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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4年夏季, 选择天气状况较好的时段在金塔县施放探空气球, 采集高空温、压、湿等气象要素计算整层

大气水汽含量。同时选取 EOS MODIS 遥感资料近红外波段, 反演整层大气水汽含量。反演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表

明: 最大相对误差为 8 02%、最小相对误差为 0 70% , 平均相对误差为 4 5% , 反演结果可信。从绿洲上空水汽含

量区域分布及沿着探空站南北向和东西向剖面看, 水汽含量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戈壁沙漠上空水汽含量

相对较少, 绿洲上空水汽含量相对较大; 绿洲边缘或通过沙漠的窄长护林带、河流以及水渠附近 , 存在着影响绿洲

稳定和发展的 晒衣绳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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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流域是我国西北地区第二大内陆河流域, 现阶段以土地沙漠化、植被退化为代表的生态环境恶化在全流

域范围内迅速发展, 已经对整个流域的生态安全构成威胁。绿洲作为黑河流域典型的生态环境系统, 其形成与演

化的关键就是水。大气水汽含量与水资源密切相关, 对绿洲系统的发展和维持起着重要作用: 在绿洲上空, 水汽

含量较高, 则地表蒸发相对较小, 对绿洲的维持和发展起到保护作用; 相反, 若绿洲上空水汽含量较小, 则地表

蒸发较大, 土壤含水量减少, 植被生长减弱, 绿洲趋于衰退, 最终导致沙漠化。因此, 探讨绿洲上空水汽分布是

研究绿洲系统维持和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由于红外遥感技术具有空间分辨率高、数据相对连续、容易获

取、价格低廉且技术成熟等优势, 因此红外遥感技术估算大气水汽含量备受瞩目。

1 研究区概况

图 1 金塔地区概况

Fig 1 General situation of Jinta area

金塔县位于 98!39∀~ 99!08∀E, 39!56∀~ 40!17∀N, 地处

黑河流域中游, 甘肃酒泉地区东北部, 面积为1 88万km
2

(图 1)。图 1中空白部分为戈壁沙漠, 阴影部分为金塔绿

洲, 呈典型的倒三角形分布, 绿洲内公路、河道交错, 南

部两个水库是金塔地区主要的生活用水来源。由于这里气

候干燥降水少, 蒸发大, 唯一为金塔县提供水源的两个水

库供水有限, 人均占有水量较低, 严重影响了金塔地区生

态平衡和经济发展[ 1]。因此, 加强对金塔地区水资源问题

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助于了解金塔地区天气和气

候变化过程和水文循环过程, 为研究金塔绿洲的保护和发

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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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概况

2 1 卫星资料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对地观测系统( earth observing sys

tem, EOS)发射的Terra与Aqua卫星上携带MODIS传感器有 36个波段, 通道设计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 可以同

时反演水汽总含量、气溶胶光学参数、臭氧总含量、地表反照率等大气、陆地参数, 为陆地 大气系统的研究

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在 36个波段中, 有 5个近红外波段, 其中 17、18和 19波段是水汽吸收波段, 波段

2、5是大气窗口波段。本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NASA网站, 选择天气晴朗且有相应探空观测时段的数据, 分别

是2004年 7月 2日、3日、4日、5日、9日、10日共 6次卫星过境时刻的数据。

2 2 观测资料

本文观测资料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绿洲系统能量与水分循环过程观测与数值研究 于 2004

年6~ 8月期间在金塔绿洲开展了为期两个多月的 绿洲能量水分循环过程 观测实验, 简称 金塔实验 [ 2, 3]。

文中所用观测资料是小球探空资料, 该资料包括风速、风向、温度、相对湿度和气压等气象要素, 探空小球一

般可以到达气压为 400~ 450 hPa 左右的高度, 在实际计算中, 一般要求计算水汽含量达到 300 hPa, 因此剩余

不足部分则采用线性拟合得到。探空观测场地设在金塔绿洲中部(如图1中的探空站) ( 98 85!E、40 13!N) , 海拔

为1 234 9m, 地面平均气压为869 8 hPa, 实验场地为绿洲农田, 以棉花、小麦、辣椒为主要作物, 植被覆盖

度较好。使用如下公式来计算探空站点处整层大气水汽含量[ 4] :

w =
1
g#

p
t

P
S

q ( P)dP (1)

式中 w 为整层大气水汽含量; Ps、P t 分别为地面气压和大气顶部气压。

因为高空 300hPa以上, 大气中水汽含量非常少, 因此本文以地面到300 hPa的水汽含量代表整层大气水汽含量。

图 2 金塔地区冬夏有水汽影响时光谱透过率随波长的变化

(图下方直线为相应的MODIS 水汽通道及其他用于分析的通道)

Fig 2 Spectral transmission in the Winter and Summer in the

presence of water vapor

3 方法简介

利用红外遥感技术估算大气水汽含量可从辐射传输方程的角度出发进行推导, 辐射传输方程可简化为

Rsensor = Rground + Ratmos (2)

式中 Rsensor为传感器接收到的辐射强度; Rground为地表直

接反射和散射的总辐射强度; 为地表反射率; 为大气

透过率; Ratmos为大气辐射强度。透过率 和大气辐射强

度Ratmos与大气中的水汽含量w 有关。相对于大气水汽,

其它气体的影响很小, 可以忽略。将式(2)两边同时除以

Rground 得

=
Rsensor

Rground
-

Ratmos

Rground
(3)

在天气晴朗的情况下, 式(2)右边的
Ratmos

Rground
相对于

Rsensor

Rground
非

常小, 可以忽略。因此, 式(2)简化为

=
Rsensor

Rground
(4)

大气透过率主要是大气水汽含量的函数, 式(3)中

的取值对于不同波长是不一样的。根据 Gao 和 Kaufman

等[ 5]的研究, 对研究区域使用MODTRAN[ 6]辐射传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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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模拟, 本文模拟了研究区夏季和冬季大气水汽含量和气溶胶对透过率随波长变化的影响, 模拟结果如图 2

所示: 0 84~ 0 885 m 和 1 00~ 1 05  m 两个通道是水汽的非吸收波段, 0 915~ 0 965  m、0 931~ 0 941  m、

0 890~ 0 920 m则是吸收波段, 而 0 84~ 0 885  m、0 915~ 0 965  m、0 931~ 0 941  m、0 890~ 0 920  m又

分别对应MODIS数据 2、17、18、19通道。Gao和 Kaufman等对 0 85  m和 1 25  m之间的各种地物反射率进行

分析发现, 在此区间, 反射率基本上满足线性关系。因此, 近红外遥感估算大气水汽含量的物理基础在于探测

水汽对反射太阳辐射在大气中传输时的吸收, 利用大气吸收波段和大气窗口波段的反射太阳辐射之比近似计

算。以19通道为例, 可以推导出:

Tw (19/ 2) =
*
19/

*
2 (5)

式中 Tw 为通道反射率比;
*
19和

*
2 分别是 19和 2波段的表观反射率, 通过 对MODIS1B数据辐射定标得到。

Gao和 Kaufman通过计算得:

Tw (19/ 2) = exp( !- ∀ w ) r
2
= 0 999 (6)

w = ( !- lnTw(19/ 2) / ∀)
2

(7)

对于混合型地表, != 0 020, ∀= 0 651; 对于植被覆盖的地表, != 0 012, ∀= 0 651; 对于裸土, != - 0 040,

∀= 0 651。

图 3 金塔绿洲上空大气水汽含量分布图

Fig 3 Contribution of atmospheric water vapor content over Jinta Oasis

4 个例分析及验证

表 1 金塔上空实测水汽含量与反演结果对比 g/ cm2

Table 1 Comparison of derived values of water vapor content over

Jinta area with the observed values

时 间 观测值 反演值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

2004 07 02 0 86 0 8824 0 0224 2 60

2004 07 03 1 198 1 1019 - 0 0961 8 02

2004 07 04 1 05 0 9898 - 0 0602 5 73

2004 07 05 1 31 1 3465 0 0366 2 79

2004 07 09 0 89 0 8838 - 0 0062 0 70

2004 07 10 0 75 0 8042 0 0542 7 23

利用上述算法, 以黑河中游金塔地表为研

究对象, 估算其表面整层大气水汽含量。首先

对 MODIS1B 资料进行几何定位与辐射定标,

计算整层大气水汽含量, 同时对小球探空观测

资料计算, 得到整层大气水汽含量, 对比结果

及水汽区域分布图分别见表 1、图 3。由表 1

可见, 最大相对误差为 8 02%、最小相对误

差为0 70%, 平均相对误差为 4 5% , 说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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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4年 7 月 2日、3日、4 日、5 日、9日、10 日金塔上空水汽含量经向纬向分布图

Fig 4 Latitudinal and Longitudinal distribution of the water vapor content over Jinta area on Jul 2- 5 and Jul 9- 10, 2004

果可信。图3表明金塔绿洲上空水汽含量为0~ 3 0 g/ cm2, 总体看来, 绿洲南部水库处水汽含量最大, 这是由于

水库区域蒸发较大所致; 包围绿洲的荒漠戈壁上空水汽较少, 除 2日、3日外水汽含量少于 2 0 g/ cm2, 通过当

日实地考察证明, 2日、3日金塔地区天空出现部分云, 有水汽输送, 所以 2日、3日沙漠上空水汽含量较大;

沿灌溉农田的水渠及两旁的公路或绿洲荒漠过渡区, 水汽含量也出现了低值, 甚至在 4日、5日、10日接近零

值, 这进一步证实了绿洲上存在Van Bavel[ 7]和胡隐樵等[ 8]所提出的 晒衣绳效应 , 即: 在绿洲的边缘或通过

沙漠的窄长护林带、河流或者水渠, 其周围环境非常干热, 大量热量通过平流输送给其蒸散消耗, 结果加强蒸

散率并迅速消耗植物根部土壤或河流或水渠的水分。这是造成绿洲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绿洲农田上空, 水

汽含量为 2 0~ 3 0 g/ cm
2
, 表明绿洲上空水汽含量还是相对充足的。通过对比发现, 反演值与观测值相当接

近, 且刘世祥等[ 4] 2005年计算的甘肃地区夏季平均水汽含量与我们所得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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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是以探空站为中心, 沿经向和纬向方向的水汽含量剖面图, 图中实线代表水汽含量。由图可见, 水汽

含量的时间分布变化大, 无论从经向分布还是从纬向分布上都可看出, 每日水汽含量分布有一定的差异, 这主

要由于天气情况不同所致; 同时水汽含量分布又存在很大的空间差异, 空中水汽源一般来自两方面: 下垫面蒸

发和大气输送。对于同一地区, 在范围不大的情况下, 天气条件相似, 水汽的空间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受下垫面

蒸发的影响。考虑到归一化插值植被指数(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 ion index, NDVI)能在很大程度上表征该区

域的下垫面特征, 即: 对于陆地表面主要覆盖而言, 云、水、雪的 NDVI为负值; 岩石、裸土NDVI 值接近于 0;

而在有植被覆盖的情况下, NDVI为正值。因此, 对研究区求取 NDVI并沿经向和纬向方向剖面, 如图 4中虚线

所示(由于云的影响, NDVI有一定的误差, 但分布趋势是合理的)。可见, 研究区南北方向 NDVI 值有较大的空

间变化, 依次对应地表水库、城镇、绿洲农田、荒漠。对比水汽含量的分布图可以看到, 40 02!N至 40 20!N

之间, 即植被覆盖密集的区域, 水汽分布趋势与 NDVI 的分布基本一致, 随着纬度向在 39 94! N、40 0!N、

40 10!N、40 22!N 附近的植被覆盖密集向植被覆盖稀疏稀地区, 均出现水汽含量和 NDVI 低值; 然而在

40 02!N、40 20!N、40 27!N等点附近, 则均对应着水汽和 NDVI的高值, 说明在植被覆盖密集向植被覆盖稀疏

地区转换时, 即绿洲破碎的地区, 水汽含量也相应改变。这与金塔绿洲植被覆盖实际情况完全一致。南北方

向, 水汽和NDVI的分布也有同样趋势。由此, 可以得出, 金塔绿洲上空水汽含量的分布与金塔地表下垫面类

型有着直接的关系, 绿洲破碎越严重, 晒衣绳效应 越明显, 绿洲就越不稳定。

5 结 论

利用MODIS资料反演金塔上空大气水汽含量, 并将结果与实际观测对比表明, 最大相对误差为 8 02%;

最小相对误差为 0 70%, 平均相对误差为 4 5% , 说明反演结果可信。但MODIS数据反演水汽含量仍有一定的

局限, 在有云或天气较差的时候无法使用。同时, 受观测条件的限制, 反演结果仍缺乏普遍验证, 这是需要改

进和加强的。

若忽略大气环流的影响, 从绿洲上空水汽含量区域分布及沿着绿洲中心进行南北向和东西向剖面看, 由于

地表覆盖类型的差别, 水汽含量在空间分布上也存在较大差别, 总体来说, 在戈壁沙漠上空, 水汽含量相对较

少; 在有农田覆盖的地表或有水渠通过的上空, 水汽含量相对较大; 在绿洲的边缘或通过沙漠的窄长护林带、

河流或者水渠附近, 存在着影响绿洲稳定或发展的 晒衣绳效应 。因此, 为保护金塔绿洲, 必须尽量调整绿

洲格局, 将破碎绿洲连通成片, 力图减小 晒衣绳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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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S based reversion of atmospheric water vapor content over Jinta Oasis

MENG Xian hong, LU Shi hua, ZHANG Yu, ZHANG Tang tang

( Cold and Arid Regions Environmental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Jinta experiment in 2004, sounding balloons were set free to collect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in the upper

air, such as temperature, pressure, and humidity to calculate the total water content in the air Then, the remote sensing data

of EOS MODIS are used to revert the total water vapor content The retrievals are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ed ones, as a re

sult, the maximal relative error is 8 02%, the minimal is 0 70% and 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is 4 5%, which shows that the

reversions are believable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water vapor content and the section plane along the

sounding site from East West and South North, there is biggish difference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water vapor con

tent The water vapor content, in all, is relatively less over the gobi and hungriness and more over the oasis ; there is the

clothesline effect which influences the stab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asis at the margin of the oasis or the long and nar
row protection forest through the deserts or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river and the aqueduct

Key words: Jinta oasis; water vapor content; MODIS; remote sensing; reversion; clothesline effect

∃中国暴雨统计参数图集%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7 年 2 月 27日,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由水利部水文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组织完成的 ∃中

国暴雨统计参数图集%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图集% 是以图表语言客观描述中国暴雨统计特征时空分布的基本事实、特点与规律的大型专业性图集, 是工程设计暴雨和

设计洪水的基础资料, 是工程规划、设计、审查的重要依据。

该项目是一项重要基础性科研工作, 资料收集和分析量巨大, 科技含量高。其先进性主要表现在: & 坚实的资料基础。在

合理布局的基础上, 系统收集了 2 4万站、190 万站年的暴雨资料; ∋ 高端的分析、计算和绘图技术。采用了基于全局优化算法

的单站参数计算方法, 避免了以前经验目估方法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开发了基于 GIS 的等值线绘制方法和绘图平台, 增加了通

用性, 便于人机交互使用; 研究了基于空间分析技术的合理性检查方法, 保证了资料的高质量, 提高了分析检查的时效性和正

确性; ( 系统、完整的技术成果。建立了海量资料的中国暴雨及其统计参数数据库, 提出了中国暴雨统计特征时空分布的新事

实、新认识, 全面地描述和深刻揭示了我国暴雨统计特征的基本事实和时空分布规律, 是我国迄今为止关于暴雨统计特征研究

最重要的成果; 完成了 5种历时、8大类成果, 较我国以前曾开展的两次同类工作有了很大的拓展, 比国外发达国家的同类成果

也更为全面。成果在绘图方法、成果检查等方面有重大创新。

∃图集% 是全国水文部门共同奋斗的成果, 凝聚了全国水文人共同的智慧, 得到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水利水文部门的高

度重视。从 1996起, 历经 8 年, 先后有 200 余名科技工作者直接参加了这一工作。项目还为我国水文气象科研队伍培养了技术

人才, 一批我国顶尖级暴雨研究方面的老专家和熟悉计算机工具的年轻学者密切配合, 实现了优势互补和融合。目前, 部水文局

已在此成果的基础上, 组织开展了中国设计暴雨点面关系、雨型分析及季节变化的研究工作, 并积极开展 ∃图集% 的科技推广

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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