽＋１时刻状态变量表层土壤水分的

背景值；犚犽为观测误差方程。

４）计算犽＋１时刻分析场的状态变量平均

值：

犡犪
，犻
犽＋１ ＝犡

犽＋１
犻 ＋犓犽＋１（犗犽＋１－犡

犽＋１
犻 ＋狏犻，犽＋１）

犡犪犽＋１ ＝
１

犖∑
犖

犻＝１

犡犪
，犻
犽＋１

（５）

式中，犡犻犽＋１为随机变量犡犻在犽＋１时刻的预报值；

犓犽＋１为计算的卡尔曼增益；犡
犪，犻
犽＋１为随机变量犡犻在

犽＋１时刻的分析值；犡犪犽＋１为犽＋１时刻分析场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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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量的平均值；犗犽＋１为犽＋１时刻的观测值；

狏犻，犽＋１～犖（０，犚犽），狏犻，犽＋１为犽＋１时刻均值为０，方

差为犚犽的高斯白噪声；犚犽为观测误差。

５）输出犽＋１时刻分析场的状态变量土壤水

分的同化值犡犪犽＋１，然后转到步骤２），从下一时刻

开始计算［１０，１９］。集合卡尔曼滤波最大的优点是

不需要模型状态变量方程是线性化的假设。由于

这些优势，它已被应用在加拿大气象中心、美国

ＮＡＳＡ的季节天气预报系统以及各种水文同化

系统中［２０］。

将上述土壤反演模块与其他功能模块在

．Ｎｅｔ环境中集成，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土壤水分

遥感反演与同化模拟系统“干旱区土壤水分遥感

反演与同化模拟系统”，其主界面如图２所示。

图２　系统主界面与土壤水分反演模块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ＭａｉｎＧＵＩｆｏｒｔｈｅＳＭＩＡ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Ｍｏｄｕｌｅｓ

　　该系统２０１０年５月在新疆石河子市环境保

护监测站进行了安装与试运行，数据库系统安装

在监测站的服务器上，以 ＡｒｃＳＤＥ＋Ｏｒａｃｌｅ进行

服务器端的数据库管理，客户端以Ｃ／Ｓ结构访问

数据库，并在微机终端运行ＳＭＩＡＳ系统。利用

该系统对２００９０５０１～０９３０的土壤水分状况进

行了遥感反演产品生成，协同反演与同化模拟的

土壤水分产品为每日升／降轨及合成产品。目前

该系统已作为监测站进行生态环境监测的支撑软

件工具之一。

３　结　语

在．Ｎｅｔ环境下，利用Ｃ＃与ＥＳＲＩ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

组件完成了矢量与遥感影像数据的读取、处理、显

示以及制图功能，利用ＩＤＬ实现了土壤水分遥感

反演模型，集成ＶＩＣ模型与集合卡尔曼滤波方法

实现了土壤水分的同化模拟。ＳＭＩＡＳ系统首次

实现了基于被动微波与光学／热红外遥感的土壤

水分协同反演，能成功地输出时间分辨率一天两

次，空间分辨率为１ｋｍ×１ｋｍ的大范围区域土

壤水分反演结果。通过集成集合卡尔曼滤波与

ＶＩＣ模型建立了同化模拟子系统，以遥感反演土

壤水分结果作为观测值同化ＶＩＣ模型预测，实现

了较高分辨率的土壤水分输出。该系统可为新疆

地区的生态环境参数和土壤水分信息的遥感估算

提供方法与软件支撑，为生态环境监测提供了重

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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