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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表层覆盖变化对地表反照率影响的四国对比
郑瑜晗 1，2，黄麟 1，翟俊 3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陆地表层格局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3.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北京 100094

摘 要： 陆表覆盖变化影响地表特征从而改变地表能量平衡是理解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关键环节。
选择国际气候谈判主要国家的美国、印度和巴西作为中国的对比国，对比分析不同国别、不同气候带典型陆
表覆盖类型的地表反照率时空差异，进而模拟开垦和城市化等陆表覆盖变化对反照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

（1） 2000 年—2015 年，中国、美国的地表反照率年际变化存在明显的气候带空间分异特征，中国干旱半干旱区

和美国中低纬湿润区表现出降低趋势，而中国亚热带湿润和美国高纬与中部干旱区则表现出明显的升高趋势，
印度的地表反照率年际变化呈微弱下降趋势，而巴西为微弱上升趋势。（2） 无雪覆盖时，耕地、林地、草地和
人造地表反照率具有夏高、冬低的时间变化特征，干旱半干旱区反照率明显高于湿润区。4 种类型的国别差异体
现在，中国亚热带湿润区地表反照率均以上升为主，干旱半干旱区则相反；美国除耕地在干旱区呈较强的升高
趋势外，其余类型基本为降低趋势；印度均表现为降低趋势；巴西则表现为略微升高趋势。（3） 与无雪覆盖相

比，有雪覆盖时不同陆表覆盖类型地表反照率均有所提高，林地提高幅度最小，约 0.06—0.26，耕地提高最大，
约为 0.17—0.38，且中国林地反照率提高幅度略高于美国。（4） 原陆表覆盖为林地时，开垦和城镇化均导致地表

反照率升高，且干旱区升高幅度高于湿润区，湿润区的升高幅度随纬度降低而减弱；为草地时，开垦主要在巴
西、印度和中、美亚热带湿润区引起地表反照率升高。而城镇化引起的反照率变化则受到原有地表覆盖、季节
和气候背景影响存在较复杂的国别和气候带差异。
关键词：遥感，陆表覆盖变化，地表反照率，国别对比，气候带差异，空间分异
引用格式：郑瑜晗，黄麟，翟俊 .2020. 陆地表层覆盖变化对地表反照率影响的四国对比 . 遥感学报，24（7）：917-932
Zheng Y H，Huang L and Zhai J. 2020. Impacts of land cover changes on surface albedo in China，the United
States，India and Brazi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Chinese），24（7）：917-932［DOI：10.11834/jrs.20208406］

1

引

言

地球表面温度近 30 年逐渐升高，人类活动是

20 世 纪 中 叶 以 来 气 候 变 暖 的 主 要 原 因 （IPCC，
2013）。人类活动改变且正在继续改变着地球表面

等，2008），反映了地球表面对太阳辐射的反射能
力，广泛应用于中长期天气预测和全球变化研究
（Loarie 等，2011；Offerle 等，2005；Li 等，2015）。
与通过排放温室气体改变大气组成与气溶胶性质
等辐射强迫因子间接影响气候系统的生物化学过

和大气成分，直接表现为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

程不同，地表反照率、粗糙度等生物物理参数是

（Feddema 等，2005；Liu 等，2014）。陆地表层覆

地表能量收支平衡的决定性因素及地气相互作用的

盖的变化受多种因素驱使，除了气候变化、地形

主要驱动因子 （Sun 等，2016；Liang 等，2013），

地貌、土壤以及植被等自然地理条件外，人口、

其变动将直接影响区域垂直方向的辐射平衡与水

政策、技术发展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

汽输送，对局地、区域和全球气候有着持续而显

（吴绍洪 等，2015）。地表反照率是短波波段地表

著的作用 （Feddema 等，2005；Dickinson，1995）。

所有反射辐射能量与入射辐射能量之比 （Grimm

陆表覆盖变化通过影响陆表辐射收支、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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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水气交换等过程，进而对区域气候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城镇化、耕地开垦、毁林
与造林等，但影响方式及程度存在显著时空分异
（Liang 等 ， 2010， 2013； Pielke 等 ， 2009， 2011；

2020, 24（7）

2007）。陆表覆被变化通过生物物理过程产生的区

域 气 候 效 应 有 待 深 入 探 究 （刘 纪 远 等 ， 2011，
2014b）。

中国、美国、印度和巴西不仅是中低纬度气

Stephens 等，2015）。相关研究表明，大规模毁林

候类型最为丰富的典型大国，也是国际气候谈判

导致区域降温 （Wuebbles 等，2017），这一现象在

文以 4 国作为对比研究对象，利用卫星遥感获取的

活动可使地表反照率升高，产生负向辐射强迫并

的主要国家，还是土地利用变化的热点区域。本

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的春季尤为明显 （Brovkin 等，

地表反照率与地表覆盖数据，在气候带尺度定量

1999）；但在夏季，温带森林砍伐却会产生与热带

分析 2000 年—2015 年地表反照率年际与季节变化

毁林相近的效应，即由于反照率降低产生的正向辐

特征，对比不同国别耕地、林地、草地和人造地

射 强 迫 ， 从 而 引 起 明 显 的 升 温 （Betts ， 2000；

表 4 类典型陆表覆盖类型地表反照率的时空差异，
模拟开垦、城镇化等地表覆盖变化对地表反照率

Bonan，1997；Bounoua 等，2002；Snyder 等，2004）。
同时温带造林也由于不同地区、季节与林种引起

的反照率与蒸散量变化差异影响地表辐射收支从
而 产 生 地 表 温 度 变 化 的 地 带 性 分 异 （Offerle 等 ，
2005； Ma 等，2017）。城镇化改变土壤湿度和地

的影响差异，探讨产生差异的驱动因素及其内在
机理，对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土地利用优化策
略和生态系统管理对策的提出提供理论依据与科
学支撑。

2

数据与方法

可 分 （Hibbard 等 ， 2017； Kalnay 和 Cai， 2003）。

2.1

研究区概况

热岛，在大尺度范围可通过调节地表反照率以减

耕地变化相对稳定的南减北增、城镇用地迅速扩

轻热岛强度 （Zhao 等，2014）。而气候变暖造成的

展、林地先减后增、草地持续下降 （刘纪远 等，

表反照率，对局地气候也会产生影响，研究显示

近年来美国地表温度的上升与城镇化的贡献密不
城镇与其周边对流效率和反照率的差别影响城市

降雪减少与季节性的冰川融雪致使下垫面反照
率与太阳辐射收支变化，同时将对气候产生反
馈 作 用 （Fahey 等 ， 2017； Hawkins 和 Sutton，

近几十年，中国陆表覆盖变化基本特征为：

2011， 2014a，2014b）；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

前中西部以草地向耕地、林地向草地的转变为主，
城市建设用地持续地扩张 （刘纪远 等，2011；何

2009，2011）。

凡能 等，2015）；巴西则主要是耕地和建设用地

陆表覆被变化的气候效应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2011；杜国明 等，2015）；印度耕地和建设用地的

可以看出，目前聚焦于低纬度和高纬度地区

人类活动致使陆表覆盖变化与地表反照率改变联
系紧密，在某些地区甚至超过温室气体对气候的
作用 （IPCC，2013），对区域和全球气候产生明显
作用，但这种贡献在不同区域尺度差别很大，陆
表覆被变化影响地表反照率及地表能量平衡的驱
动机制不同，尤其中纬度地区，陆表覆被变化对
气 候 系 统 的 影 响 机 理 尚 未 明 确 （刘 纪 远 等 ，

的 增 加 ， 林 地 和 草 地 面 积 减 少 （刘 纪 远 等 ，
转 化 最 为 显 著 （刘 纪 远 等 ， 2011； 李 佳 洺 等 ，
2017）。基于柯本—盖格气候分类方法 （Peel 等，
2007），依据气温和降水为要素并参照自然植被分
布对中国、美国、印度、巴西 4 国的气候带进行划
分 （表 1，图 1）。
2.2

陆表覆盖数据及处理
陆 表 覆 盖 数 据 来 自 30 m 空 间 分 辨 率 的

2011； Karl 等，2009），不同区域陆表覆盖变化对

GlobeLand30 产 品 （Rubel 和 Kottek， 2010； 陈 军

表下垫面的非均质性与复杂多变性使得陆面过程

的成像质量、时相和季相等因素，优选 2000 年和

全球气候相对贡献的量化研究相对不足。由于陆
和气候模式模拟研究变得更为复杂。其中，关键

地表参数在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布上的变异性与复
杂性正是诸多气候模型中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Karl 等 ， 2009； Myhre 等 ， 2013； Betts 等 ，

等，2014），该数据综合考虑全球范围内遥感数据
2010 年两期 30 m 空间分辨率的陆地卫星 （Landsat
TM/ETM+）、环境减灾星 （HJ-1） 等影像，采用基
于 像 素 分 类 — 对 象 提 取 — 知 识 检 核 的 POK 方 法

（陈军 等，2014），包含水体、湿地、人造地表、

郑瑜晗 等：陆地表层覆盖变化对地表反照率影响的四国对比

耕地、林地、灌木、草地、裸地、永久积雪和冰

川、苔原共 10 个一级地表覆盖类型。作为首套 30 m

分 辨 率 全 球 地 表 覆 盖 产 品 ， 其 精 度 比 UMD、
表1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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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BP-DISCover、MODIS 等全球陆表覆盖数据集提

高 了 1—2 个 数 量 级 ， 总 体 分 类 精 度 达 到 83.5%

（Brovelli 等，2015； Chen 等，2015）。

中国、美国、印度、巴西气候带划分及缩写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bbreviation of climate zones in China，America，India and Brail

中国

美国

印度

巴西

气候带

缩写

气候带

缩写

气候带

缩写

气候带

缩写

南亚热带湿润区

SS

温带干旱区

AT

热带干旱区

TA

亚热带湿润区

HS

中亚热带湿润区
北亚热带湿润区

MS
NS

WT

暖温带湿润区

TP

青藏高原区

AMT

中温带干旱区

WMT

中温带湿润区
中温带半干旱区

温带半湿润区
亚热带干旱区
亚热带湿润区
海洋气候区
温带湿润区
寒带湿润区

SMT

SHT

亚热带湿润区

SH

热带半干旱区

SA
M

HT

21 世纪初的 10 年间，全球新增城市与建设用

地 5.74 万 km ，其中一半以上发生在美国和中国，
2

主 要 从 耕 地 换 来 ， 其 次 为 草 地 和 林 地 （Rubel 和

Kottek，2010）。同时依据对比国别陆表覆盖变化

的主要特征，本文以耕地开垦和城镇化作为陆表
覆盖变化主要类型，其中耕地开垦主要源于林地

热带半干旱区

TSA

热带夏季干旱区

MP

高原山地区

TH

热带湿润区
热带干湿季气候区

HC

SH

TWD

热带季风区

热带冬季干旱区
热带湿润区

TSA
TM
TS

TW
TH

证 （Liang， 2003； Sumner 等 ， 2011； Wang 等 ，
2004）。为了准确得到有雪覆盖和无雪覆盖质量最好
时的典型地表覆盖类型反照率数据，同时利用反照

率 质 量 产 品 MCD43B2 （BRDF_Albedo_Quality，
Snow_BRDF_Albedo，version 5） 筛选全 BRDF 反演

法 （QA=0 processed，good quality） 获得反演值和

和草地，城镇化主要源于耕地、草地和林地。因

“Snow_BRDF_Albedo”数据集判别积雪，0 表示无

此，本文提取中国、美国、印度和巴西的耕地、

雪，1 表示积雪。进一步通过格式转换和投影变

林地、草地和人造地表作为典型陆表覆盖类型进

换、裁剪、提取等分别获得对比国别从 2000 年第

行地表反照率特征以及变化分析，并通过最邻近

算 法 重 采 样 得 到 研 究 区 内 1 km 空 间 分 辨 率 栅 格
数据。
2.3

地表反照率产品及数据处理
地 表 反 照 率 数 据 源 自 MODIS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地 表 反 照 率

产品 （MCD43B3），该产品包括宽波段的白空反照
率 （White Sky Albedo） 和局地正午太阳角的黑空

49 天—2015 年第 361 天每 8 d 共计 16 年无雪和有雪
时的地表反照率数据。
2.4

统计分析方法
为了定量分析不同国别、不同气候带、雪盖

与否对地表反照率及其变化的影响差异，本文将
经过质量控制并区分有雪和无雪情况的地表反照
率逐月取平均，得到近 16 年耕地、林地、草地和

反照率 （Black Sky Albedo）。黑空反照率和白空反

人造地表等典型土地覆被类型月平均地表反照率。

率 （Leroy 和 Roujean，1994）。因为两种反照率产

式中，a j，zone，month，i 为气候区 zone 地表覆盖类型 j 第 i 像

率不随太阳天顶角变化 （张虎 等，2015），本文

候区地表覆盖类型 j 第 i 块像元某月地表反照率，

照率产品按比例进行加权即可得到地表真实反照
品有着高度的线性相关性，同时考虑到白空反照

选 取 宽 波 段 白 空 反 照 率 数 据 （0.3—5.0 μm，
MCD43B3 Albedo_WSA_shortwave，Version 5），该

产品时间分辨率为 8 d，空间分辨率为 1 km。通过

a j,zone,month,i = mean
{albedo j,zone,month,i}
16years

(1)

元的 16 年月均地表反照率， albedo j，zone，month，i 为该气
由该月每 8 d 的数据取中位数计算得到。
u j,zone,month =

1
a j,zone,month,i
n∑
i=1
nj

(2)

辐射定标、去云处理、大气校正和各项异性校正

式中，u j，zone，month 为某气候区 zone 内第 j 种陆表覆盖类

等，产品的精度也已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验

型地表反照率月均值， n j 为某气候区内第 j 种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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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类型的像元总数。

背景相近，地表反照率变化显著面积相比中国分

进一步利用最小二乘法分析不同国别、不同
气候带内典型地表覆盖类型反照率年际变化趋势。
a j,zone,y,i = mean
{albedo j,zone,month,i}
12

slp =

(3)

n∑y × a j,zone,y,i - ∑y × ∑a j,zone,y,i
n

n

y=1

y=1

n∑y 2 n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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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y=1

y

y=1

势 ， 明 显 升 高 的 气 候 区 为 北 部 高 纬 地 区 （HC、
SHT） 与中部干旱区域 （AT），超过 8% 的区域平

均年增幅分别为 0.21%/a、0.24%/a 和 0.16%/a，尤

n

2

布广泛，呈现明显地中部北部升高、南部降低趋

(4)

式中，slp 为地表反照率年际变化率，y=1，2，…，

其集中于北部森林区与五大湖区；而降低区域多
分布于 HT、SH、M 区和 SA 区东南角附近，降幅
均超过 0.05%/a。

印度 （图 1 （c）） 处于低纬度带以热带气候

n，n=16 ，a j，zone，y，i 为某气候区第 i 块像元第 y 年的地

为主，地表反照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尤其在干旱

总体变化趋势，斜率为正表示地表反照率升高，

显著降低趋势，且以 TA 区最为明显，年降幅约为

表反照率。变化率反映 2000 年—2015 年某像元的

区和半干旱区 （TA 与 TSA），超过 50% 的面积有着

反之则为降低。

0.17%/a。而在人口分布稠密地区如 SH 区内恒河平

模拟陆表覆盖变化对地表反照率的影响，通
过相同气候区内耕地与草地地表反照率之差、耕
地与林地地表反照率之差反映草地开垦和林地开
垦的反照率变化，人造地表反照率与林地、草地
和耕地之差反映不同自然生态类型城镇化转变后
反照率的变化。
ΔAlbedo re = Albedo cu - Albedo fo

gr

ΔAlbedo ur = Albedo ar - Albedo cu/fo/gr

(5)
(6)

原一带和湿润沿海地区反照率变化趋势较微弱，
仅有轻微升高现象。
而巴西作为对比国中唯一一个南半球的国家，
纬度范围与印度接近。而巴西 （图 1 （d）） 地表

反照率总体呈微弱升高趋势，反照率呈显著增加
趋势的区域主要位于热带雨林边缘即 TM 区中部以

及 TW、TSA、HS 区，而东南沿海地带则有着微弱
下降。

4 国对比，相同气候背景下不同国别地表反照

式中，re 表示开垦用地，fo 表示林地，gr 表示草
地，cu 表示耕地，ur 表示城市化，ar 表示人造地

率年际变化存在差异。亚热带湿润区内，中国和

表，Albedo cu/fo/gr/ar 由式 （1） 获得。

巴西主要呈升高趋势且中国升高趋势更为明显，

3

结果与分析

而美国和印度大体上表现为降低趋势。温带湿润

3.1

近 15 年地表反照率时空变化的国别对比
2000 年—2015 年，无雪覆盖时，4 个对比国

别地表反照率年际变化显著 （P<0.05） 的地区呈
现国内空间分异性与国别纬度分异 （图 1）。

中国 （图 1 （a）） 地表反照率总体呈现西北

区，中国 WMT 区表现为整体升高、局部降低，而

美国 HT 区整体为逐年降低趋势。热带半干旱气
候，巴西与印度的反照率变化趋势相反，印度降

低而巴西略有升高。温带干旱气候，美国 AT 区和
中国 AMT 区地表反照率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美
国 AT 区升高而中国 AMT 区降低。

降低而东南升高的趋势，其中增长最明显区域位

3.2

于亚热带中部和东南部 （SS、MS） 丘陵地区，约

别对比

10% 的 区 域 反 照 率 增 加 显 著 ， 平 均 每 年 上 升

典型陆表覆盖类型的地表反照率年际变化国
2000 年—2015 年，4 种典型陆表覆盖类型的地

0.14%，其次为中温带湿润区 （WMT） 的东北平原

表反照率年际变化趋势在不同国别、不同气候区呈

的区域主要位于干旱半干旱区 （SMT、AMT），平

在 美 国 HC 区 最 大 ， 平 均 约 0.18%/a （p<0.05， 下

地区，约 5% 的区域年均反照率增加 0.15%。降低

均年降幅超过 0.20%/a；其中以 SMT 区的黄土高原
与内蒙古高原东北部最为明显，年降幅超过
0.25%/a 的区域占全区的 25% 以上。

美国 （图 1 （b）） 与中国纬度范围和气候带

现明显差异。耕地的反照率年际增势 （图 2 （a））
同），在印度 TA 区、中国 SMT 区减少趋势最大，
平均约 0.18%/a、0.13%/a。中国湿润区的耕地反照
率 呈 逐 年 升 高 趋 势 ， 特 别 是 NS 和 MS， 升 幅 约
0.03%/a；而 SMT、AMT 等则呈现下降趋势，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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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SMT 区降幅达 0.12%/a。美国耕地多分布于 HC、

地反照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降低趋势。巴西除了

反照率表现出明显升高趋势。印度各气候区内耕

地反照率均呈升高趋势，升幅约为 0.03%/a。

SHT 和 AT 等中高纬度干旱半干旱区的平原地带，

TH 区有轻微的逐年降低趋势外，其他气候区的耕

（a）中国 2000 年—2015 年地表反照率年际变化趋势
（审图号：GS（2019）3625 号）
（a）Annual surface albedo trend in China during 2000 to 2015

（b）美国 2000 年—2015 年地表反照率年际变化趋势
（b）Annual surface albedo trend in USAl during 2000 to 2015

（c）印度 2000 年—2015 年地表反照率年际变化趋势
（c）Annual surface albedo trend in India during 2000 to 2015

（d）巴西 2000 年—2015 年地表反照率年际变化趋势
（d）Annual surface albedo trend in Brazil during 2000 to 2015

Fig.1

图 1 2000 年—2015 年中国、美国、印度和巴西地表反照率年际变化趋势（p<0.05，空缺值为不显著区域）
Annual surface albedo trend in China，USA，India and Brazil during 2000 to 2015（All data was significant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others are insignificant ）

林地的反照率年际增势 （图 2 （b）） 在美国

落基山脉，HC 和 AT 区的年际反照率呈现升高趋

际减少趋势最大，约为 0.17%/a。中国亚热带湿润

气候区林地反照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巴西除 TSA

HC 区和中国 SS 区约为 0.05%/a，而在印度 TA 区年

区 （SS、 MS、 NS） 地 表 反 照 率 存 在 逐 年 升 高 趋

势，而 WT、AMT 和 SMT 区则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美国林地主要分布于 HC 区东北、HT、M 和 AT 区

势，而 HT 和 M 区为下降趋势。印度除 MP 区，各
区与 TS 区，其余各气候区都有轻微上升趋势。

草地的反照率年际增势 （图 2 （c）） 在印度

MP 区最大，约 0.15%/a，在印度 TA 和 SMT 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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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最大，降幅约 0.15%/a。中国草地反照率在干

海地区，是反照率升高的典型区域；SMT 和 AMT

但在亚热带区 （SS、MS 和 NS） 呈现上升趋势。美

其中 SMT 的年降幅超过 0.08%/a。美国是城镇化发

旱半干旱区 （SMT、AMT） 和 WT 区下降趋势明显，
国草地主要分布于 HC、AT、SHT 和 SA 区，均呈现

上升趋势。印度草地反照率除 MP 区均表现为逐年
降低趋势，巴西各气候区内则呈现逐年升高趋势。

人造地表的反照率年际增势 （图 2 （d）） 在

美 国 HC 区 最 大 ， 约 0.12%/a， 在 印 度 TA 和 中 国

SMT 区下降趋势最明显，分别约 0.18%/a 和 0.09%/a。
中国的人造地表多分布于 WT、NS、MS 和 SS 的沿

人造地表分布相对稀疏则表现为逐年下降趋势，
展最早且发展水平最成熟的国家，除了 SA 和 HC
区内人造地表分布较为零散外，其他均有相对明

显和集中的人造地表斑块，这些区域的地表反照
率都表现出较明显的逐年降低趋势，年降幅约

0.04%/a。印度各气候区均表现为整体下降趋势。
巴西的人造地表主要集中于 HS 沿海地区，整体表
现为微弱下降趋势。

（a）2000 年—2015 年中、美、印、巴气候区内耕地反照率年际 （b）2000 年—2015 年中、美、印、巴气候区内林地反照率年际
变化趋势
变化趋势
（a）Annual surface albedo trend of cultivated land in different
（b）Annual surface albedo trend of foresr land in different
climate zones in China，USA，India and Brazil from 2000 to 2015 climate zones in China，USA，India and Brazil from 2000 to 2015

（c）2000 年—2015 年中、美、印、巴气候区内草地反照率年际 （d）2000 年—2015 年中、美、印、巴气候区内人造地表反照率
变化趋势
年际变化趋势
（c）Annual surface albedo trend of grassland in different climate （d）Annual surface albedo trend of artificial surfaces in different
zones in China，USA，India and Brazil from 2000 to 2015
climate zones in China，USA，India and Brazil from 2000 to 2015

Fig.2

图 2 2000 年—2015 年中、美、印、巴气候区内典型陆表覆被类型地表反照率年际变化统计
Annual surface albedo trend of cultivated land，forest land，grassland and artificial surfaces in different climate zones in
China，USA，India and Brazil from 2000 to 2015

4 国对比，相同气候背景下，典型陆表覆盖类

型反照率年际变化趋势存在国别差异。湿润区，

耕地反照率在中国和巴西主要呈现升高趋势，美
国和印度以下降趋势为主。人造地表反照率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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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均呈现升高趋势，在美国 HC、SHT 区呈现升高

和人造地表反照率变化范围相近，林地反照率年

为下降趋势。林地反照率在中国 WT 呈现下降趋

围最大，林地变化最小。

趋势而其他区域呈现下降趋势，在巴西和印度均
势，其余区域为上升趋势；美国 HC、SHT 区呈升

内变化为 0.10—0.19。巴西人造地表反照率变化范
耕地地表反照率年内变化 （图 3 （a）） 的值

高趋势，SH、HT 和 M 区呈下降趋势；印度呈下降

域范围在印度最大，巴西最小；年内趋势呈现夏

WMT 区呈下降趋势外，其余则为上升趋势；在美

0.25，最低值出现在 11 月中国 MS 区，约 0.11。林

趋势；巴西呈升高趋势。草地反照率除中国 WT 和

高冬低。年内最高值出现在 7 月印度 TSA 区，约

国、印度和巴西各湿润区与林地变化一致。

地地表反照率年内变化 （图 3 （b）） 值域范围最

干旱区，4 种类型反照率年际变化在中国和印
度均呈逐年降低趋势，在美国 AT 区呈现上升趋势
而在 SA 区呈现下降趋势；在巴西 TS 区耕地和人造
地表为上升趋势，林地和草地为下降趋势，TW 区

除人造地表为下降趋势外均为上升趋势。半干旱
区，4 种类型反照率在中国和印度呈现下降趋势，
而林地在巴西呈现下降趋势外其余 3 种为上升趋势。
3.3

不同陆表覆盖类型地表反照率年内变化国别

对比

大为印度，最小为巴西；年内最高值为 6 月印度

TA 区 ， 约 0.19； 年 内 最 小 值 为 12 月 美 国 SA 区 ，
约 0.09。中国、美国和印度林地反照率高值出现
于 5—7 月，低值为 11—次年 1 月，巴西林地反照

率在 5—7 月较低，2—4 月较高。草地的地表反照

率 （图 3 （c）） 在中国和印度年内变化差异较大，
在巴西变化最小。草地反照率最高值出现在 7 月印

度 TA 区 ， 为 0.24， 最 低 值 于 1 月 中 国 SS 区 ， 为
0.11；年内趋势四国相差较大，中国冬春高、夏秋
低，美国、印度和巴西表现为夏高冬低。人造地

无雪覆盖时，耕地的地表反照率最高，林地
最低 （图 3）。中国草地反照率值域范围最大，林

地变化范围最小。美国耕地与草地反照率年内变
化较明显，林地年内变化最小。印度耕地、草地

表 （图 3 （d）） 在印度的年内变化范围最大，在

巴西最小；年内变化趋势一般为夏高冬低。最高
值出现于 7 月印度 TA 区，约为 0.25，最低值于美
国 12 月 M 区，约为 0.11。

（a）耕地地表反照率月均值
（a）Monthly average surface albedo of cultivated land

（b）林地地表反照率月均值
（b）Monthly average surface albedo of forest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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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草地地表反照率月均值
（c）Monthly average surface albedo of grassland

（d）人造地表反照率月均值
（d）Monthly average surface albedo of artificial surfaces

Fig.3

图 3 2000 年—2015 年中、美、印、巴不同气候区内典型陆表覆盖类型地表反照率月均值
Monthly averages of surface albedo of cultivated land，forest land，grassland and artificial surfaces in different climate zones in
China，USA，India and Brazil from 2000 to 2015

湿润区对比，耕地、林地和草地的地表反照

同一类型受其内部结构状态等差异影响，在

率年内变化范围在美国最大，人造地表反照率年

不同国家反映出不同的值域范围，具有时空分异

内变化值域范围最大为中国。而 4 种类型的反照率

在巴西的值域范围均为最小。耕地反照率年内最
高值在 1 月美国 HC 区，最低值在冬季中国 MS 区和

美国 M 区。林地反照率年内最高值在 7 月印度
TWD 区，最低值在冬季中国 NS 区和美国 M 区。草

地最高值在冬季美国 SHT 和 HC 区，最低值在冬季
中国 MS 区。人造地表最高在巴西 TM 区，最低值
冬季美国 M 区。

干旱区，耕地、林地、草地和人造地表反照

率年内变化的值域范围最大为印度，耕地和草地
年内变化的值域范围在巴西最小，林地在美国的
值域范围最小，人造地表在中国值域范围最小。
耕地、林地、草地和人造地表反照率的年内高值

性，但是其变化特征存在一定规律性，耕地、林
地、草地、人造地表反照率在 4 国均表现为夏高冬
低的时间特征，且受气候背景制约，热带地区的

峰值较高，如印度；气候带类型复杂地区阈值范
围更广，变化波动更为明显，如中国和美国。并
且受降水量和土壤湿度等因素影响，耕地、林地、
草地和人造地表在干旱半干旱区内地表反照率明
显高于湿润气候地区，比如印度 TA 区，中国的

AMT 和 SMT 区、美国 SA 区以及巴西 TSA 和 TS 区。
3.4

陆地表层覆盖变化对地表反照率影响的国别

对比
考虑有雪覆盖条件下，耕地反照率最高，林

均出现在 5—7 月印度 TA 区。耕地地表反照率在巴

地反照率最低。受纬度、海拔的影响，降雪和融

9—10 月最低；草地反照率在巴西 TW 区 5—6 月最

盖类型之间有雪与无雪覆盖时地表反照率存在差

TW 区。

覆盖时地表反照率均有所提高，林地 （图 4 （b））

西 TW 区 4—6 月 最 低 ； 林 地 反 照 率 在 美 国 AT 区

雪的规模及时期存在较大差别，因而不同陆表覆

低 ； 人 造 地 表 反 照 率 最 低 出 现 在 5—6 月 巴 西

异性。与无雪覆盖时相比，不同陆表覆盖类型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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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幅度最小，约 0.06—0.26，耕地 （图 4 （a））

中国 SMT 区林地反照率比美国 AT 区升幅高 0.10 左

国不同气候区林地反照率提高幅度略高于美国。

耕地反照率提升约 0.29 左右，美国升高较中国更

美 国 HC、 SHT 区 ， 林 地 都 以 北 方 针 叶 林 为 主 ，

在中国升高约 0.28，美国升高约 0.26。且比较两国

提高最大，范围为 0.17—0.38。国别对比来看，中
例如，同处于 40°N—50°N 范围内的中国 WMT 区和

WMT 区内反照率提高约为 0.19，比美国升幅高出

约 0.02—0.03；35°N—45°N 范围干旱半干旱区内，

Fig.4

右。与无雪覆盖相比，有雪覆盖时中国各气候区内
为 明显，约 0.33；人造地表反照率 （图 4 （d）），
气候区整体有雪覆盖时反照率升幅变化，中国有
着比较明显的随纬度梯度升高特征。

（a）耕地地表反照率变化
（a）The surface albedo changes of cultivated land

（b）林地地表反照率变化
（b）The surface albedo changes of forest land

（c）草地地表反照率变化
（c）The surface albedo changes of grassland

（d）人造地表反照率变化
（d）The surface albedo changes of artificial surfaces

图 4 有雪覆盖与无雪覆盖对比，中、美不同气候区耕地、林地、草地和人造地表的地表反照率变化统计
Compared the surface albedo under snow-cover to snow-free condition，the albedo changes of cultivated land，forest land，
grassland and artificial surfaces in different climate zones between China and USA from 2000 to 2015

模拟无雪覆盖时开垦与城镇化引起的地表反

草地开垦在巴西、印度和中、美亚热带湿润

照率变化，结果表明：林地开垦在中、美、印、巴

区引起地表反照率升高，幅度约 0.02。在中国干

中、美、印 3 国各气候区内变化幅度差异明显，而

下降 0—0.02 和 0.04—0.06。在美国除 SH 区外，其

四国均引起地表反照率上升 （图 5 （a） —5 （d）），
巴西整体增幅相对稳定。干旱地区毁林垦殖活动

将导致反照率增加更为剧烈，如中国 AMT 和 SMT
区、美国 AT 区与印度 TA，反照率上升幅度远高于

旱半干旱区、中高纬地区和 TP 区，地表反照率约
余气候区地表反照率在冬季呈现约 0.02 幅度的下
降。（图 5 （e） —5 （h））。

林地转变为人造地表引起 4 国反照率均以升

其他气候区。中高纬度林地开垦带来的反照率升高

高为主 （图 5 （i） —5 （l））。耕地转变为人造地

为 0.01—0.06，其中 HC 区冬季升幅达 0.06—0.11。

（图 5 （q） —5 （t）） 出现地带分异。美国各气候

在中国 WMT 区约为 0—0.04，美国 SHT 和 HC 区约

表 （图 5 （m） —5 （p）） 与草地转变为人造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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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耕地与草地转变为人造地表导致反照率下降，
耕地转变为人造地表时降幅约 0—0.03，草地转变为

人造地表降幅约 0.01—0.02 （图 5 （n） 和图 5 （r））。
中国耕地主要分布于 WMT、WT 和 NS 区，耕地转

化为人造地表导致 WMT 区春季反照率略升高约
0.01，而其余季节则降低约 0.01；NS 区夏季反照率

降低约 0.01，其余季节升高约 0.01；WT 区反照率全

年均表现为降低，程度约 0.01 左右 （图 5 （m））；

2020, 24（7）

干旱半干旱区则表现为全年下降。SMT 和 AMT 作

为中国以草地覆盖为主气候区，草地转变为人造
地表时，SMT 区反照率下降 0—0.02，AMT 区反照

率则上升 0—0.02 （图 5 （q））。印度和巴西的干

旱区耕地、草地转化为人造地表时反照率变高，
约升高 0—0.01，且印度干旱半干旱区夏季升高明
显；而其余气候区的转化导致反照率有 0—0.02 的
下降 （图 5 （o） 和图 5 （p））。

（a）中国 林地→ 耕地 反照率变化（b）美国 林地→ 耕地 反照率变化（c）印度 林地→ 耕地 反照率变化（d）巴西 林地→ 耕地 反照率变化
（a）Surface albedo change due to （b）Surface albedo change due （c）Surface albedo change due （d）Surface albedo change due to
forest reclaim in China
to forest reclaim in USA
to forest reclaim in India
forest reclaim in Brazil

（e）中国 草地→ 耕地 反照率变化（f）美国 草地→ 耕地 反照率变化 （g）印度草地→耕地反照率变化（h）巴西 草地→ 耕地 反照率变化
（e）Surface albedo change due to （f）Surface albedo change due （g）Surface albedo change due （h）Surface albedo change due
grassland reclaim in China
to grassland reclaim in USA
to grassland reclaim in India
to grassland reclaim in Brazil

（i）中国 林地→人造地表
反照率变化
（i）Surface albedo change result
from urbanization to forest in
China

（j）美国 林地→人造地表
反照率变化
（j）Surface albedo change
result from urbanization to
forest in USA

（k）印度 林地→人造地表
反照率变化
（k）Surface albedo change
result from urbanization to
forest in India

（l）巴西 林地→人造地表
反照率变化
（l）Surface albedo change result
from urbanization to forest in
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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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中国 耕地→人造地表
反照率变化
（m）Surface albedo change
result from urbanization to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n）美国 耕地→人造地表
反照率变化
（n）Surface albedo change
result from urbanization to
cultivated land in USA

（o）印度 耕地→人造地表
反照率变化
（o）Surface albedo change
result from urbanization to
cultivated land in India

（p）巴西 耕地→人造地表
反照率变化
（p）Surface albedo change
result from urbanization to
cultivated land in Brazil

（q）中国 草地→人造地表
反照率变化
（q）Surface albedo change
result from urbanization to
grassland in China

（r）美国 草地→人造地表
反照率变化
（r）Surface albedo change
result from urbanization to
grassland in USA

（s）印度 草地→人造地表
反照率变化
（s）Surface albedo change
result from urbanization to
grassland in India

（t）巴西 草地→人造地表
反照率变化
（t）Surface albedo change
result from urbanization to
grassland in Brazil

Fig.5

3.5

讨

图 5 中、美、印、巴不同气候区开垦与城镇化引起的反照率变化统计
The changes of surface albedo due to reclaim and urbanization in different climate zones between China，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Brazil

论

反照率作为地表能量平衡的关键因子之一，
同时也是气候模式的重要参数，目前由人类活动
造成陆表覆被变化对其影响的效应仍具有不确定
性，对于地表反照率的变化分析仍集中于纬度带
和全球尺度，结果也较为粗略。Zhang 等 （2010）
通过多源遥感数据集研究反照率在 2000 年—2008 年

的变化发现北/南半球约有 0.01 的降低/升高，而 Li
等 （2018） 研究结果表明 2002 年—2016 年北半球
高纬度和中纬度地区反照率约有 0.004 的下降和
0.0009 的上升，相较本文的结果略低，粗分辨率

相同气候背景下，地表反照率年际变化在不同国
别存在变化方向和幅度的差异。相近的气候背景
条件下反照率变化表现出的空间异质性，既可以
反映自然地理本底的差异，也能够体现不同国别
土地利用方式、生态环境政策等人为扰动的差异
特征，有助于深入剖析陆表覆被类型变化对反照
率影响的驱动机制。一般研究表明，全年反照率
在冬季最高，无雪状况下春秋较高，而夏季较低
（Zhang 等，2010）。但通过本文对无雪覆盖时真实
地表反照率年际变化分析看来，这种季节特征主
要出现于干旱和半干旱区，而中低纬度气候湿润
地区的地表反照率全年波动变化较小，在生长季

与空间较大尺度的平均使得区域/局地尺度上地表

中略有升高 （Liu 等，2015）。这种现象与不同气

反照率变化及其气候特征的差异性描述受到限制。

候背景下植被覆盖和土壤湿度有关，土壤湿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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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照率呈负相关关系，有学者对热带雨林的研究

结构差异如林种、人为干扰、城市内部景观组合

表明，热带森林反照率变化有着明显的季节周期

等下垫面变化，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地表反照率。

性 ， 峰 值 出 现 在 土 壤 湿 度 最 低 的 时 段 （Gash 和

因此，从生物物理机制上辨识陆表覆盖变化对区

Nobre，1997），在土壤湿度较低时这种变化将更

为剧烈 （Wang 等，2004； Zhang 和 Huang，2004），

从而干旱半干旱区地表反照率会明显高于湿润区。
但是，在反照率明显下降的中国黄土高原，自

2000 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草、退牧还草等生态工
程，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导致地表反照率呈现

逐年降低趋势，不同于美国同纬度干旱区逐年升
高的地表反照率变化趋势。在城镇化区域，由于

2000 年—2015 年中国城镇化经历“扩展提速，东

域气候的影响机理及其尺度效应仍需深入研究。
同时，本文只选用 MODIS 白空反照率进行分析，
相对于采用地表真实反照率，会带来分析的不确
定性。高纬度有雪覆盖的情景中，在时间和空间
上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He 等，2014；Wang 等，
2018），因而在这些区域研究中，获取更为详细的

一致性较好的高分辨率长时间序列地表参数产品，
定量估算不同尺度陆表覆盖变化过程中地表辐射
收支与能量平衡时空变化特征、规律和机制是下

部为中心，向中西部蔓延”的扩张阶段 （Liu 等，

一步研究方向。

特别 WT 区的华北平原与 35°N 以南的亚热带湿润

4

区，地表反照率表现出逐年升高趋势。然而，美

本文以中国、美国、印度、巴西作为对比国

国的城镇化由于其不透水地表面积比例低，多由

别，利用卫星遥感获取的地表反照率数据与全球

2014a），大部分人造地表通过占用耕地转换而来，

结

论

透 水 地 表 和 树 木 镶 嵌 而 成 （Kuang 等 ， 2013；

地表覆盖数据，量化分析了不同国别、不同气候

盖结构的差异也会引起相同类型下反照率变化的

类型的地表反照率特征，并模拟开垦、城镇化对

Nowak 和 Greenfield，2012），这种城市内部陆表覆

区耕地、林地、草地和人造地表 4 类典型陆表覆盖

差异。巴西由于推行农业发展政策，致使热带雨

反照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

林边缘和中西部林地破坏严重，耕地与草地面积

（1） 整体比较来看，印度表现为反照率逐年

大量增加 （何凡能 等，2015），因而出现反照率上

降低而巴西则呈现轻微地逐年升高，中国和美国

升的趋势，2004 年亚马逊区域由于毁林采伐导致

则呈现出明显的地带分异性。中国干旱区以下降

印度北部 SH 区的恒河平原，大规模农业人口密集

升高；美国则相反，中部干旱区明显升高，而东

反照率值比之前提高了 2.8% （Loarie 等，2011）。

为主，特别是 SMT 黄土高原，而湿润区则表现为

分布且无法向城镇流动转型 （李佳洺 等，2017），

部和西部湿润区则降低。

灌溉开垦等人类活动加剧了地表反照率的升高，

（2） 耕地、林地、草地和人工地表的变化趋

同时在其南部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也呈现出反照

势受纬度、湿度和人类扰动影响较大。中国亚热

率升高趋势。因此，需要厘清陆表覆盖变化情景

带湿润区年均反照率均以上升为主，干旱半干旱

下地表反照率时空变化分异特征，减轻陆面过程

区则恰好相反；印度大部分气候区均表现降低趋

模式中的不确定性，从而为气候变化的生物物理

势；美国除耕地在干旱区升高以外，其余类型均

机制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依据 （肖登攀 等，2011；

为降低趋势；巴西皆表现为略微升高趋势。

Zhai 等，2014）。

（3） 无雪覆盖时，反照率年内变化具有耕地

本文试图在大尺度时空范围分析陆表覆盖变

最高、林地最低和夏高、冬低的特征。同一陆表

化对地表反照率的影响差异，将不同国别内部划

覆盖类型地表反照率在干旱半干旱区明显高于湿

分为几大气候区。然而，气候区内部空间异质性

润区。

一旦在全区甚至更大尺度进行平均，部分细节规

（4） 与无雪条件对比，有雪覆盖时，不同陆

律特性被平滑甚至掩盖掉，从而无法体现出人类

表覆盖类型地表反照率均有所提高。林地提高幅

活动主导的陆表覆盖变化对区域气候影响的真实

度最小，耕地提高最大，且中国不同气候区林地

驱动效应。并且在更小尺度上，火灾、洪水、飓

反照率提高幅度略高于美国，随纬度的升高升幅

风、火山爆发等外界自然因素也会引起下垫面属

也随之变大。

性的异常变动，此外，同种陆表覆被类型的内部，

（5） 原陆表覆盖为林地时，开垦和城镇化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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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地表反照率升高，且干旱区升高幅度高于湿

凡浩, 迟文峰, 陆灯盛 . 2015. 巴西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时空格局

润区，湿润区的升高幅度随纬度降低而减弱；为

及 驱 动 因 素 .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 34(1): 73-82) [DOI: 10.11820/

草地时，开垦主要在巴西、印度、中国和美国的
亚热带湿润区引起地表反照率升高。而城镇化引

dlkxjz.2015.01.009]
Fahey D W, Doherty S J, Hibbard K A, Romanou A and Taylor P C.
2017. Physical drivers of climate change//Wuebbles D J, Fahey D

起的反照率变动则受到原有地表覆盖、季节和气

W, Hibbard K A, Dokken D J, Stewart B C and Maycock T K,

候背景影响存在国别和气候带差异。

eds. Climate Science Special Report: Fourth National Climate As‐
sessment Volume I. Washington, DC, USA: U. S. Glob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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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research of global change, it is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that at the regional scale, changes in land use/land
cover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such as deforestation, urban expansion, and farmland reclamation affected the land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932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Chinese） 遥感学报

2020, 24（7）

and thus play a dominant factor in land surface radiative budget and energy balance, which is a key link in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the 30 m Globe Land 30 dataset and 1000 m MODIS albedo products,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spatial variations
of surface albedo at interannual and seasonal scales, and compared its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farmland, forest, grassland and artificial
surfaces in different climate zones among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Brazil. Then the changes in albedo due to reclamation and
urbanization were further simulated.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nterannual surface albedo from 2000 to 2015 showed a slight decline in India and a weak increase in Brazil,
which had a obvious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rid and semi-arid zones in China and humid zones in middle
and low latitud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howed decline trends, however the humid subtropical zones in China and the microthermal as well as
the arid zo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opposite. (2) Under the snow-free condition, the interannual surface albedo of the farmland, forest,
grassland and artificial surfaces have country differences. The surface albedo of the four types were high in summer and low in winter, and
were obviously higher in arid and semi-arid zones than in humid zones. The albedo of humid subtropical zones in China has increased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arid and semiarid zones. Except for the farmland in arid zo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showed a relatively strong
interannual trend, others generally declined. All types have decreased in India, however raised in Brazil. (3) Compared to the snow-free
condition, when under the snow condition, the surface albedo of the four land cover types have raised. The albedo changes in forest are 0.06
to 0.26, which is the smallest, and 0.17 to 0.38 in cultivated land, which is the highest. And the albedo changes of forest in China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4) Reclamation and urbanization on forest will increase the albedo in all months, which will be more
aggravated in arid zones than in humid zones. Reclamation on grassland will increase the albedo in India, Brazil, humid subtropical zone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changes due to urbanization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vari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and zones that
impacted by the original land cover types, seasons and background climate.
Therefore, even under the same climatic background, the variation of surface albedo has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magnitud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albedo changes can reflect the differences in natural geographic background and can also reflect the
differentiation in human disturbances such as different land use patterns and eco-environment policies which may helps the further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impacts on land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caused by land use/land cover changes.
Key words：remote sensing, land cover changes, surface albedo,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limate zone differentiation, spatial var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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