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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遥感在流域综合管理与流域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重点阐述了流域遥感的内

涵、 进展与面临的挑战ꎬ 系统总结了相关的流域遥感数据产品ꎮ 流域遥感研究流域下垫面、 水循环、 水资源、 水灾

害、 流域生态的遥感解析能力并提供相关的遥感数据产品ꎮ 流域遥感数据产品正逐步成为不断更新的公共产品和

服务ꎬ 满足了流域管理监测信息及时性、 完整性、 连续性和高精度的要求ꎮ 流域遥感与云计算的结合ꎬ 可降低流

域遥感数据产品生成的技术瓶颈ꎻ 与云服务结合ꎬ 可降低流域遥感数据产品的应用难度和成本ꎬ 将是流域遥感走

向实用的主流方向ꎬ 从而为流域综合管理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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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是各种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共同作用的地理单元ꎬ 是地球表面相对独立的自然综合体[１]ꎮ 人类长

期的生息运作ꎬ 尤其对流域内水资源的开发利用ꎬ 导致流域内资源结构性短缺与需求的矛盾逐渐加剧ꎮ 如何

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ꎬ 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ꎬ 需要精确把握流域水文循环、 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的空间和

时间过程ꎬ 获取能满足实际管理需求的及时性、 完整性、 连续性和高精度的监测信息[２]ꎮ
现有地面观测手段很难满足及时性、 完整性、 连续性和高精度的监测要求ꎬ 或者成本昂贵难以为续[２]ꎬ

除了发达国家及少数国家外ꎬ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河流都缺乏观测站网[３]ꎻ 或者自然条件的改变使得原有的

观测已经不可行[４]ꎻ 而全球大部分流域已被深深地烙上了人类活动的印记ꎬ 大坝、 灌溉、 雨水利用等人工

活动改变了流域水循环过程与转化机制ꎬ 影响着径流数据的观测ꎮ 因此ꎬ 传统的地面观测满足不了流域水资

源管理与实践的需求ꎬ 亟需新的技术手段与监测方法[２ꎬ５￣６]ꎮ 卫星遥感对地观测具有空间宏观性、 时间周期

性以及空间连续性等特点ꎬ 可以为流域综合管理活动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撑[７￣８]ꎮ
国内外以流域为对象ꎬ 开展了大量的流域遥感实验ꎮ 第一次国际卫星陆面气候学项目野外试验

(ＦＩＦＥ) [９]主要是了解流域陆面和大气之间辐射、 水汽和 ＣＯ２交换的生物物理过程ꎬ 发展和测试在遥感尺度

上流域水汽通量与碳通量的遥感监测方法ꎬ 并获取完整流域数据集ꎬ 至今仍产生着重要的影响ꎬ 为各类流域

试验提供了成功的范例ꎮ “北方生态系统￣大气研究”(ＢＯＲＥＡＳ)是继 ＦＩＦＥ 之后另一次更大尺度的以流域陆气

相互作用为目标的科学试验[１０]ꎬ 强调一个嵌套的多尺度观测ꎬ 建立流域不同尺度上的观测系统ꎬ 发展和验

证流域各种能、 水、 生物化学循环模型ꎮ 全球能水循环试验(ＧＥＷＥＸ)主要是观测、 了解、 模拟流域内大气￣
陆地的水分、 热量交换及循环ꎬ 其目的是借助于适宜的模式ꎬ 提出新的预报方法ꎬ 包括流域水文系统变化及

其与大气、 地表的相互作用ꎬ 流域水文过程的变化、 流域水资源的变化及相关因素对环境的影响[１１]ꎮ
ＧＥＷＥＸ成立了世界各大区的相应子计划: 干旱区实施的撒哈拉沙漠南缘地区萨赫勒水文大气引导试验

(ＨＡＰＥＸＳａｈｅｌ)ꎬ 其旨在开展流域水文、 地表通量、 植被、 大气、 遥感等方面的密集观测[１２]ꎻ 热带雨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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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马孙流域大尺度生物￣大气圈试验(ＬＢＡ)ꎬ 旨在开展流域风场和云的探测、 痕量气体、 气溶胶、 温室气

体等的监测及地气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等[１３]ꎻ ＧＥＷＥＸ 亚洲季风试验(ＧＡＭＥ) 也基于同样的科学实验目标

分别在青藏高原、 淮河流域、 西伯利亚和东南亚热带地区开展相关实验[１４]ꎻ 美国南部大平原的沃希托流域

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沃尔纳特古勒克(ＷａｌｎｕｔＧｕｌｃｈ)流域分别开展的遥感￣地面一体化的观测实验等ꎬ 旨在通

过多源遥感的协同反演获得能够满足流域管理的信息ꎻ 黑河流域综合遥感联合试验(“Ｗａｔｅｒ”与“ＨｉＷａ￣
ｔｅｒ”) [１５]ꎬ 主要是发展流域动态监测方法ꎬ 实现对地表生态和水文变量的主被动遥感协同反演ꎬ 提高遥感在

流域生态￣水文集成研究和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能力ꎮ 这些流域遥感实验主要是关注流域水、 能量通量以及

地表生态参量的观测或反演方法ꎮ
近年来ꎬ 新型卫星传感器层出不穷ꎬ 愈发精细与多样ꎬ 且时间、 空间、 光谱分辨率显著提升ꎬ 在流域下

垫面要素、 水循环过程、 生态监测环境与灾害等领域的作用日益显著ꎮ 随着基于流域遥感试验构建的流域土

壤￣植被￣大气等相关参量遥感反演方法的不断优化ꎬ 众多有价值的流域遥感数据产品如流域地物类型、 植被

结构参数、 植被生长状况、 水环境参数、 水循环参量与水资源管理等ꎬ 以及与之相关的遥感产品生成方法不

断涌现[２]ꎬ 推动了流域的可持续管理ꎬ 但如何从纷繁复杂的遥感信息产品中ꎬ 挖掘出有用的流域管理信息ꎬ
成为流域管理的最后一公里瓶颈ꎮ

因此ꎬ 目前遥感数据及数据产品越来越多ꎬ 在流域管理中用好、 用对遥感数据产品十分重要ꎮ 本文从流

域角度ꎬ 分析流域遥感的内涵、 进展与面临的挑战ꎬ 并介绍相关的流域遥感数据产品ꎬ 对于那些成熟的技术

和应用不过多阐述ꎮ

１　 流域遥感的进展

流域作为一个地域单元涉及到很多方面ꎬ 但主要还是与水有关ꎮ 流域遥感以流域为对象ꎬ 以地表地物

(植被、 水、 土壤、 能量等)对电磁辐射的相互作用为基础ꎬ 围绕着水主题ꎬ 研究流域下垫面结构、 能量平

衡、 水分循环、 水灾的遥感解析能力ꎬ 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的流域生态￣水文和环境效应的

数据驱动的评估方法ꎬ 为流域系统科学发展和流域综合管理提供数据和方法支持ꎮ 遥感推动了流域的综合管

理与流域科学的发展ꎬ 反过来又为遥感的发展与应用提供了新的机遇ꎬ 促进了流域遥感这门新兴学科的形成

与发展ꎮ
流域遥感的主要内容是流域内水文、 生态、 环境信息遥感获取和应用方法ꎬ 包括流域基础图绘制、 流域

下垫面要素监测、 水循环参数反演、 水资源评估、 流域生态环境参数获取、 自然灾害监测等ꎬ 以及流域上下

游关系分析、 治理优先等级划分、 水资源开发以及灌溉水管理等方面ꎮ 流域基础图件制作与流域下垫面要素

监测包括流域河流水系分布[１６]、 地形地貌[１７]、 土壤[１８]、 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类型[１９]、 植被覆盖度[２０]、 不

透水面[２１]等ꎮ 水循环参数反演包括降水[２２]、 蒸散发[２３]、 水储量[２４]、 水面积[２５]、 土壤含水量[２６]、 洪水淹没

面积[２７]等参数的监测ꎬ 生成时空连续的数据集ꎻ 水资源评估方面ꎬ 主要是水资源量核算[２８] 以及水分生产

率[２９]、 节水潜力与节水效率的评估[３０]等ꎮ 流域遥感已逐渐由制图、 监测、 评估向服务于精细管理过渡ꎬ 如

水土流失风险评估[３０]、 水土流失优先治理区划定[３１] 等ꎬ 逐渐拓展到对生物、 生态要素[３２] 和河流沉积物监

测[３３]ꎬ 并与众源传感器网络、 无线传输、 云计算等新型设备和探测手段相结合ꎮ

１. １　 下垫面遥感

影响区域水循环过程的流域下垫面包括植被、 人工建筑物、 地质和地貌等四大类[３４]ꎮ 土地覆被、 植被、
地形与地貌、 河流与水系、 土壤、 不透水面等是流域下垫面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流域土地覆被的改变深刻地改

变了流域地表的性质ꎬ 如反射率、 粗糙度、 植被冠层叶面积指数和影响水文通量的其他物理性质ꎬ 从而影响

流域植被的冠层截留、 阻挡、 入渗和蒸散发等流域水文过程ꎬ 引起流域水量空间分布的变化ꎻ 不断加剧的人

类活动强烈地改变着流域下垫面水文特性ꎬ 从而影响流域产汇流过程ꎬ 改变流域水资源的时空分布ꎬ 基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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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流域特征假设的资源和环境的监测及管理方法已不再可靠ꎬ 因此ꎬ 在水文模型中需要考虑自然和人类社会

的耦合[３５]ꎮ
土地覆被是遥感的主流数据产品[３７]ꎮ 流域植被覆盖度与植被叶面积指数是表征流域植被结构最重要的

两个参数[３８]ꎬ 是流域水文生态模型研究中的重要参量ꎬ 在流域循环的模型中经常需要其时间动态与空间分

布ꎬ 来计算能量或水流动[３９]ꎬ 也是影响土壤侵蚀与水土流失的主要因子[４０]ꎬ 多源遥感数据源可提供完整的

长时间序列、 高时空分辨率的流域植被覆盖度与植被叶面积指数数据集[４１]ꎮ
地形与地貌对流域水热资源的再分配有重要的影响ꎬ 地形间接影响着流域土壤、 植被以及物质迁移和生

态系统的演替与发展ꎻ 地貌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其他要素的特征ꎬ 控制着地球表层水分和热量的地域再分

配ꎬ 并间接影响着土壤、 植被以及物质迁移和生态系统的演替与发展[４２]ꎮ 流域与水系的变化是流域河流结

构受气候和人类活变化的结果ꎬ 如黄河河道的历史变迁、 口岸线变迁、 长江口岸线的时空变化等均可以采用

遥感的方法快速获得[４３]ꎮ
流域土壤类型图、 流域土壤厚度以及土壤颜色是流域生态水文研究的重要基础数据ꎬ 对流域生态系统的

结构稳定和功能发挥具有重要作用[４４]ꎬ 遥感技术为土壤属性和类型数据的获取提供了有效途径和方法[４５]ꎬ
加速了传统的流域土壤调查进度和推动了流域土壤水文生态参量的研究ꎮ

不透水面是人类活动对流域直接作用的结果ꎬ 多源遥感数据的融合能获得更高精度的不透水面ꎬ 流域不

透水面的面积、 盖度和空间格局对流域的水、 热循环和水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３５]ꎮ
遥感可以快速获取流域下垫面的信息及其变化ꎬ 特别是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可以快速有效地监测流域

内人类活动导致的下垫面特征的变化ꎮ 为加深人类活动对水循环过程的扰动ꎬ 对水资源时空分布规律变化的

理解提供新的途径ꎮ

１. ２　 水循环遥感

遥感为深入剖析水循环各过程深层次机理、 探究水的各相态转变过程ꎬ 以及水的相态转变导致的热量转

换过程提供了有力支撑ꎮ 流域内的任何活动都在改变着流域内的水循环时空格局[４６]ꎬ 如雨水收集、 地下水

开采、 生态恢复等ꎬ 改变和阻断了水的转换路径及参数ꎬ 从而再度影响水循环过程和产流机制[４７]ꎬ 并导致

下游河道基流亏缺、 径流减少ꎬ 生态环境恶化ꎮ
水循环的重要参量降水的遥感反演取得了显著进展ꎮ 迄今ꎬ 全球共有 ３０ 余套降水格网数据集ꎬ 其中大

多数是光学、 主被动遥感反演降水数据集ꎬ 这些数据集为区域乃至全球降水时空特征的探索、 缺资料区域径

流量的估算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撑ꎬ 或降低数据收集费用ꎮ 在众多遥感降水数据产品中ꎬ １９９８ 年发射升空

的热带降水测量(ＴＲＭＭ)卫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ꎬ 为南北纬 ５０°之间的广大区域提供空间分辨率 ０. ２５°、 间

隔 ３ ｈ 的降水产品[４８]ꎬ 有效解决了水循环过程降水驱动数据的获取瓶颈ꎮ ＴＲＭＭ 的后继星全球降水测量

(ＧＰＭ)卫星具有比 ＴＲＭＭ 更敏锐的降水探测能力ꎬ 通过与其他 ９ 个卫星的降水数据融合ꎬ ＧＰＭ 能提供全球

南北纬 ６０°之间、 ３０ ｍｉｎ 频次、 空间分辨率 ０. １°的降水栅格数据ꎬ 在一定程度克服了 ＴＲＭＭ 高估弱降水、 低

估强降水的缺陷ꎮ 预计未来发射的全球水循环观测卫星(ＷＣＯＭ)提出了三频全极化干涉微波辐射计、 全极

化微波成像仪和双频极化微波散射计 ３ 个先进的有效载荷设计ꎬ 频率覆盖 １. ４ ~ ９０ ＧＨｚꎻ 通过主被动联合观

测ꎬ 能够对流域降水要素进行敏感因素和环境影响要素进行时空同步的系统观测ꎬ 前所未有地提高了降水的

观测能力[４９]ꎮ
蒸散发(ＥＴ)是土壤￣植被￣大气系统中能量水分传输及转换的主要途径ꎬ 也是水循环中最重要的分量之

一ꎮ 传统蒸散发观测手段的局限性与蒸散发较强的异质性特点ꎬ 导致了流域蒸散发观测与计算的困难与不确

定性ꎬ 使得无法全面认知流域水循环的整个过程和基本规律ꎬ 也难以将生态恢复及人类活动引起的蒸散耗水

格局变化纳入水循环研究ꎮ 蒸散发遥感模型的发展使得流域蒸散耗水的定量测量成为可能[６]ꎬ 较高精度的

时间尺度为日、 旬、 月与年ꎬ 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２５０ ｍ 与 ３０ ｍ 的精细 ＥＴ 数据不断涌现ꎬ 能精确地解析植

被、 农田等蒸散发[６]ꎬ 也可为流域水文模型蒸腾蒸散发过程的模拟提供充足的参数标定数据源ꎮ 现有的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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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模型主要从能量平衡角度反映水热通量ꎬ 对于植株—群体—群落的生态过程、 田间—坡面—流域的水文

过程与能量通量的相互作用缺乏系统性的考虑ꎬ 使得模型在复杂下垫面和复杂地形的应用中存在分辨率不足

和精度缺陷[２３]ꎻ 因此ꎬ 需要从生态过程、 水文过程与能量平衡的耦合角度ꎬ 高分辨率、 高精度地刻画流域

蒸散发过程[５０]ꎮ 同时在时间尺度上ꎬ 由于遥感获取的是瞬时值ꎬ 为获得长时间尺度(日、 旬、 月、 季、 年

等)的信息ꎬ 需要进行时间尺度扩展ꎬ 但阴雨天及风速变化大时效果并不理想ꎮ 如何将瞬时值或晴天值进行

很好的时空尺度扩展ꎬ 也将是遥感蒸散发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ꎮ
地表土壤水分是另一个重要的水循环参量ꎮ 微波可以穿透大气、 云层实现全天时全天候观测ꎬ 同时对土

壤水分信息非常敏感ꎮ 采用微波遥感技术估算土壤表层水分的技术日臻成熟ꎬ 可利用的主被动微波遥感数据

源层出不穷[５１]ꎮ ＳＭＡＰ 卫星[５２]同时搭载 Ｌ 波段的主动和被动微波遥感器ꎬ 可以获取更高时空分辨率和精度

的土壤水分信息ꎬ 很可惜该雷达传感器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停止工作ꎬ 随后 ＳＭＡＰ 卫星团队利用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１ 数据替

代 ＳＭＡＰ 的雷达数据进行更高分辨率的土壤水分产品生产和发布ꎮ 现有的土壤水分产品空间分辨率较低(约
１０ ~ ４０ ｋｍ)ꎬ 如何充分利用主动微波遥感的高空间分辨率以及光学、 热红外波段各自优势ꎬ 发展主被动微波

以及主被动微波与其他遥感波段的协同反演ꎬ 获取中高尺度土壤水分产品是当前和未来模型、 算法发展的主

要方向ꎮ
对于地下水ꎬ 重力恢复与气候实验卫星(ＧＲＡＣＥ) [５３]为地下水储量变化的探测提供了新的方法ꎬ 其通过

分析重返周期内地表重力的改变ꎬ 估算地表与地下水储量的变化ꎮ 该卫星为全球地下水超采区、 超采范围、
超采强度的探测提供了有力支撑ꎬ 如美国加州和大平原地区[５４]ꎬ 中国华北平原[５５]、 印巴交界处的印度河平

原[５６]、 中东地区[５７]地下水储量变化与地下水水位下降程度的估算提供了有力支撑ꎮ 但该卫星的空间分辨率

低(百公里尺度)ꎬ 只能反映大区域尺度的地下水超采现象ꎬ 且自 ２０１３ 年之后ꎬ 该卫星的数据获取能力大幅

下降ꎬ ２０１７ 年失效ꎮ ２０１８ 年ꎬ ＧＲＡＣＥ 的后继星座 ＧＲＡＣＥ￣ ＦＯ 卫星顺利升空入轨ꎬ 将为地下水的遥感监测

提供新的解决方案ꎮ
快速、 全覆盖地获取流域水循环要素是遥感的最大优势ꎮ 一直以来ꎬ 遥感数据产品是陆表水文模型参数

的重要来源或直接输入ꎬ 如降水、 温度、 叶面积指数、 地形、 土壤、 植被覆盖度等信息ꎮ 同时ꎬ 遥感参量也

是流域水文模型输出结果的检验标准ꎬ 检验流域水文模拟的准确度ꎬ 如在开展黑河流域上游生态水文过程耦

合机理及模型研究时ꎬ 采用 ＥＴＷａｔｃｈ 模型监测的黑河流域长时间序列蒸散发数据进行对比ꎬ 结果表明两个

数据集在空间与时间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５８]ꎮ 在开展黑河流域中下游生态水文过程的系统行为与调控以及

华北地区地表水与地下水模型研究时ꎬ 采用 ＥＴＷａｔｃｈ 模型估算的长时间序列蒸散发数据与参数率定后的

ＭＩＫＥ ＳＨＥ 模型模拟的蒸散发结果在空间与时间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５９]ꎮ 随着更高时空分辨率遥感数据的不

断涌现ꎬ 遥感数据产品作为分布式水文模型的输入数据的可利用性与作为水文过程模拟结果验证产品的可信

度将大为提升ꎮ 因此ꎬ 目前基于遥感的流域水循环变量的水量平衡问题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重要科学问

题[６０]ꎮ 不同学者在小流域区域与大尺度上ꎬ 基于降水、 蒸散、 土壤水分与地下水储量变化等数据ꎬ 采用水

量平衡公式开展了流域水循环过程、 水平衡、 径流变化的评估[６１]ꎬ 受遥感数据的时空尺度不一致与在能量

平衡下水文格网中的土壤蒸发、 植被蒸腾、 侧向水通量等遥感流域水循环要素变化对水文一致性综合的影

响ꎬ 构建基于水量平衡与能量平衡结合的水文模型是当前以及未来流域水循环遥感的研究热点ꎬ 但是大量的

遥感数据产品很少用于水文模式的改进[６２]ꎮ
水循环遥感反演的数据产品对水循环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ꎮ 长期以来ꎬ 由于蒸散发数据的缺乏ꎬ 对水循

环要素中的(陆面)蒸散发都是以降水与产流的余项进行替代ꎬ 缺乏验证与校核ꎬ 在水平衡方程中的不确定

性甚至测量误差ꎬ 都简单归结到蒸散发项ꎮ 这些简单“归结”后的结果常常打破人们水文常识、 统计常识和

经验常识[６３]ꎮ 虽然ꎬ 可以用水文还原的方法进行弥补ꎬ 但面对高度人工化的流域ꎬ “还原失真”、 “还原失

效”已屡见不鲜[４６ꎬ６３]ꎮ 随着陆表蒸散发数据的不断丰富与完善ꎬ 特别是高精度蒸散发遥感监测技术的不断发

展ꎬ 水文模型的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和新的机遇ꎮ
与地面观测相比ꎬ 水循环遥感反演能更全面地理解流域水循环的时空格局以及由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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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变化及生态与环境效应ꎬ 具有重要的水文水资源理论意义和现实的生态保护意义ꎮ

１. ３　 水资源遥感

水资源评价经过 １００ 多年的发展ꎬ 评价内容从早期的天然河川径流量统计ꎬ 到水文特征值计算以及水资

源供需分析、 优化配置及水资源综合管理[６４]ꎬ 正朝着“自然￣社会”复合的水资源动态评价、 水量水质联合评

价、 径流性水资源和非饱和土壤水综合评价、 分布式水资源时空评价等方向发展[６４]ꎮ 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

化和强人类活动的加剧ꎬ 已很少有天然流域存在ꎬ 流域水循环物理过程与转化机制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改

变ꎬ 原有的基于自然状态的水资源评价方法也不能提供精确的水资源信息ꎬ 满足不了全面掌握水资源开发利

用总体状况、 强化水资源科学管控的迫切需要ꎮ
水资源核算是对流域水流量、 水通量、 库存量、 消耗量和服务的独立估算[６５]ꎻ 它是对流域的供水、 需

水、 水资源分配、 水资源可及性和耗水状况以及变化趋势的系统性定量评估[６６]ꎬ 包括核算流域水资源的来

源ꎬ 流域水的可用性和相关用途信息ꎮ 目前许多国家开展了水资源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６７]ꎬ 并探索和试

验实施方案ꎮ 联合国制定的«水资源核算手册»提出了基于全球公共数据集的水资源核算框架ꎬ 目标是基于

目前水资源传统的数据与多源遥感数据产品数据ꎬ 开展公平和透明的水资源管理ꎬ 并实现流域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２８]ꎮ
水深是流域重要的地形要素与流域水资源量估算中的重要输入参量ꎬ 对于流域河道航运、 流域河岸的开

发与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水深遥感监测可分为被动光学遥感、 主动光学遥感、 水深遥感融合三大类[６８]ꎮ
目前常用水深遥感融合探测方法ꎬ 它可以充分地利用已有遥感影像资源ꎬ 有效地挖掘多源、 多时相信息ꎬ 有

助于提高水深遥感反演精度ꎬ 但是多源遥感影像融合时会存在空间尺度问题ꎬ 多时相反演融合中也会有底质

及水下地形变化等因素对水深反演精度的影响[６８]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将于 ２０２１ 年发射 ＳＷＯＴ 卫

星将会返回精确的流域地表水位数据ꎬ 且可覆盖了全球 ９０％以上的地区ꎬ 可为流域水位的监测提供有效的

前景手段[６９]ꎮ
水面也是流域水资源量估算中的重要参量ꎬ 特别是干旱区流域水资源过度消耗和短缺的重要指示ꎮ 遥感

是获取陆表水面时空动态变化的有效手段ꎬ 由于陆表水体在绿光波段、 近红外与中红外波段反射率的显著差

异ꎬ 归一化水体指数(ＮＤＷＩ) [７０]ꎬ 改进的归一化水体指数(ＭＮＤＷＩ) [７１]等指数常被用于陆表水面的提取ꎮ 随

着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ꎬ 显著提供了全球陆表水面的精细化获取的能力ꎬ 如 １９８４—２０１５ 年以来

的 ３０ ｍ 分辨率的全球季节性水面、 常年水面的遥感制图[７２]ꎻ ２０１４ 年ꎬ 空间分辨率更高的哨兵系列卫星陆续

发射升空ꎬ 特别是哨兵 １ 号合成孔径雷达卫星、 哨兵 ２ 号多光谱卫星的发射ꎬ 显著提升了陆表水面的探测能

力ꎬ 特别是小水库、 坑塘的监测能力ꎬ 将为流域陆表水面信息的快速获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ꎮ
流域作物水分生产率的估算依靠引入遥感和 ＧＩＳ 技术可以解决部分问题ꎬ 解决空间的变异问题ꎻ 最简单

的是流域作物分布图、 ＤＥＭ 数据的引入ꎬ 遥感监测的叶面积指数(ＬＡＩ)、 干物质量、 蒸散以及表层土壤含水

量均可用于模型参数的标定ꎬ 有助于模拟作物水分生产率的空间分布ꎮ 基于 ＧＩＳ 的 ＥＰＩＣ 模型(ＧＥＰＩＣ 模型)
可以模拟全球尺度的作物水生产力及世界各国家或地区的作物水生产率的差异[７３]ꎮ

节水潜力主要是针对流域作物种植区ꎬ 在区域节水潜力估算时ꎬ 早期大多依靠地面观测数据ꎬ 因此在区

域外推时使用的是作物播种面积的统计信息ꎮ 随着遥感蒸散模型以及单产模型的发展ꎬ 为节水潜力估算提供

了新的途径ꎮ 利用遥感蒸散数据ꎬ 基于节水措施典型区实施前后的蒸散的差异比较ꎬ 结合区域实施规划ꎬ 可

以评估单项措施实施可能的节水潜力ꎻ 发展最快的是基于水分生产率的节水潜力估算方法ꎻ 通常利用遥感估

算的水分生产率结果ꎬ 按照区域农田或作物水分生产率水平达到一定标准计算得到节水潜力[７４]ꎮ
“径流(地表 ＋地下) ＝降雨-蒸散发”是流域水循环的基本原理[３５ꎬ６４]ꎮ 过去由于蒸散发观测手段有限ꎬ 水

资源评价方法高度依赖地面观测的径流数据ꎬ 利用观测得到的径流数据评估天然河川径流量ꎮ 然而地表和地

下径流量只占降水量 ２０％ ~３０％ (湿润地区占 ６０％ )左右ꎬ 且径流又受到强人类活动的干预和影响ꎬ 加上人

类活动用水量统计数据失真ꎬ 径流性水资源评价口径狭窄、 缺少“自然￣社会”复合的水资源动态评价等ꎬ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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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径流形成的水资源评价理论与方法已难以科学、 客观、 准确地量化水资源量及演变特征ꎬ 也不能满足新时

期水问题系统治理的实践需求[７５]ꎬ 结合环境需水和生态耗水ꎬ 发展基于 ＥＴ 和降雨的水资源评价模型将是未

来水资源评价的发展方向ꎮ
基于遥感的蒸散数据产品可以与点尺度降雨量估计的精度相媲美ꎬ 在流域尺度具有良好的不确定性水平

(２５％ ) [７６]ꎬ 从而促使人们对水资源量的估算有了新的认识ꎬ 提出了流域人类活动可消耗的水资源量即是流

域降水总量扣除流域自然 ＥＴ 与外流径流量后剩余的水资源量[７７]ꎮ 可消耗水资源量是流域内所有人类干预措

施后的流域人类可耗水量的上限ꎬ 对自然景观的任何新的人为干预都可能改变这种平衡ꎮ
纵观流域水循环的整个过程ꎬ 只有蒸散发(ＥＴ)是流域水资源的真正消耗量ꎬ 当 ＥＴ 超越流域水资源的承

载上限将诱发河湖萎缩、 地下水超采、 生态环境恶化等系列问题ꎮ 在流域水资源日渐匮乏的情势下ꎬ 控制并

减少流域 ＥＴ、 设定合理的流域目标 ＥＴ[７８]、 开展“ＥＴ 管理”已成为流域水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７８￣７９]ꎮ ＥＴ 不

仅受气候、 地形、 植被等自然特征影响ꎬ 也受耕地开垦、 灌溉等人类活动影响[２３]ꎬ 具有“自然￣人工”二元属

性ꎮ ＥＴ 可分解为自然 ＥＴ 与人类活动 ＥＴꎬ 其中自然 ＥＴ 是地表自然过程消耗的降水量ꎬ 而人类活动 ＥＴ[７７ꎬ８０]

则是由耕作、 灌溉、 水库水面蒸发等人类活动新增的耗水量ꎮ 自然 ＥＴ 属于不可控 ＥＴꎬ 其大小取决于气候、
土壤、 地形等自然特征[８０]ꎮ 人类活动 ＥＴ 属于可控 ＥＴꎬ 其因人类活动而起ꎬ 又因人类活动强弱而改变ꎮ
“ＥＴ 管理”就是要控制或削减人类活动产生的 ＥＴꎬ 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ꎬ 从而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消

耗的目标ꎮ

１. ４　 灾害遥感

洪水和干旱是流域尺度上的主要涉水灾害ꎬ 遥感为复杂环境下获取致灾环境、 致灾因子提供丰富、 全面

的信息[８１]ꎮ 快速、 准确地监测洪水淹埋面积、 洪水水深以及洪水持续时间等主要特征是洪水遥感的主要内

容[８２]ꎮ 洪水遥感监测是遥感应用得较早的内容ꎬ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就已经得到大范围的应用[８２]ꎬ 特别是

１９９８ 年的大洪水检验了遥感监测洪水的有效性、 及时性和准确性ꎬ 尽管如此ꎬ 时至今日ꎬ 遥感在洪水监测

中仍然没有纳入到日常的体系ꎬ 通常只应用于应急响应ꎮ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ꎬ 流域水资源短缺问题突出ꎬ 流域干旱灾害发生频率呈现增加趋

势[８３]ꎮ 传统的干旱监测方法更多地依赖于地面观测点的降水量、 气温、 农气站点的土壤墒情等观测资料ꎬ
站点的数量和布局无论是在数据代表性还是时效性上均存在不足ꎬ 而且站点测量方法的不一致性以及测量位

置的选择给数据和产品的使用带来了一定困难ꎮ 遥感是旱灾监测最有效的手段ꎬ 借助光学、 热红外、 微波遥

感波段反演各种指数ꎬ 监测植被生长状态[８４]、 环境状态(如降水量、 温度、 土壤含水量) [８５￣８６]等各个参量变

化ꎬ 直接或间接表征植被遭受水分胁迫条件的状态和变化来监测干旱ꎮ
干旱是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ꎬ 无法单纯依靠某一个指标得到精确结果ꎬ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干旱遥感监测

研究倾向于多源遥感信息的综合方法研究ꎮ 开始考虑综合降雨指标、 植被形态和生理指标以及作物物候、 灌

溉等信息ꎬ 相继发展了不同的综合监测模型ꎮ 综合利用气象干旱指数(ＳＰＩ、 ＰＤＳＩ)、 植被指数以及灌溉、 地

形等信息ꎬ 通过分类回归树的方式ꎬ 建立植被旱情响应指数(ＶｅｇＤＲＩ) [８７] 和适用于中国区域的综合旱情监测

模型及作物不同生育期的旱情监测模型[８８]ꎮ 针对不同农气分区不同物候期ꎬ 建立了表征季节性变化和区域

差异的修正的植被健康指数以及分区多指数干旱综合监测模型[８９]ꎮ 多变量干旱指数(ＭＤＩ)综合考虑降水、
径流、 蒸发、 土壤水分等要素ꎬ 能够同时用于气象、 农业和水文干旱监测[９０]ꎮ 为了有效地监测中国粮食主

产区旱情ꎬ 基于降水、 土壤水分状态和植被指数构建了累积旱情指数(ＰＡＤＩ) [９１]ꎮ 但由于干旱影响因素众

多、 演变机制复杂ꎬ 因地域差异、 环境影响以及不同植被本身的抗旱特性差异ꎬ 使得有些光谱特性并不一定

正确反映受旱程度ꎬ 仍需要完善干旱机理研究ꎬ 协同多种遥感传感器ꎬ 耦合相关的地学、 气象学、 生态学以

及农学模型和参数ꎬ 多源数据驱动的干旱监测模式将有一个广阔的前景ꎮ
气象干旱指数(如 ＳＰＩ、 ＳＰＥＩ 和 ＰＤＳＩ 等)只能反映自然条件下旱灾的范围、 发生频率等ꎬ 而用遥感监测

农业干旱反映的是实际作物或植被受水份胁迫的状态ꎬ 通过比较气象干旱和遥感农业干旱特点的变化ꎬ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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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抗旱措施在减缓旱灾影响的效果[９３ ]ꎮ

１. ５　 生态环境遥感

遥感可以迅捷地获取流域尺度生态环境要素或功能的长时间序列空间分布状况ꎬ 如植被生长状况、 生物

多样性、 水质等ꎮ 这些要素或功能为评价或定量估算部分生态过程提供了基础参数ꎬ 如伴随着降雨水文过程

发生的水土流失、 面源污染等生态过程ꎬ 针对生态退化而兴建的生态工程建设过程与工程扰动变化信息ꎬ 河

道与湖泊侵占以及生态红线区域面积与功能的变化监管等ꎻ 此外ꎬ 遥感监测手段也为流域尺度出发的跨区域

生态补偿和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提供了重要的依据[９２]ꎮ
水土流失是发生在流域陆地表面自然与人文交互耦合的复杂地理过程ꎬ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利用遥感结合

建立的数学方程来定性评价与定量估算流域尺度水土流失强度等级分布或侵蚀模数[９４]ꎬ 如针对面蚀过程的

遥感快速定性评价方法ꎬ 需要通过遥感监测方式获得流域尺度植被覆盖度、 耕地分布ꎬ 结合地形坡度分布即

可获得流域水土流失强度等级分布ꎬ 而经典的水土流失定量模型 ＲＵＳＬＥ(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中ꎬ 水土保持、 植被覆盖因子也需通过遥感监测手段获得ꎬ 结合降雨侵蚀力和地形因子ꎬ 估算流域

水土流失侵蚀模数[９５ ]ꎮ
面源污染是指溶解性固体污染物在降水和径流冲刷作用下汇入受纳水体而引起的水体污染[９６ ]ꎬ 由于涉

及到包括气象、 水文过程、 水力过程、 物质迁移、 化学物质形态相互转换等多个过程ꎬ 面源污染负荷定量估

算涉及因子众多ꎮ 但在流域尺度ꎬ 通过多年的地面观测基础数据ꎬ 可以建立基于遥感监测和地面统计数据相

结合快速估算模型￣输出系数法[９７]ꎬ 其中最重要的土地利用单元参数可通过遥感监测的方式获取ꎮ
水质指标主要为叶绿素、 悬浮物、 黄色物质(溶解性有机物 ＣＤＯＭ)以及与其相关的藻蓝素、 透明度等ꎮ

通过遥感指数与叶绿素、 悬浮物、 黄色物质具有一定的相关性ꎬ 通过实测水质数据与光谱数据之间的经验公

式ꎬ 构建经验与半经验以及综合分析模式而获得[９８]ꎮ 目前利用遥感技术能较好地进行实际监测的参数有:
叶绿素 ａ、 湖(库)水体的富营养化、 悬移质泥沙含量、 浑浊度、 透明度和水体热污染ꎬ 对湖库水华爆发、 海

洋赤潮和污染的动态监测也非常有效[９９]ꎮ 水华是水体富营养化的常见表象ꎬ 是水体中藻类爆发性生长ꎬ 聚

集水体表面的表现形式ꎬ 也是流域面源污染的水质响应形式之一ꎮ 与传统布点采样的监测方式相比ꎬ 遥感监

测方式不仅快速、 成本低ꎬ 也能全面掌握蓝藻水华的分布范围与变化过程ꎬ 如应用于太湖、 巢湖、 滇池等重

要饮用水源地[９９￣１００]ꎮ
为解决以流域水土流失、 土地沙漠化、 沙尘暴等自然灾害为代表的流域生态退化问题ꎬ 中国先后开展了

一系列生态建设工程[１０１]ꎬ 但是这些工程的生态效益如何ꎬ 会产生哪些问题需要科学的解答ꎬ 遥感为流域生

态治理工程的监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ꎮ 特别是小流域生态工程的监测ꎬ 通过流域生态工程前期、 中期和后

期三期生态水文效益的监测对比ꎬ 可有效评估生态工程实施的质量以及实施后的效果等[１０１￣１０２]ꎮ
针对流域河道健康与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监管需求ꎬ 遥感技术可为流域河道与湖泊侵占以及生态红线区域

面积与功能的变化监管提供有效的监测手段ꎮ 多时相流域水面面积的变化、 水质的变化可精确地提供河道与

湖泊基本水面面积的变化、 空间分布的变化、 水质信息的变化等信息ꎬ 为河道与湖泊侵占以及水环境的监管

提供有效的手段[１０３]ꎮ 同时针对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 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ꎬ 遥感能够快速提供生态系

统构成及变化、 生态景观平均斑块面积变化和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植被参量指标的变化ꎬ 可为生态保护红线

的有效的管控和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底线提供直观、 客观、 宏观、 准确的技术支撑[１０４]ꎮ
遥感是流域尺度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的重要手段ꎮ “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自然资本” [１０５]将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分为水调节、 水供给、 控制侵蚀和保持沉积物、 养分循环、 休闲、 文化、 水源涵养[１０６] 等类型ꎬ 其评

价的主要依据来源于下垫面土地覆被组成ꎮ 针对单因子或类型ꎬ 也可以通过以遥感为主的监测手段进行评

估ꎬ 如水文调节方面ꎬ 在湿润地区ꎬ 可以通过多时相遥感影像与地形相结合ꎬ 计算现有库容与最大可调节库

容之差ꎬ 获取特定时间点流域的水文调节功能[１０７]ꎮ 此外ꎬ 针对水源涵养评估ꎬ 利用遥感反演的波段反射

率、 植被指数、 郁闭度以及 ＤＥＭ 信息ꎬ 根据样地实测数据建立基于 １３ 个因子的森林水源涵养遥感估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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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ꎬ 模型的预测精度达到 ７９. ２４％ ꎬ 已应用到吉林省柳河县森林水源涵养量的评估中[１０８]ꎮ

２　 流域遥感数据产品

免费的大尺度、 长序列、 高分辨率的遥感时空大数据的不断涌现及其处理技术的进步ꎬ 能够及时捕捉流

域下垫面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显著的时空变化过程ꎬ 有利于加深人类活动对流域水循环过程、 流域水资源

时空分布变化的理解ꎬ 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ꎬ 为加深人类活动对水循环过程的扰动、 对水资源时空分布规律

变化的理解提供新的途径ꎮ
随着流域下垫面、 水循环、 水资源、 生态环境、 灾害以及水利工程等遥感的深入研究ꎬ 所涉及的一些传

统的共性遥感指标与参数算法得到迅速的发展ꎬ 国内外不同机构发布了大量的共性或特性的遥感数据产品ꎬ
主要包括流域下垫面关键要素遥感数据产品ꎬ 如土地覆被、 植被结构参数、 地形与地貌、 河流水系、 土壤、
不透水面等遥感数据产品ꎻ 流域水循环关键要素遥感数据产品ꎬ 如降水、 蒸散发、 土壤水、 水面等遥感数据

产品ꎻ 流域灾害遥感数据产品ꎬ 如洪水与旱情遥感数据产品等ꎮ
这些遥感数据产品将成为公共产品或者随时可以购得的服务ꎬ 不同的机构与用户以及流域管理者均可免

费下载或购买这些数据产品ꎬ 开展流域管理与评估工作ꎬ 且这些数据产品在不断更新ꎮ 每个流域、 每个机构

只需要尽可能地使用好这些数据产品信息ꎬ 即可获得流域内水文、 生态、 环境信息ꎬ 满足流域相关数据传

输、 管理、 集成和综合模拟平台建设的需求ꎮ 但是大量的公共数据产品难免鱼目混珠ꎬ 需要加强对遥感公共

数据产品的质量控制与验证[１０９]ꎮ

２. １　 流域下垫面遥感数据产品

对流域下垫面所涉及的各类要素而言ꎬ 当前已经涌现出多种多样的遥感数据产品ꎬ 以土地覆被为例ꎬ 如

美国 ＮＡＳＡ ＭＯＤＩＳ 土地覆被产品、 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研发与发布的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ｍ 的土地覆被

产品(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ｄ３０) [１１０]、 清华大学发布的全球 ３０ ｍ 土地覆盖数据产品[１１１ ] 及全国 １０ ｍ 土地覆被数据产

品[１１２]、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发与发布的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ｍ 的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中国土地覆盖数据集(ＣｈｉｎａＣｏｖｅｒ) [１１３]ꎬ 为下垫面土地覆被要素的更新提供了新的数据

源ꎻ 随着云计算与并行技术的不断进步ꎬ 当前大区域尺度乃至全球尺度的土地覆被及主要要素更新已变得既

简单又快速ꎬ 如美国马里兰大学利用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ｎｇｉｎｅ 平台仅用数天的时间就完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全球空间

分辨率为３０ ｍ 的森林数据制图[１１４]ꎬ 并持续更新到 ２０１８ 年ꎮ 这些地表土地覆被遥感数据均可以通过这些机

构发布的网址进行免费获取ꎮ
以植被结构参数为例ꎬ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采用像元二分模型ꎬ 基于 ＡＶＨＲＲ / ＭＯＤＩＳ 数

据ꎬ 分地物类别构建了 ＣｈｉｎａＣｏｖｅｒ 植被覆盖度数据集ꎬ 基于 ＴＳＦ 滤波的模型结合尺度下推方法ꎬ 构建了 Ｃｈｉ￣
ｎａＣｏｖｅｒ 叶面积指数数据集ꎬ 这两套数据时间跨度均从 １９９０ 至今ꎬ 为月度产品ꎬ 其中 １９９０ 至 １９９９ 年空间分

辨率为 １ ｋｍꎬ ２０００ 年至今为 ２５０ ｍ[１１５]ꎮ 基于 ＡＶＨＲＲ 和 ＭＯＤＩＳ 数据生产的全球陆表特征参量(ＧＬＡＳＳ)的
ＬＡＩ 产品[１１６]ꎻ 地球反射偏振测量仪数据(ＰＯＬＤＥＲ) [１１７]、 欧空局的对地观测卫星搭载的中等分辨率成像频谱

仪数据(Ｅｎｖｉｓａｔ ＭＥＲＩＳ) [１１８]、 宽视域植被探测仪数据(ＳＰＯ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ＶＧＴ)等都提供了植被覆盖度产

品[１１９]ꎬ 而叶面积指数产品主要包括基于 ＮＯＡＡ / ＡＶＨＲＲ ＮＤＶＩ 数据生产的 ＥＣＯＣＬＩＭＡＰ ＬＡＩ 产品[１２０]ꎬ 基于

ＳＰＯＴ /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数据生产的两种全球 ＬＡＩ 产品[１１９]: ＣＹＣＬＯＰＥＳ、 ＧＬＯＢＣＡＲＢＯＮ 及 １ 个区域 ＣＣＲＳ ＬＡＩ
产品[１２０]ꎬ 基于 ＭＯＤＩＳ 数据生产的 ＭＯＤＩ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５ 级的 ＬＡＩ 产品[１２０]ꎬ 另外还有一些时间限制的 ＬＡＩ 产
品ꎬ 如 ＰＬＤＥＲ ＬＡＩ 产品[１２０]和 ＭＥＲＩＳ ＬＡＩ 产品[１２０]ꎬ 或覆盖空间有限的 ＭＩＳＲ ＬＡＩ 产品[１２０]等ꎮ 同样ꎬ 这些植

被结构参数遥感数据均可以通过这些机构发布的网址进行免费获取或通过定制的方式进行获取ꎬ 服务于流域

植被生态遥感监测与评估ꎮ
ＧＴＯＰＯ３０、 ＳＲＴＭ ＤＥＭ、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 是当前全球发布的 ＤＥＭ 数据集ꎻ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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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研制了“１∶ １００ 万中国数字地貌图”产品[１２１]ꎻ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ＷＷＦ)通过其保护科学计划发展与发

布的 ＨｙｄｒｏＳＨＥＤＳ 数据集发布了河网水系和分水岭数据包括 １５″和 ３０″两套数据ꎬ 流域盆地则包括 １ ~ １２ 分级

产品[１２２]ꎻ «中国水图»提供了由水体与水文循环、 暴雨洪水与干旱、 水资源、 水工程、 古代水利工程与水系

演变等 ６ 个图组组成ꎬ 共 ９１ 幅主题图数据[１２３]ꎮ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ꎬ 国内外开发与发布了不同土壤数据产品数据集ꎬ 包括世界土壤数据库(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ｉ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 １ꎬ ＨＷＳＤ) [１２４￣１２７]、 美国的全球土壤类型分布图数据集[１２５]、 中国 １∶ １００ 万土壤

空间数据产品[１２４]、 中国 １∶ １００ 万空间化的土壤属性数据产品[１２４]、 中国土壤参比数据产品[１２４]以及区域尺度

不同类型的土壤数据产品ꎬ 如黑河流域数字土壤制图产品[１２８]等ꎻ 欧空局发布的不透水面(Ｇｌｏｂ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
ｔｌｅｍｅｎｔ)数据产品[１２７]以及长江经济带不透水面数据集[１２９]等ꎬ 均可服务于流域下垫面生态格局、 功能与变化

的相关研究ꎮ

２. ２　 流域水循环遥感数据产品

对于流域水循环所涉及的各类要素ꎬ 遥感为水循环提供了独特的数据产品ꎮ 以降水为例ꎬ 全球目前共有

３０ 余套降水栅格产品ꎬ 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研制的全球降水产品(ＧＰＣＰ
与 ＰＥＲＳＩＡＮＮ) [５ꎬ１３０]、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研制的全球降水产品(ＣＭＯＲＰＨ) [１３１]、 美国地质调查局研制的

全球降水产品(ＣＨＩＲＰＳ) [１３２]、 美国国家宇航局与日本太空探测署联合研制的热带降水测量卫星全球降水数

据产品(ＴＲＭＭ) [４８]、 新一代全球降水测量使用卫星全球降水数据产品(ＧＰＭ)等[１３３]ꎮ 其中 ＧＰＣＰ 降水产品空

间分辨率为 ２. ５°ꎬ 时间分辨率为月ꎬ 覆盖全球所有的范围ꎬ 时间覆盖范围从 １９７９ 年延续至今[５]ꎻ
ＰＥＲＳＩＡＮＮ降水产品空间分辨率为 ０. ２５°ꎬ 时间分辨率为 ３ ｈ、 ６ ｈ 与 １ ｄꎬ 覆盖南北纬 ６０°范围内的地区ꎬ 产

品自 １９８３ 年延续至今[１３３]ꎻ ＣＭＯＲＰＨ 降水产品从 ２００２ 年延续至今[１３３]ꎬ 时间分辨率为 ３０ ｍｉｎ、 ３ ｈ 与 １ ｄꎬ
空间分辨率为 ０. ２５°(８ ｋｍ)的降水数据集ꎬ 覆盖全球南北纬 ６０°范围内的地区[１３１]ꎻ ＣＨＩＲＰＳ 降水产品从 １９８１
年延续至今ꎬ 覆盖全球南北纬 ５０°范围内的地区ꎬ 空间分辨率为 ０. ０５°ꎬ 时间分辨率为天 /旬 /月[１３１]ꎻ 目前

ＴＲＭＭ 发布了空间分辨率为 ２５ ｋｍ、 时间分辨率为 ３ ｈ 的 ＴＲＭＭ ３Ｂ４２ 降水产品与月降水产品 ＴＲＭＭ
３Ｂ４３[４８]ꎻ 目前 ＧＭＰ 对外发布空间分辨率为 ０. １°ꎬ 时间分辨率为 ０. ５ ｈ、 １ ｄ、 ７ ｄ 与 １ 个月ꎬ 覆盖全球南北

纬 ６０°之间的降水产品[１３３]ꎮ
以蒸散发为例ꎬ 目前不同学者与机构已发布了相关的陆表蒸散发数据产品ꎬ 包括全球陆表蒸散发数据产

品与区域陆表蒸散发数据产品ꎬ 如 ＭＯＤ１６ 全球产品[１３４]、 ＮＴＳＧ 全球产品[１３５]、 ＭＰＩ 全球产品[１３６]、 ＳＳＥＢｏｐ
全球产品[１３７]、 ＧＬＥＡＭ 全球产品[１３８]、 ＰＭＬ￣２ 全球产品[１３９]ꎻ 区域陆表蒸散发数据产品包括非洲￣中东陆表蒸

散发产品[１４０]、 黑河流域陆表蒸散发数据产品[１４１ ]与海河流域蒸散发数据产品[２３]以及中国北方地区蒸散发数

据产品[２３]等ꎮ 这些降水与蒸散发遥感数据均可以通过这些机构发布的网址进行免费获取或通过定制的方式

进行获取ꎬ 服务于流域水平衡分析、 灌区水资源管理等工作ꎮ
随着微波辐射亮温以及辐射传输理论模型的大力发展ꎬ 陆续发射的 ＡＭＳＲ￣Ｅ / ＡＱＵＡ、 ＡＭＳＲ２ / Ｇ￣ ＣＯＭ１、

ＭＷＲＩ / ＦＹ￣３、 ＳＭＯＳ 和 ＳＭＡＰ 等卫星ꎬ 利用其携带的被动微波辐射计监测地表水分状况ꎬ 发布了全球土壤水

分产品[１４２]ꎬ 有日产品、 旬产品和月产品ꎬ 时间跨度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ꎬ 产品数据分辨率为 ２５ ｋｍ × ２５ ｋｍꎬ
采用统一的 ＥＡＳＥ ＧＲＩＤ 投影方式ꎮ 中国的 ＦＹ￣３ 号(ＦＹ￣３Ａ、 ＦＹ￣３Ｂ、 ＦＹ￣３Ｃ)系列卫星也搭载了微波辐射计

ＭＷＲＩꎬ 发布对应的土壤水分监测方法ꎬ 形成日ꎬ 旬和月的土壤水分产品ꎬ 发布的产品从 ２００９ 年至今ꎮ ＡＭ￣
ＳＲ２ 是 ＡＭＳＲ￣Ｅ 的后续传感器ꎬ ＡＭＳＲ２ 搭载于全球观计划 ＧＣＯＭ￣Ｗ１ 卫星ꎬ 日本宇航局(ＪＡＸＡ)发展了基于

ＡＭＳＲ２ 的土壤水分算法ꎬ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份起提供逐日产品ꎮ ＳＭＯＳ 是一个 Ｌ 波段被动微波传感器ꎬ 该传感

器可以提供 ０ 到 ５５°的多角度、 双极化、 全球范围的观测ꎬ 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ｋｍꎬ 时间分辨率为 ３ ｄꎮ 为满足

水循环科学应对自然灾害的应用要求ꎬ 最新的 ＳＭＡＰ 计划的首批地球观测卫星之一[１４３]ꎬ 每两三天提供高时

空分辨率的全球土壤水分数据ꎬ ＳＭＡＰ 计划观测数据可以增强模型模拟和数据同化能力ꎬ 提高深层土壤水分

和生物系统碳循环监测能力ꎬ 提高洪水和干旱灾害的监测能力ꎮ ＳＭＡＰ 遥感卫星直接探测浅层土壤水分(０ ~



　 第 ５ 期 吴炳方ꎬ 等: 流域遥感: 内涵与挑战 ６６３　　

５ ｃｍ)ꎬ 同时为了满足更多应用需求ꎬ 利用模型反演１ ｍ内的土壤不同层的水分含量ꎮ 将 ＳＭＡＰ 卫星观测到的

表层土壤水分数据与土壤水分同化系统结合ꎬ ＳＭＡＰ 首次估算 １ ｍ 内深层土壤水分ꎬ 并生产和发布 ４ 级产

品ꎬ 提供空间分辨率为 ９ ｋｍ 的深层土壤水分数据集[１４３]ꎮ 这些土壤水分产品均可以在官方机构免费获取ꎬ 为

流域水管理提供长时间序列、 稳定的数据集ꎮ
水面数据有全球 １９８４—２０１５ 年 ３０ ｍ 空间分辨率地表水数据集(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ａｔａｓｅｔ) [１４４]、 全球

１９９５ 年至今的湖泊水面数据集[１４５]、 全球 １９９９ 年至今的每 １０ ｄ、 ３００ ｍ / １ ０００ ｍ 地表水体数据集ꎬ 全球每天

的水体制图产品[１４６]等ꎮ 这些全球水面遥感数据均可通过这些机构发布的网址进行免费获取或通过定制的方

式进行获取ꎬ 可为流域尺度内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影响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撑ꎮ

２. ３　 流域灾害遥感数据产品

目前国内外发布的洪水信息产品主要是区域数据产品ꎬ 如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和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 多源遥感数据ꎬ
综合利用多分类方法生成了马来西亚 Ｔｅｒｅｎｇｇａｎｕ 地区的洪水产品[１４７]ꎬ 中国水利部建立了全国水雨情信息

网ꎬ 结合气象部门提供的 ＦＹ￣２Ｅ 气象卫星和日本 ＭＴＳＡＴ 静止卫星的红外云图、 水气云图和可见光云图数

据ꎬ 生成洪水实时监测与预测产品(ｈｔｔｐ:∥ｘｘｆｂ. 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 ｇｏｖ. ｃｎ / )ꎮ 而目前国内外发布的有关旱情产品数据

同时包括全球与区域数据产品ꎬ 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卫星应用和研究中心(ＳＴＡＲ)发布了

全球干旱遥感指数产品ꎬ 基于该产品中相关指数信息生成干旱监测分布图[１４８]ꎮ 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粮食和

农业信息及预警系统 (ＧＩＥＷＳ)联合开发了农业干旱胁迫指数(ＡＳＩ)数据产品ꎬ 能够早期识别可能受到旱情

或旱灾(极端情况下)影响的农业地区ꎮ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于 ２００６ 年建设了 ＤｒｏｕｇｈｔＷａｔｃｈ 全

国旱情遥感监测系统ꎬ 基于该系统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定期发布全国耕地旱情监测旬产品[１４９]ꎮ 这些流域灾害遥感

数据产品ꎬ 可为流域洪水与旱情的监测与影响评估提供及时且快速有效的数据支撑ꎮ

３　 流域遥感面临的挑战

人类活动已改变了流域的下垫面结构、 流域水循环过程与转化机制ꎬ 现有的常规观测手段已经不适合、
也满足不了流域水资源管理与实践的需求ꎮ 遥感经过 ５０ 多年的发展[１５０]ꎬ 呈现多光谱、 多空间和多时间分辨

率的特点ꎬ 可为流域尺度的数据获取、 信息提炼和知识抽象提供综合监测手段和高精度的流域遥感数据产

品ꎬ 为流域管理提供独特的数据源ꎬ 且费用低廉ꎮ 然而ꎬ 流域遥感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
(１) 流域遥感数据产品常规应用相对较少ꎬ 应急使用较多ꎮ 以地表水面监测为例ꎬ 遥感数据的使用仅限

于汛期洪水动态监测与灾情评估ꎬ 非汛期的常规监测很少ꎬ 大量的遥感数据产品很少用于水文模式的改进ꎮ
(２) 行业管理部门应用较少ꎮ 目前的数据产品尽管很多ꎬ 业务部门仍然心存疑虑ꎬ 不放心使用ꎬ 又缺少

连续的现场观测数据对遥感方法或模型进行有效的标定和验证ꎻ 流域机构自己处理遥感数据时ꎬ 既需要较大

的投资ꎬ 又需要有专业技术人员的配置ꎬ 处理结果的质量往往不理想ꎬ 时间上也不能及时提供ꎬ 从而挫败了

流域机构利用遥感的信心ꎮ
(３) 知识结构的取向ꎮ 流域行政管理部门中多以传统水资源研究方向的专业技术人员为主ꎬ 而能应用遥

感的专业技术人员较少[２]ꎬ 知识结构的限制难以在流域行政管理部门有效开展流域遥感监测与分析ꎬ 亟需

改善流域行政管理部门相关人员的知识结构ꎮ 这也是遥感分析在流域土地利用分类中能得到广泛应用ꎬ 而在

其他流域管理中难于推广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众多资源、 气象、 重力与测距等遥感卫星发射以及各类航空与无人机遥感的发展ꎬ 为流域遥感提供了多

样且极为丰富的遥感信息ꎬ 随着遥感监测方法的快速发展ꎬ 为服务于流域综合管理活动全方位的信息的要

求ꎬ 流域遥感需结合这些不同类型传感器遥感信息自身的优势ꎬ 从问题出发ꎬ 发展出一些易于处理且能够反

映流域特征的数据指标ꎬ 充分挖掘遥感观测数据隐含的深层指示性特征ꎬ 构建具有指示性意义的新型流域遥

感指数数据产品ꎬ 开展流域水文水资源遥感应用研究ꎮ 例如对地表水下渗、 自然地表蒸散发、 城市热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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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城市内涝等具有重要影响的流域不透水面要素[１]ꎬ 能够利用流域不透水面指数实现快速提取ꎬ 识别方

法相对简单[２１]ꎮ
精度往往是拒绝使用遥感数据产品最简单、 最粗暴的理由ꎮ 事实上ꎬ 所有数据都有精度问题ꎬ 常规数据

的精度可能更低ꎬ 只是人们已习惯而不予计较ꎮ 一方面ꎬ 流域遥感数据产品应以形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为目

标ꎬ 如前面提到的 ＣＹＣＬＯＰＥＳ ＬＡＩ 数据产品[１２０]、 多传感器联合反演降水数据产品[１５２]、 基于遥感的流域区

域蒸散发监测方法(ＥＴＷａｔｃｈ)及其产出的多尺度￣多源数据协同的陆表蒸散发数据产品[１４１]ꎬ 充分利用所有可

用的遥感观测数据ꎬ 发挥不同遥感观测数据的优势ꎬ 已经成为反演高精度、 高分辨率流域遥感数据产品的主

流途径[１５３]ꎮ 随着各类亚米级、 甚至厘米级高分辨率和高精度遥感信息不断涌现ꎬ 未来应利用多源协同遥感

观测与分析处理方法ꎬ 充分结合多种遥感观测数据的优势ꎬ 充分利用各种更高精度、 更高分辨率遥感海量数

据ꎬ 考虑融合与同化不同类型遥感信息ꎬ 形成合力ꎬ 提高流域遥感数据产品的精度ꎬ 开展流域精细尺度水资

源管理研究ꎮ 另一方面ꎬ 流域管理中也需要管理人员摆脱原有学科的束缚ꎬ 大胆地应用流域遥感数据产品ꎮ
流域遥感要与云计算结合ꎬ 降低流域遥感数据产品生成的技术瓶颈ꎬ 让遥感开始真正“飞入寻常百姓

家”ꎬ 如 Ｇｏｏｇｌｅ 针对地球观测大数据开发了全球尺度 ＰＢ(１０１５ｂｉｔ)级数据处理能力的 ＧＥＥ 云平台ꎬ 极大提升

了地球观测大数据的处理与信息挖掘能力ꎮ ＧＥＥ 内置预处理后的长时间序列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ＭＯＤＩＳ、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等系

列数据ꎬ 能够快速实现长时间、 大范围的动态变化监测[１５３]ꎮ 近年来ꎬ 深度学习方法逐渐被引入到图像分

割、 目标识别和分类中[１５４]ꎬ 利用机器学习的过程对图像所包含的特征信息进行挖掘ꎬ 开展了高精度的水体

地物类型的目标识别ꎮ
流域遥感与云服务的结合ꎬ 降低流域遥感数据产品的应用难度和成本ꎬ 将是流域遥感走向实用的主流方

向ꎮ 流域遥感云服务以下垫面、 水循环、 水灾害等数据产品为主体ꎬ 结合地面观测及众源数据的汇聚ꎬ 任何

人都可以通过几行简易的命令查看、 处理、 分析遥感数据ꎬ 并可轻松实现流域、 子流域的分析应用[３７]ꎬ 开

发应用工作(ａｐｐ)ꎬ 提供水资源评估等流域管理决策支持ꎮ 依托云服务ꎬ 流域管理将实现跨越式发展ꎬ 无需

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进行硬件设备的采购和维护ꎬ 大幅节约发展中国家开展流域管理的投入ꎮ 通过在云端搭

建流域管理的全流程解决方案ꎬ 云服务的个性化定制、 移植与维护的成本也显著降低ꎮ 云服务可使任何人在

任何地方ꎬ 通过简单的交互式命令ꎬ 就能快速查询、 处理和分析众源与大尺度对地观测数据ꎬ 满足特定流域

的监测与评估[１０９]ꎮ

４　 结　 　 语

流域的综合管理需要及时、 完整、 连续和高精度的监测信息支撑ꎮ 流域遥感对流域下垫面、 水循环、 水

资源、 生物及地球化学循环、 自然灾害和人类社会活动信息的提炼和知识抽象ꎬ 可为流域系统科学发展和流

域综合管理提供综合监测方法和高精度的流域遥感数据产品ꎬ 包括高分辨率、 多时相以及近实时的流域下垫

面、 水循环、 水资源、 水灾害以及生态环境关键要素监测信息ꎮ 流域遥感需与云计算结合ꎬ 降低流域遥感数

据产品生成的技术瓶颈ꎬ 且需与云服务结合ꎬ 降低流域遥感数据产品的应用难度和成本ꎮ 流域遥感数据产品

将成为公共产品或者随时可以购得的服务ꎬ 不同的机构与用户以及流域管理者均可免费下载或购买这些公共

数据产品信息ꎬ 且在对遥感数据产品验证的基础上ꎬ 可大胆地选用经过验证的流域遥感数据产品开展流域水

资源、 水环境及生态的管理与评估工作ꎮ 每个流域、 每个机构只需要尽最大能力使用好这些公共流域遥感数

据产品信息ꎬ 即可获得流域内水文、 生态、 环境全方位信息ꎬ 满足流域相关数据传输、 管理、 集成和综合模

拟平台建设的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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