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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 ＭＯＤ１０Ａ１ ／ ＭＹＤ１０Ａ１、 ＭＯＤ１３Ｑ１ 以及相关气象数据， 采用积雪持续时间比率法， 监测了

天山山区的季节雪线高程， 分析了其变化特征及影响因子。 结果表明： ① 近 １５ 年天山山区雪线整体呈显著上升趋

势， 平均高程 ３ ６８０ ｍ 左右， 其中， 北坡、 伊犁河谷、 南坡季节雪线的稳定性依次减弱， 平均高程分别为 ３ ６２０ ｍ、
３ ３９０ ｍ 及 ３ ８２０ ｍ； 空间上雪线高程呈现南高北低、 东高西低的纬度地带性分布特点。 ② 年际尺度上， 气温是影响

天山山区雪线高程的主控因素， 呈显著正相关， 南北坡与之相同， 但伊犁河谷则降水是影响其变化的主控因素，
呈显著负相关； 季节尺度上， 夏季气温、 冬季降水是影响雪线高程的主控因素， 降水与其呈负相关， 但气温较高

的地区， 夏秋季降水会促进积雪融化， 使雪线高程上升； 月尺度上， ７ 月气温、 １ 月降水对其影响最明显， 且存在

一定的滞后反应。 ③ 天山山区雪线高程比零度层低 ８００ ｍ 左右， 两者呈较好正相关； 雪线高程与 ＮＤＶＩ（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呈负相关， 植被覆盖较好区域， 同年 ＮＤＶＩ 与雪线高程相关性较好， 植被覆盖较差区域，
前一年 ＮＤＶＩ 与其相关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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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线是陆地终年积雪与夏季无雪区之间的零平衡线［１］， 它既是冰川学上的一个重要标志［２］， 又是山地

垂直带的重要界限［３］， 是与林线、 冻土带下界和寒漠土上界同等重要的自然地理界限。 作为常年积雪区和

冰川的下界线， 其高程值在空间上的分布变化， 不仅反映了常年积雪区和冰川的变化特征， 更反映了高山、
高原及极地地区某些气候行为的变化特征［４］， 因此， 准确监测雪线变化对水资源利用、 气候演变及灾害预

测有着重要意义。 天山北坡经济带是新疆重要的经济开发区， 也是新疆多雪区域之一， 其中乌苏至乌鲁木齐

一带的山麓和山前平原纳洪地区， 融雪型洪水灾害普遍而剧烈［５］， 对周边流域经济发展及人身安全带来很

大威胁， 各地州水利部门对于雪线尤其是季节雪线监测产品有着急切的需求。 因此， 开展天山山区季节雪线

分布规律的深入研究， 对正确评价、 合理开发该地区水资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山地冰川地形复杂， 人员难以到达， 但随着政府部门对于雪线高程需求的迫切性， 雪线提取方法从耗费

人力物力的传统实地考察测量［６］， 到结合实测数据的间接量测［７⁃８］， 发展到目前基于 ３Ｓ 手段进行雪线高程的

动态研究［９⁃１１］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雪线的研究多集中在青藏高原地区［１２⁃１３］， 新疆区域的研究更关注于积雪监

测方面［１４⁃１５］， 对于雪线的研究较少， 部分专家利用实测资料进行了特征分析， 如蒋忠信［１６］ 对中国西部雪线

的趋势进行了分析， 王欣等［１７］分析了塔里木河流域冰川系统平衡线分布特征， 张连成等［１８⁃１９］ 开展了基于遥

感的雪线高程提取方法对比分析， 并从空间变化角度分析了天山山区雪线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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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很少有学者利用长时间的遥感资料提取并分析近十几年天山山区不同区域雪线的时空变化及影响

因素， 本文在监测方法上进行了改进， 包括引入了 ＭＯＤＩＳ 积雪产品去云处理、 稳定积雪期的确定等， 这对

迅速提取大区域雪线高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并在分析内容上从零度层高度、 植被指数角度研究了其与雪

线高程的关系， 对于开展融雪径流模拟， 特别是融雪型洪水的预警等具有重要意义。

１　 资料和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

中国境内的天山山脉位于北纬 ３９°３６′Ｎ—４５°３０′Ｎ 和东经 ７３°３０′Ｅ—９６°０６′Ｅ 之间， 横亘新疆全境， 中部

高山阻隔了新疆南、 北向水汽的输送， 形成南干北湿的大环境［２０］， 年最大降水量为 ５００～８００ ｍｍ， 最小降水

量仅 １５０ ｍｍ 左右。 天山境内盆地、 山脉相间出现， 导致垂直气候差异巨大［２１］， 吐鲁番盆地气温最高达 ４８
℃， 大西沟气温最低仅为－３５ ℃。 由于夏季西风带经过西边界输入的水汽在新疆北部大部分向东向南扩散，
少部分在中西部和西南角积聚， 为天山山区冰川发育提供了必要的水汽条件［２０］， 加之巨大的高度差异、 有

利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山地走势， 均有利于冰川的发育， 使其高山带和极高山带成为干旱区淡水资源的贮

藏库和生命的保障地。
１ ２　 研究资料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主要包括： 从 ＮＡＳＡ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ａｔａ Ｇａｔｅｗａｙ 数据中心定制覆盖新疆区域

的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 ＭＯＤＩＳ 雪盖产品（ＭＯＤ１０Ａ１ ／ ＭＹＤ１０Ａ１）以及植被指数产品（ＭＯＤ１３Ｑ１）； 从美国 ＮＳＩＤＣ 网

站（ｈｔｔｐ： ／ ／ ｎｓｉｄｃ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ｄｏｃｓ ／ ｎｏａａ ／ ｇ０２１５６＿ｉｍｓ＿ｓｎｏｗ＿ｉ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获取的 ＩＭＳ 雪冰产品； 新疆气象信息中

心获取的气象站点气温、 降水、 零度层高度数据； 分辨率为８３ ｍ的 ＤＥＭ 数据。 其中， ＭＯＤＩＳ 日雪盖产品较

其他积雪产品而言， 空间分辨率较高为５００ ｍ、 时间序列较长从 ２０００ 年至今， 但其受云干扰较严重， 本文利

用融合了各种卫星影像（ＡＶＨＲＲ、 ＧＯＥＳ、 ＳＳＭＩ 等）、 衍生图像产品（ＵＳＡＦ 雪 ／冰分析， ＡＭＳＵ、 ＡＭＳＲ⁃Ｅ、
ＮＣＥＰ 模式等）以及地面观测资料的 ＩＭＳ 雪冰产品进行了去云处理， 减少了云的干扰。
１ ３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利用去云后的 ＭＯＤ１０Ａ１ ／ ＭＹＤ１０Ａ１ 雪盖产品， 基于 “积雪持续时间比率法” ［１８］ 提取雪线边

界， 并基于统计学的方法分析了气温、 降水、 零度层高度以及植被指数与雪线高程的关系。 其中， “积雪持

续时间比率法” 提取的雪线高程与 ＨＪ⁃１ ／ ＣＣＤ 提取的 “真值” 相关系数达 ０ ７７， 其平均误差、 绝对平均误

差以及均方根误差分别为２ ｍ、 １３８ ｍ和１８３ ｍ［１８］。 本文所研究的雪线概指季节性雪线中的夏季雪线， 具体方

法为： 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 ６—９ 月的 ＭＯＤ１０Ａ１ ／ ＭＹＤ１０Ａ１ 雪盖产品进行拼接、 投影、 重采样、 裁剪等处理；
结合 ＩＭＳ 冰雪产品， 采用空间和时间滤波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去云处理［２２］（图 １）， 生成研究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

逐日无云积雪产品数据， 并利用气象站点实测数据进行精度验证， 去云后积雪产品在研究区的总体监测精度

为 ８９ １３％， 接近 ＭＯＤＩＳ 去云前晴空积雪产品在研究区总体监测精度 ９３ ３％； 常年积雪期时间的选取及积雪

持续比率法阈值的确定； 采用人机交互的方法绘制雪线位置矢量， 形成雪线产品； 利用 ＤＥＭ 数据提取雪线

高程， 并基于四分位法进行误差平滑。
其中， 研究日期的确定， 是利用预处理后的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 ＭＯＤ１０Ａ１ ／ ＭＹＤ１０Ａ１ 数据， 计算出天山山区

每年 ６—９ 月日雪盖面积， 经统计得出每年最小积雪面积出现日期（图 ２）， 从而得出近 １５ 年最小积雪面积出

现日期为第 ２０６～２３６ 天， 即 ７ 月 ２５ 日到 ８ 月 ２４ 日， 此范围则被确定为研究日期。 由于近 １５ 年最小积雪覆

盖接近于这段时间的 “常年积雪”， 所以下文统称为 “常年积雪”。
积雪持续时间比率的确定， 是分别将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０６ ～ ２３６ 天去云后的 ＭＯＤ１０Ａ１ ／

ＭＹＤ１０Ａ１ 积雪产品数据进行叠加， 计算一个像元在 ３１ ｄ 内出现积雪的概率， 提取积雪出现概率分别为

３ ２％、 ６ ４％、 ９ ６％直到 １００％的雪线高程， 并以３０ ｍ Ｌａｎｄｓａｔ 数据作为 “真值” 进行误差分析， 误差最小

时积雪出现概率为最小误差比率。 图 ３ 为不同年份、 不同比率的误差曲线图， 可以看出最小误差比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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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２％、 ７０ ４％、 ７０ ４％， 取此 ３ 年最小误差比率的均值 ７４ ７％作为天山山区以 ３１ ｄ 数据叠加时的积雪持续

时间比率阈值， 即一像元 ２３ ｄ 出现积雪， 则认定其为“常年积雪”， 将其下边缘作为天山山区的雪线。

图 １　 ＭＯＤ１０Ａ１ 时空滤波法去云后结果（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Ｆｉｇ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ｃｌｏｕｄ ｂ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１２）

图 ２　 天山山区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最小

积雪面积出现日期

Ｆｉｇ ２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ｎｏｗ ｃｏｖｅｒ ｄａｔｅ 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５

图 ３　 天山山区不同年份、 不同比率

提取的雪线高程与 “真值” 的偏差

Ｆｉｇ ３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ｎｏｗ ｌｉｎ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ｖａｌｕ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２　 结果分析

２ １　 近 １５ 年天山山区季节雪线高程变化特征

图 ４ 为天山山区雪线高程年际变化图， 可以看出， 近 １５ 年天山山区各区域雪线高程均呈波动上升趋势。
天山山区平均雪线高程为 ３ ６９０ ｍ， 以 ２７６ ｍ ／ １０ ａ 的倾向率明显上升， ２０１５ 年达到最大值 ３ ８９６ ｍ， 比最低年

份 ２００１ 年高 ４５５ ｍ。 与西藏高原平均雪线高程 ４ ８４８ ６ ｍ 相比， 天山山区较低， 相差近 １ ０００ ｍ， 但其近 １５
年的上升速率是西藏高原 ６ ５４ ｍ ／ １０ ａ 的近 ４０ 倍［１０］。 其中， 天山南坡平均雪线高程为 ３ ８２０ ｍ， 上升趋势最

为明显， 倾向率为 ３１１ ｍ ／ １０ ａ， 于 ２０１５ 年达到近 １５ 年最大值 ４ ０７０ ｍ， 比最低年份 ２００１ 年高 ５３４ ｍ； 天山北

坡为 ３ ６２０ ｍ， 倾向率为 １４４ ｍ ／ １０ ａ， 于 ２０１２ 年达到最大值 ３ ７１５ ｍ， 比最低年份 ２００１ 年高 ２７６ ｍ； 伊犁河谷

地区为 ３ ３９０ ｍ， 倾向率为 １８０ ｍ ／ １０ ａ， 于 ２０１４ 年达最大值 ３ ５１７ ｍ， 比最低年份 ２００１ 年高 ３５０ ｍ。 研究表

明， 天山山区实际测量的平均雪线高程为 ３ ９７５ ｍ［１６］， 其中， 天山南坡（库尔勒段）为 ４ ４００ ｍ［７］， 天山北坡

（乌鲁木齐段）为 ３ ９００ ｍ［７］， 伊犁河谷（伊犁段）为 ３ ６００ ｍ［７］， 本文提取的雪线高程与实测值相比， 误差率分

别为 ７ １％、 １３ １％、 ７ １％及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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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５ 可以看出， 天山山区雪线空间分布体征为： 南高北低、 东高西低、 向东部凸出， 具有纬度地带性

分布特点。 最高点在天山南段乌恰县境内， 高程为 ４ ６００ ｍ， 然后向东北方向递减。 最低点在伊犁河谷， 为

３ １００ ｍ，向东逐渐递增， 在吐鲁番盆地达到最大值 ４ ０００ ｍ， 变化梯度为 ０ ９ ｍ ／ ｋｍ， 之后变化较为平稳， 振

幅 ２００～４００ ｍ。 形成这种分布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天山南坡受高大山脉阻挡， 大西洋水汽难以进入， 同时面向

塔克拉玛干沙漠， 空气干燥， 使此区域降水较少， 温度较高， 雪线较高； 伊犁河谷三面环山， 来自大西洋的

水汽在此被阻挡， 致使迎风坡降水丰富， 温度较低， 雪线较低； 大西洋水汽越过山脉之后向四周深处逐渐递

减， 沿天山中东段方向到吐鲁番盆地水汽达到最低， 加之此区域温度较高， 使雪线达到最高值。

　
图 ４　 天山山区各区域雪线高程年际变化

Ｆｉｇ 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ｎｏｗｌｉｎ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图 ５　 天山山区雪线高程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５ Ｓｐａ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ｎｏｗｌｉｎ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２ ２　 天山山区季节雪线高程变化的影响因素

２ ２ １　 天山山区雪线高程与气温、 降水的相关性及滞后性分析

表 １ 为天山山区各区域雪线高程与气温、 降水相关关系， 气温、 降水数据是利用天山山区 ２１ 个气象台

站的日观测数据， 经计算得到月、 季、 年均值。 可以看出， 天山山区雪线高程与年均温的相关、 偏相关系数

分别为 ０ ６９、 ０ ６７， 呈显著正相关； 与年降水量的相关、 偏相关系数分别为－０ ４２、 －０ ３４， 呈负相关； 气

温是影响其雪线高程的主导因素， 这可能是由于气温对雪线的影响是持续的， 而降水是间断的， 天山山区地

形复杂， 南北跨度大， 气温区域差异明显， 在年降水量没有显著线性变化趋势的情况下［２３］， 气温就成为影

响其雪线变化的主导因素。 天山南坡雪线高程与年气温、 年降水均呈正相关， 但相关性较弱， 这主要是由于

天山南坡尤其是西段的冰川面积较大， 研究表明冰川越大对气候变化越不敏感［２４］， 而且南坡夏季降雨相对

较多、 温度高， 降雨会促进冰雪融化； 天山北坡雪线高程与年气温呈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达 ０ ５３， 与年

降水呈负相关； 伊犁河谷地区雪线高程主要受年降水影响， 呈显著负相关， 相关、 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５５、 －０ ５０， 这主要是由于伊犁河谷降水频次较高， 降水量较大， 对雪线高程形成了一定累计效应， 因

此， 降水成为影响其变化的主导因素。 总体而言， 气温升高， 引起雪线高程上升， 降水增多， 导致雪线高程

降低， 但不同海拔区域的雪线高程受气温、 降水变化的影响存在差异， 低海拔区受降水影响更大， 高海拔区

受气温影响更多， 当海拔高度超过一定值域后， 雪线高程对气候变化相对不敏感。
从表 １ 也可以看出， 季节尺度上， 夏季气温、 冬季降水是影响天山山区雪线高程变化的主控因素； 秋季

气温、 冬季降水对天山北坡的影响最大， 春季气温、 秋季降水对天山南坡影响最大， 夏季气温和夏季降水对

伊犁河谷贡献最大。 这与青藏高原研究成果 “气温升高是粒雪线高度变化的主导因素” 相同［１３］， 同时在西

藏高原的研究中， 也指出 “雪线与温度呈正相关， 与降水呈负相关， 但是各区域雪线与气温、 降水之间的

关系又存在差异［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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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天山山区各区域雪线高程与气温、 降水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ｎｏｗｌｉｎ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气温相关 春 夏 秋 冬 年平均 气温偏相关 春 夏 秋 冬 年平均

天山山区 ０ ６０ ０ ７２∗∗ ０ ５８ －０ １５ ０ ６９∗∗ 天山山区 ０ ５９ ０ ７１∗∗ ０ ５６ －０ ２４ ０ ６７∗∗

天山南坡 ０ ４１∗ ０ ２６ ０ １８ －０ ２８ ０ ２３ 天山南坡 ０ ５３∗ ０ ２７ ０ １７ －０ ３２ ０ ２８

天山北坡 ０ ３７ ０ ３５ ０ ４８ －０ ２１ ０ ５３∗ 天山北坡 ０ ３９ ０ ３５ ０ ４６ －０ ３０ ０ ５３∗

伊犁河谷 ０ ４６ ０ ６５∗ ０ ３０ －０ ２３ ０ ５０ 伊犁河谷 ０ ４２ ０ ５６∗ ０ １８ －０ ２７ ０ ４３

降水相关 春 夏 秋 冬 年平均 降水偏相关 春 夏 秋 冬 年平均

天山山区 －０ ３８ －０ ３６ －０ ４２ －０ ５２∗ －０ ４２ 天山山区 －０ ３３ －０ ３３ －０ ３３ －０ ６２∗ －０ ３４

天山南坡 －０ １３ ０ １６ ０ １８ －０ １２ ０ ２５ 天山南坡 ０ １９ ０ １８ ０ １８ －０ ４３ ０ ２９

天山北坡 ０ １７ ０ １３ －０ ２４ －０ ２７ －０ ２２ 天山北坡 ０ ２３ ０ １６ ０ ２０ －０ ３７ －０ ２４

伊犁河谷 －０ ３１ －０ ４３∗ －０ ３４ －０ １８ －０ ５５∗ 伊犁河谷 －０ ２４ －０ ３７∗ －０ ２６ －０ ２５ －０ ４９∗

注：∗∗ａ＝ ０ ０１ 水平上，∗ａ＝ ０ ０５ 水平上， 相关性显著（双侧检验）。

　 　 表 ２ 为天山山区各区域雪线高程与月气温、 月降水相关系数， 从表 ２ 可看出， 月尺度上， ７ 月气温、 １
月降水对天山山区雪线高程的影响最明显， 且存在一定滞后反应。 由于南北坡及伊犁河谷所处的气候类型不

同， 其对气候变化响应也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 南北坡及伊犁河谷地区， 均是 ７ 月气温与雪线高程相关性最

好， 呈显著正相关； 降水对天山南坡雪线高程影响最大是前一年的 １２ 月， 而天山北坡、 伊犁河谷依次在 １
月、 ６ 月， 呈显著负相关。 这可能是由于伊犁河谷一带受大西洋暖湿气流的影响， 相对降水比较丰富， 山区

降水极值达 ８００～１ ２００ ｍｍ， 其后春至初夏的降水量占到全年的 ３１％［２５］。

表 ２　 天山山区各区域雪线高程与月气温、 月降水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ｎｏｗｌｉｎ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天山山区 天山南坡 天山北坡 伊犁河谷

气温相关 降水相关 气温相关 降水相关 气温相关 降水相关 气温相关 降水相关

１ 月 －０ ４０ －０ ６７∗ －０ ３６ －０ １６ －０ ２７ －０ ５７∗ －０ ２９ －０ ２５
２ 月 －０ ３９ －０ ３８ －０ ３３ －０ ３３ －０ ２５ －０ １７ －０ ２３ －０ １８
３ 月 －０ ２２ ０ ３１ －０ １１ －０ ３５ ０ １０ ０ １７ －０ ２２ ０ ２５
４ 月 ０ ６７ －０ ６５∗ ０ ５０ －０ ４６ ０ ５４∗ －０ ２２ ０ ７３∗ －０ ５０∗

５ 月 ０ ４４ ０ ４９ ０ ３３ ０ ３３ ０ ２４ ０ ２５ ０ ５４∗ －０ １５
６ 月 ０ ４０ ０ ５６ ０ ４７ ０ ３４ ０ ２４ ０ ２５ ０ ４５ －０ ６９∗

７ 月 ０ ８０∗∗ －０ ６２∗ ０ ５９∗ －０ ２０ ０ ６６∗ －０ ４０ ０ ７９∗ ０ ３６
８ 月 ０ ２０ ０ ４３ ０ ３０ －０ ２４ －０ ２７ ０ ３５ ０ ２１ ０ １８
９ 月 ０ ３６ －０ ５６ ０ ２８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０ ４２ ０ ３５ －０ ２７
１０ 月 ０ ３２ ０ ３６ ０ １３ ０ １６ ０ ３２ ０ １７ －０ １７ ０ １２
１１ 月 －０ ５２ ０ ３３ －０ ３９ ０ ２１ －０ ２３ ０ ２６ ０ ６２∗ －０ ２２
１２ 月 ０ ４５ －０ ４６ ０ １１ －０ ６４∗ ０ ４６∗ －０ １２ ０ ２６ －０ ２３

注：∗∗ａ＝ ０ ０１ 水平上，∗ａ＝ ０ ０５ 水平上， 相关性显著（双侧检验）。

２ ２ ２　 天山山区雪线高程与零度层高度的相关性

图 ６ 为天山山区各区域雪线高程与零度层的相关性曲线图， 零度层高度数据采用与雪线高程提取同时段

的、 探空站监测的 ０８ 点、 ２０ 点日数据。 从图 ６ 可以看出， 天山山区雪线高程比零度层低， 均值相差 ８００ ｍ
左右， 这可能由于积雪的融化是一个热量累计过程， 温度达到 ０ ℃时继续吸热， 才能由固态雪变为液态水，
所以雪线高程要比零度层高度低， 至于这个差距是多少， 还有待于研究； 其次， 两者精度不同， 遥感雪线高

程是在分辨率为 ５００ ｍ 的数据源上提取的线数据， 而零度层高度是探空站实测的点数据； 再者， 探空站海拔

都较低， 站点较少， 测得的零度层高度与山顶雪线处实际零度层高度之间可能还是有一定差距， 这些原因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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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导致雪线高程比零度层低。 但是， 两者有较显著的相关性， 均通过了 ０ ０１ 的显著性检验， 尤其是与 ２０ 点

的零度层高度， 相关系数达 ０ ４４； 天山南坡零度层高度与其雪线高程的相关性最好， 相关系数达 ０ ８０７， 信

度系数为 ０ ５７； 天山北坡次之， 相关系数为 ０ ６３； 伊犁河谷最低， 相关系数仅为 ０ ４３。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

由于零度层高度变化主要受气温影响， 如果地面气温上升， 大气层结稳定度被破坏， 有利于气流的抬升运

动， 将底层热能向高层输送， 使得高层气温上升， 零度气温层高度也抬升， 反之亦然， 从前面的分析看出伊

犁河谷雪线高程主要受降水影响， 而气温是天山南北坡的主控因素。

图 ６　 天山山区各区域雪线高程与零度层的相关性

Ｆｉｇ 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ｎｏｗ ｌｉｎ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ｚｅｒｏ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２ ２ ３　 天山山区雪线高程与 ＮＤＶＩ 的相关性

图 ７　 天山山区雪线高程与 ＮＤＶＩ 值的相关性

Ｆｉｇ 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ｎｏｗ ｌｉｎ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ＤＶＩ 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利用分辨率为 ２５０ ｍ 的 ＭＯＤ１３Ｑ１ 植被产品， 经过拼接、 投影、 重采样、 裁剪等预处理， 计算得到天山

山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５—９ 月的 １６ ｄ 的植被指数， 与天山山区及各区域雪线高程变化做相关分析及显著性检验

（图 ７）， 可以看出天山山区雪线高程与 ＮＤＶＩ（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呈负相关， 与同年 ＮＤＶＩ
相关系数为－０ ３６， 与前一年 ＮＤＶＩ 相关系数为－０ ４５， 即生长期地表植被覆盖度越好， 雪线高程越低， 前一

年的植被覆盖状况对天山山区积雪积累及消融有更大影

响。 分析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雪盖及植被指数均采用

ＭＯＤＩＳ 产品， 具有相同的通道特征、 卫星测摆等； 其

次， 研究表明植被能截留 ４０％ ～ ５０％的降雪量， 同时影

响积雪的重分布过程， 且植被的盖度、 高度以及地形都

会对积雪的累积及消融过程产生不同影响［２６］。
天山南、 北坡及伊犁河谷地区雪线高程与同年的

ＮＤＶＩ 相关系数分别为－０ ２５、 －０ １２ 和－０ ６６， 与前一

年的 ＮＤＶＩ 相关系数分别为－０ ４７、 －０ １８ 和－０ ２０。 植

被覆盖状况较好区域， 同年 ＮＤＶＩ 与雪线高程相关性较

好； 植被覆盖状况较差区域， 前一年 ＮＤＶＩ 与雪线高程

相关性较好， 其中深层次的原因仍需进一步研究。



３７０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８ 卷　

图 ７ 中①②③④ 标号的 ４ 个点明显偏离相关曲线， 分别为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雪线高

程对 ＮＤＶＩ 的响应， 这 ４ 个点的偏离， 反映了在一定 ＮＤＶＩ 条件下， 气温、 降水等其他因素对雪线高程的影

响。 ２００１ 年年平均气温较常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偏低０ ６ ℃， 尤其夏季明显较常年偏低， 且秋冬季降水距平

为 １７ ｍｍ， 因此， ２００１ 年雪线高程比常年偏低。 ２０１０ 年年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０ ２ ℃， 尤其夏季气温明显

较常年偏高； ２０１３ 年年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０ ４ ℃， 且秋冬季降水距平为－２９ ８ ｍｍ； ２０１５ 年年平均气温较

常年偏高０ ３ ℃， 虽然年降水距平为 ５１ ４ ｍｍ， 但冬季降水较常年少， 因此， 雪线高程也比常年偏高。 这也

从侧面说明， 夏季气温、 冬季降水是影响天山山区雪线高程变化的主控因素。

３　 结　 　 论

（１） 近 １５ 年来天山山区季节雪线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 其平均高程在 ３ ６８０ ｍ 左右， 天山北坡、 伊犁

河谷、 天山南坡雪线的稳定性依次减弱， 平均高程分别为 ３ ６２０ ｍ、 ３ ３９０ ｍ 和 ３ ８２０ ｍ； 其空间分布特征为南

高北低， 东高西低， 向东部凸出， 具有纬度地带性分布特点。
（２） 年际尺度上， 气温是影响天山山区雪线高程的主控因素， 呈较高正相关， 南北坡与之相同， 但伊

犁河谷地区降水是影响其变化的主控因素， 呈较高负相关； 季节尺度上， 夏季气温、 冬季降水是影响天山山

区雪线高程的主控因素； 月尺度上， ７ 月气温、 １ 月降水对天山山区雪线高程的影响最明显。 总体而言， 气

温与雪线高程呈正相关； 降水与雪线呈负相关， 但气温较高地区， 夏秋季降水会促进积雪融化， 使雪线高程

迅速上升。
（３） 天山山区雪线高度比零度层低 ８００ ｍ 左右， 但两者有较好的相关性， 天山南坡的零度层高度与其雪

线高程的相关性最好， 相关系数达 ０ ８０７； 天山北坡次之， 相关系数为 ０ ６３； 伊犁河谷最低， 相关系数仅

为 ０ ４３。
（４） 雪线高程与 ＮＤＶＩ 呈负相关， 即生长期地表植被覆盖度越好， 雪线高程越低， 且前一年的植被覆盖

状况对天山山区积雪积累及消融有更大影响。 但对各区域来说， 植被覆盖状况较好区域， 同年 ＮＤＶＩ 与雪线

高程相关性较好； 植被覆盖状况较差区域， 前一年 ＮＤＶＩ 与雪线高程相关性较好， 其中深层次的原因仍需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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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ａｇｅ：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Ｊ］．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５， ３８（４）： ７８８⁃７９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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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段建平， 王丽丽， 任贾文， 等． 近百年来中国冰川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研究进展［Ｊ］．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９，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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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殷剑虹， 徐予洋． 伊犁河谷气候变化特征分析［Ｊ］． 沙漠与绿洲气象， ２００７， ６（１）： ２０⁃２３． （ＹＩＮ Ｊ Ｈ， ＸＵ Ｙ 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Ｙｉｌｉ Ｖａｌｌｅｙ［Ｊ］． Ｄｅｓｅｒｔ ａｎｄ Ｏａｓｉｓ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６（１）： ２０⁃２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郭雅蓉， 侯扶江． 祁连山北坡冬季牧场积雪盖度与植被、地形的关系［Ｊ］．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６，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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