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５７卷 第８期

２０１４年８月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Ｖｏｌ．５７，Ｎｏ．８

Ａｕｇ．，２０１４

康悦，文军，张堂堂等．２０１４．卫星遥感数据评估黄土高原陆面干湿程度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７（８）：２４７３２４８３，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

ｃｊｇ２０１４０８０９．

ＫａｎｇＹ，ＷｅｎＪ，ＺｈａｎｇＴ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ｅｔｎｅｓ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ｏｖｅｒ

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７（８）：２４７３２４８３，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４０８０９．

卫星遥感数据评估黄土高原陆面干湿程度研究

康悦，文军，张堂堂，田辉，陈昊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重点实验室，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　卫星遥感数据具有估算时空尺度上地表参量的优势，在陆地环境状况评估和监测等方面有很大的应用潜

力．本文利用美国地球观测系统卫星搭载中等分辨率成像光谱仪（ＥＯＳ／ＭＯＤＩＳ）在黄土高原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期间获

取的每１６天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和每日地表温度（ＬＳＴ）数据，分析了黄土高原地区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的基本特

征．结果发现：当研究区域足够大且遥感数据时间序列足够长时，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ＮＤＶＩ，ＬＳＴ）散点并非呈三角

形或梯形分布．为了能够利用ＥＯＳ／ＭＯＤＩＳ的ＮＤＶＩ和ＬＳＴ数据正确地评估陆面的干湿状况，本文给出了利用数

据集合法确定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干边和湿边的数值，即在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利用ＮＤＶＩ等值区间内ＬＳＴ最大值

和最小值的集合代表干边和湿边的数值，并进一步证明了在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干边和湿边数值并非呈线性关系．

在分析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地表温度植被干旱指数（ＴＶＤＩ），探讨其在评估黄土高原地区陆

面的干湿状况的应用潜力．结果表明：由ＴＶＤＩ距平表征的陆面的干湿程度与局地降水距平有很好的关联性，二者

在时空分布上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在我国陇东黄土高原塬区，ＴＤＶＩ数值与地面观测的表层土壤湿度有很好的相关

性，相关系数在０．６７以上，并通过显著性为１％的检验．由此说明：如果合理选取干边和湿边的数值，ＴＤＶＩ可应用

于区域陆面干湿程度的客观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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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气候变暖影响了全球干旱及干旱化的发生和发

展，已引起社会各界及相关学术领域的重视，特别是

在区域降水量减少和温度升高的气候背景下，气候

增暖已成为引起极端干旱灾害事件频发和干旱化加

剧的重要因子之一（马柱国等，２００５）．土壤水分在地

表大气界面间的热量和水分交换过程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是陆面干旱程度监测的一个重要指标（王

鹏新等，２００３）．通过分析由卫星辐射传感器观测的

地表反射辐射能量，能够客观地估算地表综合地物

参量，而利用卫星多光谱辐射仪观测资料可以为陆

面过程研究提供各种空间和时间尺度的植被和地表

温度信息（宋小宁等，２００４；江东等，２０１２）．虽然卫星

遥感获得的植被和地表温度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

映了土壤湿度的变化，但目前还缺乏其与土壤湿度

间的关联机理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学者利用卫星遥

感获得的地表温度（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ＳＴ）和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特征空间进行干旱灾害监

测的研究较多，但直接关联其与土壤湿度的研究并不

多（王小平等，２００３；孙亮等，２００８）．因此，如何应用卫星

遥感技术获得的植被和地表温度数据合理表征下垫面

干湿程度成一个热点科学问题．

ＮＤＶＩ和ＬＳＴ是由卫星可见光和热红外遥感

数据获得表征陆表植被生长状况和土壤表层温度的

两个地物参量（康悦等，２０１１）．自１９９０年以来，国内

外该领域的学者对卫星遥感ＮＤＶＩ和ＬＳＴ数据及

其组合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在给

定研究区域，当地表覆盖从裸土到完全植被覆盖且

土壤水分的变化范围较大时，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

（ＮＤＶＩ，ＬＳＴ）散点为近似三角形分布关系（Ｐｒｉｃｅ，

１９９０；Ｇｉｌｌｉ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Ｃａｒｌ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在给定 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

（ＮＤＶＩ，ＬＳＴ）散点呈三角形分布的基础上，Ｓａｎｄｈｏｌｔ

等利用地表温度植被干旱指数（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ｒｙ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ＴＶＤＩ）估测土壤表层水

分状况（Ｓａｎｄｈｏｌ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在黄淮海地区的研

究表明：地表温度植被干旱指数和土壤湿度显著负

相关，相关系数在０．６５以上（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已有研究表明：黄河源区地表温度植被干旱指数与

实测表层土壤相对含水量相关系数在０．８以上，由

夏季ＴＤＶＩ估算的土壤湿度值与实测值的均方根误

差为０．０９（陈立文等，２０１２）．在美国南方大平原地

区，改进的ＴＶＤＩ与土壤湿度有较好的一致性（Ｓｕ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在我国陕西省关中平原地区，将条件

植被温度指数（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ＶＴＣＩ）应用于２０００年３月下旬陆面干旱的

监测，结果表明：利用ＶＴＣＩ能较好地反映该区域的

相对干旱程度，并可用于研究陆面干旱程度的空间

变化特征（王鹏新等，２００１）．利用美国国家海洋大气

局气象卫星／甚高分辨率辐射计（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

数据开展了中国旱情监测研究，通过分析 ＬＳＴ

ＮＤＶＩ空间的特征，再进行干边和湿边的线性拟合

并估算土壤湿度，最后根据所得土壤湿度划分干旱

等级，获得了全国旱情分布图，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干

旱程度的空间分布（柳钦火等，２００７）．利用ＶＴＣＩ和

ＭＯＤＩＳ数据产品对美国南方大平原的干旱状况进

行了监测研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Ｗ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利用ＴＶＤＩ估算了２００３年８—９月每１６ｄ的

新疆地区陆面土壤湿度，并利用同步观测的表层土

壤湿度对该表征量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ＴＶＤＩ与

土壤湿度显著相关，并可以用来估算地表的土壤湿

度，由卫星遥感数据估算的新疆地区土壤湿度空间

分布与新疆年降水量及年平均相对湿度空间分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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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吻合（姚春生等，２００４）．

在以上这些研究中，假设条件是在ＬＳＴＮＤＶＩ

空间中的（ＮＤＶＩ，ＬＳＴ）散点呈三角形或梯形分布．

然而，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的特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质地状况和植被覆

盖类型等条件下可能有不同的空间特征，研究区域

范围的大小和资料时间序列的长短也会导致ＬＳＴ

ＮＤＶＩ空间特征有很大的差异（齐述华等，２００５）．如

果将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ＮＤＶＩ，ＬＳＴ）散点分布简

单地理想化为三角形或梯形分布，采用简单用线性

拟合确定的干边和湿边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韩丽

娟等，２００５）．因而，如何确定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的

干边和湿边是利用卫星遥感数据评估陆面干湿程度

的一个关键技术问题．为此，我们提出了利用集合法

确定 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干边和湿边数值，即在

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利用 ＮＤＶＩ等值区间内 ＬＳＴ

最大值和最小值集合代表干边和湿边的数值，避免

了线性拟合求解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干边和湿边数值

时的不确定性．本文以我国黄土高原地区为研究区

域，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美国地球观测系统卫星搭载

的中等分辨率成像光谱仪（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ｐｅｃｔｒｏ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ＥＯＳ／

ＭＯＤＩＳ）获取的ＮＤＶＩ和ＬＳＴ数据产品，以黄土高

原地区的陆面干湿程度评估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

黄土高原地区 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然后确定 ＬＳＴ

ＮＤＶＩ空间中的干边和湿边的数值解集，并在此基

础上计算黄土高原地区每个像元点的ＴＶＤＩ，并分

析讨论其与研究区域降水的关联性及地面观测土壤

湿度的相关性，探讨其在评估黄土高原陆面干湿程

度中应用潜力．

２　研究区域和数据

２．１　研究区域

本文研究区域为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第二地

形阶梯，同时也是我国水土流失和土壤风蚀最为严重

的地区，地理位置在３４°４１′Ｎ—４１°１６′Ｎ／１００°５２′Ｅ—

１１４°３３′Ｅ的范围，总面积约６２．７万平方千米．黄土

高原地区横跨我国山西省、陕西省中北部、甘肃省中

东部、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及青海

省东部等地区（李振朝等，２００８）．黄土高原地区地貌

由黄土塬、沟壑、山、梁和坪等地貌组成，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海拔一般在１０００．０ｍ以上．黄土高原植被

类型自东南向西北，依次为草地、耕地、林地和荒漠

等（信忠保等，２００７）．在气候划分上，黄土高原属大

陆性气候区，从东南向西北，气候划分依次为湿润到

半湿润暖温带、半湿润到半干旱温带、干旱到半干旱

温带气候带，多年平均的年气温在－４．０～１３．０℃

之间，由北到南逐渐变高，东南部平均温度较高，多

年平均降雨量为４６６．０ｍｍ，总的趋势是从东南向

西北递减，东南部６００．０～７００．０ｍｍ，中部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ｍｍ，西北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ｍ，且降水主要

发生在夏季（王毅荣等，２００８）（见图１）．

２．２　数据资料

本研究将利用ＥＯＳ／ＭＯＤＩＳ数据产品获取的

黄土高原地区ＬＳＴ和ＮＤＶＩ资料，资料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０年４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空间范围覆盖黄土高

原地区，卫星遥感数据产品的空间分辨率为０．０５°，

ＬＳＴ的时间分辨率为１天，ＮＤＶＩ时间分辨率为１６天．

为了分析地表温度植被干旱指数与研究区域

降水的关联性，本文选取黄土高原地区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期间共５９个气象台站的月平均气温和降水资料，

所有气象资料来源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

心．为了验证ＴＶＤＩ与土壤湿度的关联，本文还选取

了２０１０年在中国科学院平凉雷电与雹暴试验站开

展的“黄土高原陆面过程野外观测试验”（ＬＯＰＥＸｓ）

数据（集）中５．０ｃｍ深度的土壤湿度资料（Ｗ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３　理论基础

３．１　犖犇犞犐和犔犛犜及其与土壤湿度的关联

陆地表层植被是连结土壤和大气的自然纽带，

而陆地生态系统中植被覆盖变化与土壤水分状况的

直接关联．由于植被叶绿体在近红外波段具有较高

的反射率，在红光波段有低的反射率，因此，根据

ＭＯＤＩＳ观测的光谱反射率可以定义反映植被生长

状态的植被指数（信忠保等，２００７）．由于从植被指数

反映出的冠层绿度与植物的生长状态密切相关，植

被指数也可用于监测下垫面植被的长势，而植被的

长势与土壤水分或干湿程度也相互关联．因此，对

ＮＤＶＩ和ＬＳＴ进行合理组合，可以获得表征地物信

息的新参量，有助于更加准确有效地揭示植被覆盖、

土地利用和土壤水分的时空变化规律，更有效地监

测陆地植物生长和陆面干湿程度（覃志豪等，２００５）．

３．２　干边和湿边的定义

由卫星遥感数据建立的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在

给定相同植被生长状况下，即相同 ＮＤＶ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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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ＬＳＴ愈接近其最大值，则下垫面土壤愈干燥，在

不同等值ＮＤＶＩ区间内，所有ＬＳＴ的最大值构成的

数值集合定义为干边．同样条件下，当ＬＳＴ愈接近

其最小值，则下垫面愈湿润，在不同等值 ＮＤＶＩ区

间内，所有ＬＳＴ的最小值构成的数值集合定义为湿

边．在此需要强调，本文给出所谓的干边和湿边的定

义仅适合植被生长季节下垫面，对于完全或永久裸

土以及冬季时段，这一定义并不适合．

３．３　犔犛犜犖犇犞犐空间实际特征

３．３．１　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散点分布

为了揭示黄土高原研究区域内ＬＳＴＮＤＶＩ空

间中的散点分布规律，本文任意选取２０１０年５月１

日、５月２９日、７月５日和７月２９日四个典型晴朗

天气条件下植物生长季的ＬＳＴ和ＮＤＶＩ数据，并给

出相应的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散点分布图（见图２）．

结果表明：ＬＳＴ与ＮＤＶＩ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

系，但不同日期的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ＮＤＶＩ，ＬＳＴ）

散点分布并不相似，且没有固定的散点分布类型．由

此说明：利用有限或短时期内的卫星遥感数据，将

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ＮＤＶＩ，ＬＳＴ）散点分布简单理

想化为三角形或梯形分布并不合理，利用简单线性

拟合获取干边和湿边的数值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图２　黄土高原地区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散点分布（图例为０．０５ＮＤＶＩ×０．５Ｋ范围内点的密度）

（ａ）２０１０年５月１日；（ｂ）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９日；（ｃ）２０１０年７月５日；（ｄ）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ＬＳＴＮＤＶＩ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ｐｌｏｔ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Ｌｅｇｅｎｄｉｓｔｈｅｄｏｔｎｕｍｂｅｒｐｅｒ０．０５ＮＤＶＩ×０．５Ｋｂｉｎ）

（ａ）Ｍａｙ１，２０１０；（ｂ）Ｍａｙ２９，２０１０；（ｃ）Ｊｕｌｙ５，２０１０；（ｄ）Ｊｕｌｙ２９，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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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特征及干边和湿边的数值集合法

为了克服过去相关研究中，研究区域较小和数

据时间序列较短的局限性，避免将ＬＳＴＮＤＶ空间

中（ＮＤＶＩ，ＬＳＴ）散点分布为近似三角形或梯形分布

的不足，以及利用线性拟合确定干边和湿边的数值

带来的误差和随意性问题，本文选取我国整个黄土

高原地区为研究区域，利用ＥＯＳ／ＭＯＤＩＳ在２００２—

２０１０年期间获取的每１６天的ＮＤＶＩ数据和每日的

ＬＳＴ资料，构建黄土高原地区ＬＳＴＮＤＶ空间，在

０．０１ＮＤＶＩ等值区间内，提取该等值区间内的ＬＳＴ

最大和最小地表温度，确定干边和湿边的数值集合

（见图３）．

图１　黄土高原地理位置（ａ）；年平均气温分布（ｂ）；年平均降水分布（ｃ）（图中背景图为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

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ｍａｐｉｓｔｈｅｌａｎｄ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

图３　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给定ＮＤＶＩ区间（０．０１）内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期间不同年度ＬＳＴ的最大值和最小值（ａ）；

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给定ＮＤＶＩ区间（０．０１）内ＬＳＴ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间最大值和最小值（ｂ）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ｍａｘｉｍａｌ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ＳＴａｔｔｈｅｇｉｖｅｎＮＤＶＩ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０．０１）ｉｎｔｈｅＬＳＴＮＤＶＩｓｐａｃ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１０（ａ）；

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ａｌ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ＳＴａｔｇｉｖｅｎＮＤＶＩ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０．０１）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１０ｉｎｔｈｅＬＳＴＮＤＶＩｓｐａｃ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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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３ａ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期间，由于

不同年度黄土高原植被长势和土壤水分的差异，每

年的干边和湿边的数值集合并不同，ＬＳＴＮＤＶＩ空

间中（ＮＤＶＩ，ＬＳＴ）散点分布并不满足三角形或梯形

分布特征，在 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干边和湿边上

ＮＤＶＩ和ＬＳＴ数值也并非线性关系，即使相同的下

垫面，ＮＤＶＩ和ＬＳＴ时间序列数据不同，也会导致

干边和湿边的数值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应该尽量选

取较长的ＮＤＶＩ和ＬＳＴ时间序列数据，确定ＬＳＴ

ＮＤＶＩ空间中干边和湿边的数值．而且，在确定

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干边和湿边的数值时，卫星遥感

数据应该有足够长的时间序列．为此，我们在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ＥＯＳ／ＭＯＤＩＳ获取近十多年 ＮＤＶＩ

和ＬＳＴ数据的基础上，确定出黄土高原地区ＬＳＴ

ＮＤＶＩ空间中干边和湿边的数值集合（如图３ｂ

所示）．

４　表征陆面干湿程度的温度植被干

旱指数

４．１　温度植被干旱指数

估算地表温度是卫星热红外波段遥感数据最重

要的应用领域之一（李召良等，２０００）．对裸土下垫

面，由卫星遥感观测资料估算的地表面温度就是土

壤表层温度，而有植被覆盖时地表面温度被认为是

土壤表层温度和植物冠层温度的集合（高磊等，

２００７；张建云等，２００５）．植物冠层的温度升高是植物

受到水分胁迫和干旱发生的最初指示器．两种变量

的有机组合可以衍生出更丰富的地物信息，有助于

更加准确有效地揭示植被覆盖、土地利用和土壤水

分的时空变化规律，更有效地监测植物生长和陆面

干湿程度（柳钦火等，２００７）．

在黄土高原地区的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在取相

同ＮＤＶＩ值的条件下，以ＬＳＴｍｉｎ表示ＬＳＴＮＤＶＩ空

间中的最低地表温度，则其数值集合构成湿边；

ＬＳＴｍａｘ为某一像元点上给定植被指数条件下的最高

地表温度，则其数值集合构成干边．将ＬＳＴＮＤＶＩ

空间中任意散点（ＮＤＶＩ，ＬＳＴ）中的ＬＳＴ用干边和

湿边的数值进行归一化，并将其定义为温度植被干

旱指数（ＴＶＤＩ）：

　ＴＶＤＩ＝（ＬＳＴｍａｘ－ＬＳＴ）／（ＬＳＴｍａｘ－ＬＳＴｍｉｎ）．（１）

在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散点（ＮＤＶＩ，ＬＳＴ）愈接

近干边时，则下垫面土壤愈缺水或愈干燥，在干边

上，ＴＶＤＩ＝０．０．当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散点（ＮＤＶＩ，

ＬＳＴ）愈接近湿边，则下垫面愈湿润，在湿边上，

ＴＶＤＩ＝１．０．因此，已知下垫面某一点上的 ＮＤＶＩ

值，则当空间点（ＮＤＶＩ，ＬＳＴ）对应的ＴＶＤＩ值越小

时，下垫面土壤水分越低．因此，ＴＤＶＩ可以表征下

垫面的干湿程度．

４．２　黄土高原地区犜犞犇犐距平及其时空分布

在实际情况下，并不是某一地区的水分表征变

量（如降水和土壤湿度等）数值越高或越低，就表示

该地区陆面偏湿或偏干，而是当表征水分变量数值

偏离了多年的平均值时才表明该地区陆面呈现偏湿

或偏干．因此，在利用ＴＶＤＩ表征陆面干湿程度时，

只有当其数值低于多年平均值时才表明该地区陆面

偏干，有可能发生了干旱，也就是利用ＴＶＤＩ距平可

以表征是否有干旱的发生、终止以及陆面干湿程度．

为此，我们根据ＥＯＳ／ＭＯＤＩＳ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期

间获取的每１６天的ＮＤＶＩ和每日的ＬＳＴ资料，分

别计算出黄土高原每个像元点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期

间每天的ＴＶＤＩ值和对应点平均值，利用ＴＤＶＩ的

距平值反映黄土高原陆面干湿程度时空分布变化，

正距平表示某像元点陆面土壤偏湿，负距平则表示

某像元点陆面土壤偏干．

根据在 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 ＴＶＤＩ的定义，以

ＴＶＤＩＡ表示ＴＤＶＩ距平，根据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期间

ＴＶＤＩＡ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将其按正负距平划分

为３级，分别是：－０．０４５～－０．０２５，－０．０２５～

－０．０１７，－０．０１７～－０．０１１，－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０４，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３，０．０１３～０．０２６，０．０２６～０．０６５．当

ＴＶＤＩＡ∈（－０．０４５，－０．０２５）时，表示陆面严重偏

干，当ＴＶＤＩＡ∈（０．００，０．００４）时，研究区域土壤水

分含量为正常状态，可能没有干旱发生，而当

ＴＶＤＩＡ∈（０．０１３，０．０２６）时，研究区域的陆面偏

湿．图４给出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和２０１０年植物生长季

（４—９月）黄土高原地区ＴＤＶＩＡ空间分布图．从图

中可以看出，在黄土高原地区不同年份，ＴＤＶＩ距平

的空间差异较大，有些年份北部干旱区为正 ＴＤＶＩ

距平，而有些年份南部半湿润区为正ＴＤＶＩ距平．例

如，２００３年黄土高原北部绝大部分地区为正ＴＤＶＩ

距平，２００５年整个黄土高原地区为负 ＴＤＶＩ距平，

而２０１０年黄土高原地区西南部ＴＤＶＩ距平绝大部

分地区为正，而东北部ＴＤＶＩ距平数值绝大部分地

区为负．

根据ＴＤＶＩＡ表征陆面干湿状况的条件，计算

出２００２—２０１０黄土高原地区ＴＶＤＩ距平时空分布，

本研究分别统计了研究区域陆面严重偏干的面积．

８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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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期间，黄土高原地区陆

面严重偏干的面积分别是４９．５％、１９．７％、６２．１％、

８０．４％、３５．０％、５１．７％、４８．８％、７０．７％和３８．５％，

其中２００３年黄土高原地区偏干的总面积最小，２００５

年偏干的总面积最大，２０１０年为正常年份．详见图４

所示．

５　黄土高原地区ＴＤＶＩ的分析和验证

５．１　降水与犜犞犇犐的时空分布特征

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为自然下垫面或雨养农业

区，区域降水量分布与土壤湿度有很好的关联性（杨

图４　黄土高原地区ＴＤＶＩ距平的空间分布图

（ａ）２００３年；（ｂ）２００５年；（ｃ）２０１０年．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ＶＤＩ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

图５　黄土高原地区年降水距平插值分布图

（ａ）２００３年；（ｂ）２００５年；（ｃ）２０１０年．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

９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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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利等，２００７；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由于陆面植物主

要生长在４—９月份，为了通过间接方法验证地表温

度植被干旱指数是否能够合理反映下垫面的干湿

程度，本文利用黄土高原地区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作物生

长季节（４—９月）５９个气象站的月降水资料，利用反

距离加权插值方法，获得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降水距平的

空间分布图，并对比分析黄土高原地区ＴＤＶＩ距平

和降水距平的关联性和空间分布特征．图５分别给

出了黄土高原地区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年降

水距平插值空间分布．

比较图４和图５可以看出：不同年份降水距平

的空间分布与ＴＶＤＩ距平的空间分布有较好的对应

关系，在整个黄土高原地区，２００３年降水距平以正

值为主，表示气象湿润，而２００５年降水量距平以负

值为主，表示气象干旱．这一结论与ＴＶＤＩ距平分布

特征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都比较吻合．由于在通

常情况下，降水偏多的陆面就偏湿，降水偏少的陆面

就偏干，ＴＶＤＩＡ和降水是两个有不同物理概念的

参量，此处给出降水分布只是对ＴＶＤＩＡ结果的一

种间接验证．而２００３年平凉至西安一带反位相现象

与该地区耕地较多比例有关．

为了进一步探讨黄土高原不同年份降水距平与

ＴＶＤＩＡ的关联性，分别统计了５９个气象台站降水

距平平均值和正ＴＶＤＩ距平像元点占整个黄土高原

面积的百分比（ＴＤＶＩ正值表征陆面偏湿润，负值表

征陆面偏干燥），即正ＴＶＤＩ距平像元点占黄土高原

总面积的比例，数据统计结果见表１所示．

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期间，黄土高原地

区在２００３年ＴＤＶＩ像元点正距平的面积百分比最

高达８０．３％，与之相对应，２００３年５９个气象台站

４—９月降水距平也为９６．８ｍｍ，而黄土高原地区

２００５年ＴＤＶＩ像元点正距平的比例仅仅１９．６％，与

之相对应２００５年５９个气象台站４—９月降水距平

也为－３２．５ｍｍ；也就是说黄土高原地区２００５年是

表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４—９月黄土高原地区不同站点降水量距平（犿犿）平均值和

正犜犞犇犐距平像元点占整个黄土高原面积的比例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犿犲犪狀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狅犿犪犾狔（犿犿）犪狀犱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狅犳犿犻狀狌狊犜犞犇犐

狅狏犲狉狋犺犲犔狅犲狊狊犘犾犪狋犲犪狌犱狌狉犻狀犵犃狆狉犻犾狋狅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狅犳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５９个气象站降水量距平的平均

值（ｍｍ）
２．９ ９６．８ －５．７ －３２．５ －１４．９ －８．２ －１１．０ －２９．４ １．９

ＴＶＤＩ正距平像元点占整个黄

土高原面积百分比（％）
５０．５ ８０．３ ３７．９ １９．６ ６５．０ ４８．３ ５１．２ ２９．３ ６１．５

图６　黄土高原塬区５．０ｃｍ深度土壤湿度与ＴＶＤＩ的关系

（ａ）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ｂ）２０１０年月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１１日（一次降水过程中）．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５．０ｃｍｄｅｐｔｈ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ＶＤＩａｔ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ｅｓａ

（ａ）Ａｐｒｉｌ１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３０，２０１０；（ｂ）Ａｐｒｉｌ２３Ｍａｙ１１，２０１０（ｄｕｒｉｎｇａ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ｅｖ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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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干旱的一年．二者反映出降水与ＴＶＤＩ非常好

的相关性．

５．２　黄土高原地区土壤湿度与犜犇犞犐的关系

根据本文以上阐述的概念，ＴＤＶＩ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反映下垫面的表层土壤水分含量的信息，从

而可以表征研究区域的干湿程度．为了验证ＴＶＤＩ

与下垫面表层土壤湿度的关联性，本研究从中国科

学院平凉雷电与雹暴试验站“黄土高原陆面过程野

外观测试验”（ＬＯＰＥＸｓ）数据集中，选取２０１０年４—

９月５．０ｃｍ深度的日平均土壤湿度资料，并提取同

期该站点的ＴＶＤＩ时间序列，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

为了验证由ＴＶＤＩ表征黄土高原地区下垫面干湿程

度时的潜力，选取一次典型降水过程中的土壤湿度

观测资料，探讨土壤湿度从最大值减小到最小值期

间（２０１０年月４月２３日—５月１１日），黄土高原ＴＤＶＩ

的时间变化动态过程．

分析结果表明：在整个作物生长季节，中国科学

院平凉雷电与雹暴试验站开展“黄土高原陆面过程

野外观测试验”（ＬＯＰＥＸｓ）数据集中５．０ｃｍ深度的

日平均土壤湿度资料与由ＥＯＳ／ＭＯＤＩＳ数据获取

的ＴＶＤＩ的相关系数为０．６７．由于植被、地表温度

和表层土壤湿度有不同时间和空间代表性，其中陆

地植被的时间分辨率为１６天，地表温度和表层土壤

湿度的时间分辨率为１天；ＴＶＤＩ的空间分辨率为

８ｋｍ，而土壤湿度为点上观测．因此，在整个作物生

长期，二者关系图比较离散，但仍然通过显著性为

０．０１的检验．而在一次典型降水过程后，当中国科

学院平凉雷电与雹暴试验站观测站点的土壤湿度从

较大值减小到较小值时，ＴＶＤＩ也有类似变化趋势，

二者相关系数高达０．８４．虽然以上分析仅是一次降

水事件后ＴＶＤＩ与土壤湿度的关系，但如果考虑到

地面观测站点和卫星遥感数据获取的ＴＶＤＩ的空间

代表性，ＴＶＤＩ中植被的时间分辨率等原因，可以认

为ＴＶＤＩ与表层土壤湿度有很好的关联性，在今后

研究中还可以采用农业干旱表征量对 ＴＤＶＩＡ进

行检验．因此，由ＥＯＳ／ＭＯＤＩＳ获取的数据构建的

ＴＶＤＩ可以提取下垫面的土壤水分信息，可以应用

于黄土高原地区的干湿程度评估．

６　结论

本文利用ＥＯＳ／ＭＯＤＩＳ卫星遥感观测数据获

取的黄土高原地区地表温度（ＬＳＴ）和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分析了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的基本特征，构建

了适合表征土壤水分含量的地表温度植被干旱指

数（ＴＶＤＩ），并应用于评估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黄土高原

地区的陆面干湿程度，得到以下三点结论：

（１）当选取研究区域足够大且卫星遥感数据时

间系列足够长时，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的（ＮＤＶＩ，

ＬＳＴ）散点并非呈三角形或梯形分布．

（２）在确定ＬＳＴＮＤＶＩ空间中干边和湿边的数

值时，以前研究采用线性拟合得到结果并不完全准

确．本研究建议，应该选取足够大的研究区域且有足

够长的植被和地表温度数据时间系列，以 ＮＤＶＩ的

等值区间内ＬＳＴ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数据集合表征

干边和湿边的数值更为合理．

（３）地表温度植被干旱指数（ＴＶＤＩ）可以表征

下垫面的土壤水分的信息，能够反映出下垫面的干

湿程度．ＴＶＤＩ距平表征的土壤干湿程度与区域降

水距平反映的气象干旱有很好的关联性，二者在时

空分布上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在整个作物生长期，

ＴＤＶＩ数值与地面观测的表层土壤湿度有较好的相

关性，二者相关系数在０．６４以上，通过了显著性为

１％的检验．

致谢　本文所用资料由中国科学院平凉雷电与暴雹

试验站、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和美国航空

航天管理局地球观测系统与数据和信息系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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