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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获取日内准确的最大温差是利用表观热惯量反演土壤湿度成败的关键。本文根据表观热惯量的物理意义，利
用 MODIS 数据获取地表反照率，利用站点观测数据获取最大温差，建立了一种遥感和站点观测结合反演土壤水分的
方法。在“渤海粮仓”山东项目区雷集镇进行了实验验证，并与传统方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该方法优于传统的反演
方法，能够有效提高土壤水分的反演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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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successful key to obtain the accurate maximum temperature difference within a day for using the apparent
thermal inertia to retrieve soil moisture. According to phys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apparent thermal inertia, the paper utilized
MODIS data to get land surface albedo and used station observational data to obtain maximum temperature difference so as
to established a soil moisture retrieval method. It had been verified in Leiji Town, the research region of "Bohai Granary" in
Shandong Province. At the same time, it had been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method
was superior to a traditional method and it could improve the retrieval accuracy of soil moistu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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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粮仓”（全称为“环渤海低平原区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是李振声院士从渤海西部海拔低于
20 m 的低平原区土壤瘠薄盐碱、淡水资源匮乏现状出发，提出的通过综合采取以“土、肥、水、种”
为核心的改良增产措施，改造利用盐碱荒地，提升中低产田产能的战略构想，对于保障我国粮食供
应具有重要意义。山东项目区主要涉及东营、滨州、德州三个市。
准确、大面积、实时地估算土壤水分是“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遥感具有大
面积、宏观、实时和动态等特点，利用遥感数据实现土壤水分的估算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利用遥
感反演地表土壤水分的方法和模型非常多，其中，热惯量模型由于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是一种估
算地表土壤水分的主要方法[1,2]。
国内外对热惯量已经有许多研究[3]。基于 Jaege 提出的理论，Watson 等最早提出了利用地表温度
日较差计算热惯量的简单方法。1977 年，Kahle 等[4]在计算热惯量时，利用有限差分技术，在热平衡
方程中引入了地气间的显热和潜热通量。PRATT 等[5]对土壤热惯量模式进行了应用性试验，探讨了
土壤水分和热惯量制图的原理和方法。Price 等[6]在能量平衡方程的基础上，经过系统地总结热惯量
法及热惯量的遥感成像原理，提出了表观热惯量(apparent thermal inertia，ATI)的概念，从而使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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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提供的可见光、近红外通道反射率和热红外辐射温度差来计算热惯量，并估算土壤含水量成为
可能。余涛等[7]提出了一种新的地表能量平衡方程的化简方法，可从 AVHRR 遥感图像数据直接反演
得到热惯量值和土壤水分含量分布图。张仁华等[8,9]在热惯量的解析方程和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
改进了热惯量模式，在广西等地进行了实验验证。吴黎、杨树聪等人[10,11]的研究表明植被对热惯量
影响较大，很多模型只使用于裸土或植被覆盖较少的地区。
日内的最大温差是利用表观热惯量反演土壤湿度的一项重要参数，以往的研究中，一般都是利
用同一地区 24 h 内的白天和夜间的两幅图像反演获取地面温度，然后利用两者之差作为日内最大温
差。事实上，日内最高温度一般出现在 13:00~14:00 左右，而最低温度一般出现在 1:00~2:00 左右。
由于很难找到恰好在最高和最低温度的时间过境遥感图像，因此，得到的温差与实际的最大温差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使反演结果的精度降低。CAI [12]等通过分析热惯量模型的敏感性，发现
地表温差在小于 10 ℃的情况下，产生 1℃的误差对热惯量模型影响较大，相反则影响较小。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选择“渤海粮仓”山东项目区的德州市夏津县雷集镇为研究区，利用地面站
点能够获取高时间分辨率的地面温度的优势，使用地面站点数据计算日内的最大温差，结合从
MODIS 数据中获取的地表反照率，提出了一种遥感和地面观测结合反演土壤湿度的方法，并通过实
验验证该方法提高大面积监测地表土壤湿度结果精度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1

方 法

根据 MODIS 数据的时间，获取逐地面观测点当日的最高气温 Ti,max，最低气温 Ti,min，i=1,…,N，
在区域较小，且地势较为平缓的条件下，使用式（1）计算区域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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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为区域温差，单位为℃，由区域平均最高温度与区域平均最低温度平均值相减得到。
利用得到的区域温差，得到如下的热惯量计算公式： ATI 

1 A
T

(2)

式中，ATI 为地表表观热惯量，A 为地表反照率，根据相关文献，采用公式（3）计算 A 的地表
反照率。

A  0.16 1  0.291 2  0.243 3  0.116  4  0.112  5  0.081 7  0.0015 (3)
其中，ai(i=1,2,3,4,5,7)为 MODIS 各波段的反射率。
现有研究表明表观热惯量和土壤水分实测值具有良好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可通过获得的表观热
惯量反演土壤含水量，常用的反演模型为线性模型、指数和幂函数模型，本文采用线性函数模型，

mv  a  ATI  b

即

(4)

其中，m v 为土壤体积含水量；a, b 为回归的经验系数。

2
2.1

实 验
实验区概况

实验区为“渤海粮仓”山东项目区的
德州市夏津县雷集镇，该镇地处夏津县东
北部，距夏津县城约 25 km，东临平原，
南靠聊城高唐县，北依武城，具体位置位
于北纬 37.03~37.13，东经 116.10~116.25。
实验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变化明显，全年降雨量平均 560 mm，
约 67%集中于夏季。地面实测数据由实
验区布设的观测点产生，实验区共布设了 14 个观测点，每个观测点都观测 4 cm、10 cm 和 20 cm 土
壤水分数据、以及地表温度数据，观测频率为 10 min。图 1 给出了实验区及观测点布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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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遥感数据 研究区的遥感数据为 2014 年 11 月 1 日~12 月 30 日的 MODIS 数据产品，之所以选
择这个时间段，是考虑到热火惯量主要适用于祼地或植被较为稀疏的地表，而这个时间段，实验区
地 表 能 够 很 好 地 符 合 要 求 。 所 选 择 的 产 品 主 要 包 括 MOD02/MYD02 1B 产 品 、 温 度 产 品
MOD11A1/MYD11A1 和反射率产品 MOD09GA/MYD09GA。其中 MYD09 产品是 7 波段的产品，提
供了 MODIS 前七个波段的反射率，该产品经过了大气校正和去云处理等。分辨率为 1 km 的温度产
品 LST/E 是对 MODIS 初级产品进行地理定标、几何精校正、去云处理及考虑并剔除大气温度、水
汽含量和土地覆盖类型等因素影响后而获取，精度为 1 K，包括白天和夜间产品。
下载的温度产品和反射率产品都经过质量检验（含有质量控制描述信息），大范围的应用评估和
验证。它们均是 SIN 投影的 HDF 格式，利用 MRT（MODIS Reprojection Tool）软件重新投影为 Albers
等积投影的 GeoTIFF 格式（该软件可从 http://lpdaac.usgs.gov/landdaac/tools/modis/index.asp 下载获取）。
所有的 MODIS 数据均选择为大气无云或少云的条件下获取。
采用 ENVI 软件对 MODIS 1B 数据进行类似于温度产品的地理定标、几何校正、去除蝴蝶结效
应、云检测掩膜等预处理。
2.2.2 地面数据 观测得到的数据为.csv 格式，每天每个观测点得到 144 条记录。与遥感数据相匹配，
地面数据同样选择 2014 年 11 月 1 日~12 月 30 日的数据，共获得 120960 条数据记录。
对于地面数据，首先去除观测值为 0 的记录和“冒大数”的记录；对筛选得到的记录按日期进行
分组，并进行统计计算，对于土壤湿度，考虑到对地表热惯量影响较大的为 0~5 cm 层的数据，选择
4 cm 深度的数据，计算每天的平均值。通过统计计算，每个观测点可得到一条记录，共获取 840 条
记录。地面数据的预处理在 SQL Server 2008 环境下进行，主要利用 T-SQL 语句完成。
2.3

实验设计

为了说明本文所使用的温差计算方式的合理性，设计了另外三种温差计算方式，与本文的计算
方式进行对比验证。为了便于比较，分别命名为 T-Remote-Pixel、T-Remote-Region、T-Ground-Point、
T-Ground-Region，如表 1 所示。其中，T-Ground-Region 是本文所采用的温差计算方法。

序号
NO.
1
2
3
4

2.4

表 1 温差组合
Table 1 Temperature difference group
名称
含义
Name
Meaning
T-Remote-Pixel
温差=每像元的遥感反演最高温度-遥感反演最低温度
T-Remote-Region
温差=区域的遥感反演平均最高温度-遥感反演平均最低温度
T-Ground-Point
温差=每观测点实测最高温度-实测最低温度
T-Ground-Region
温差=区域的实测平均最高温度-实测平均最低温度

实验结果及分析

图 2-5 给出了使用不同温差利用式（4）得到的表观热惯量与土壤湿度的相关分析及拟合方程，
表 2 给出了具体的拟合方程。

图 2 T-Remote-Pixel
Fig.2 T-Remote-Pixel

图 3 T-Remote-Region
Fig.3 T-Remote-Region

图 4 T-Ground-Point
Fig.4 T-Ground-Point

图 5 T-Ground-Region
Fig.5 T-Ground-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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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Algorithm
T-Remote-Pixel
T-Remote-Region
T-Ground-Point
T-Ground-Region

表 2 误差对比分析表
Table 2 Contrast and analysis on errors
相关系数
决策系数
回归方程
Correlation
Decision
Regression equation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mv=0.0029ATI+18.16
0.801
0.643
mv=0.0041ATI+9.97
0.843
0.701
mv=0.0035ATI+11.31
0.861
0.723
mv=0.0043ATI+8.47
0.880
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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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相对误差
标准误差
Average
Standard error
relative error
24.3%
5.036
21.1%
4.537
18.8%
4.011
17.2%
3.921

从图 2~图 5 可以看出，利用 T-Remote-Pixel 方式计算得到的误差最大，点的分布较其它三种方
式要分散的多，尽管仍然通过回归得到了函数关系，但计算误差相对而言，是最大的。T-Remote-Region
方式得到的 ATI 较 T-Remote-Pixel 要改善一些，这应当是所使用的温差不再是某个像元的温差，而
是整个区域的温差导致的，采用区域温差代替像元温差进行 ATI 计算，起到了一定的平均作用。
T-Ground-Point、T-Ground-Region 的结果差别不大，且均明显优于 T-Remote-Pixel 和 T-Remote-Region，
说明了温差的误差是影响反演精度的重要因素，结合 T-Remote-Region，进一步说明了减少温差的计
算误差，是提高反演精度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表 2 给出的数据表明，T-Ground-Point、T-Ground-Region 要优于其它两种方式，说明使用地
面实测温度在计算表观热惯量时较有优势，而且，在区域较小的情况下，使用区域平均温差能在一
定程度上消除单个观测点的观测误差。

3

结 论

（1）本文设计了 T-Remote-Pixel、T-Remote-Region、T-Ground-Point、T-Ground-Region 四种温
差计算方式，并分别应用于表观热惯量计算，根据实验结果分析，由于 T-Ground 方式所使用的温差
计算方式更接近于热惯量的物理含义，进一步提高了土壤水分与表观热惯量的相关性，更有利于土
壤水分精度的提高。
（2）使用区域的最大温差与使用逐像元的温差相比，能够提高土壤水分与表观热惯量的相关性，
这说明采用区域最大温差代替像元温差计算表观热惯量更有益。但由于本文的实验区较小，效果不
是非常明显，尚不能更好地说明此结论，有待于在更大区域上进行进一步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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