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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微波遥感黄河上游玛曲地区夏季土壤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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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ＥＮＶＩＳＡＴ１ ／ ＡＳＡＲ的ＶＶ极化主动微波资料，基于裸土表层微波后向散射ＧＯＭ物理模型，并利用“水
云”模型处理植被层对土壤表层微波后向散射的影响，遥感估算了夏季黄河上游玛曲地区土壤水分空间分布。通
过地面观测网的同步观测资料验证，卫星遥感的土壤体积水分含量和地面测值间的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 ＜ ０ ０２ ｍ３ ／ ｍ３，
决定系数Ｒ２ ＞ ０ ８６，表明所用方法适于黄河上游区域。从遥感结果来看，夏季玛曲地区土壤水分平均值约０ ４０
ｍ３ ／ ｍ３，说明该区是黄河重要的水源区；但该区域土壤水分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分布受地形影响明显，平坦
区域土壤水分的空间相关距离大于２ ０００ ｍ，而山地区域的土壤水分空间相关距离较小，为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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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分作为决定大气湿度、地表蒸散发和形成降水的重要指标，是黄河上游水文气象、农牧业生产和
环境监测研究的基本依据之一。鉴于目前黄河上游水文气象站点分布稀疏，采用地面单点观测方法难以及
时、有效反映区域土壤水分的真实状况，利用遥感技术获取区域土壤水分信息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由于
干土和水的介电常数差异显著，微波遥感土壤水分具有明确的物理基础而获广泛应用［１３］。微波遥感包括主
动和被动两种工作方式［２３］，由于目前被动微波遥感技术获取的往往是空间几十公里分辨率的土壤水分信息，
不能反映土壤水分的精细空间变化状况，因而在实用上和结果验证方面受到很大限制。主动微波遥感技术可
以获取高空间分辨率的区域土壤水分信息，在精细化的水文模拟研究以及农牧业生产和环境监测工作中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利用主动微波遥感反演土壤水分的模型，应用较广的除了较为复杂而多用于模型模拟分析
的ＩＥＭ物理模型［４］外，亦有充分利用不同频段、不同极化信息的半经验Ｏｈ模型［５］、Ｄｕｂｏｉｓ模型［６］和ｓｈｉ模
型［７］等，以及Ｚｒｉｂｉ ［８］和Ｒａｈｍａｎ［９］等利用多入射角信息或多时相信息在ＩＥＭ模型模拟基础上提出的同时获
取地表粗糙度信息和土壤水分的经验模型等。由于微波传输过程对地表粗糙度和植被层的影响比较敏感，而
目前缺乏描述粗糙度参数的明确的理论推算公式，实测又比较困难，成为困扰微波遥感土壤水分技术发展的
主要问题之一。植被特别是浓密植被条件下微波后向散射理论也是当前研究中的难点之一。

本文利用ＥＮＶＩＳＡＴ ／ ＡＳＡＲ高空间分辨率主动微波资料，结合野外观测网络的同步土壤水分观测资料，
依据描述微波后向散射过程的较为简单有效的几何光学物理模型，估算黄河上游玛曲地区夏季土壤水分的区
域分布信息，以期为该区域土壤水分遥感估算找到有效适用的方法，亦能为黄河源区水文水资源研究和农牧
业生产与环境监测工作提供精细而准确的初始输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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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黄河上游有“黄河首曲”之称的黄河玛曲段地区（图１），地理位置约在１０１° ４０′ Ｅ ～

１０２°４０′Ｅ，３３°３０′Ｎ ～ ３４°０５′Ｎ之间，属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平均海拔３ ６００ ｍ，气候受青藏高原和东亚季风
性大陆气候的双重影响，多年平均降水量５０５ ｍｍ，多年平均气温２℃。研究区东部的黄河沿岸地带地势平
缓，其余地带则分布着高低不等的山地。山地下垫面基本为高寒草甸草地，而平缓地表下垫面主要为高原短
草草地、退化的草地和高寒沼泽草甸湿地等类型。

图１　 玛曲区域性土壤水分观测网络（阴影区）及选择的平坦区域Ａ和山地区域Ｂ
　 　 　 Ｆｉｇ 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 （ｂａｃｋｓｌａｓｈ ｓｈａｄｏｗ ａｒｅａ）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ａｑ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ｌａｔ ａｒｅａ

Ａ ａｎ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Ｂ

２　 资　 　 料
２ １　 遥感资料及处理

研究采用的两景３０ ｍ空间分辨率ＶＶ极化主动微波资料，来自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０日和１６日过境玛曲地区的
欧洲环境卫星ＥＮＶＩＳＡＴ１搭载的Ｃ波段高级合成孔径雷达ＡＳＡＲ。借助ＡＳＡＲ资料头文件信息，获得带有地
理坐标信息的ＶＶ极化微波后向散射系数和局地入射角的图像。对微波后向散射系数图像进行Ｇａｍｍａ滤波
处理，以最大程度地消除图像中相干斑块噪声的影响。采用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８日过境研究区的３０ ｍ空间分辨率
陆地资源卫星Ｌａｎｄｓａｔ５的可见光第３波段、近红外第４波段和数字高程ＤＥＭ资料，获取地表植被指数ＮＤＶＩ和
地形坡度、坡向参数。基于玛曲地区１∶ ５万地形图和实地ＧＰＳ点位资料，利用ＥＲＤＡＳ软件对Ｌａｎｄｓａｔ５图像和
ＡＳＡＲ图像进行几何校正，使图像的地理位置误差不超过６０ ｍ。
２ ２　 地面观测网络

在玛曲地区黄河沿岸近１００ ｋｍ × ５０ ｋｍ中尺度范围内，布设了区域性土壤温湿度观测网络（图１中阴影
区），于平坦地表和平缓山坡的２０处点位上，在５ ～ ８０ ｃｍ土壤深度，埋设了多层由美国Ｄｅｃａｇｏｎ设备有限公
司制造的ＥＣＨ２Ｏ ＥＣＴＭ土壤温湿度感应探头及ＥＣＨ２ＯＥＭ５０自动数据记录盒［１０］，数据自动记录时间间隔
为１０ ｍｉｎ，可获取土壤体积水分含量长期地面观测资料。探头对土壤体积水分含量的感应分辨率为０ ００１
ｍ３ ／ ｍ３。对所用ＥＣＴＭ探头的土壤水分观测曲线，已利用玛曲实地采集土壤样品进行了实验室校正。本研
究中，地面网络观测的５ ｃｍ深度土壤水分值将用于微波遥感结果的验证。并在研究区的１９个观测点位，采
集了不同深度层的土壤样品，经实验室分析后获得土壤的质地成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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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计算方法
３ １　 裸土土壤水分估算模型

采用传统的几何光学物理模型（ＧＯＭ）计算裸土条件下土壤表层微波后向散射系数［１１］。

σ０ｓｏｉｌ ＝
｜Ｒ（０）｜ ２ ｅｘｐ － ｔａｎ

２ θ
２ｍ( )２

２ｍ２ ｃｏｓ４ θ
（１）

式中　 σ０ｓｏｉｌ为裸土微波后向散射系数；｜ Ｒ（０）｜ ２ ＝ １ －槡ε
１ ＋槡ε

２

为法线方向的Ｆｒｅｓｎｅｌ反射率；θ为局地入射角；ｍ

槡＝ ２δ ／ ｌ，为地表均方根坡度；δ为地表均方根高度；ｌ为表面相关长度。
土壤介电常数ε可依据土壤质地参数和水分含量表示［１２］。

ε ＝ （ａ０ ＋ ａ１Ｓ ＋ ａ２Ｃ）＋ （ｂ０ ＋ ｂ１Ｓ ＋ ｂ２Ｃ）ｍ ｖ ＋ （ｃ０ ＋ ｃ１Ｓ ＋ ｃ２Ｃ）ｍ２ｖ （２）
式中　 Ｓ和Ｃ分别为土壤的沙质和粘土百分含量，％；ｍ ｖ 为土壤体积水分含量，ｍ３ ／ ｍ３；ａ０、ａ１、ａ２、ｂ０、ｂ１、
ｂ２、ｃ０、ｃ１、ｃ２ 分别为与微波观测频率有关的常系数。

对式（１）中θ利用Ｄｅｍ资料生成的地形坡向数据进行校正［１３］。
θ′ ＝ ａｒｃｃｏｓ（ｃｏｓθｃｏｓＡ ＋ ｓｉｎθｓｉｎＡｃｏｓ（Δφ）） （３）

式中　 θ′为校正后局地入射角；Ａ为地形坡向角；Δφ为卫星方位角与坡向角之差。
联合式（１）和式（２），通过给出土壤水分ｍ ｖ 初值进行迭代运算，给定迭代精度，即可获得土壤水分含量

绝对值。其中，式（１）右边为土壤表层微波后向散射系数的理论计算值，左边为土壤表层微波后向散射系数
的真实观测值，可由后面的植被覆盖地表条件下水云模型导出。
３ ２　 植被层影响的处理

几何光学物理模型（ＧＯＭ）描述的是无植被覆盖条件下，裸露地表的微波后向散射系数的理论近似情况。
本文研究区域属纯牧业区，地表基本为放牧草场，由于载蓄量过大即食草动物连续的采食，导致草高一般不
超过１０ ｃｍ。因此，可以忽略主动微波信号在土壤和植被层间的交叉散射作用，则植被覆盖地表总的微波后
向散射系数可以分解为［１４］

σ０ ≈ σ０ｖｅｇ ＋ Ｔσ
０
ｓｏｉｌ （４）

式中　 σ０ｖｅｇ为植被层直接微波后向散射系数；σ０ｓｏｉｌ为植被层下面土壤表层的真实微波后向散射系数，即式（１）
的左边项；Ｔ为植被层的双层衰减因子，可以采用如下水云模型计算［１５ １６］：

σ０ｖｅｇ ＝ ０ １６Ｖ
２
ＷＣ ｃｏｓθ（１ － Ｔ）

Ｔ ＝ ｅｘｐ（－ ２ｂＶＷＣ ｓｅｃθ）
（５）

式中　 ＶＷＣ为植被层水含量，ｋｇ ／ ｍ２。Ｊａｃｋｓｏｎ等［１７］根据放牧草原实测资料给出了植被指数与植被水含量ＶＷＣ
之间关系：

ＶＷＣ ＝

４ ２８５ ７ＮＤＶＩ － １ ５４２ ９ ，
－ ０ ３２１ ５ＮＤＶＩ ＋ １ ９１３ ４Ｎ

２
ＤＶＩ，

０
{ ，

　
ＮＤＶＩ ≥ ０ ５

ＮＤＶＩ ≤ ０ ５

ＮＤＶＩ ＜ ０ １７

（６）

式中　 ＮＤＶＩ ＝ ρＮＩＲ
－ ρＲＥＤ

ρＮＩＲ ＋ ρＲＥＤ
为归一化植被指数，ρＮＩＲ和ρＲＥＤ为Ｌａｎｄｓａｔ５ＴＭ的近红外和红光谱通道反射率。

依据甘南州草地资源特征［１８］，包括玛曲在内甘南州各草地类型平均牧场鲜草生产能力为４ ３１７ ８６ ｋｇ ／
ｈｍ２，按鲜草水分含量５３％计算，实际植被水含量为ＶＷＣ ＝ ０ ２２９ ｋｇ ／ ｍ２。根据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８日过境研究区
的陆地资源卫星Ｌａｎｄｓａｔ５影像，获取的３０ ｍ分辨率ＮＤＶＩ研究区平均值为０ ６２４，利用该值并依据公式（６）计

１６　 第１期 田辉，等：主动微波遥感黄河上游玛曲地区夏季土壤水分



算的区域平均植被水含量为ＶＷＣ ＝ １ １３１ ｋｇ ／ ｍ２。因此在缺乏植被水含量实测资料的情况下，公式（６）在除以
校正系数４ ９４（＝ １ １３１ ／ ０ ２２９）后，就可用于获取本文研究区的实际植被水分含量空间分布，并且针对植被
指数的适用范围不变。另据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７年的１０年间８月期间，过境玛曲研究区的每１０ ｄＳＰＯＴ卫星影像
合成的１ ｋｍ分辨率ＮＤＶＩ资料（共３０景），研究区区域平均的ＮＤＶＩ值为０ ６９６，很接近上述０ ６２４值，但由于分
辨率不及Ｌａｎｄｓａｔ资料，仍然以后者数据来校正公式（６）。
３ ３　 地表粗糙度参数的选择

由于地表粗糙度参数观测较为困难，陈权等［３］认为国际合作项目“全球能量水循环之亚洲季风青藏高原
试验研究”（ＧＡＭＥ ／ Ｔｉｂｅｔ）在藏北那曲地区的地表粗糙度实测资料［１９］较适合中国地区的土壤状况。依据
ＧＡＭＥ ／ Ｔｉｂｅｔ项目１９９８年春季和夏季，在藏北那曲地区８个站点，共３３３次有效地表粗糙度实测资料［１９］，
８５％的实测地表均方根高度小于１ ｃｍ，绝大多数的地表相关长度小于１０ ｃｍ。鉴于黄河上游玛曲地区同属于
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并且地表状况、植被条件及社会生产方式与藏北那曲地区较为接近，本文认为地表均方
根高度δ ＝ ０ ９ ｃｍ，表面相关长度ｌ ＝ ８ ｃｍ可以基本反映该地区的地表粗糙度状况，可用于土壤水分主动微
波遥感模型。

４　 估算结果验证和土壤水分空间分析
４ １　 遥感精度验证

利用两景北京时间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０日上午１１∶ １３点和１６日上午１１ ∶ ２４点过境研究区的ＡＳＡＲ图像资料，
估算了夏季玛曲地区土壤水分分布状况，图２为两景土壤水分遥感估算结果的拼合图像。

两次ＡＳＡＲ过境覆盖了地面观测网的１２个和１１个观测点，利用地面网络５ ｃｍ深度土壤体积水分含量
（ｍ３ ／ ｍ３）同步观测资料，提取ＡＳＡＲ反演图像中相应像元值，做二维散点图（图３）。可以看到，遥感反演土
壤水分值ｍ ｖｄ与地面观测土壤水分值ｍ ｖｇ之间的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 ＜ ０ ０２ ｍ３ ／ ｍ３（均方根误差计算式为ＲＭＳＥ ＝


ｎ

ｉ ＝ １
（ｍ ｖｇ － ｍ ｖｄ）２槡 ／ ｎ），两者间的决定系数Ｒ２ ＞ ０ ８６，表明主动微波遥感土壤水分具有较高的精度。

图２　 利用ＡＳＡＲ反演的２００９年８月玛曲土壤水分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ｕｇ ２００９ ｉｎ Ｍａｒｑｕ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ＳＡＲ ｄａｔａ

图３　 （ａ）２００９０８１０和（ｂ）２００９０８１６两景ＡＳＡＲ估算的
玛曲土壤水分和地面实测值的比较

Ｆｉｇ 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ｕｓ ｇｒｏｕ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ａｑｕ

ｕｓｉｎｇ ＡＳＡＲ ｉｎ （ａ）１０ Ａｕｇ ＆ （ｂ）１６ Ａｕｇ，２００９

这里利用ＡＳＡＲ的ＶＶ极化主动微波资料遥感反演玛曲地区土壤水分分布，采用了裸土微波后向散射的几
何光学物理模型和植被覆盖地表的半经验水云模型。首先，所用模型尽管已较为成熟，但研究中没有考虑地表
粗糙度的区域变化，可能是造成区域上土壤水分遥感误差的主要来源。由于粗糙度参数与土壤水分间不是线性
关系，甚至没有明确的解析关系，不便于直接给出粗糙度的一定误差量将引起多大的土壤水分估算误差。但可
以利用ＧＯＭ模型即式（１），在一定区域土壤水分平均值如０ ４０ ｍ３ ／ ｍ３ 和实测土壤质地条件下，固定粗糙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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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的表面相关长度为ｌ ＝ ８ ｃｍ，则模拟的后向散射系数σ０（ｄＢ）＝ １０ｌｇσ０（ｍ２ ／ ｍ２）对应于地表均方根高度δ的单
位改变量Δδ ＝ １ ｃｍ，有一个相应的改变量Δσ０。图４（ａ）给出随着地表均方根高度δ的变化，后向散射系数的改
变量Δσ０ 的变化情况。如果以Δσ０ ＜ ２ ｄＢ表示后向散射信号对地表均方根高度参数变化不敏感的阈值，则相
应的地表均方根高度阈值δＣ 表示，在大于δＣ 值的均方根高度范围内，后向散射信号将基本对粗糙度的变化不
敏感。这就是说，当表面越光滑（均方根高度越小）时后向散射对均方根高度的变化越敏感，而地表粗糙到一定
程度后，后向散射越接近漫反射从而对粗糙度的变化越不敏感。阈值δＣ 越大，则表示后向散射信号对粗糙度敏
感的范围（０ ～ δＣ）越大。可以预计在不同入射角情况下，地表均方根高度阈值δＣ 将有一定的变化，图４（ｂ）正反
映这一情况，说明随着入射角变大，微波后向散射信号对地表粗糙度敏感范围越大。当入射角为５°时，均方根
高度阈值为３ ８５ ｃｍ，而当入射角为４１°时，均方根高度阈值将增大到５ ３５ ｃｍ。

图４　 后向散射信号对粗糙度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Ｆｉｇ 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ｏ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其次，由于缺乏地表植被水分含量实测数据，本文参考了文献［１７］的研究成果即公式（６）的方法，尽管
依据研究区草原产草能力对其做了一定校正，但该方法对于本文研究区（青藏高原东部黄河源区）的适应性有
待进一步考察。Ｎｊｏｋｕ等［２０］在利用ＡＭＳＲＥ被动微波信号估算土壤水分时指出，在Ｃ频段（本文所用ＡＳＡＲ
资料即属于Ｃ频段）以及更高频段的微波信号对土壤水分的敏感性当植被水含量大于１ ５ ｋｇ ／ ｍ２ 时变得不再
敏感，即植被层的影响导致土壤表层的微波信号被屏蔽而监测不到了。而依据文献［１８］，由包括玛曲草原在
内的甘南州草地产草能力推算的植被水分含量最高不超过０ ４０ ｋｇ ／ ｍ２，远低于Ｎｊｏｋｕ给出的阈值，所以对具体
估算结果的影响较小。
４ ２　 玛曲土壤水分空间分布特征

从遥感的夏季玛曲地区土壤水分直方分布图（图５）来看，两次ＡＳＡＲ反演结果的空间平均值约为０ ４０
ｍ３ ／ ｍ３，说明该区土壤水分值普遍较大。而玛曲地区夏季８月的多年日平均气温仅１０ ６℃（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８），地
表水分的蒸发能力受到很大抑制，而这里深层土壤分布的多年冻土层使得土壤水分难以下渗，土壤水分通过
产汇流过程形成地表水资源的条件很好，所以玛曲地区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具有重要的水文水资
源研究价值。

同时，玛曲地区土壤水分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从遥感反演结果来看，其区域变异系数ＣＶ（＝区域标
准差／区域平均值）为１８ ６％，属中等变异强度［２１］。依据玛曲地区地形坡向（以正北为０°，顺时针增加）、坡
度资料，可以发现不同坡向与地形起伏程度下，土壤水分空间异质性程度也有明显不同（表１）。其中，阳坡
（坡向Ａ ＝ １５７ ５° ～ ２０２ ５°）的土壤水分变异系数大于阴坡（坡向Ａ ＝ ０ ～ ２２ ５°或３３７ ５° ～ ３６０°）的；当地形坡
度以１０°为间隔划分时，变异系数随地形坡度增加而增大，在坡度为３０° ～ ４０°时变异程度最大，但此后随地形
坡度增加土壤水分变异系数反而减小（表１）。

再者，借助半变异函数分析玛曲土壤水分的空间分布特征。半变异函数γ（ｘ，ｘ ＋ ｈ）可描述区域性随机变
量Ｚ（ｘ）的空间依赖或影响程度，当测量间距为ｈ时区域上的实验性半变异函数为［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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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０９年８月玛曲土壤水分直方分布图
　 Ｆｉｇ ５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ｕｇ ２００９ ｉｎ Ｍａｑｕ

表１　 夏季玛曲土壤水分空间异质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ｉｎ Ｍａｑｕ ａｒｅａ

坡向Ａ ／（°） 变异系数ＣＶ ／ ％ 坡度Ｓ ／（°） 变异系数ＣＶ ／ ％
０ ～ １ １２ ４

１５７ ５ ～ ２０２ ５
２０ ７

＜ １０ １５ ２
（阳坡） １０ ～ ２０ ２５ ２

２０ ～ ３０ ３０ １

０ ～ ２２ ５或 ３０ ～ ４０ ３３ ８
３３７ ５ ～ ３６０ １４ １ ４０ ～ ５０ ３０ ７
（阴坡） ＞ ５０ ９ １

区域平均变异系数ＣＶ ／ ％ １８ ６

γ（ｈ）＝ １
２Ｎ（ｈ）

Ｎ（ｈ）

ｉ ＝ １
｜ Ｚ（ｘｉ）－ Ｚ（ｘｉ ＋ ｈ）｜ ２ （７）

式中　 Ｚ （ｘｉ），ｉ ＝ １，…，Ｎ为区域随机变量的遥感观测值；Ｎ （ｈ）为观测“点对”［Ｚ （ｘｉ），Ｚ （ｘｉ ＋ ｈ）］
的总数目。

土壤水分的半变异函数值随着空间测量距离ｈ的增加而单调增加，当测量距离ｈ达到某个临界值时半变
异函数将不再单调递增，而是围绕某个极限值上下摆动，此时的ｈ值称为相关距离或变程。当空间观测距离
大于相关距离时，两地的土壤水分不再具有空间相关性。分别在本文研究区的东部选择黄河沿岸的平坦区域
Ａ （高度标准差＝ ２４ ４ ｍ），在研究区的西南部选择山地区域Ｂ （高度标准差＝ １７５ ８ ｍ）（见图１中方框区Ａ
和Ｂ），然后依据这两个子区域的土壤水分遥感结果，在４个方向即东西，南北，东北西南和东南西北方向
上，分别计算半变异函数曲线（图６），并以各方向相关距离（变程）作为子区域土壤水分空间分布特征尺度。
可以发现（图６），对于玛曲平坦区域Ａ，土壤水分的空间相关距离（变程）大于２ ０００ ｍ，而山地区域Ｂ的土壤
水分空间相关距离为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说明玛曲地区土壤水分的空间分布受到地形起伏的很大影响。因此，利
用地面有限测点的观测值基于空间插值方法获取区域土壤水分状况时，必须认真考虑地形的作用。

图６　 平坦区域Ａ和山地区域Ｂ土壤水分半变异函数曲线及空间相关距离（灰色条指示的距离）
　 Ｆｉｇ ６ 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ｌａｔ Ａｒｅａ Ａ ａｎｄ （ｂ）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Ｂ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ｇｒａｙ ｂａｒ

５　 结　 　 论
本文利用地面土壤水分观测资料验证表明，遥感估算的土壤体积水分含量和地面测值间的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 ＜ ０ ０２ ｍ
３ ／ ｍ３，决定系数Ｒ２ ＞ ０ ８６，取得比较好的结果，表明所用方法在玛曲地区的适应性。分析遥感

估算结果后发现，夏季玛曲地区土壤水分平均值约０ ４０ ｍ３ ／ ｍ３，说明该区是黄河重要的水源区；但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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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土壤水分空间分布的分析发现，该区域土壤水分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区域变异系数ＣＶ 为１８ ６％，
属中等变异强度。通过半变异函数分析发现，土壤水分分布受地形影响明显，平坦区域土壤水分的空间相关
距离（变程）大于２ ０００ ｍ，而山地区域的土壤水分空间相关距离较小，为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由于受微波穿透土壤层的深度限制，目前遥感获取的仅是土壤表层的水分信息。根据２００９年夏季玛曲
地面观测网的资料，土壤水分垂直剖面曲线在不同观测点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所以，不可能简单地根据遥
感的表层土壤水分空间分布，借助表层与深层土壤水分的某种单一关系，直接获得土壤水分垂直剖面状况的
区域分布信息。尽管如此，遥感观测的区域高分辨率土壤水分信息仍将在区域水文过程模拟、农牧业生产、
植被生态变化和水土保持等环境监测研究中获得良好的应用前景。同时，这种精细的区域表层土壤水分信息
是很好的边界条件，在借助资料同化技术或水文模型模拟方法获取区域土壤水分剖面信息时，具有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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