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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区近地表冻融状态判别算法研究
张子谦 1，2，3，赵天杰 2，施建成 2，李玉霖 1，冉有华 1，陈莹莹 4，
赵少杰 5，王健 6，宁志英 1，3，杨红玲 1，3，韩丹 1，3
1. 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兰州 730000;
2.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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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藏高原地区以其独特的气候水文特征被称为“亚洲水塔”， 这一地区广泛分布的冻土及其冻融过程对
地表非绝热加热与水文过程具有重要影响。然而， 恶劣和复杂的地理环境为这一区域的地表冻融过程本地观测

和遥感监测均带来极大挑战。本文利用 AMSR-2 传感器遥感数据开展青藏高原地区的近地表冻融判别算法研
究， 包括判别式算法和季节性阈值算法， 并使用 4 个青藏高原典型地区的土壤温湿度密集观测网数据对算法进
行区域适应性优化。研究特别针对季节性阈值算法进行了两点改进： 首先考虑到地表发射率的变化对于冻融相

态的转变指示更为直接，故采用 6.9 GHz 水平 （H） 极化的准发射率替换季节性阈值算法中的原有冻结因子； 其

次使用一种新的数据归一化方法：标准差归一化方法， 用以替代原有的离差归一化方法， 并通过阈值设定对判
别精度的影响分析改进后的优势。结果证明， 冻融判别式算法在升轨时期的整体精度最具优势， 其优势在于能
够减少夏季地表发射率复杂变化导致的误判， 基于标准差归一化方法的季节性阈值算法在降轨时期的整体精度
具有优势。通过对不同典型区域的冻融土辐射特征和判别精度的分析， 发现地表发射率的变幅 （初始液态含水
量） 大小是影响所有冻融判别算法精度的最关键因素。
关键词：遥感，青藏高原，土壤冻融，微波遥感，AMSR-2，判别式算法，季节性阈值算法
引用格式：张子谦，赵天杰，施建成，李玉霖，冉有华，陈莹莹，赵少杰，王健，宁志英，杨红玲，韩丹 .2020. 青藏高原地区近地表冻融
状态判别算法研究 . 遥感学报，24（7）：904-916
Zhang Z Q，Zhao T J，Shi J C，Li Y L，Ran Y H，Chen Y Y，Zhao S J，Wang J，Ning Z Y，Yang H L and Han D.
2020. Near-surface freeze/thaw state mapping over 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Chinese），24（7）：
904-916［DOI：10.11834/jrs.2020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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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冻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53.5% 左右， 冻融循环对
农业生产， 土壤侵蚀， 气候变化， 植被净初级生

近地表冻融循环过程是众多陆表过程中的重

产力等方面均产生影响。土壤冻融的实质是土体

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项关键影响因子调节着全球

中固态冰与液态水相变的交替， 由于两种状态的

及区域范围内地气系统的水热交换， 碳循环， 水

物理性质较为明显的差异， 使得冻融过程就像自

循环及能量平衡。在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下， 对

然界的一个巨大的“开关”， 当土壤处于融化状态

冻融循环的深入研究及冻融状态的监测能够使我

时，“开关”打开， 水文、生态等过程处于活跃状

们更好地理解寒区生态水文过程对于气候变暖的

态；当土壤处于冻结状态时，“开关”关闭，各种

响应。中国领土辽阔广大且处于中低纬度地区，

陆表过程处于休眠期或缓慢活动状态 （张立新 等，

多年冻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21.5% 左右， 季节性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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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谦 等：青藏高原地区近地表冻融状态判别算法研究

对于传统单点测量的冻融监测方法， 包括温
度剖面测量和冻结管等， 不仅需要人力物力的耗

905

等 （2011） 和 Hu 等 （2019） 在黑河上游车载微波

辐射计实验数据基础上， 利用寒区地表土壤状态

费， 而且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监测方法很难推广

由冻到融和由融到冻过程中亮温的变化特征， 结

至更大的空间范围。近些年来， 卫星遥感技术飞

合在此期间土壤发射率的变化特征组成了一套寒

速发展且作为一项有效的工具使得同步监测大范

区冻融土微波观测数据集， 同时利用冻土介电模

围的冻融循环过程成为可能， 尤其是具有全天时

型， 改进的积分方程模型 （AIEM）， HUT 积雪微

全天候监测能力且对于土壤中液态水分的变化极

波辐射模型对寒区辐射特征进行了模拟， 利用实

为敏感的微波遥感， 是实现近地表冻融循环过程

测数据和模拟数据构建了基于费歇线性判别方法

监测及冻融状态判别十分有效的手段 （施建成 等，

的冻融判别式算法 （DFA）。其研究发现， 冻土的

2012）。由于冻融土之间介电常数的显著差别， 微

微波辐射特性与土壤含水量密切相关， 当土壤含

波遥感所测得地表亮度温度及后向散射系数对于

水量较低时， 亮温随着土壤的冻结减少， 而土壤

冻融状态的变化具有极强的敏感度， 特别是具有

含水量较高时， 亮温随着土壤的冻结而增加。而

高时间分辨率的被动微波遥感在冻融监测中具有

发射率不管在干旱或湿润地区都会随着土壤冻结

较为广泛的使用。

过程 （液态水减少） 而增加。研究使用 36.5 GHz

早期基于被动微波遥感的冻融研究使用的
基 础 数 据 集 来 自 Nimbus-7 卫 星 携 带 的 扫 描 式 多

垂直极化亮温指示地表温度的变化， 使用其他低

频水平极化通道除以 36.5 GHz 垂直极化亮温构建

通 道 微 波 辐 射 计 SMMR （Scanning Multi-channel

“准发射率”概念， 用以指示冻融相态转变，由此

出 的 理 论 基 础 上 ， Zuemdorfer 等 （1990） 发 现

勤玉等 （2014） 利用新的冻土模型对冻融判别式

度，以及 37 GHz 的亮温本身可以作为土壤冻融状

效果。为了增强算法的普适性， Wang 等 （2019）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 搭载的微波辐射计

集观测网络数据， 对冻融判别式算法的方程系数

Microwave Radiometer）， 在 England （1974） 所 提

建立了冻融判别式方法。胡文星等 （2017） 和叶

SMMR 传 感 器 的 18 GHz 与 37 GHz 的 负 亮 温 谱 梯

算法进行改进， 同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精度提升

态的判别。在国防气象卫星计划 DMSP （Defense

在结合北半球 5 个国家的 46 个站点土壤温湿度密

SSM/I （Special Sensor Microwave Imager） 开始工作

进行了普适性调整， 并考虑了卫星升降轨的差异

Jin 等 （2009） 提出了一种基于决策树方法的冻融

型站点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但其在青藏高原地区

射指数 SI， 37 GHz 垂直极化亮温， 19 GHz 极化

得益于硬件技术的发展， SMOS （Soil Moisture

后， Judge 等 （1996） 对先前的算法进行了调整。

性而建立了不同的判别公式， 并在北半球各国典

判别算法， 此算法联合使用了 3 个关键指标：散

的精度相较于北半球其他地区较低。

差， 分析了亮温时序信息及冻/融土的微波辐射和

and Ocean Salinity mission） 卫 星 （Kerr 等 ， 2001）

散射特征的同时， 排除了沙漠、降水等对于冻/融
土具有干扰作用的散射体的影响。
EOS 下午星 Aqua 携带的高级微波扫描辐射计

增强型 AMSR-E 继承了先前卫星传感器的优势波
段并且增加了更多新的通道。Han 等 （2015） 和

Tang 等 （2019） 以 青 藏 高 原 的 实 际 地 理 情 况 出

发， 分别提出用全波段的水平极化亮温标准偏差
指数 （SDI） 和每 9 d 的 6.9 GHz 水平极化标准偏差

使 用 合 成 孔 径 技 术 、 SMAP （Soil Moisture Active

Passive mission） 卫星 （Entekhabi 等，2008） 使用

大反射面天线分别实现了星座 L 波段微波辐射的测

量， 其对于地表介电特性的变化具有更高的敏感
性。Derksen 等 （2017） 和 Prince 等 （2018） 将基

于微波极化差异指数 （MPDI） 的季节阈值算法分
别应用到 SMAP 卫星和 Aquarius 卫星上生产了全球

冻融产品。季节阈值算法的原理利用离差归一化

代替早期双指标算法的亮温谱梯度指标， 分别制

方法对遥感信号在冻土和融土之间的不同进行了

定了新的判别阈值， 并且在青藏高原地区进行了

计算得到季节比例系数， 进而与冻融边界阈值比

应用。然而在空间异质性影响下阈值选取的不确

较反演出近地表冻融状态， 但该方法容易受到植

定性使得算法精度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性， Zhao

被变化和干旱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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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广泛， 由于其复杂的气候、海拔、地形等因

2

研究区及数据源

素， 其发育了各种冻土类型：短时冻土、岛状冻

2.1

青藏高原地区

素有“亚洲水塔”之称的青藏高原地区冻土

土、季节性冻土和多年冻土， 使得各种冻融判别

青藏高原位于中国西南部， 是世界上海拔最

算法的精度及阈值的选取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和

高的高原， 为了充分考虑其复杂的气候、水文、

不确定性。本文利用位于青藏高原中部、东部、

地形地势、陆表覆盖类型、近地表土壤干湿状况

中南部、西部的 4 个地区 （那曲， 玛曲， 帕里，

原的中部、东部、中南部、西部， 气候条件及土

阿里） 的观测站点数据完成了判别式算法在青藏
高原地区的适应性优化， 将季节性阈值算法应用
到 AMSR-2 传感器的同时， 利用标准差归一化方
法对季节性阈值算法的归一化方法性进行替换，

并通过阈值—精度变化曲线完成两种季节阈值算
法的阈值选取， 用以提高青藏高原地区的近地表

Table 1

2.2

壤干湿度情况涵盖了半湿润、半干旱、干旱等类
型， 同时地面实测数据源覆盖了丘陵、平原、河
谷、山谷等不同的地形地势及水文特征， 陆表覆
盖类型多数以草原或低矮植被覆盖为主， 海拔涵
盖从 3500 —5100 m 的范围。主要选取 4 个站点的

5 cm 土 壤 温 湿 度 数 据 进 行 算 法 的 调 整 及 验
证 （表 1）。

冻融状态判别精度。
表1

等特征， 本研究选取的 4 个站点分别位于青藏高

青藏高原各观测网络站点情况
Details of Tibetan Plateau each station

观测网名称

站点数/个

像元数/个

经纬度范围

海拔范围/m

气候类型

那曲（CTP-SMTMN）

38

16

33.0°N—32.0°N
91.5°E—92.5°E

4470—4892

半干旱

帕里（CTP-SMTMN）

21

6

4270—4579

半干旱

玛曲（Tibet-Obs）

20

15

3425—3815

半湿润

阿里（Tibet-Obs）

16

4

4245—4390

干旱

那曲土壤温湿度密集观测网络
那曲市位于青藏高原中部， 地势较为平坦， 丘

陵起伏， 土地覆盖以高寒草甸为主， 平均海拔为
4650 m， 受南亚夏季风影响年降水量约 500 mm，
属于半干旱地区， 土壤冻结及融化通常发生在 11 月
和 5 月 ， 那 曲 观 测 网 络 建 于 2010 年 ， Yang 等

（2013） 在那曲市附近分别从 L （100 km×100 km）、
M （25 km×25 km）、S （10 km×10 km） 范围进行密
集观测网络的建网工作， 并于 2012 年完成 56 个站

点的架设工作， 选用 EC-TM 及 5TM 探头对近地表
土壤进行分层测量， 传感器采样间隔为 30 min，

且探头于第一层为倾斜插入 0—5 cm 土层， 考虑

到微波遥感传感器工作特征， 本文主要选取
了 100 km×100 km 范 围 内 38 个 均 匀 分 布 站 点 的
0—5 cm 土 层 观 测 数 据 集 ， 时 间 序 列 选 取 其 与

27.5°N—28.25°N
89.0°E—89.5°E

33.5°N—34.25°N
101.5°E—102.75°E

32.25°N—32.75°N
79.75°E—80.25°E

AMSR-2 所重合的 2012-07-03—2016-09-19 数据。
2.3

帕里土壤温湿度密集观测网络
亚东沟是指位于西藏帕里镇以南的喜马拉雅

山脉的亚东河峡谷， 帕里观测网络正是建立在这
样一种地势及环境之上， 站网建立在接近于喜马
拉雅山北坡的较为平坦地区， 平均海拔 4486 m，

年降水量小于 400 mm， 属于半干旱地区， 土地覆

盖主要以稀疏草地和裸地为主， Chen 等 （2017）
于 2015 年完成 21 个站点的架设工作并完成土壤水
分校正工作及传感器标定工作， 传感器类型、采

样间隔及标定方式与那曲站相同， 本文选取其覆
盖 50 km×75 km 范围内所有 21 个站点 0—5 cm 土层

土壤温湿度数据集， 由于其建站时间较晚， 只选

取 2015-06-21—2016-09-27 这 一 时 间 序 列 的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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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玛曲土壤温湿度密集观测网络

温湿度数据。

玛曲观测网于 2008-07 建于甘肃省玛曲县南

2.5

部黄河源区域流入黑河的弯道附近， 位于青藏高
原 东 北 部 边 缘 （33°30'N—34°15'N， 101°3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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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土壤温湿度密集观测网络
阿里观测网络建于 2010-06， 位于青藏高原

西部阿里地区噶尔县一条贯穿山谷的森格藏布

102°45'E）， 冬季干燥， 夏季多雨， 属于半湿润

（汉 语 译 为 狮 泉 河） 附 近 （32° 15'N—32° 45'N，

分布覆盖了典型的丘陵、河谷、河流、湿地、草

下垫面类型主要为高寒稀疏沙草地， 年降水量在

地区， 平均海拔于 3430 —3750 m 之间， 站点的
地和裸土区域， 在大约 40 km×80 km 范围内建立

了 20 个 土 壤 温 湿 度 监 测 站 点 ： 11 个 站 点 位 于 黄
河、黑河的山谷地区；3 个站点位于山丘的山谷地
区；4 个站点位于陡峭的斜坡上；2 个站点位于湿

地区域 （Su 等， 2011）。土壤温湿度监测探头使

用的是 EC-TM， 且已对其标准标定方程进行了校
准 ， 本 文 选 取 其 所 有 20 个 站 点 在 2012-07-03—

2014-12-31 时间序列上所监测的 5 cm 土层的土壤

Fig.1

2.6

79°45'E—80°15'E），属于高山荒漠环境， 该区域

75 mm 左右， 属于干旱地区， 平均海拔在 4300 m
左右， 在此区域 50 km×50 km 范围内建立了 16 个

均匀分布的土壤温湿度监测观测点， 观测网覆盖
以荒漠为主， 同时包含灌木丛、河床、稀疏草地、
沼泽及湿地边缘等区域， 探头及标定校准与玛曲
观测网络所采用的方式相同， 本研究选取这 16 个

站 点 于 2012-07-03—2015-12-31 时 间 序 列 上 的
5 cm 土壤温湿度观测数据。

图 1 青藏高原地区 4 个土壤温湿度密集观测站网分布情况
The distribution of four SMTMN（Soil Moisture and Temperature Measure Network）over Tibetan Plateau area

AMSR-2 卫星数据
AMSR-2（Advanced Microwave Scanning Radio-

meter-2）传感器搭载在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于 2012 年 5 月发射升空的第一期全球变化观
测任务 （GCOM-W1） 卫星上 （Imaoka 等，2010），

作为上一代 AMSR-E 的继任者， AMSR-2 基本保
持了与 AMSR-E 的各参数相同的设置， 以 55°为入

射角对地进行扫描， 可以获取地球表面约 1450 km
宽地区的观测数据， 天线每 1.5 s 旋转一次， 这种

锥状扫描机制使得 AMSR-2 每 2 d 即可获得一组覆

908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Chinese） 遥感学报

2020, 24（7）

盖全球 99% 以上的昼夜微波观测数据， 且相较于

3

冻融状态判别算法

测量数据作为补充。GCOM-W1 卫星是太阳同步卫

3.1

费歇判别分析方法

上一代传感器新增 7.3 GHz 波段双极化亮度温度的
星， 其升轨与降轨过境赤道的时间分别为当地时
间 13：30 左右及 1：30 左右 （AMSR-E 与 AMSR-2 大

体相差 10 min 以内）， 根据青藏高原地区实际情

况， 其足以分别代表当地土壤温度日变化中的极
大值和极小值， 因此基于青藏高原地区土壤温湿度
密集观测网络的实测数据也选以相同时间， 以确
保在时空尺度上遥感卫星数据及实测数据的对应。

AMSR-2 共有 7 个中心频段， 14 个通道 （表 2）。

其中的部分低频波段6.925 GHz，7.3 GHz，10.65 GHz
及 18.7 GHz 对于地表发射率较为敏感， 23.8 GHz
的两个极化通道主要用于探测大气中的水汽，

36.5 GHz 的垂直 （V） 极化通道则表现出相较于其
他波段与地表温度更好的相关关系， 且由此延伸

出一些针对于此波段的遥感反演地表温度算法

判别分析是一种根据观测变量判断研究样本
是如何分类的多变量统计方法 （Mika 等，1999）。
其任务在于根据已掌握的一批分类明确的样本建
立用以预测未知分类样品的判别函数。常用的判
别分析方法主要有费歇判别分析法和贝叶斯判别
分析法， 前者主要用于两类判别， 后者则更适用
于多类判别。
费歇判别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基于距离的
远近作为判别标准， 即样本投影到边界函数的
投 影 向量的长度， 同时选取一组适当的系数 c1，
c2，… ，ck， 使得类间差异 D 最大且类内差异 V 最
小 （式 （1），（2），（3））。
D = yˉ ( a) - yˉ (b)

V = v ( a) + v (b)
yˉ ( a) - yˉ (b)
Q = Q ( c 1，c 2，…，c k ) =
v ( a) + v (b)

（毛克彪 等，2005）， 而对于较高频段 89 GHz 主要

用于对降水的研究。用以表征地表冻融事件发生

（1）
（2）
（3）

的环境因子主要为土壤湿度及温度， 36.5 GHz 垂

式中，a， b 分别表示两个随机样本， y， v 分别表

变化 （Chai 等，2014；Kim 等，2017）， 而 6.9 GHz

大即 Q 的一阶偏导函数等于 0 时方程组的解， 解

直 （V） 极化亮温被证明可以较好的表征地表温度
水平 （H） 极化准发射率相较于其他高频波段能够

更好地反映土壤内水分固液相变 （Hu 等，2017；
Kou 等 ， 2017； Zhang 等 ， 2010）， 故 主 要 选 取

示类间某函数和类内某函数， 而使得 Q 值达到最
得可知判别式的基本形式 （式 （4））， D 为用来
分类的标准分数 Score。

D = c 1 x 1 + c 2 x 2 + ... + c k x k

(4)

2012-07-03—2016-12-31 时 间 序 列 上 25 km 空 间

式中，x1—xk 表示待处理样本， 对于任意一个样本

垂直 （V） 极化 L3 级亮温网格产品。本文所使用

别函数分数值， 判别临界点可通过式 （5） 得到

分辨率的每日 6.9 GHz 的水平 （H） 极化及 36.5 GHz

在 k 个指标上的观察值， 都可以计算出对应的判
p∑ĉ j aˉ j + q∑ĉ j bˉj
k

的遥感卫星数据产品来源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

k

发机构 JAXA 的全球变化观测任务 （GCOM） 数据

y0 =

W/data/data_w_dpss. html ［2019-06-26］ ） 及 其 所

为了适用于近地表冻融判别式， 首先选取卫

中 心 共 享 平 台 （http：//suzaku. eorc. jaxa. jp/GCOM_
提供的 FTP 服务器 （ftp.gportal.jaxa.jp）。

带宽/

GHz

MHz

10.65

100

6.925/7.3
18.7
23.8
36.5
89.0

极化方式

350
200
400

1000
3000

光束宽度/（°）

（水平分辨率/km）
1.8（35×62）
1.2（24×42）

水平（H），
垂直（V）

0.65（14×22）
0.75（15×26）
0.35（7×12）
0.15（3×5）

p+q

j=1

，
( y (b) ≤ y 0 ≤ y ( a) ) （5）

星 数 据 所 得 的 6.9 GHz 水 平 （H） 极 化 准 发 射 率

（式 6） 和 36.5 GHz 垂直 （V） 极化亮温作为判别式

表 2 AMSR-2 传感器各通道参数
Table 2 AMSR-2 sensor channel parameters

中心频率/

j=1

的两个指标对近地表冻结土壤及融化土壤两种类

采样间隔/
km

10

5

别进行判别， 准发射率与准温度指标与其在空间
时间上相对应的近地表实测土壤温度分别具有较
好的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 将调整后的冻融判别

公 式 与 冻 融 指 数 FTI （Zhao 等 ， 2017； 王 健 等 ，
2019） 结合起来 （式 7）。
Qe 6.9 H =

Tb 6.9H
Tb 36.5V

（6）

FTI = D F - D T = a·Tb 36.5 V + b·Qe 6.9 H + 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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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是将分数 D 与边界值 y0 组合得到的常数，

响， 一般认为亮温值大于 320 K 即可判定受到 RFI

于 0 时， 可判定该像元为冻结像元， 当 FTI 小于 0

剔除。

故可定义 FTI=0 为冻融状态判别边界值， 当 FTI 大

干 扰 ， 故 将 AMSR-2 数 据 中 大 于 320 K 的 数 据

时， 可判定该像元为融化像元 （式 （8））。由于

FTI ≤ ∆ ( t) thr' → 融化

C， X 波段亮温值受到射频干扰 （RFI） 的影响较

FTI > ∆ ( t) thr' → 冻结

大， 因此采用常用的简单阈值法以去除 RFI 的影

（a）升轨时期的结果
（a）Results during the period of ascend

Fig.2

∆ ( t) thr' = 0

（8）

（b）降轨时期的结果
（b）Results during the period of descend

图 2 两种季节阈值算法精度—阈值变化
Accuracy-threshold changes between two Seasonal Threshold Algorithm（STA）

考虑到季节性冻融循环在该区域所存在的空
间异质性， 本文对实测站点的温度数据即费歇判

节性波动的冻结因子作为判据， 并针对青藏高原

该区域整体状况， 且实测均温大于 0 时判定为融

地区进行了阈值的选取与修正。
Qe 6.9 H ( t) - Min (Qe 6.9 H )
∆ ( t) =
Max (Qe 6.9 H ) - Min (Qe 6.9 H )

冻 结 ， 标 记 其 状 态 变 量 为 1， 将 其 与 卫 星 数 据

数 据 组 中 6.9 GHz 水 平 （H） 极 化 的 准 发 射 率 ，

别式中分类明确的样本进行均值处理用以来反应
化， 标记其状态变量为 0， 均温小于 0 时判定为

36.5 GHz 垂直 （V） 极化亮温， 6.9 GHz 水平 （H）
极化准发射率这两个分类指标组成一个数据
组， 数据预处理操作完成后， 将各观测网数据

组 作 为 输入变量进行线性判别分析 LDA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得到两个介于升降轨的差
异分别建立的不同轨道冻融判别公式。
3.2

基于离差归一化方法的季节阈值算法
季节阈值法的基本原理在于选择随季节波动

（对冻融循环发生敏感） 的遥感信号对冻融状态进

式中， Δ（t）代表归一化冻结因子， Qe6.9H（t）代表该
Min（Qe6.9H）代表所输入的该时间序列下的每年 7，

8 月 份 的 Qe6.9H 的 最 小 的 10 个 值 的 均 值 ， Max

（Qe6.9H） 代表所输入的该时间序列下的每年 1，2 月

份的 Qe6.9H 的最大值的 10 个值的均值。根据对样本
整体判别精度与方法阈值变化曲线 （图 2）， 将该

方法阈值 ∆ ( t) thr' 设定为 0.7 精度效果最佳。当 ∆ ( t)
小于阈值 ∆ ( t) thr' 时， 判定为冻结；当 ∆ ( t) 大于阈
值 ∆ ( t) thr' 时， 判定为融化。

∆ ( t) thr' = 冻融判别阈值

行判定。基于 L 波段的被动微波遥感卫星 SMOS、

∆ ( t) ≤ ∆ ( t) thr' → 冻结

SMAP 和 Aquarius 等均采用此方法进行冻融状态的

判别。以往研究通常采用微波极化差异指数

（MPDI） 作为冻结因子，本研究根据 AMSR-2 的亮

温数据的多频率特征， 直接使用准发射率作为季

（9）

∆ ( t) > ∆ ( t) thr' → 融化

3.3

（10）

基于标准差归一化方法的季节阈值算法
考虑到离差标准化在其最大最小值选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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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算法更为稳定高效。

根据图 2 结果，选取 0.85 作为升轨时期的基于

差 归 一 化也称为标准分数归一化 （Standard Score

离差归一化方法的季节阈值算法的阈值，降轨时

数据在分布中相对位置的方法， 对于处理冻融循

差归一化方法的季节阈值算法的阈值，降轨时期

Normalization）， 是一种可以在整个序列上看出某元
环状态的布尔型变量十分适用， 且相对于离差归

一化方法可省去对于最大最小值标准位置的选取。
Qe 6.9 H ( t) - Mean (Qe 6.9 H )
∆ ( t) =
（11）
STD(Qe 6.9 H )
式中，Mean （Qe6.9H） 代表所输入的该时间序列下

所 有 Qe6.9H 的 均 值 ， STD （Qe6.9H） 代 表 所 有 Qe6.9H

期选取为 0.7；选取 0.7 作为升轨时期的基于标准
选取 0.55。

冻融判别式算法的结果指标冻融指数 FTI 在青

藏高原 4 个站点随季节性冻融循环发生的变化情况
如图 3 所示， 红色方形代表观测网实测的融化土
壤， 蓝色表示冻结土壤；红色圆点代表冻融判别
式判定为融化状态的土壤， 蓝色表示其判为冻结

的标准差。 针对当地情况进行阈值选取， 阈值范

的土壤。

值时， 判定土壤状态为冻结， 反之当季节比例系

玛曲地区判别效果优于较为干旱地区的图 3 （c） 、

∆ ( t) thr'：冻融判别阈值

说明由地表发射率表征的土壤水分在冻融判别中

围一般为-1—1， 当季节比例系数 ∆ ( t) 小于判别阈
数 ∆ ( t) 大于判别阈值时， 判定土壤状态为融化。
∆ ( t) ≤ ∆ ( t) thr' → 冻结
∆ ( t) > ∆ ( t) thr' → 融化

4

结果分析

4.1

算法结果

冻融判别式在图 3 （a）、图 3 （b） 所示的那曲、

图 3 （d） 帕里、阿里地区， 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

的重要影响， 水冰相变并不能仅由温度的变化来
（12）

进行判别。冻融判别式算法在图 3 （b） 玛曲地区
2013 年夏季融土的判别中出现极个别误判， 相较

于 图 4 （b）， 图 5 （b） 的 两 种 算 法 判 别 效 果 更

好， 夏季的生长期和径流变化等因素导致发射率
呈较为复杂， 不规律的变化， 其表征土壤水分固

将青藏高原地区各观测网络实测土壤温度数据
导入冻融判别式的建立机制， 得到重新调整参数后
冻融判别式的升轨 （式 （13）） 和降轨 （式 （14））
判别式，将 Tb36.5V 和 Qe6.9H 代入判别公式以求得其

FTI 值用以进行近地表冻融状态判别， 当求得 FTI
大于 0 值， 判定其对应的区域或像元整体土壤呈
冻结状态， 反之当 FTI 小于 0 值， 判定其对应的
区域或像元整体土壤呈融化状态， 由于费歇判别

机制的原理使得 FTI 值的大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一
定程度表征土壤冻结/融化程度。
FTI_A = -0.1582·Tb 36.5 V + 15.8698·Qe 6.9 H + 28.1885

（13）
FTI_D = -0.1917·Tb 36.5 V + 12.2953·Qe 6.9 H + 37.4322
（14）

图 2 中红线代表基于标准差归一化方法的精度

随阈值变化曲线图， 蓝线代表基于离差归一化方
法的季节阈值算法， 可以看出标准差归一化方法

液相态差异的能力降低， 此时对温度敏感的 Tb36.5V

变量起到了关键的校正作用。图 4 （b）， 图 5 （b）
中 其 值 域 多 数 超 出 0—1 范 围 是 由 于 玛 曲 地 区 的
Qe6.9H 最值并非出现在这 4 个月份， 如果调整最值

的选取机制， 选择全局最值作为参量进行冻融判
别会导致整体精度大幅降低， 但在总体对其阈值
进行调整后也可将其精度达到一个较为可观的
水平。
两种季节性阈值方法所求得用于判别冻融状
态的季节比例系数整体变化趋势差异不大， 其主
要区别在于映射到 y 轴上的投影值的离散程度及
范围不同， 标准差归一化方法是将符合正态分布
的数据处理成均值为 0 的一组数据， 其可以有效

地将判别精度峰值保持在 0.6 左右且精度较为稳

定 （图 2）； 离 差 归 一 化 方 法 是 将 数 据 值 映 射 到
0—1 范围内， 但若其最大最小值参数值选取非绝
对峰值， 则会出现跳出此范围的情况， 因故经

整体较于离差归一化方法精度更高， 且在阈值选

过对单一地区阈值的极端调整可以将两种算法达

取稳定性上更具优势， 这是因为标准差归一化方

到相同的精度峰值， 也从侧面反映出阈值稳定性

法在保证其数据正态分布的情况下均值为 0， 使

得其均一化后的数据表现出更加稳定的变化趋
势， 降低了阈值在其判别算法中的影响， 使冻融

对于判别的关键作用。两种季节阈值算法共同存
在 的 问 题 在 于 夏 季 融 土 的 误 判 情 况 （图 4 （b）
图 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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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那曲地区的时间序列
（a）Time series of Naqu area

（b）玛曲地区的时间序列
（b）Time series of Maqu area

（c）帕里地区的时间序列
（c）Time series of Pali area

（d）阿里地区的时间序列
（d）Time series of Ali area

Fig.3

Fig.4

图 3 冻融判别式算法在升轨（13：30）时期判别结果时间序列
The time series result of Discriminant Function Algorithm（DFA）in Ascend（13：30）

（a）那曲地区的时间序列
（a）Time series of Naqu area

（b）玛曲地区的时间序列
（b）Time series of Maqu area

（c）帕里地区的时间序列
（c）Time series of Pali area

（d）阿里地区的时间序列
（d）Time series of Ali area

图 4 基于离差归一化季节阈值算法在升轨（13：30）时期判别结果时间序列图
The time series result of Seasonal Threshold Algorithm（STA）based on dispersion normalized in Ascend（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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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那曲地区的时间序列
（a）Time series of Naqu area

（b）玛曲地区的时间序列
（b）Time series of Maqu area

（c）帕里地区的时间序列
（c）Time series of Pali area

（d）阿里地区的时间序列
（d）Time series of Ali area

图 5 基于标准差归一化季节阈值算法在升轨（13：30）时期判别结果时间序列图
The time series result of Seasonal Threshold Algorithm（STA）based on standard normalized in Ascend（13：30）

定为冻结的情况， TT 表示实测土壤状态为融化土

精度检验

壤且算法判定为融化的情况， FT 表示误判为融

对于 3 种算法判别精度的评价， 使用 5 cm 土壤

土， 反之 TF 表示误判为冻土， 以此对 3 种算法精

温度数据对其进行精度验证且使用下式进行判别。
FF + TT
Accuracy =
× 100% (15)
FF + FT + TF + TT
式中，FF 表示实测土壤状态为冻结土壤且算法判
Table 3

度进行评价得到下表 （表 3，表 4，表 5） 升降轨
时期的判别精度情况。

表 3 判别式算法在青藏高原地区精度
Accuracy of discriminant function algorithm over Tibetan Plateau
升轨（13：30）

那曲
玛曲
帕里
阿里
总体

误判样本/个

判别精度/%

有效样本/个

误判样本/个

判别精度/%

1126

122

89.17

1132

114

89.93

60

80.07

305

54

82.30

563

83

301
918

166

2908

431

表4
Table 4

降轨（1：30）

有效样本/个

85.26
81.92
85.18

566
925

2928

93

296
557

83.57
68.00
80.98

基于离差归一化季节阈值算法在青藏高原地区精度

Accuracy of Seasonal Threshold Algorithm（STA）based on deviation normalization method over Tibetan Plateau
升轨（13：30）

那曲
玛曲
帕里
阿里
总体

降轨（1：30）

有效样本/个

误判样本/个

判别精度/%

有效样本/个

误判样本/个

判别精度/%

1126

140

87.57

1132

176

84.45

301

31

89.70

305

36

88.20

563
918

2908

159
265
595

71.76
71.13
79.54

566
925

2928

108
184
504

80.92
80.11
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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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Tab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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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cy of Seasonal Threshold Algorithm（STA）based on standard deviation normalization method over
Tibetan Plateau
升轨（13：30）

降轨（1：30）

有效样本/个

误判样本/个

判别精度/%

有效样本/个

误判样本/个

判别精度/%

1126

148

86.86

1132

84

92.58

301

36

88.04

305

35

88.52

那曲

563

玛曲
帕里

918

阿里

2908

总体

159
196
539

71.76

566

78.65

925

81.46

2928

90
206
415

84.10
77.73
85.83

升轨时期冻融判别式算法整体精度相较于其

为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脆弱区， 青藏高原的冻土

他两种算法结果更高， 但由于阿里地区所代表的

退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地气间水、热、碳交换变

干旱地区在升降轨时期春冬地表发射率变化幅度

化， 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基于当前最为全

存在差异： 升轨相较降轨春冬时期变幅更大， 因

面的土壤温湿度观测网络数据， 结合当前常用的

此降轨时期精度效果相较于季节阈值算法精度较

冻融判别算法进行了算法的优化、改进和对比，

差，由此可见在干旱区的判别中冻融判别式算法

得到如下结论。

对地表发射率春冬变幅的大小比基于不同归一化
方法的季节阈值算法更为敏感。 而针对于那曲、
玛曲、帕里 3 个地区作为输入数据建立的针对于非

（1） 地表冻融状态判别算法的全球普适性一
直是研究中的难点问题， 在进行局部应用时有必

干旱区的公式， 在升轨和降轨时期判别式算法精

要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和调整。经过本研究对 4 个青

度均可达到 90% 以上，因故对于青藏高原的非干

据各类冻融判别算法均能在青藏高原地区达到

旱地区如那曲、玛曲、帕里地区判别式算法的精

藏高原典型观测网络的分析， 利用 AMSR2 卫星数

度及稳定性较于季节阈值算法的优势较为明显，

80% 及以上水平。其中， 升轨时冻融判别式方法

而对于干旱地区的判别，利用 36.5 GHz 频段垂直

差归一化的季节性阈值方法具有最佳判别结果

极化 （V） 的亮温数据直接反演出的地表土壤温
度，选取 0°作为阈值，可以弥补判别式在此地区
判别精度的不足。

两种基于不同归一化方法的季节阈值算法整
体精度水平在降轨时期精度相较于判别式算法更
高， 这是因为降轨判别式相较于升轨判别式其变
量解释力有所下降， 从升降轨判别式斜率变化来
看 （式 （13）、式 （14））， 降轨公式斜率的增大
使得其整体有所“失衡”， 弱化了准发射率在其中
的变量贡献程度。而不同地区春冬地表发射率变

具有最佳判别结果 （85.18%）， 而降轨时基于标准

（85.83%）。结合 3 种算法在青藏高原地区的解释参
量时序变化及精度结果， 在此区域冻融判别式算
法整体更具优势且稳定。对于降轨时期， 基于标
准差归一化的季节性阈值方法相较于其他两种算
法所带来的精度优势使其更适用于此时段的冻融
判别。
（2） 针对 AMSR2 数据的多频率特征， 本研究

将准发射率作为冻结因子引入季节性阈值算法，

并新提出使用标准差归一化方法来突出其季节性

化幅度的差异对其精度影响较小是其相较于判别

变化。研究表明采用准发射率的季节性阈值方法

式算法的优势所在， 而不同的归一化方法使得整

适用与青藏高原地区， 针对离差和标准差归一化

体精度水平和稳定性有所差异，基于标准差归一
化的季节阈值算法相较于基于离差归一化的季节
阈值算法，在进行阈值调整后整体精度有所提高。

5

结

论

中国冻土资源广泛分布在青藏高原地区， 作

方法， 其判别阈值分别设置为 0.85 和 0.7 可以达到
最佳判别结果。

（3） 标准差归一化方法省去了原有离差归一
化方法中对于最大、最小值的选取过程， 增强了
算法在阈值选取方面的稳定性， 下一步工作将考
虑此算法在全球尺度上的适用性以及阈值选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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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变化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 干旱区的冻融判别精度较低问
题在各种冻融判别算法中普遍存在， 这是由于冻
融判别的核心依据之一是地表介电特性的转变，

2020, 24（7）

Conference on Emission and Scattering from the Earth. Berne,
Switzerland: [s.n.]: 273-287
Entekhabi D, Njoku E, O'Neill P, Spencer M, Jackson T, Entin J, Im E
and Kellogg K. 2008. The Soil Moisture Active/Passive Mission
(SMAP)//Proceedings of 20008 IEEE International Geoscience

而较低的土壤水分含量导致在冻融变化过程中未

and Remote Sensing Symposium. Boston, MA, USA: IEEE [DOI:

有足够的水分发生相态转变， 这就导致算法中采

10.1109/IGARSS.2008.4779267]

用的冻结因子 （微波极化差指数、准发射率等）
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而此时， 温度的判别作
用更为重要。对于土壤冻融判别准则的定义， 原
则上应考虑其温度及持续时间， 但国际上基于遥
感技术的土壤冻融判别准则皆以土壤温度为准

Han M L, Yang K, Qin J, Jin R, Ma Y M, Wen J, Chen Y Y, Zhao L,
Lazhu and Tang W J. 2015. An algorithm based o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passive microwave brightness temperatures for moni‐
toring soil surface freeze/thaw stat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I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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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surface freeze/thaw state mapping over 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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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ibetan Plateau (TP) area is recognized as the“Water Tower of Asia”owing to its significant climatic and hydr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land surface freeze/thaw transition can hardly be detected in this area because of its harsh and complex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is study intends to establish an algorithm to identify near-surface freeze/thaw state using the AMSR-2 satellite
data, including discrimination function and seasonal threshold. The 6.925 GHz horizontal polarization Quasi-emissivity with high sensitivity
to near-surface freeze/thaw cycle should replace the relative Frost Factor (FFrel). To minimize the effect of small-scale threshold selection,
Min-Max normalization can be replaced with a new normalization method, namely, standard deviation normalization method. The
parameterization of the discrimination function algorithm to the TP area is proposed to improve algorithm accuracy using four soil moisture
and temperature dense observation network data.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discriminant function algorithm exhibits the most advantage during ascend period.
In addition, this algorithm reduces misclassification points due to complex changes of surface emissivity during summer. The seasonal
threshold algorithm based o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normalization method shows optimum performance during descend period. Moreover,
the amplitude of surface emissivity (initial liquid water content) exhibit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algorithm accuracy.
Key words：remote sensing, Tibetan Plateau, soil freeze/thaw, microwave remote sensing, AMSR-2, discriminant function algorithm,
seasonal threshold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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