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雪、冰和环境专刊》卷首语
邱玉宝 刘时银 除多 李国庆

青藏高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典
型和热点区，也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区域，拥有除极区
外全球最大淡水储量，高原冰雪、气候、生态环境变化备受关注。
2017 年 8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是生态安
全屏障，需特别关注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为应对“一带一路”发展中所面临的环境、生态和水安全等可
持续发展问题，2016 年 5 月，中国科学院发起“数字丝路”
（DBAR）
科学计划，并成立“数字丝路”科学计划高寒区任务组（DBARHiMAC），围绕高山与极地寒区地球大数据集的构建，从地球观测、
科学理解、信息服务和社会受益等方面来应对高寒区发展中所面临
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的挑战，为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作为全球变化关键敏感要素的冰川、积雪、湖泊、植被等面临
地面观测资料匮乏、历史数据回溯难的挑战，而遥感观测，依赖其
不同的空间分辨率、成像模式及长时间的数据积累，可大范围、长
时间地提供不同时空分辨率的环境和气候变化信息，在偏远和环境
恶劣区域的监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全球业务化卫星观
测拥有超过 40 年的数据存档，特别是美国陆地资源、欧洲哨兵系
列和中国高分等卫星资料已实现了开放共享，使得青藏高原地区的
观测数据和地球物理参数获取能力获得大幅度提升，为高寒区地球
大数据的构建提供了机遇。
高寒区地球大数据建设还亟需数据的有效、可持续共享，科学
数据出版采用数据期刊方式，以数据文章和数据发布相结合向科学

界和社会公众公开，可极大地方便和保障数据的共享和高效应用。此次专刊在公益性
行业（气象）科研专项“青藏高原遥感积雪气候数据集建设”及“数字丝路”高寒区
任务组相关项目等基础上，通过《中国科学数据》编辑部的协助，向项目及科研工作
者集中征集青藏高原雪、冰和环境数据相关文章并开展数据的公开发布。
专刊共遴选出 9 篇数据论文，其中冰川数据集 3 套，涵盖多期次的藏东南冰川编目、
慕士塔格峰山地冰川表面冬季运动分布和西藏卡若拉冰川面积变化等数据条目；湖泊
数据集 2 套，涵盖 2002 ～ 2016 高原地区 51 个大型逐日湖冰物候及 2000 ～ 2012 年中
大型高原湖泊水面变化数据集；积雪数据集 2 套，涵盖 2015 ～ 2016 年青藏高原雪深
自动观测数据集及 2002 ～ 2016 年青藏高原逐日积雪覆盖率数据集；高原环境和气候
数据集 2 套，涵盖 1960 ～ 2012 年青藏高原极端气候指数数据集和青藏高原地区物候、
植被覆盖类型、生物量数据集等。
此次专刊数据产品的发布，可为青藏高原地区雪水资源、气候生态和灾害风险决
策等提供重要的数据源。特别感谢《中国科学数据》期刊的推动和多位作者的悉心整理，
使得专刊和数据得以出版并发布，感谢 DBAR 数据工作组和海岸带工作组的支持，为
高寒区的地球大数据建设和数据共享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对于促进科学数据的共
享和发布，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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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数据集是基于 2011 ～ 2014 年多时相 Landsat 光学影像、2009 ～ 2010 年的 L 波

段 PALSAR 雷达影像和改正的 SRTM 数字高程模型（DEM）得到的最新藏东南冰川目录。
大致空间范围在 28°N ～ 31°N、93°E ～ 97°E 内，包括念青唐古拉山中部和东部，以及横断
山西部，覆盖面积达 11.5 万平方公里。数据集内包括三个文件：1）定义研究区范围的矢量
文件；2）冰川目录矢量文件；3）统计每条冰川特征的文档，参数包括 GLIMS 编号、冰川
面积、最大和最小高程、平均高程、平均坡度、平均朝向、有无冰碛覆盖，以及冰碛覆盖
面积等。为克服藏东南地区多云雨对光学影像的影响，对无冰碛覆盖冰川的提取采用了一
种基于自动识别云和冰雪覆盖的方法，实现多景影像信息半自动融合；并将从光学影像中
提取的地面信息和 PALSAR 雷达影像得到的相干图以及坡度结合起来，实现了冰碛冰川的
半自动化单独提取。在后处理阶段，采用人工编辑提高数据精度：比如控制无冰碛覆盖冰
川与其冰碛覆盖部分的连接，调整单条冰川界限，以及改正部分阴影、水体的影响。与人
工数字化提取的冰川边界相比较，本数据集的冰川面积精度总体在 3％以内。此编目为目前
最新的冰川编目，有效地减小了云、季节性冰雪和冰碛覆盖对冰川范围识别的影响，可作
为基础数据集，应用到各种冰川研究中。
关键词：冰川；藏东南；多源遥感；Landsat；PALSAR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基于 2009 ～ 2014 年 Landsat 和 PALSAR 数据的藏东南冰川编目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A glacier inventory for the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based
on Landsat and PALSAR data (2009 – 2014)

数据作者

柯灵红、丁晓利

通讯作者

柯灵红（ke.linghong@connect.polyu.hk）

数据时间范围

2009 ～ 2014 年
中国境内（北纬 28°0′48″ ～ 31°19′16″，东经 92°31′30″ ～ 97°12′54″，
其中包括念青唐古拉山中部和东部、横断山脉西部）

地理区域

30 m

空间分辨率

～ 3 MB

数据量

数据格式

*.shp、*.xls （压缩为 zip 格式）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376

基金项目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2011–2014 年），基于 SAR 和
卫星测高数据的青藏高原山地冰川物质平衡，PolyU5146/11E，
PolyU 5147/13E

数据库（集）组成

数据集由 3 部分数据文件组成：1）研究范围边界数据；2）冰
川边界矢量数据；3）冰川属性数据。3 个数据文件分别为：
1. SEQTP_glacier_inventory_extent.zip 是定义冰川制图范围的矢
量数据，数据量 2.8 KB；
2. SEQTP_glacier_inventory.zip 是冰川边界数据，数据量 2.90 MB；
3. SEQTP_glacier_inventory_attributes.zip 是单独的冰川属性统计
数据，数据量 423.3 KB。

1. 香港理工大学，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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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冰川变化是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且对区域水资源和水循环有重要影

响。青藏高原被称为“第三极”和“亚洲水塔”，冰川是其重要的淡水资源载体，
冰川融水影响亚洲许多主要河流上游的补给 [1]。高原冰川编目可提供冰川分布范
围、地形参数等信息，是冰川和水文学研究中重要的基础数据集。世界各地的研
究者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编制数字化的冰川遥感目录，大部分是基于光学遥感
技术 [2-5] 展开。这一技术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获取无云、无季节性雪盖的影像以及识
别被表碛覆盖的冰川 [6]。但是在云活动频繁、有大量冰碛覆盖的高山地区，基于
遥感影像实现自动、半自动化的冰川制图仍然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 [7-8]。特别是
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区域（藏东南），受夏季季风影响的湿润气候，冰川消融期有
频繁的云雨活动，加上普遍存在的地形云影响，获得高质量的无云影像非常困难。
季节性雪盖和冰碛覆盖也加大了冰川边界识别的难度和不确定性。这些因素是之
前基于传统冰川制图技术的冰川目录在一些地区存在质量问题的原因。而这些质
量问题，会给后续研究冰川分布和水储量、冰川变化、水文建模、从局部到区域
的信息推导，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随着不同遥感平台的丰富和遥感观测数据的增加，多源和多时相遥感数据的
综合使用能集合各种技术优势，为有效识别冰川覆盖区提供了可能。研究者们尝
试了利用热红外遥感，结合数字高程模型（DEM）的地形分析和干涉合成孔径雷
达（InSAR）技术来自动识别被冰碛覆盖的冰川 [9-12]。对于异质性较大的大范围区
域，需要一个合理的方案来综合这些多源信息实现自动半自动化的处理。我们参
考之前学者的研究，发展了一种半自动化、结合多源和多时相遥感数据的方法，
对藏东南地区进行了新的冰川编目 [13]。在这个方案中，我们利用最近获取的多时
相 Landsat 影像来解决云覆盖的问题，并且将基于 Landsat 影像得到的地表信息与
基于 SAR 观测得到的相干性信息以及地形因子结合起来，半自动识别被表碛覆盖
的冰川部分，并以人工编辑的冰川边界为参考，对这个冰川目录的精度进行评价。
这个最新的藏东南冰川编目更新了已有冰川编目的质量和精度，可为将来区域冰
川和水文研究提供参考。

1
1.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数据收集方法
此冰川编目主要基于 3 种数据：从 Landsat 卫星得到的光学影像、基于 ALOS

PALSAR 传感器的 SAR 影像对以及数字高程模型 SRTM DEM。
其中，共选取了 14 幅于 2011 ～ 2014 年间获取的 Landsat 影像，它们来自
Landsat 8/OLI、Landsat 7/ETM+ 以及 Landsat 5 TM 等系列传感器（表 1）。所有
Landsat 影像均从美国地质勘探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USGS）获取，
并且是经过标准化几何校正的 L1T 级别产品。

2 www.csdata.org

《中国科学数据》2017 年第 2 卷第 2 期 · 青藏高原雪、冰和环境专刊

基于 2009 ～ 2014 年 Landsat 和 PALSAR 数据的藏东南冰川编目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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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用到的 Landsat 影像和 PALSAR 影像列表

平台和传感器

影像编号信息（P：行号；R：列号；
T：轨道号；F： 幅号；B：基线）

获取时间（dd/mm/yyyy）

Landsat8/OLI

P：134；R：39

13/08/2013

Landsat8/OLI

P：134；R：39

14/09/2013

Landsat8/OLI

P：135；R：39

04/08/2013

Landsat7/ETM+

P：135；R：39

12/08/2013

Landsat7/ETM+

P：135；R：39

23/08/2011

Landsat5/TM

P：135；R：39

31/08/2011

Landsat7/ETM+

P：135；R：39

08/09/2011

Landsat8/OLI

P：136；R：39

11/08/2013

Landsat8/OLI

P：136；R：39

28/09/2013

Landsat8/OLI

P：134；R：40

17/09/2014

Landsat8/OLI

P：134；R：40

13/08/2013

Landsat8/OLI

P：134；R：40

2013/09/14

Landsat8/OLI

P：135；R：40

2013/08/04

Landsat8/OLI

P：136；R：40

28/09/2013

ALOS PALSAR

T：488；F：570 ～ 590；B：83m

16/06/2009，16/09/2009

ALOS PALSAR

T：489；F：570；B：183 m

21/08/2010，06/10/2010

ALOS PALSAR

T：490；F：580 ～ 590；B：17 m

23/07/2010，07/09/2010

ALOS PALSAR

T：491；F：590 ～ 600；B：323 m

09/08/2010，24/09/2010

ALOS PALSAR

T：492；F：580 ～ 600；B：408 m

11/07/2010，26/08/2010

ALOS PALSAR

T：493；F：590 ～ 600；B： 391m

28/07/2010，28/10/2010

ALOS PALSAR

T：494；F：590 ～ 600；B： 234 m

26/06/2009，26/09/2009

我们从日本太空发展署（Japan Aerospace Exploration Agency，JAXA）获得
了 7 组 L 波段 ALOS PALSAR 影像，覆盖了绝大部分的冰川区（图 1）。所用到
的 PALSAR 数据均是 2009 ～ 2010 年以高分双极化模式（Fine-Beam Dual mode，

图1

研究区范围以及所用的 Landsat 影像和 PALSAR 影像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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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D-HH/HV）获得的降轨数据。每组影像中一幅是在消融期前，一幅在消融期后，
时间间隔为 46 天或者 92 天，空间基线小于 410 m（表 1）。
所 用 到 的 DEM 数 据 是 由 美 国 国 际 农 业 研 究 咨 询 组 织（Consultative Group
for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CGIAR）发布的、经过缺失值填充处理的
SRTM3v4 数据，空间分辨率大致为 90 m。由于存在系统误差，部分填充区域利用
ASTER GDEM 进行了替代。

1.2

数据处理步骤
详尽的数据处理方法可见 Ke L 等人发表的文献 [13]。冰川编目过程主要由 3 部

分组成：提取无表碛覆盖冰川，提取表碛覆盖冰川以及划分单个冰川和统计每个
冰川参数。数据处理步骤包括数据预处理、产生各类掩膜参数、冰川分类和后处
理等。图 2 显示了主要的处理步骤和模块。

图2

1.2.1

藏东南冰川目录生成主要流程示意图

数据预处理
1. Landsat 影像预处理：包括从多光谱 Landsat 图像中提取需要的 4 个波段

（ETM+ / TM 的波段为 2 ～ 5；OLI 的波段为 3 ～ 6），以及将原始数值（DN）
转换为顶部大气反射率（TOA）。TOA 的计算参考的是元数据文件中提供的增益
和偏移参数以及 Chander G 等人 [14] 总结的参数。后续波段运算中均采用的是 TOA
而非 DN 值。Landsat 7 / ETM+ 影像由于扫描线校正器故障形成的数据缺失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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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预处理中掩膜为空值。由于大多数 Landsat 图像都有云覆盖，利用 FMASK 工
具（https://code.google.com/p/fmask/）对每景影像生成了云掩膜 [15]。
2. PALSAR 影像预处理：基于遥感干涉仪工具（GAMMA）将 PALSAR 1.0 级
别的数据处理得到相干系数图。首先生成单视复数（SLC）图像，然后参考地形
数据对 SLC 图像进行配准。在干涉图处理中，我们将 DEM 模拟的地形相位从观
测相位中去除，然后通过滤波以及距离和方位向上的 6×14 多视处理，以减少噪
声并达到输出影像近似正方形像素。为增强高低相干区域的对比，采用了基于相
位梯度的自适应相位滤波器 [16]。最后，使用 3×3 到 9×9 之间的自适应窗口生成
相干系数图。
1.2.2

生成掩膜参数
1. 冰雪覆盖掩膜：对 NDSI（Normalized Difference Snow Index）影像进行阈

值分割，生成冰雪覆盖区（NDSI ≥ 0.4）。NDSI 为绿波段和短波红外波段的标准
化比值，针对不同传感器的计算公式为：
OLI ＝（B3 – B6）/（B3+B6）
TM/ETM+ ＝（B2 – B5）/（B2+B5）
其中 B2、B3、B5、B6 分别指的是第 2、3、5、6 波段的 TOA。
2. 地表水体掩膜：对 NDWI（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影像进行阈
值分割，生成水体区（NDWI ＞ 0.15）。NDWI 为绿波段和近红外波段的标准化比值，
针对不同传感器的计算公式为：
OLI ＝（B3 – B5）/（B3+B5）
TM/ETM+ ＝（B2 – B4）/（B2+B4）
其中 B2、B3、B4、B5 分别指的是第 2、3、4、5 波段的 TOA。另外利用坡
度限制（<15°）来去除由于阴影导致的误分类。
3. 植被覆盖掩膜：对 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影像进
行阈值分割，生成植被覆盖区（NDVI ＞ 0.2）。NDVI 为近红外波段和红波段的
标准化比值，针对不同传感器的计算公式为：
OLI ＝（B5 – B4）/（B5+B4）
TM/ETM+ ＝（B4 – B3）/（B4+B3）
其中 B3、B4、B5 分别指的是第 3、4、5 波段的 TOA。
4. 低相干区掩膜：利用 DEM 和 SAR 成像几何，识别阴影和叠掩区，将其从
相干影像中去除；利用经验阈值 0.15，对相干图进行阈值分割，得到低相干区。
经验阈值通过对几个试验的冰碛覆盖区的相干值统计得到。
5. 低坡度掩膜：对 DEM 生成的坡度图进行分割，得到冰碛覆盖冰川可能存在
的低坡度区（<25°）。阈值借鉴关于山地冰川冰舌地形分析的结果 [10] 。
通过将所有的冰雪（水体 / 植被）掩膜进行栅格合并运算，可以得到整个区
域完整的最小冰雪覆盖范围（最大水体 / 植被范围）。然后采用影像平滑算子去除
部分小图斑和噪声，作为后续分类的输入数据。
1.2.3

冰川分类和后处理
由于冰雪掩膜中包含了地表水体，如冰湖和河流，因此我们利用水体掩膜将

这些因素从冰雪掩膜中去掉，平滑处理后得到最终的无冰碛冰川范围。冰碛覆盖
冰川部分由 6 个约束条件来确定：1）低相干系数；2）低坡度；3）表面非冰雪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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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植被覆盖；5）非水体；6）与冰雪区连接。前 5 个条件对应值通过输入 1.2.2
中的 5 类掩膜数据得到，最后 1 个在 GIS 支持下通过邻域分析完成。
在后期处理阶段，我们对冰川范围进行人工编辑，以提高数据质量。例如，
确保表面冰碛覆盖冰川与相连冰川主体的共享边界，并校正阴影、水体的影响。
然后将无冰碛冰川和冰碛冰川进行多边形合并，以形成完整的冰川轮廓，并删除
尺寸小于 0.02 km2 的小多边形。
1.2.4

单条冰川分割和参数统计
编译冰川目录的最后一步是沿着水文流域分隔线，分离单个冰川。这些流域

分割线参照基于 DEM 的流域分析 [17] 得到，并对照地形图和 Landsat 影像手动纠
正。最后逐个统计冰川属性信息，包括面积、地形信息（最小、最大高程，平均
高程，平均坡度和朝向等）、有无冰碛覆盖、冰碛覆盖面积等。地形属性信息的
统计方法参照 Paul F 等人 [18] 的冰川编目技术文档。此外，为每个冰川分配了内部
代号 ID，并依据 GLIMS 技术手册 [19] 标明了 GLIMS 代号。

2 数据样本描述
本数据集中的冰川范围和冰川目录矢量文件采用 UTM 投影（UTM 46N）。
冰川边界和属性表如图 3 和图 4 所示。冰川库中包含每个冰川的属性信息，包括
ID（内部 ID）、GLIMS_ID、面积、高程统计、平均坡度等，并为属性文件提供

29°N

30°N

31°N

了单独的 xls 格式。表 2 提供了属性字段的说明。

空间范围
冰川边界

93°E

94°E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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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E

96°E

97°E

冰川目录的空间范围和藏东南冰川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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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5′E

29°25′N

94°20′E

97°5′E

图4

97°10′E

冰川目录中局部冰川属性示例（右侧显示橄榄绿填充的冰川的属性）
表2

属性名称

数据类型和范围

属性说明

ID

整型

冰川内部代号

GLIMS_ID

字符型

依据冰川地理位置计算的冰川代号
2

Area

浮点型（单位：km ）

冰川面积

MinEle

浮点型（单位：m）

最小高程

MaxEle

浮点型（单位：m）

最大高程

MeanEle

浮点型（单位：m）

平均高程

MedianEle

浮点型（单位：m）

中值高程

MeanSlp

浮点型（单位：度；0 ～ 90）

平均坡度

MeanAsp

浮点型（单位：度；0 ～ 360）

平均坡向

Sector

整型（1 ～ 8）

根据平均坡向划分的八方位朝向：（1：北，
2：东北，3：东，4：东南，5：南，6：西南，
7：西，8：西北）

Debris_ﬂg

整型（0 或 1）

Deb_area

3

冰川目录中的属性名称和说明

是否有冰碛覆盖，0 表示没有，1 表示有
2

浮点型（单位：km ）

冰碛覆盖区面积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我们在 GIS 环境下，基于 Landsat 图像和坡度图，人工数字化了 55 个冰川

（约 170 km2）的边界，以验证数据集检验精度。验证数据中的冰川分布在不同的
Landsat 影像中，大小在 0.03 ～ 66 km2 之间，包括无冰碛冰川和表碛覆盖的冰川。
图 5 示例了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相对平坦区或地形复杂区），不同大小、形态分
布的冰川，以及表碛覆盖冰川和非冰碛冰川的人工数字化结果与本数据集中的比
较。结果表明，我们的冰川数据和验证数据集之间存在良好的一致性，尽管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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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界由于基于像素的自动化处理而不平滑。所有验证冰川在验证数据集中的总
面积为 176.3 km2，而在我们生成的冰川目录中为 171.4 km2，相当于总体 – 2.9％（总
面积差除以总冰川面积）。其中 30 个中大型冰川（大于 0.2 km2）覆盖了总面积的
95％，在两个数据集中表现出稳定的差异范围，面积百分比差异在 – 7％～ 3％之
间（平均为 – 2.5％）；10 个最小的冰川（小于 0.1 km2）在冰川目录中的面积比人
工数字化的面积平均小 10％。冰川目录中冰川面积偏小，这是因为它为通过多时
相数据提取的最小范围，而人工数字化基于单景 Landsat 影像。这种效应对于随时
间变化比较显著的小冰川尤其明显 [20] 。基于这一验证，我们估计总映射冰川面积
的总体精度为 3％。

图5

4

本冰川边界与人工数字化的冰川范围的比较

数据价值
图 6 比较了本数据集与其他冰川目录的最新版本，包括中国第二次冰川目录

（CGI2）和世界冰川目录（RGI v5）。3 组数据在一些地形比较平缓、冰川较小
的区域差异不大，如图 6a；但在其他区域中有显著不同，特别是冰碛冰川的识别
（图 6b）、冰前湖的区分（图 6c）以及地形陡峭区冰川和冰川内部边界的划定（图
6c、图 6d）。总体上，本数据集与 CGI2 和 RGI v5 之间的总面积差分别约为 – 30％
和 – 9.0％。这个差异可以由几个因素解释。首先，本数据集是基于 2011 ～ 2014
年获得的图像，而以前的数据集大多基于 2000 ～ 2010 年获得的影像 [2-3]。不同时
期的冰川变化，可能部分解释了冰川边界的差异。然而，数据质量问题，如季节
性冰雪、冰湖的错误分类和不准确的冰川内边界，可能是差异的主要来源。本数
据集通过在数据选取、处理方法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改进，降低了这些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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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藏东南这一复杂区域的冰川目录数据质量。首先，本数据集利用了多时相
影像，而不是仅依靠单景无云影像，显著降低了误分季节性冰雪的概率。其次，
相对于 CGI2 和 RGI v5 人工数字化的方法，本数据集的半自动化处理能提高效率，
减少人工操作，并减轻由于实践者技能和经验的差异造成的不同地区数据质量不
一致的问题。最后，本数据集实现了基于多源遥感数据对冰碛冰川的半自动化识别，
所以能够提供完整准确的冰碛冰川范围的资料，利于针对冰碛冰川分布和变化的
研究。

图6

5

本数据集与中国第二次冰川目录（CGI2）、世界冰川目录（RGI v5）的比较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本数据集基于多时相和多源数据，更新了藏东南这一多云雨、地形复杂区的

冰川目录数据，在半自动处理的基础上进行严格一致的质量控制。本数据集可作
为补充文件，与其他冰川数据集合并，以更新全球或区域冰川目录；或作为区域
冰川水文学研究的基础数据集，为估算区域冰川水储量，评估和建模冰川变化及
其影响，预测冰川变化和冰川湖灾害提供重要参考。冰川目录的结果也为未来发
展和评估新的冰川制图技术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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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lacier inventory for the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based on Landsat and
PALSAR data (2009 – 2014)
Ke Linghong, Ding Xiaoli
ABSTRACT This dataset provides the latest glacier inventory for the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based on multi-temporal Landsat images acquired during 2011 – 2014, L-band
PALSAR data obtained during 2009 – 2010, and the modified SRTM (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Within the spatial extent of 28°N – 31°N and 92°E –
97°E, the region covers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Nyainqêntanglha and western Hengduan mountains,
with a total area of around 115,000 km2. Three sub-datasets are provided: ① extent of the study
region in shapefile format, ② glacier outlines in shapefile format, and ③ parameter statistics
for each individual glacier. The parameters for each glacier include the glacier area, maximum
and minimum elevation, mean elevation, mean slope, mean aspect, flag indicating presence or
absence of debris cover, and area of debris-covered glaciers. To mitigate influences of cloud cover
on optical images, we adopted semi-automated identification of cloud cover and clean snow/
ice to combine observations from multi-temporal Landsat images. Debris-covered glaciers were
separately determined with a semi-automated method that integrates information derived from
Landsat images, coherence information generated from PALSAR (Phased Array type L-band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image pairs, and slope information. In the post-processing stage, we
performed manual editing of the glacier outlines to improve the data quality, for example, to ensure
seamless shared boundaries between clean-ice glaciers and their debris-covered parts, to adjust
the individual ice divides, and to correct the effect of shadow and water bodies. Compared with
manually digitized glacier outlines, this dataset has an overall error within 3%. The quality of the
latest glacier inventory was improved; it has less uncertainty associated with cloud and seasonal
snow cover in glacier maps and is a fundamental dataset for future glacier-related studies.
KEYWORDS glacier;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Landsat; PALSAR

论文引用格式：柯灵红 , 丁晓利 . 基于 2009 ～ 2014 年 Landsat 和 PALSAR 数据的藏东南冰
川编目 [J/OL]. 中国科学数据 , 2017, 2(2). DOI: 10.11922/csdata.170.2017.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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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 2017 年西藏卡若拉冰川分布数据集

1972 ～ 2017 年西藏卡若拉冰川分布数据集
1*

2

1

拉巴卓玛 ，邱玉宝 ，除多 ，洛桑曲珍

文献 DOI:
10.11922/csdata.170.2017.0121
数据 DOI：
10.11922/sciencedb.378

1

摘要：西藏卡若拉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和日喀则地区江孜县交界处，北
纬 28°54′23.30″ ～ 28°56′50.95″，东经 90°11′42.21″ ～ 90°09′26.23″，属大陆性冰川，平均海
拔 5042 米，是近南北向展布的宁金岗桑峰的组成部分。本数据集在综合中国科学院寒区旱
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我国第一次冰川编目数据、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雅鲁藏布
江流域冰川 2005 年 1 ∶ 10 万编目数据、Google Earth 遥感影像及野外考察等相关数据的基
础上，借助 ArcGIS、ENVI 等软件，对数据进行波段组合、研究区裁剪、人工目视解译等

文献分类：地球科学
收稿日期：2017-02-10
开放同评：2017-02-28
发表日期：2017-06-05

技术研发完成，最后对所得的数据进行了精度验证。本数据集共包括 1972 ～ 2017 年间的
25 期冰川矢量数据和面积数据统计表，反映了 45 年来卡若拉冰川边界变化情况，可以作为
青藏高原冰川变化、气候变化等研究的参考数据。
关键词：卡若拉冰川；冰川变化；1972 ～ 2017 年；中国西藏自治区

数据集（库）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1972 ～ 2017 年西藏卡若拉冰川分布数据集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A dataset of glacier distribution and glacier changes at Kharola
(1972 – 2017)

数据作者

拉巴卓玛、邱玉宝、除多、洛桑曲珍

通讯作者

拉巴卓玛（lhakdron@163.com）

数据时间范围

1972 ～ 2017 年

地理区域

西藏卡若拉冰川

空间分辨率

引

30 m

510 MB

数据量

数据格式

*.shp，*.shx，*.sbx，*.sbn，*.dbf（GCS_WGS_1984）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378

基金项目

西藏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2016ZR-QY-01），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41371351、41561017）

数据库（集）组成

本数据集主要包括 1972 ～ 2017 年卡若拉冰川区域 45 年 25 期
的冰川边界矢量数据，由 25 期卡若拉冰川数据集和冰川统计
面积表组成。文件名“19721018”为卡若拉冰川区 1972 年 10
月 18 日的面积数据；其他年份以此类推。

言
冰冻圈是全球气候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IPCC5 指出，过去十年，阿拉斯加、

北极圈、格陵兰冰盖以及亚洲山区的 80％冰川和冰盖都在减少，全球冰川呈现退
缩趋势 [1]。冰川和冰盖是地球自然系统及人类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青藏高
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其上的冰雪对全球变化有着明显的影响和响应，在全球
变化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上山地冰川最多的区域，青藏高原的冰川
1. 西藏高原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拉萨

850000；

2.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数字地球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4

* 通讯作者（Email: lhakdro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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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是我国及东亚地区大江大河发源的基础及径流的重要补给源 [2]。诸多研究表
明 [3-6]，青藏高原冰川总体呈退缩趋势。
卡若拉冰川为年楚河源头，位于羊卓雍错湖面西畔，紧邻公路边，是目前西
藏境内重要的旅游景区（图 1）。冰川流域不仅人口流动较频繁，而且分布着西
藏最大的粮食产区。因此，研究卡若拉冰川变化不仅对是否影响区域气候变化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下游地区的水资源应用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指出，
1972 ～ 2010 年西藏卡若拉冰川有不同程度的退缩 [7]。1972 ～ 2017 年 30 m 分辨
率的卡若拉冰川变化数据集，能够表征过去 45 年卡若拉冰川边界变化特征，为区
域气候变化、冰冻圈研究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90°0′0″E

95°0′0″E

100°0′0″E

90°0′0″E

95°0′0″E

100°0′0″E

30°0′0″N

30°0′0″N

35°0′0″N

85°0′0″E

35°0′0″N

80°0′0″E

卡若拉冰川位置
卡若冰川所属县界
西藏地区界
80°0′0″E

25°0′0″N

25°0′0″N

图例

85°0′0″E

图1

1

80 年代卡若拉冰川边界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1.1

基础数据准备
本文利用陆地资源卫星 LANDSAT 系列和中巴资源卫星 CBERS1972 ～ 2017

年间的 25 景冰川区域数据为数据源，以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提
供的我国第一次冰川编目数据及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提供的雅鲁藏布江流
域冰川 2005 年 1 ∶ 10 万编目数据为参考。表 1 所示的是数据获取时间、卫星传
感器特性及主要数据源。由于高原 5 ～ 9 月多云天气较多，影响图像的清晰度，
较难获取冰川边界信息，因此选取的卫星数据主要在秋冬季。
表1
获取日期

卫星

研究区遥感数据源及卫星传感器特性

条带号 行编号

分辨率
（m）

数据标识

数据源

LM11480401972292 http://datamirror.
AAA04
csdb.cn

1972-10-18 LANDSAT1

148

40

60.0

1976-12-17 LANDSAT2

148

40

57.0

1977-01-04 LANDSAT2

148

40

30.0

LM21480401977004 http://datamirror.
AAA01
csdb.cn

1978-04-17 LANDSAT2

148

40

30.0

LM21480401978107 http://datamirror.
AAA03
csdb.cn

1989-01-19 LANDSAT5

138

40

30.0

LT41380401989019
AAA02

1999-12-01 LANDSAT7

138

40

30.0

LE71380401999335 http://datamirror.
EDC00
csdb.cn

P148r40_2m1976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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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取日期

卫星

条带号 行编号

分辨率
（m）

数据标识

数据源
http://glcf.
umiacs.umd.edu

2000-11-17 LANDSAT7

138

40

28.5

P138r040_7x200011
17.ETM

2001-11-04 LANDSAT7

138

40

30.0

LE71380402001308 http://datamirror.
SGS00
csdb.cn

2002-11-07 LANDSAT7

138

40

30.0

LE71380402002311
SGS00

2003-03-15 LANDSAT7

138

40

30.0

LE71380402003074 http://datamirror.
ASN01
csdb.cn

2004-11-04 LANDSAT5

138

40

30.0

LT51380402004309
BKT00

http://datamirror.
csdb.cn

2005-12-03

24

68

28.5

L20000020500

http://www.
cresda.com

2006-12-20 LANDSAT7

138

40

30.0

LE71380402006354
地理空间数据云
SGS00

2007-05-05 LANDSAT5

138

40

30.0

LT51380402007125
BKT00

http://datamirror.
csdb.cn

2008-12-17 LANDSAT5

138

40

30.0

L5-TM-138-04020081217-L4

中国科学院卫星
地面站购置

2009-12-04 LANDSAT5

138

40

30.0

L5-TM-138-04020091204-L4

中国科学院卫星
地面站购置

2010-04-11 LANDSAT5

138

40

30.0

L5-TM-138-04020100411-L4

中国科学院卫星
地面站购置

2011-12-02 LANDSAT7

138

40

30.0

LE71380402011352
地理空间数据云
PFS00

2012-10-17 LANDSAT7

138

40

30.0

LE71380402012291
地理空间数据云
PFS00

2013-12-31 LANDSAT7

138

40

30.0

LC81380402013365 http://glovis.usgs.
LGN00
gov/

2014-12-02 LANDSAT8

138

40

30.0

LC81380402014336 http://glovis.usgs.
LGN00
gov/

2015-10-02 LANDSAT8

138

40

30.0

LC81380402015275 http://glovis.usgs.
LGN00
gov/

2016-04-27 LANDSAT8

138

40

30.0

LC81380402016118 http://glovis.usgs.
LGN00
gov/

2016-10-20 LANDSAT8

138

40

30.0

LC81380402016118 http://glovis.usgs.
LGN00
gov/

2017-01-16 LANDSAT7

138

40

30.0

LE71380402017016 http://glovis.usgs.
EDC00
gov/

1.2

CBERS2

http://datamirror.
csdb.cn

数据处理
利用 ENVI5.1、ArcGIS 及 ArcView3.3 等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了控制点几何校

正及人工目视解译数字化处理（图 2）。
（1）影像校正
利用 ENVI5.1 软件对 TM 数据进行几何校正，误差控制在 1 个像元以内；对
高分 1 号数据，利用自带控制点（RPC）进行正射矫正后，与 TM 影像配准。

14 www.csda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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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提取
参照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我国第一次冰川编目数据
及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冰川 2005 年 1 ∶ 10 万编目数
据，结合野外考察数据和相关文献 [8]，最后确定数据中冰川编号 50251A0010 和
50251A0011 为卡若拉冰川（图 3）。在 ArcGIS 软件的支持下，对 TM 数据及高分
1 号数据提取卡若拉冰川区域影像，利用人工目视解译法，按照遥感影像冰川的纹
理特征对冰川进行手动数字化，提取冰川边界。其准确性控制在 1 个像元内，所
有冰川矢量化在 ArcView3.3 软件下完成。对谷歌高分数据进行数字化提取，之后
把 KMZ 格式转 SHP 格式。
（3）面积计算
所有影像原始坐标为 WGS_1984_UTM_ZONE_46N。为了得到更准确的面积，
利用 ArcGIS 软件把原始坐标转换为 Albers 投影，以中央经线为 90.175、纬线 1
为 28.915、纬线 2 为 28.930、起始纬度为 0 度的坐标来计算面积，最后转为 GCS_
WGS_1984 坐标。
验证

高分 1 号

RPC 订正、与 TM 配准

LANDSAT

验证

谷歌高分

提取冰川影像

人工目视解译数字化

转化格式

计算面积

图2

图3

数据采集及处理流程图

我国第一次冰川矢量编目数据中的卡若拉冰川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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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

数据样本描述
命名格式
数据集文件的命名为年月日。例如，文件名“19721018”表示 1972 年 10 月

18 日的卡若拉冰川数据。

2.2

数据样本
采用人工目视解译方法完成卡若拉冰川 1972 ～ 2017 年边界提取，形成卡

若拉冰川边界矢量图。图 4 ～ 7 分别为 1972 年与 1999 年、1972 年和 2010 年、
1972 年和 2016 年卡若拉冰川的比较图，可以看出冰川末端及冰川舌形区位置变化
较明显。图 7 为 1972 年的 LANDSAT 数据和 2010 年谷歌高分数据的卡若拉冰川
变化图，显示冰川末端仍是变化较明显的区域，与图 5 的变化基本一致。图 8 所
示 1972 ～ 2017 年卡若拉冰川面积变化图，可以看出 1990 年、2001 ～ 2005 年、
2011 ～ 2012 年和 2014 年冰川面积小于多年平均值，其余年份高于多年平均值或
90°10′0″E

90°11′0″E

90°9′0″E

90°10′0″E

90°11′0″E

28°57′0″N

90°9′0″E

28°55′0″N

28°55′0″N

28°56′0″N

90°8′0″E

28°56′0″N

28°57′0″N

与多年平均值持平。

图例
1999 年
1972 年

90°9′0″E

90°10′0″E

90°11′0″E

90°9′0″E

90°10′0″E

90°11′0″E

28°55′0″N

28°55′0″N

28°56′0″N

90°8′0″E

1972 年和 1999 年卡若拉冰川边界比较

28°56′0″N

28°57′0″N

图4

28°57′0″N

90°8′0″E

图例
2010 年
1972 年
90°8′0″E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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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2016 年
19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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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和 2016 年卡若拉冰川边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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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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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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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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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和 2010 年谷歌高分数据卡若拉冰川边界比较
多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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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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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日期

图8

1972 ～ 2017 年卡若拉冰川面积变化图

《中国科学数据》2017 年第 2 卷第 2 期 · 青藏高原雪、冰和环境专刊

www.csdata.org

17

1972 ～ 2017 年西藏卡若拉冰川分布数据集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本研究区所有影像数据都通过了几何校正，并通过人工目视解译方法进行

手动数字化，误差控制在 1 个像元以内。以 2010 年 12 月谷歌高分影像数据和
2016 年 10 月 高 分 1 号 卫 星 所 得 的 数 据 为 真 值， 分 别 对 同 期 2010 年 和 2016 年
LANDSAT 影像所得的冰川结果进行了验证，得出两者的平均相对误差（MRE）
分别为 0.38％和 0.47％。由于西藏高原夏季以多云天气为主，因此研究区冰川数
据以秋冬季的为主，而雪与冰的异物同谱特点，对解译存在一定的人为干扰，因
此本数据仅供参考。

4

数据使用建议
引用数据时，可利用 ArcGIS、ArcView 等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对本数据进行查询、

编辑。本数据集可靠性高，代表性较强，可以作为青藏高原冰川变化研究参考数据，
应用于冰川研究、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变化等领域。
致

谢

感谢 USGS 和地理空间数据云等网站提供的 LANDSAT 数据，感谢谷歌地球提供高分影像数据，
以及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西藏数据与应用中心提供的高分 1 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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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taset of glacier distribution and glacier
changes at Kharola (1972 – 2017)
Laba Zhuoma, Qiu Yubao, Chu duo, Luosang Quzhen
ABSTRACT Kharola glacier is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Langkazi County of Lhoka Region and
Gyangze County of Shigatse Region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latitude 28°54′23.30″N –
28°56′50.95″N, longitude 90°11′42.21″E – 90°09′26.23″E). The glacier belongs to a continental
glacier with an average elevation of 5,042 m and is part of Noijin Kangsang Peak in the Lhagoi
Kangri range. The 1972 – 2017 Kharola glacier dataset was developed by integrating several data
sources: the Glacier Inventory Dataset produced in the 1980s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old and Arid Regions Environmental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the Brahmaputra glacier
dataset from the National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Sharing Infrastructure (www.geodata.cn),
Google Earth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data from field investigations. The data processing was
completed using ArcGIS and ENVI software to combine bands, do data design and perform manual
visual interpretation. This dataset consists of 25 subsets of glacier vector boundary and acreage
data from 1972 to 2017, reflecting the glacier’s changing boundaries over the past 45 years. It can
be used for research on the glacier changes and climate changes over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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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慕士塔格峰位于帕米尔高原西部，是我国西部山地冰川的集中分布区之一，长期

监测该地区冰川不仅有益于评估水资源状况，也有助于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本文基于
日本 ALOS/PALSAR 卫星分别于 2009 年 1 月 14 日和 3 月 1 日获取覆盖慕士塔格峰地区
（37°48′18″N ～ 38°35′14″N，74°42′45″E ～ 75°41′50″E）的 SAR 数据，借助改进的像素跟
踪算法，通过精确去除卫星轨道和传感器姿态差异带来的全局性位移和地形起伏导致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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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效应误差，得到了该地区山地冰川表面高精度运动分布场（GeoTIFF 格式，32 位浮点型）。
其空间分辨率约为 20 m。非冰川区残余运动的统计分析表明其总体精度约为 0.5 m/46 day。
冰川运动分布表明，该地区冰川运动主要呈现为积累区速度快，消融区和末端运动速度慢
的特点，冰川运动整体上与地形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中个别中小型冰川呈现出较强的活
动性。本数据集可以作为该地区山地冰川运动的本底调查资料，为慕士塔格峰地区山地冰
川运动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另外，山地冰川运动高精度监测将有助于研究其动力学特
征和预测冰川运动导致的地质灾害，同时也为我国冰川资源普查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
关键词：冰川表面运动；像素跟踪算法；ALOS/PALSAR；慕士塔格峰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慕士塔格峰地区山地冰川表面 2009 年冬季（1–3 月）运动分布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A dataset of glacier surface motion distribution in Muztagh Ata
region during winter 2009 (January – March)

数据作者

闫世勇、李毅、吕明阳、阮智星

通讯作者

闫世勇（yan_shiyong@163.com）

数据时间范围

2009 年 1 月 14 日到 2009 年 3 月 1 日（间隔 46 天）

地理区域

地 理 范 围 为 北 纬 37°48′18″ ～ 38°35′14″， 东 经 74°42′45″ ～
75°41′50″。其中包括：科克萨依冰川、洋布拉克冰川、切尔干
布拉克冰川、乔都马克冰川（卡尔塔马克冰川）、扩斯库拉克
冰川、扩扩色勒冰川和其木干冰川（部分）等山地冰川。

空间分辨率

22 m

数据量

87 MB

数据格式

*.tif（GeoTiff）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375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对外合作重点项目“泛第三极环境与‘一
带一路’协同发展”（131C11KYSB20160061-3）

数据库（集）组成

本数据集共包含 3 个数据文件，其中：
1.Motion_Final_Range.rar 是距离向位移量数据，数据量 26 MB；
2.Motion_Final_Azimuth.rar 是方位向位移量数据，数据量 26 MB；
3.Motion_Final_Total.rar 是冰川表面总位移量数据，数据量 35 MB。

1.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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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山地冰川作为气候变化的敏感响应因子之一 [1-2]，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

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将山地冰川变化作为研究重点，分析山地冰川状态与气候
变化之间的关系和预计山地冰川运动相关的地质灾害，开展山地冰川资源调查及
灾害预防研究 [3]。我国是山地冰川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根据第一和第二次
川编目等统计信息，我国现有山地冰川 48571 条，冰川面积约 51766 km2 [4-5]。受
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我国多数冰川呈退缩减薄状态，而传统的冰川面积统计方法
只能获取冰川在长时间段内的消融情况，无法及时反映冰川的动态信息。而且，
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一些冰川的加速滑动变薄也会使得冰川面积短期内有所
增加，因此不能仅以冰川面积作为冰川遥感监测的指标。冰川运动则能更加及
时准确地反映冰川的动态信息和物质平衡情况，逐渐成为冰川研究的重要内容
之一 [6]。
GPS 等传统冰川运动测量方法往往受限于冰川区恶劣的气候环境，无法对大
范围内分布的冰川开展周期性的运动监测，而且监测结果时空分辨率也低，仅仅
能获取冰川表面部分采样点的速度信息，无法准确反映冰川表面运动的整体分
布 [7]。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山地冰川运动遥感监测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源，并且
已经成为山地冰川运动的主要监测手段。该方法无需开展野外现场作业，有效地
克服了恶劣气候和复杂地形条件的限制，能够快速高效地获取大尺度范围内山地
冰川表面运动信息，且能够保持较高的空间采样率，从而获取整个冰川表面的运
动分布信息，逐渐成为山地冰川运动研究的主要手段。而基于 SAR 数据的像素跟
踪算法，则是遥感冰川运动监测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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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慕士塔格峰地区山地冰川分布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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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成像时间
2009-01-14
2009-03-01

ALOS/PALSAR 雷达影像对参数信息

平行基线
（米） 垂直基线
（米）
189.3

248.9

条带号

分幅号

时间基线
（天）

525

750

46

慕士塔格峰地区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的山地冰川分布区之一（图 1），其冰川活
动性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也有所增加。冰川运动加速导致该区域发生过多次冰
崩等灾害，对下游和冰川实地研究带来了潜在的危险，因此对该地区冰川开展运
动普查与长期监测变得日益重要。本文利用日本 ALOS/PALSAR 卫星分别于 2009
年 1 月和 3 月获取的 2 幅覆盖慕士塔格峰地区的 SAR 影像数据（表 1），经过
SAR 成像处理之后得到相应的单视复图像（SLC），然后将二者作为参数输入到
像素跟踪算法程序，在去除各项误差和滤波操作之后，得到反映冰川运动的速度
分布场。可见，基于 SAR 数据的像素跟踪算法能够快速高效地获取到慕士塔格地
区山地冰川的活动性信息，避免了长期艰苦且高风险性的野外实地测量工作，为
快速准确掌握该区域冰川运动状况提供了可靠的方法支持。同时，监测结果也表明：
该区域冰川运动总体上较为缓慢，且呈现积累区运动比消融区快的特点；个别小
型冰川由于地形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了较快的运动特征。以通过该方法获取得到
的 2009 年冬季（1–3 月）冰川运动分布为本底信息，将有助于与后期冰川运动开
展对比分析研究，进而为研究该区域冰川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运动变化特征提供
必要支撑。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本文所利用的 SAR 数据是由搭载在 ALOS 卫星上的 L 波段 PALSAR 传感器

获取。该传感器主要用条带和宽幅扫描模式，其中条带模式主要具有 FBS 和 FBD
两种工作状态，分别获取单极化和双极化数据。其中 FBD 模式 SAR 数据由于
其距离向带宽减半，导致其距离向分辨率是 FBS 模式 SAR 数据的一半。本文获取
的 2 幅 SAR 影像数据均为 FBS 模式，经过 GAMMA 软件（2010 版）成像处理
之后得到的单视复图像的空间分辨率为 3.14 m 距离向，4.56 m 方位向，幅宽约为
70 km，覆盖范围如图 1 中黑色框所示。
为了得到研究区范围内冰川表面运动分布，本文将以间隔 46 天的 2 景 FBS 模
式 SAR 数据为基础，借助美国航天飞机雷达地形测绘任务得到的地形数据（SRTM
DEM），按照图 2 所示的数据处理流程，对 SAR 影像进行处理，进而得到该区域
冰川的运动信息。由于像素跟踪算法得到的监测结果受到多个参数的影响，因此，
本文根据以往研究经验、慕士塔格峰地区山地冰川规模大小以及 SAR 数据的空间
分辨率，选取并设定了各个窗口采样大小：匹配模板窗口 64×64 像素，搜索窗口
96×96 像素，采样窗口 4×12 像素。将以上参数输入像素跟踪算法程序，能够得
到该地区 SAR 影像上每个采样点处的总偏移量，之后根据数据处理流程，去除轨
道和传感器姿态相关的全局形变和地形起伏相关的误差，经过滤波处理和地理编
码，最终得到冰川表面运动分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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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1

基于星载 SAR 数据的像素跟踪算法数据处理流程图

基于 RANSAC 的全局形变估计
为了准确模拟和去除全局形变，本文提出了基于 RANSAC（RANdom SAmple

Consensus）即随机采样一致算法的全局形变参数估计方法。该算法由 Fischler 和
Bolles 于 1981 年提出，是目前广泛采用的一种剔除误配点的方法，它可以利用匹
配点集合内在的约束关系来去除错误的和不稳定的匹配点，从而提高图像之间转
换参数估计的准确性 [10]。它是一种用于估计模型参数的鲁棒算法，能够处理数据
错误率超过 50％的模型参数估计问题。利用 RANSAC 全局形变参数估计的鲁棒性，
避免了传统全局参数估计当中的掩膜操作，能够在提高计算效率的同时保证全局
形变参数估计的准确性，从而达到准确模拟和去除卫星轨道和传感器姿态差异导
致的整体性位移的目的。一般而言，由于卫星轨道和传感器姿态在成像时间段内
往往不会突变，本文采用二次多项式对全局形变进行拟合和补偿，能够准确补偿
卫星轨道和传感器姿态差异带来的全局形变。

1.2

基于外部 DEM 的地形校正
我国的山地冰川往往位于地形复杂的高海拔地区，由于卫星多次对研究区成

像时存在位置差异，会导致像素跟踪监测结果中存在与地形相关的偏移量，进而
降低冰川运动监测的准确性。为了消除地形起伏带来的误差，本文在分析地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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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偏移量与空间基线和地形起伏关系的基础上，基于雷达成像的基本几何关系，
建立了地形起伏相关的误差传播模型，并分别给出了方位向和距离向的地形误差
计算方法，公式分别如下 [11-12]：

=
δ ( ∆l' ) sin α cos (θ m − β )

δ ( ∆ p' ) ≈ −

δh

（1）

( az )

∆m sin θ m

B⊥ δ h
ρ sin θ ∆m( rg )

（2）

从公式（1）可知，地面目标高程对方位向偏移的影响除了与自身高程变化有
关外，还与轨道交角 α、β 下视角 θ 和基线与水平面的夹角 β 有关。公式（2）则
描述了地形起伏与距离向偏移之间的关系。其中，B┴ 是基线 B 垂直于视线向的分
量，Δ(rg) 分别是主辅雷达图像斜距向的像素大小。由上述表达式可知，距离向上地
形起伏导致的偏移量大小会随着垂直基线的增大而变大。
通过上述两个方向的地形起伏影响模型，利用获取 2 幅 SAR 影像时的空间基
线情况，能够准确计算得到地形起伏在方位向和距离向产生的偏移，并对全局形
变校正后的偏移量进行地形效应补偿，从而得到慕士塔格峰地区冰川表面运动的
准确估计（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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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 2009 年 1–3 月距离向和方位向偏移地形校正对比（雷达坐标系）

注：（a）、（b）为未经过地形校正的偏移量；（c）、（d）为地形起伏所导致的偏移量；
（e）、（f）为经过地形校正之后的偏移量。

2

数据样本描述
本文所用 ALOS/PALSAR 数据为 FBS 单极化模式数据，轨道号 525，分幅号

750。冰川运动监测结果存储格式为 GeoTiff 格式，数据类型为 32 位浮点型，分 3
个文件存储，分别为距离向位移量（Motion Final Range geo.tif），方位向位移量
（Motion Final Azimuth geo.tif）和总体合成位移量（Motion Final Total geo.tif）。
其中前两者除了用于分析冰川在不同方向上的运动特征外，冰川的运动方向也将
由二者确定。地理编码结果如图 4 所示，其中（a）和（b）的颜色条正值表示冰
川表面沿 SAR 传感器的飞行方向和视线方向运动，负值表示冰川沿其相反方向运
动，其中方位向运动量大小介于 8 ～ 9 m 之间，距离向运动量大小介于 7 ～ 16 m
之间。图 4 中（c）的颜色条表示该地区冰川的运动量大小，主要分布于 0 ～ 20 m
之间，图中将低监测误差的值进行了透明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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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士塔格峰地区冰川表面运动分布图

注：（a）距离向；（b）方位向；（c）总体位移量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为了保证冰川表面运动采样点的可靠性，像素跟踪算法中匹配模板、搜索窗

口和搜索步长等关键参数的选择和设定需要充分考虑研究区地表后向散射的稳定
性。根据以往研究经验和该地区的冰川规模大小，分别设定为：64×64 像素，搜
索窗口 96×96 像素，采样窗口 4×12 像素。在保证匹配结果具有较高可靠性的基
础上，能够获取最大约 50 m 的位移量。采样窗口的设置，不仅保证了冰川表面具
有一定数量的采样点，而且使得结果能够以更为合理的比例进行展示。
由于 2 次成像存在一定的空间基线，二者的视觉差会使得研究区内复杂地形
产生严重的地形相关误差。为了进一步提高监测精度，弥补复杂地形带来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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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给出了基于外部 DEM 的地形误差校正方法和相应数据处理流程。
另外，由于积雪覆盖和降水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高海拔和地形异常复杂
的区域，像素跟踪算法往往会受到噪声的干扰，会产生错误的结果，无法正常用
于反映该区域运动信息。为此，在数据处理后期，进行了阈值和方向与强度联合
约束的滤波方法，较好地削弱了噪声的影响，提高了监测结果的可靠性。
由于研究区地处偏远山区，高寒高海拔的气候条件限制了野外验证工作的
有效开展，故本文将通过监测结果的统计特征开展精度分析工作。像素跟踪算
法提取山地冰川表面速度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在雷达影像覆盖的范围内，除了被
冰川覆盖的区域外，其余区域在数据获取间隔期内均没有位移变化。因此，可以
利用像素跟踪算法结果中非冰川区的残余位移量，对山地冰川表面运动位移量进
行精度分析，常用方法是根据非冰川区残余运动的均方根误差进行评估，其表达
式如下：

∑ (( x
N

RMSE =

i =1

off
i

− xifit − xitopo ) + ( yioff − yifit − yitopo )
2

2

)

N

（3）

公式（3）中 xioff 和 yioff 分别表示非冰川区第 i 个匹配点处距离向和方位向的偏
移量， xifit 和 yifit 分别表示第 i 个匹配点处距离向和方位向的偏移拟合量，xitopo 和 yitopo
分别表示第 i 个匹配点处的地形起伏对距离向和方位向偏移的影响。
研究区内非冰川覆盖区域的残差统计直方图如图 5 所示。地形校正前后的直
方图对比表明了地形校正的有效性，提高了该地区冰川运动监测的精度和可靠性。
根据公式（3），能够得到该区域非冰川区地形校正前后的均方根和均值分别为（间

2×105

地形校正后残差直方图
地形校正前残差直方图

0

1×10

5

频

数

3×105

隔 46 天）：均方根 0.4 m 和 0.3 m，均值为 0.3 m 和 0.2 m。

0.0

0.5

图5

4

残

差（m）

1.0

非冰川区残余误差直方图（间隔 46 天）

数据价值
基于 L 波段 ALOS/PALSAR 雷达数据获取了慕士塔格峰地区 2009 年冬季的山

地冰川表面运动分布，准确地拟合和去除卫星轨道和传感器姿态差异导致的全局
性变形，并借助外部 DEM 和 SAR 成像几何参数，补偿了复杂地形导致的地形效
应，进而得到了研究区内冰川表面运动的准确分布信息。该结果可以作为冰川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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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本底调查信息，与以后同期冰川运动监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该地区冰川的运
动变化特征；通过冰川运动分布，能够开展冰川运动相关的冰崩等自然灾害的预测，
减少因气候变暖给冰川下游带来的危害；通过全面了解冰川运动情况，能够更好
地开展研究区内冰川资源的调查，为掌握和合理利用该地区冰川资源提供必要的
基础信息。

5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2009 年 1–3 月慕士塔格峰地区冰川表面运动分布结果数据存储格式为 GeoTiff

格式。ENVI 和 ArcGIS 等常用遥感和 GIS 软件均可以支持该数据的读取和操作。
数据集中提供了该区域冰川在距离向、方位向和合成之后的运动分布情况，研究
人员可根据需要灵活选择要使用的数据，也可根据当前或后期的冰川运动监测结
果，开展慕士塔格峰地区冰川表面应力分布分析与研究工作。另外，由于 SAR 为
斜视成像几何关系，而本文并没有对距离向数据进行相应转换，因此，虽然对数
据进行了地理编码，但是冰川运动信息依然是由距离向和方位向监测结果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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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taset of glacier surface motion distribution
in Muztagh Ata region during winter 2009
Yan Shiyong, Li Yi, Lü Mingyang, Ruan Zhixing
ABSTRACT Muztagh Ata region is one of the glacier concentrated areas in eastern Pamir,
China. Long-term monitoring of glaciers over the region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water resource
investigation, but also benefits research on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the SAR imagery of the region
(37°48′18″N–38°35′14″N, 74°42′45″E–75°41′50″E) acquired by ALOS/PALSAR in January 14
and March 1, 2009, we used an improved pixel-tracking algorithm to extract the distribution of ice
surface motion. Accurate data of ice motion (GeoTiff format in 32-bit floating point) was obtained
by precisely removing the global deformation caused by orbit and sensor attitude, as well as the
topographic effect caused by complex terrain. Final results have a spatial resolution of about 20 m.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idual movement in the non-glacial area indicates that the results have
an overall accuracy of about 0.5 m/46 da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flow velocity in the
accumulation part is generally faster than that in the ablation or terminal part. The ice motion has
a relative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opography and some small glaciers show strong activities.
The dataset can serve as the basis for investigating the mountain glacier movement in this region,
providing statistical support for relevant research. In addition, the accurate monitoring of mountain
glacier motion is propitious to both glacier dynamic study and ice flow-related disaster prediction.
Meanwhile, it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for glacier investigation in China.
KEYWORDS

glacier surface motion; pixel-tracking; ALOS/PALSAR; Muztagh Ata

论文引用格式：闫世勇 , 李毅 , 吕明阳 , 等 . 2009 年慕士塔格峰山地冰川表面冬季运动分布
数据集 [J/OL]. 中国科学数据 , 2017, 2(2). DOI: 10.11922/csdata.170.2017.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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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温和冻融数据集
邱玉宝 1*，郭华东 1，阮永俭 1，付心如 1，石利娟 1，田邦森 1
摘

文献 DOI:
10.11922/csdata.170.2017.0117
数据 DOI：
10.11922/sciencedb.374

要：高亚洲地区是中纬度全球变化敏感区和研究的热点区域，其境内湖泊星罗棋布，

湖冰冻融参数是全球变化的关键敏感因子之一。由于冰水介电常数差异大，高重访率且对
天气不敏感的星载被动微波遥感可实现湖冰冻融状态的快速监测。本数据集依据微波辐射
计像元内湖泊和陆表的面积比例，应用混合像元分解方法获取了像元（亚像元级）的湖泊
亮温信息，实现高亚洲地区被动微波遥感亚像元级湖冰冻融监测，并采用多种被动微波数据，

文献分类：地球科学
收稿日期：2017-01-07
开放同评：2017-02-15
发表日期：2017-05-12

共计获得高亚洲区域 2002 ～ 2016 年 51 个中大型时间序列湖泊亮温数据和冻融状态信息。
以无云 MODIS 光学产品为验证数据，在高亚洲不同区域，选取可可西里湖、达则错、库赛
湖等三个大小不一的湖泊进行冻融判别验证，结果表明微波和光学遥感所获取的湖冰冻结
和融化参数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其相关系数可达 0.968 与 0.987。本数据集包含湖泊的时间
序列亮温值和湖冰冻融参数，可进一步对湖泊开展特征参数反演，以及提升对高亚洲地区
的湖冰冻融的理解，为高亚洲地区气候、环境变化以及高亚洲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模型提
供数据基础。
关键词：高亚洲；湖泊；被动微波亮温；冻融参数；混合像元分解法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
名称

2002 ～ 2016 年高亚洲地区中大型湖泊微波亮温和冻融数据集

数据库（集）英文
名称

A dataset of microwave brightness temperature and freeze-thaw for
medium-to-large lakes over the High Asia region (2002 – 2016)

数据作者

邱玉宝、郭华东、阮永俭、付心如、石利娟、田邦森

通讯作者

邱玉宝（qiuyb@radi.ac.cn）

数据时间范围

2002 ～ 2016 年

地理区域

高亚洲地区的地理范围为：北纬 24°40′ ～ 45°58′，东经 61°57′ ～
105°29′。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喜马拉雅山、昆仑山、横断山、祁
连山和天山等山脉等山区和高原等组成。

数据格式

*.xls

数据量

12.1 M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371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对外合作重点项目（131CllKYSB2016006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37135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ABCC
计划，41120114001）

数据库（集）组成

数据集由 2 部分数据组成，其一为 2002 ～ 2016 年高亚洲区域 51
个湖泊的被动微波遥感亮温数据集，观测时间间隔为 1 ～ 2 天；
其二是由湖泊亮温数据集判断所获得的湖冰冻融数据集。文件名
分别为：最邻近法与像元分解的湖泊亮温数据 .zip（12 MB），
2002–2016 高亚洲 51 个湖泊湖冰冻融数据集 . xls（0.1 MB）。

1.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数字地球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4；
* 通讯作者（Email: qiuyb@rad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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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由喜马拉雅山、昆仑山、横断山、祁连山和天山等山脉

及高原地区组成的高亚洲区域，海拔范围在 2000 ～ 8844 m 之间，是全球高海拔
湖泊最为密集的地区。其境内湖泊星罗棋布，面积大于 1 km2 的约有 1210 个 [1]。
高亚洲地区气候变化研究已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 [2-3]，该地区成为全球气候
变化最为敏感的区域和研究的热点区域 [4]。高山湖泊对于气候变化非常敏感 [5]，
特别是高山湖泊冻融的时间点，常被期望用来记录、揭示区域气候变化特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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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海湖
2 纳木错
3 色林错
4 达则错
5 扎日南木错
6 玛旁雍错
7 阿雅格库
8 多格错仁
9 巴尔喀什湖
10 阿拉湖

11 扎陵湖
12 多尔索洞错
13 赤布张错
14 哈拉湖
15 鲁玛江冬错
16 乌兰乌拉湖
17 阿其克库勒湖
18 勒斜武担湖
19 可可西里湖
20 卓乃湖

图1

21 多格错仁强错
22 鄂陵湖
23 博斯腾湖
24 仁青休布错
25 昂拉拉仁错
26 昂孜错
27 拉昂错
28 阿克钦湖
29 碱水湖
30 拜惹布错

31 斋桑泊
32 兹格塘错
33 扎素湖
34 库赛湖
35 错仁德加
36 若拉错
37 玉液湖
38 玛尔盖茶卡
39 雅根错
40 其香错

41 巴木错
42 蓬湖
43 懂湖
44 羊湖
45 依布茶卡
46 墨石北湖
47 独立石湖
48 骆驼湖
49 美马错
50 向阳湖
51 诺尔玛错

本数据集所包括的湖泊分布图

高亚洲地区具有高寒、人迹罕至等特征，缺少湖泊监测站点，湖冰冻融参数
难以获取 [7-8]，通常借助遥感手段补充获取。星载被动微波数据具有全天时、全天候、
重放周期短等特点 [9]，微波对冰水相变的敏感性高 [10]，特别适合用于冰雪冻融监
测研究，如陆表冻土变化监测 [11]、积雪变化监测 [12]、海冰变化监测 [13] 等研究。
但由于被动微波辐射计分辨率粗糙，混合像元效应严重，在湖冰冻融变化监
测中受到极大的限制 [14-15]。目前在整个北半球区域适合用于现有被动微波像元尺
度的湖泊仅有 35 个大型湖泊 [16]，而在高亚洲区域可以直接采用被动微波数据开展
监测的为青海湖、纳木错和色林错等大型湖泊 [14-15]。
要清晰、深入了解高亚洲区气候和环境变化对湖泊冻融带来的影响及其响应，
需要了解该区更多湖泊的冻融状况，在地面观测和光学遥感（云影响）获取湖泊
冻融资料都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被动微波数据依然是监测和理解湖泊冻融的资
料源 [16]。
本数据集采用最邻近法与线性混合像元分解技术，利用高分辨率数据作为辅
助输入，将通常用于大尺度地表监测的 AMSR-E、AMSR2 与 MWRI 被动微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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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到高亚洲地区中大型湖泊湖冰冻融监测，获取了 2002 ～ 2016 年高亚洲不同
区域的 51 个湖泊湖冰冻融情况（图 1），为高亚洲区域的湖冰冻融信息提供重要
的资料补充。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1.1

数据采集
本 数 据 集 生 产 过 程 中 主 要 采 用 3 种 研 究 数 据， 包 括 AMSR-E、AMSR2 与

MWRI（Microwave Radiation Imager）被动微波亮温数据、青藏高原湖泊数据集和
青藏高原 MODIS 逐日无云积雪面积数据集，分别用于提取湖泊区域亮温值、计算
湖泊与湖岸的动态面积比例、验证湖冰冻融参数。详细介绍如下：
1.1.1 AMSR-E、AMSR2 与 MWRI 被动微波亮温数据
被动微波 AMSR-E 具有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的 12 个成像仪通道，频率分别
为 6.9、10.65、18.7、23.8、36.5、89.0 GHz；而 AMSR2 有 14 个成像仪通道，频
率 分 别 为 6.9、7.3、10.65、18.7、23.8、36.5、89.0 GHz。 冰 与 水 在 18.7 GHz 通
道下发射率差异较大，从其分辨率和受大气和地表状态影响的角度考虑，通常用
18.7 GHz 的 V 极化进行湖冰冻融监测 [14-15]，AMSR-E 的数据分辨率为 27 km ×
16 km，AMSR2 分辨率为 22 km × 14 km。其中 AMSR-E 数据获取地址为 http://
nsidc.org/，AMSR2 数据获取地址为 http://gcom-w1.jaxa.jp/index.html。
AMSR-E 与 AMSR2 两个传感器在时间上未能衔接，从 2011 年 10 月 4 日开始
至 2012 年 7 月 2 日数据存在缺失空档，而国产风云三号的 MWRI 传感器于 2010
升空运行至今，可补充 AMSR-E 与 AMSR2 缺失的数据信息。MWRI 传感器有 10
个成像仪通道，除 6.9 GHz 外，其他通道频率与 AMSR-E 一致。由于 MWRI 数据
分辨率较低，其 18.7 GHz 数据的分辨率为 30 km × 50 km，在本数据集中仅采用
最邻近法处理 MWRI 数据对青海湖、纳木错与色林错进行空档信息补缺。MWRI
数据获取地址为 http://satellite.nsmc.org.cn/。
1.1.2

青藏高原湖泊数据集
青藏高原面积 1 km2 以上湖泊在过去 60 年的变迁数据集 [1] 来自于《科学数据》。

该数据集包含 3 期数据，分别为：（a）20 世纪 60 年代（人工测绘，部分基于第
一次湖泊调查成果整理）；（b）2005 年（CBERS-1 CCD，部分基于第二次湖泊
调查成果整理）；（c）2014 年（GF-1 WFV）。在本数据集的生产中，分别采用
了 2005 期与 2014 期的湖泊面积数据与被动微波数据进行叠置分析求取湖泊面积
与陆地面积比例。其中 2002 ～ 2011 年的 AMSR-E 被动微波数据采用 2005 期的青
藏高原湖泊数据集作为湖泊面积输入数据，而 2012 ～ 2016 年的 AMSR2 被动微
波数据则采用 2014 期的青藏高原湖泊数据集来计算。青藏高原湖泊数据集的获取
地址为 https://ﬁgshare.com/articles/Data_TPLakes/3145369。
1.1.3

青藏高原 MODIS 逐日无云积雪面积数据集
此数据为基于 MOD10A1 与 MYD10A1 开发的逐日无云二值积雪产品 [17]，下

载网址为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55，包括以下几种青藏高原区域的
地物分类：陆地、积雪、湖水、湖冰及湖泊不确定（其中湖泊不确定是在去云重
分类的过程中，湖泊区域存在的较少数无法判别湖泊状态的类别）。利用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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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湖水及湖冰变化情况，可比较验证微波的湖泊冻融情况。

1.2
1.2.1

数据处理
最邻近法
卫星在高空中对地扫描时，相对地球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故在传感器重访

过程中，离湖泊中心最邻近的扫描点位置会出现偏移，导致 AMSR-E（27 km ×
16 km）、AMSR2（22 km × 14 km）与 MWRI（30 km × 50 km）像元获取的地
表区域也会发生细小的局部挪移，所以该像元捕获的湖泊 / 湖岸面积不停地发生变
化（除了面积远远小于像元分辨率的湖泊外）。卫星过境扫描示意图如图 2。

图2

卫星过境扫描导致的湖泊 / 陆地面积比例发生变化

为获取湖泊区域亮温信息，论文根据 AMSR-E、AMSR2 或 MWRI 像元距离湖
心点最短距离法来选择像元。首先通过高分辨 Landsat5 影像辅助确定湖中心点位
置，获取湖心坐标位置，然后以湖心坐标为中心缓冲出一个 25 km×25 km 的矩形，该
矩形和被动微波 18.7GHz 像元覆盖范围相当，目的是尽量控制获得像元坐标中心点
与湖心点在一个像元范围内。最邻近法满足条件为：假设湖泊中心点为 O（X, Y），
TB（Xi , Yi）为任意像元中心点，A（Xa , Ya）为矩形的一个顶点坐标。当点 TB（Xi , Yi）
是满足以下公式（1）、（2）与（3）的像元点（Xmin , Ymin）则为所求的点：
（1）
（2）
（3）
用于混合像元分解的湖岸像元亮温则以较高分辨率 Landsat 影像为依据获取，
选取距离湖泊最近的 2 ～ 3 个被动微波像元作为纯净陆地像元 P(Xl , Yl )，并求取均
值而获得。
1.2.2

混合像元分解方法
被动微波数据空间分辨率低，单个像元能捕获到多种不同种类的地表特征信

息，混合效应严重，采用经过辐射定标后的 AMSR-E L2A 与 AMSR2 L1R 亮温数
据 [18]，采用基于湖泊 / 陆地面积比例的混合像元分解算法进行湖泊亮温数据获取，
其主要思路为：假设被动微波辐射计所捕获的陆表信息是均质的，所获的地表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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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信息只与地物的面积有关，忽略其他影响因素，则基于湖泊 / 陆地面积比例的被
动微波像元分解的算法模型可以用公式（4）表示 [19-20]：
				TBsensor=aTBlake+bTBland

（4）

式中，TBsensor 表示被动微波数据单个像元所捕获的湖泊亮温值，TBwater 为混合
像元中的湖泊区域亮温值，TBland 为混合像元中陆地区域亮温值，a 与 b 分别表示
湖泊与陆地像元在一个被动微波像元的面积比例权重。式（4）中，湖泊区域亮温
与陆地区域亮温包括了与其对应的大气等影响因素。
湖泊面积权重 a 与湖岸面积权重 b，在分解计算 AMSR-E 像元所对应的值时，
是以卫星过境的最邻近湖心点的扫描点为中心缓冲出一个 27 km × 16 km 的矩形
区域，AMSR2 数据缓冲出的矩形区域为 22 km × 14 km。然后通过叠置分析动态
计算出每次卫星重访像元的湖泊湖岸面积权重。最后将求出的湖泊与湖岸的比值
代入公式（4）中，分解出每个像元里湖泊区域的亮温值。
在 WGS84（World Geodetic System 1984）投影坐标系统中，利用一个中心点难以
一次性缓冲生成一个矩形区域，AMSR-E
像元对应的矩形长宽为 27 km × 16 km，
AMSR2 为 22 km × 14 km。故在实验
操作中通过利用一点先缓冲成两个正
圆，其中大圆的半径为矩形长的一半，
小圆的半径为矩形宽的一半，再求取两
圆的最小外包矩形，然后根据等角横轴
割圆柱投影坐标系统特性，获得所求矩
形，如图 3 为 AMSR-E 像元缓冲示意图。
最后求取出卫星每天过境的矩形 IJKL
后与湖泊面积数据进行叠置分析，动态

图 3 AMSR-E 像元矩形动态缓冲示意图

分解出湖岸与湖泊的比例。
1.2.3

基于 TIMESAT 软件及目视判别的冻融参数提取

在对湖泊区域像元亮温进行混合像元分解处理后，应用 TIMESAT（Timeseries of satellite sensor data）软件提取湖泊冻融参数。TIMESAT 软件系统起初是
应用于处理长时间序列的 NDVI 数据，以监测植物的周期性生长变化 [21-22]，鉴于
TIMESAT 软件系统具有快速处理季节性变化的长时间序列数据的能力，结合被动
微波数据在湖泊冻融变化的亮温周期规律 [14-15]，将湖泊亮温数据嵌入到该软件，
并结合目视判别，纠正并提取湖泊冻融参数（图 4）。
260

冻融点

分解亮温 SG 滤波

分解量温

250
TB
(K) 240
230
220

1

231

461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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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样本描述

2.1

基于最邻近法与像元分解的湖泊亮温数据

表1

数 据 存 储 于 Excel 表 格 中， 其 中 有 51

基于最邻近法的湖泊亮温表
A

B

日期

18.7 GHz V

20020619

203.179993

20020620

195.949997

20020622

195.020004

20020624

199.179993

20020625

193.970001

20020626

200.949997

20020629

192.380005

20020701

197.929993

20020703

200.919998

图5

个 湖 泊 2002 ～ 2011 年 的 AMSR-E 数 据，
51 个湖泊 2012 ～ 2016 年的 AMSR2 数据，
3 个湖泊 2011 ～ 2016 年的 MWRI 数据，共
含 105 个表格。全部表格有两种类型的存储
格式，详细说明如下：
类型一：不需要混合像元分解，仅利用
最邻近法就能够探测到的湖冰冻融变化的湖
泊亮温存储格式（表 1）。数据只有 A 与 B
两列，其中 A 列代表日期，B 列代表 18.7
GHz 的 V 极化亮温。
利用最邻近法获取的湖泊长时间序列亮
温曲线图如图 5 所示。

最邻近法湖泊亮温长时间序列曲线图（以青海湖为例）

类型二：结合最邻近法与混合像元分解法探测到湖冰冻融变化的湖泊亮温存
储格式如表 2。数据共 8 列，其中 A 列代表日期，B、C 列分别代表像元中心
点的 X 坐标、Y 坐标，D 列代表 18.7 GHz 的 V 极化湖泊湖岸混合亮温，E、F 列
分别代表湖泊区域、湖岸区域在最邻近湖心像元的比例，G 列是邻近湖岸区域的
18.7 GHz 的 V 极化亮温值，H 列是分解还原后的湖泊区域亮温值。
表2

基于像元分解法的湖泊亮温表

A

B

C

D

E

F

G

H

日期

X 坐标

Y 坐标

20020620

31.88847

87.52656

253.44

0.644517

0.355483

265.09

247.0145

20020621

31.88192

87.53167

247.07

0.620583

0.379417

260.31

238.9752

20020623

31.84658

87.54626

249.17

0.459976

0.540024

263.05

232.8745

湖泊湖岸
分解的湖
湖泊比例 湖岸比例 湖岸亮温
混合亮温
泊亮温

20020625

31.89607

87.55738

253.18

0.625501

0.374499

264.37

246.4803

20020626

31.92245

87.56347

250.67

0.540223

0.459777

261.35

241.5804

20020630

31.90504

87.51909

249.59

0.523359

0.476641

262.42

237.9052

20020702

31.87672

87.58486

251.72

0.610791

0.389209

262.34

244.9527

20020704

31.91636

87.50919

252.49

0.566584

0.433416

267.03

241.3674

20020705

31.86982

87.49392

253.33

0.603482

0.396518

269.08

242.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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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像元分解法获取的湖泊长时间序列亮温曲线图如图 6 所示。

图6

2.2

像元分解法湖泊亮温长时间序列曲线图（以拜惹布错为例）

湖泊湖冰冻融数据集
数据以 Excel 表格格式存储，共有一个 Excel 表格，其中包含 51 个表单，每

个表单以湖泊名称命名。表格存储格式（表 3）以青海湖为例，其详细说明如下：
数据共 8 列，其中 A 列代表湖泊中文名称，B 列代表湖泊英文名称，C、D 列分别
代表湖泊中心点的 X 坐标、Y 坐标，E、F 列分别代表该湖泊湖冰开始冻结日期、
完全冻结日期，G、H 列分别代表该湖泊湖冰开始融化日期、完全融化日期。
表3
A

B

湖泊名称 湖泊名称
（中文） （英文）

青海湖湖冰冻融日期表

C

D

E

F

湖心点
X 坐标

湖心点 Y
坐标

开始冻结

完全冻结

G

H

开始融化 完全融化

青海湖

Qinghai
Lake

36.88603

100.17855

2002-12-22 2002-12-30 2003-3-26

青海湖

Qinghai
Lake

36.88603

100.17855

2003-12-21

青海湖

Qinghai
Lake

36.88603

100.17855

2004-12-25 2004-12-30 2005-3-18 2005-3-28

青海湖

Qinghai
Lake

36.88603

100.17855

2005-12-12 2005-12-20 2006-3-24

2006-4-4

青海湖

Qinghai
Lake

36.886 03 100.178 55 2006-12-19 2006-12-30 2007-3-31

2007-4-6

青海湖

Qinghai
Lake

36.886 03 100.178 55 2007-12-27

2008-4-11

青海湖

Qinghai
Lake

36.886 03 100.178 55 2008-12-15 2008-12-29 2009-3-19 2009-3-29

青海湖

Qinghai
Lake

36.886 03 100.178 55 2009-12-23 2009-12-26 2010-3-19 2010-3-27

青海湖

Qinghai
Lake

36.886 03 100.178 55 2010-12-14 2010-12-26

2011-4-3

2011-4-15

青海湖

Qinghai
Lake

36.886 03 100.178 55 2011-12-20

2012-4-3

201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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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

2008-1-1

2012-1-3

2003-4-1

2004-3-17 2004-3-27

20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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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B

湖泊名称 湖泊名称
（中文） （英文）

C

D

E

F

湖心点
X 坐标

湖心点 Y
坐标

开始冻结

完全冻结

2012-12-9

G

H

开始融化 完全融化

青海湖

Qinghai
Lake

36.886 03 100.178 55

青海湖

Qinghai
Lake

36.886 03 100.178 55 2013-12-21 2013-12-30

2014-3-9

2014-3-24

青海湖

Qinghai
Lake

36.886 03 100.178 55 2014-12-19 2014-12-29 2015-3-17

2015-4-1

青海湖

Qinghai
Lake

36.886 03 100.178 55 2015-12-25

3

2012-12-23 2013-3-27

2016-1-6

2013-4-1

2016-3-16 2016-3-22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3.1

数据缺失情况说明

3.1.1

高亚洲被动微波遥感数据日重访问题
被动微波数据在对地扫描时存在数据间隙，其在中低纬地区的重访周期约为

1 ～ 2 天，而在高纬度地区的重访率可以达到 1 天多次（图 7）。而高亚洲地区处
0°0′0″

40°0′0″E

80°0′0″E 120°0′0″E 160°0′0″E

160°0′0″W 120°0′0″W 80°0′0″W 40°0′0″W

0°0′0″

40°0′0″E

80°0′0″E 120°0′0″E 160°0′0″E

30°0′0″S 10°0′0″N 50°0′0″N
70°0′0″S

70°0′0″S

图7

3.1.2

90°0′0″N

160°0′0″W 120°0′0″W 80°0′0″W 40°0′0″W

30°0′0″S 10°0′0″N 50°0′0″N

90°0′0″N

于中高纬之间，其所获取的湖泊亮温值的时间间隔为 1 或 2 天。

被动微波数据观测覆盖图

数据断档缺失说明
本数据集生产选用 AMSR-E、AMSR2 与 MWRI 三种被动微波传感器数据，

其中 AMSR-E 于 2002 年 5 月 4 日升空，于 2002 年 6 月 19 日开始获取对地观测
数据，在轨运行至 2011 年 10 月 4 日，因天线失去动力，而无法获得后续数据；
AMSR2 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升空，于 2012 年 7 月 3 日开始获取对地观测数据，
在轨运行至今；而 MWRI 于 2010 升空运行至今，可以填补 AMSR-E 与 AMSR2
的数据空档。
但 MWRI 数据分辨率较低，在本数据集生产中仅采用最邻近法处理 MWRI 数
据对青海湖、纳木错与色林错三个湖泊进行数据补缺。因此其他的湖泊亮温数据
集与湖冰冻融数据集在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7 月期间的数据存在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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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1

误差来源和分析
被动微波数据定位误差
在应用被动微波数据进行湖冰监测应用中，由于只选取被动微波传感器过境

时离湖泊中心点最近的单个像元，故该像元定位精度所带来的误差将会直接影响
湖冰冻融探测的精度。以 AMSR-E L2A 数据为例，其定位误差约为 5 ～ 7 km[23]。
这种位置偏移也给湖泊亮度的混合像元分解带来误差，在原有的被动微波数据误
差基础上，湖冰冻结时期误差约为 3 ～ 4 K，而湖冰融化时期误差可达 7 ～ 8 K。
3.2.2

数据处理过程误差
经过数据分析，被动微波混合像元分解法可普遍适用于湖泊面积占单个

AMSR-E 像元 0.3 倍以上的湖泊。而湖泊面积与 AMSR-E 像元比例在 0.2 ～ 0.3 倍
之间时，该方法受湖泊形状、湖泊的本身特质和湖岸周边地理环境特征影响，具
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被动微波混合像元线性分解也还存在着一些限制条件：
湖泊周围生长的植被受季节性影响明显会对湖泊亮温分解造成干扰，致使提取结
果出现偏差；湖泊与湖岸像元间应避免海拔落差巨大，如高山环绕的湖泊，湖泊
亮温与周边陆地亮温有很大差异，山地的角度和地形影响会造成像元分解结果出
现较大的误差。

3.3

对比验证
以青藏高原 MODIS 逐日无云积雪面积数据集作为对比验证数据 [17]，该套数

据集主要解决了云盖条件下积雪与陆地的重新判别问题，其湖泊区的云覆盖也做
了重分类，将湖泊上空区域重新判别为湖水、湖冰及少数湖泊不确定三种状态。
选取去云处理之前云盖情况较好的湖泊区域，以长时间序列的湖泊中的湖水面积
变化曲线，以湖水面积占湖泊面积的 90% 为湖冰融化的判别阈值，以湖水面积占
湖泊面积的 20% 为湖冰冻结的判别阈值 [7]，以此削弱去云重分类误差带来的直接
目视判别湖冰冻融状况的误差积累 [8]。
选择达则错、库赛湖与可可西里湖作为验证湖泊，利用 AMSR-E 数据提取的
湖泊冻融结果与 MODIS 无云数据提取的湖泊冻结与湖泊融化结果有一定相关性，
其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别为 0.968 与 0.987（图 8），可认为基于被动微波遥感数据
的湖泊冻融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a）湖泊冻结时间对比散点图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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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湖泊融化时间对比散点图

基于 MODIS 无云数据产品的对比验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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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本数据集包含高亚洲区域 2002 ～ 2016 年 51 个中大型湖泊时间序列亮温值和

湖冰冻融参数信息；可进一步对湖泊开展特征参数反演，如湖冰厚度变化等；可
提升对高亚洲地区湖冰冻融的理解，如对全球气温升高等大尺度气候变化的响应
模式认知；可为高亚洲地区气候、环境变化以及高亚洲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模型
提供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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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taset of microwave brightness temperature
and freeze-thaw for medium-to-large lakes
over the High Asia region (2002 – 2016)
Qiu Yubao, Guo Huadong, Ruan Yongjian, Fu Xinru, Shi Lijuan,
Tian Bangsen
ABSTRACT High Asia is a region dotted with lakes, sensitive to changes that are occurring
in the mid-latitude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t is thus a focus for researchers. Due to widely
different dielectric constants of ice and water, satellite passive microwave remote sensing, which
has a high revisit rate and is insensitive to the weather, can be used for quick detection of the
thawing and freezing of lake ice. Based on the proportions of lake and land areas within the
microwave radiometer pixels, the brightness temperature of a lake surface was acquired by linear
and dynamic decomposition of the radiometer footprint measurements. The freezing and thawing
of 51 sub-pixel level lakes in the High Asia region was closely monitored during the period 2002
– 2016. The data obtained there were then validated against the cloud-free MODIS optical snow
product data. The validation test selected three lakes with different sizes locat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High Asia-Hoh Xil Lake, Dagze Co and Kusai Lak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freezing and thawing
times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hav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0.968 and 0.987,
as measured by the optical and microwave remote sensing approach, respectively. The polished
dataset contains lake brightness temperatures and lake ice freeze-thaw in different basins of High
Asia. These data can be used to carry out inversion of geophysical parameters of other lakes and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lake freezing and thawing in High Asia, thus providing a data base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High Asia and also of this region’s response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KEYWORDS High Asia; lake; passive microwave brightness temperature; freeze-thaw parameters;
Pixel Unmixing method

论文引用格式：邱玉宝 , 郭华东 , 阮永俭 , 等 . 2002 ～ 2016 年高亚洲地区中大型湖泊微波亮
温和冻融数据集 [J/OL]. 中国科学数据 , 2017, 2(2). DOI: 10.11922/csdata.170.2017.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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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ODIS MOD09Q1 的青海、西藏湖泊水面
数据集（2000 ～ 2012 年）
卢善龙 1*，金继明 2，贾立 1，张磊 1，马津 1，3
摘

文献 DOI:
10.11922/csdata.170.2016.0113
数据 DOI：
10.11922/sciencedb.329

要：青藏高原分布有地球上海拔最高、数量最多和面积最大的内陆湖群。在全球变暖

背景下，这些数量和面积巨大的湖泊水体的时空变化过程成为了高原区气候与环境变化
研究中关注的热点问题。长期以来，因缺乏时空过程连续的湖泊变化数据集，制约了人
们对高原区湖泊水体的年际间和年内变化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本文介绍并发布了以
MODIS MOD09Q1 产品为基础，采用多级分割和逐个湖泊阈值自动确定方法提取的青藏高

文献分类：地球科学
收稿日期：2016-11-29
开放同评：2016-12-14
发表日期：2017-04-28

原（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范围）2000 ～ 2012 年每 8 天的 250 m 分辨率湖泊水面数据产品。
本数据集整体精度为 93.98％，与其他类似产品和研究成果交叉比较精度均高于 86%，精确
反映了近 10 多年来高原区湖泊水面的年际和年内变化特征。本数据集可直接用来做高原湖
泊水体动态变化研究，也可作为陆面过程模型或区域气候模型的输入，研究湖泊水体动态
变化在区域水文气候系统中的作用。
关键词：湖泊水面；MOD09Q1；青藏高原；遥感

数据集（库）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基于 MODIS MOD09Q1 的青海、西藏湖泊水面数据集
（2000 ～ 2012 年）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MODIS (MOD09Q1)-derived lake water surface dataset for the
Tibetan Plateau (2000 – 2012)

数据作者

卢善龙、金继明、贾立、张磊、马津

通讯作者

卢善龙（lusl@radi.ac.cn）

数据时间范围

2000 ～ 2012 年

地理区域

青海省、西藏自治区

空间分辨率

250 m

数据量

690 MB

数据格式

*.dbf，*.prj，*.shp，*.shx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329

基金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应 急 管 理 和 青 年 基 金 项 目（41440010、
411014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
（91637209）、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Y4Y00200KZ）

数据库（集）组成

本数据集包括青藏高原 2000 ～ 2012 年间每 8 天 1 期（共计 591 期）
的湖泊水面数据，最小图斑面积为 1 km2。每期数据包含 *.dbf，
*.prj，*.shp，*.shx 4 个文件，示例如下：
a20000218_qz_1km.dbf为2000年2月18日矢量数据dBASE表文件；
a20000218_qz_1km.prj 为 2000 年 2 月 18 日矢量数据坐标投影文件；
a20000218_qz_1km.shp 为 2000 年 2 月 18 日矢量数据主文件；
a20000218_qz_1km.shx 为 2000 年 2 月 18 日矢量数据索引文件。

1.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数字地球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杨凌 712100；
3. 山东农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泰安 271018
* 通讯作者（Email: lusl@rad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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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青藏高原上分布有地球上海拔最高、数量最多和面积最大的内陆湖群，是中

国湖泊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湖泊面积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 51.4％。其中，面
积大于 1 km2 的湖泊 1055 个，总面积约为 42000 km2 [1]，占高原区总面积的 2.2％。
高原湖泊分布区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恶劣，受自然和物质因素的约束，很难采用
实测方法全面地获取湖泊动态变化数据。近 20 年来，国内外研究机构利用不同
卫星遥感数据源解译和制作的全球和区域地表水相关数据集中包含了高原区部分
关键年份的湖泊水面分布数据。如美国波斯顿大学 2004 年基于 MODIS 数据制作
的全球 1 km 分辨率水面掩膜数据集，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德国卡塞尔大学制作的
1 km 分辨率全球湖泊湿地数据集（GLWD）[2]，美国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
（NASA-JPL）基于 SRTM 数据制作的 90 m 分辨率全球水面矢量数据集（SWBD），
马里兰大学利用 SWBD 数据集和 MODIS 250 m 分辨率数据制作的全球 250 m 分
辨率地表水面栅格数据集 [3]，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制作的中国 1:10
万湖泊数据集 [4]，以及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制作的 30 m 分辨率湿地
数据集 [5] 等。这些数据集虽已公开共享，但因使用的源数据不同，不同产品数据
一同使用时存在空间位置匹配不准、空间不连续等问题。为了获取空间分辨率一致、
时间周期长的湖泊变化基础数据，研究人员通过综合利用早期地形图、CBERS、
Landsat MSS/TM/ETM+ 等数据，解译和制作了高原区年代际（1970 s、1980 s、
1990 s、2000 s、2010 s）湖泊分布数据集 [1, 6-7]。这些数据集具有相对较高的空间
分辨率（30 m），但这些分散的成果因缺乏统一的研究目标且掌握在不同科研人
员手中，未能形成公开共享的标准化数据产品。
为了满足空间分辨率一致和时间过程连续的数据应用需求，直接以中等空间
分辨率单一传感器遥感影像为数据源进行水面提取成为当前研究的理想选择。全
球环境与安全监测计划 GEOLAND2 工作组以 MODIS 和 SPOT Vegetation 地表反射
率影像为基础，制作了 1 km 分辨率非洲大陆 1998 ～ 2012 年每 10 天水面数据集（Water
Bodies V1.3）[8]；美国马里兰大学利用 250 m MODIS 植被指数产品（MOD13）提取
了加拿大 2000 ～ 2009 年每 16 天的水面数据集 [9]；Huang 等利用 MODIS MOD09A1
产品数据，提取了澳大利亚墨累 – 达令河流域 2000 ～ 2010 年每 8 天的 500 m 分辨率
水面数据集 [10]。在青藏高原地区，Song 等虽利用 MODIS MOD09A1 产品提取了
青藏高原 2000 ～ 2011 年每 8 天的 250 m 分辨率水面数据集 [11]，但其成果并未公
开。本数据集是作者以 MODIS MOD09Q1 产品为基础，采用多级分割和逐个湖泊
阈值自动确定方法提取的青藏高原（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2000 ～ 2012 年每 8 天
的 250 m 分辨率湖泊水面数据集 [12-13]。本数据集的发布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青藏
高原近几十年时空过程连续湖泊水面动态变化数据集缺乏的问题。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1.1 基础数据准备
本数据集提取使用的主要数据源是 2000 年 2 月 24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6 日的
MODIS MOD09Q1 产品。精度评价使用了 2002 年 9 月 8 日（轨道号：134，036）、
2006 年 10 月 9 日（轨道号：138，038）、2009 年 9 月 29 日（轨道号：140，036）、
2010 年 6 月 25 日（轨道号：135，034）、2011 年 8 月 5 日（轨道号：14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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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 21 日（轨道号：139，038）和 2011 年 9 月 5 日（轨道号：138，040）
7 景分布在不同区域的 Landsat TM 影像（图 1 中背景为 2010 年 7 月 28 日 500 m 空
间分辨率 MODIS 波段 2，1，3 假彩色合成影像）。此外，90 m 空间分辨率的
SRTM DEM 数据被用来提取研究区地形坡度专题产品，以消除山区山体阴影对水
面信息提取的影响。
80°0′0″E

85°0′0″E

90°0′0″E

95°0′0″E

100°0′0″E

40°0′0″N

35°0′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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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国界
省界
Landsat 影像边界
85°0′0″E

90°0′0″E

图1

95°0′0″E

100°0′0″E

数据集覆盖区域地理位置

MOD09Q1 数据在使用前分别进行了解压、转投影、拼接、裁剪等预处理；
Landsat 影像使用的是 30 m 空间分辨率多光谱波段，其预处理包括解压、波段组合、
转投影。SRTM DEM 则利用 ArcGIS 的空间分析工具处理成地形坡度数据。

1.2

数据处理
湖泊水面的提取采用作者团队专门针对 MOD09Q1 产品设计的一种结合湖泊

水面缓冲区边界分析和逐个湖泊确定分割阈值的湖泊水面信息提取方法，包括山
体阴影去除、水体边界初步提取、不同时期云及其阴影覆盖区水面数据恢复、最
大水面边界合成和不同时期湖泊水面信息提取等步骤 [12-13]。

2 数据样本描述
2.1

命名格式
所有数据文件采用“标志符 _ 年月日 _ 地名简写 _ 图斑面积”格式进行命名。

例如文件名 a20000218_qz_1km.shp，a 为标志符，20000218 表示 2000 年 2 月 18 日，
qz 表示数据覆盖区域为青海西藏，1km 表示数据集最小图斑面积为 1 km2。不同时
期数据通过日期来区分。

2.2

数据样本
将数据文件在 ArcGIS 软件中打开，再将湖泊水面图斑填色后即得到各个时期

高原区湖泊水面分布图（图 2）。利用 ArcGIS 软件的空间统计功能，可以得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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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区每 8 天的湖泊水体面积信息，并制作面积变化过程图来反映高原湖泊年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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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际变化规律（图 3）。

图例
青海西藏边界
2012 年 9 月 29 日湖泊水面

85°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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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 1 日、5 月 25 日、8 月 28 日和 9 月 29 日水面分布图

2000 ～ 2012 年青藏高原大于 1 km2 湖泊每 8 天的水面面积时间序列图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3.1

本数据集与 Landsat TM 水面提取精度比较
利用增强型水体指数 MNDWI[14] 提取覆盖高原区湖泊水体较多区域的 7 景影

像（2002 年 9 月 8 日、2006 年 10 月 9 日、2009 年 9 月 29 日、2010 年 6 月 25 日、
2011 年 8 月 5 日、2011 年 8 月 21 日、2011 年 9 月 5 日）上的水面分布数据，然
后以此为基础，评价对应日期（2002 年 9 月 6 日、2006 年 10 月 8 日、2009 年 9
月 30 日、2010 年 6 月 26 日、2011 年 8 月 5 日、2011 年 8 月 27 日、2011 年 9 月
6 日）MOD09Q18 天合成影像上提取的湖泊水面精度。精度评价实验区包括
特大型（面积大于 1000 km 2）湖泊 1 个、大型湖泊 3 个（面积大于 500 km 2、
小于 1000 km2）、中型湖泊 18 个（面积大于 100 km2、小于 500 km2）、小型湖
《中国科学数据》2017 年第 2 卷第 2 期 · 青藏高原雪、冰和环境专刊

www.csdata.org

45

基于 MODIS MOD09Q1 的青海、西藏湖泊水面数据集（2000 ～ 2012 年）

泊 111 个（面积大于 10 km2、小于 100 km2）。整个区域湖泊水面提取总精度为
93.98％，其中特大型湖泊为 97.79％，大型湖泊为 95.64％，中型湖泊为 94.39％，
小型湖泊为 87.24％（表 1）。
湖泊水面遥感提取精度评价结果 [12]

表1
Landsat
TM
影像
编号

影像日期
Landsat
TM

MOD09Q1

134036 2002-9-8

2002-9-6

138038 2006-10-9 2006-10-8
140036 2009-9-29 2009-9-30
135034 2010-6-25 2010-6-26
145036 2011-8-5

2011-8-5

139038 2011-8-21 2011-8-27

138040 2011-9-5

2011-9-6

大型

2

1114.82

1145.88

小型

3

65.43

62.81

中型

6

1122.67

小型

7

中型

1105.90 48.89
58.13

95.77

11.97

82.92

1124.12

1105.59 35.61

96.88

390.27

381.07

375.16

21.03

94.69

1

471.50

458.20

448.10

33.50

93.04

小型

53

586.40

511.20

494.90 107.80 82.11

中型

1

144.60

139.80

137.20

10.00

93.21

小型

3

90.50

86.60

84.80

7.50

91.87

中型

6

1116.20

1092.10

1072.20 63.90

94.38

小型

25

411.60

384.80

370.00

56.40

86.77

特大型

1

2356.46

2386.88

2345.22 52.91

97.79

中型

3

382.19

383.75

370.74

24.45

93.81

小型

13

846.04

862.56

813.34

81.92

90.85

大型

1

554.30

541.50

535.30

25.20

95.50

中型

1

292.90

291.80

284.90

14.90

95.03

小型

7

137.70

129.40

119.90

27.30

81.45

133

10083.57

9982.47

9721.39 623.26 93.98

总计

3.2

Landsat
湖泊
MOD09Q1 正确
错误 提取
TM
提取面积 提取
数量
提取 精度
提取面积
（个）
（km2） （km2）（km2） （％）
2
（km ）

湖泊
类型

本数据集与全球水面产品精度比较
将 2000 年 9 月 13 日的湖泊水面数据（年最大水面）按湖泊面积大小分成了 5

类（1 ～ 10 km2，10 ～ 50 km2，50 ～ 100 km2，100 ～ 500 km2，> 500 km2）并与
美国马里兰大学制作的全球 MODIS 水面掩膜数据集 [3] 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具有高
度的一致性，决定系数 R2 达 0.9991（图 4）。混淆矩阵分析总体精度为 86.30％，
用户精度和生产者精度分别为 92.92％和 92.38％（表 2）。

MODIS 水面掩膜数据集中不同
尺度湖泊的总面积（km2）

14000
12000
y=0.9925x+97.774
R2=0.9991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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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据集与 MODIS 水面掩膜产品 [3] 混淆矩阵分析结果
MODIS 水面掩膜产品 [3]

数据来源

水面 ( 像元个数 ) 陆地 ( 像元个数 )
本数据集

3.3

用户精度 (％ )

水面 ( 像元个数 )

551236

42020

92.92

陆地 ( 像元个数 )

45481

0

0

生产者精度 (％ )

92.38

0

86.30

本数据集与全国第二次湿地调查结果比较
根据 2006 年 9 月 6 日水面提取结果（年最大水面），青藏高原湖泊水面面积

大于 1 km2 的湖泊数量为 1044 个，总的水域面积为 39849 km2。其中，水面面积
为 1 ～ 10 km2 的湖泊数量为 675 个，总面积为 2101 km2；水面面积大于 10 km2 的
湖泊数量为 369 个，总面积为 37748 km2。这一结果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
研究所基于 2005 ～ 2006 年 CBERS 和 Landsat ETM+ 遥感影像开展的第二次全国
湖泊调查结果 [1] 相比，湖泊总数量少 11 个，总面积小 1983 km2，面积误差为 4.74％。
其中，面积为 1 ～ 10 km2 的湖泊数量多 9 个，面积误差为 2.33％；面积大于 10 km2
的湖泊数量少 20 个，面积误差为 5.10％（表 3）。
表3

青藏高原湖泊数量与面积的统计和比较 [12]

>10 km2 湖泊

湖泊类型

1 ～ 10 km2 湖泊

>1 km2 湖泊

数量（个） 面积（km2） 数量（个） 面积（km2） 数量（个） 面积（km2）

统计类型
第二次全国湖泊
调查 [1]

389

39779

666

2053

1055

41832

本数据集

369

37748

675

2101

1044

39849

误差

20

5.10％

9

2.33％

11

4.74％

3.4

数据集与其他研究成果精度比较
将本数据集中的典型湖泊水面面积与近年来其他研究人员遥感监测结果对比，

在日、月及年尺度上，均有较好的一致性。其中，与纳木错湖 2009 年 5 月 19 日、
6 月 25 日、8 月 30 日、10 月 17 日、11 月 8 日和 12 月 4 日等日期的 Landsat TM
和 HJ-CCD 影像监测结果 [15] 相比，精度差都小于 1％（表 4）。与基于 MODIS
250 m 影像提取的青海湖 2001 ～ 2010 年 4、9 月平均水面面积监测结果 [16] 相比，
4 月份的精度差都小于 5％，9 月份的精度差都小于 10％（表 5）。而本数据集结
果与基于 Landsat TM 和 CBERS 影像提取的 2000 ～ 2008 年色林错湖年平均水面
结果 [17] 相比，年精度差都小于 4％（表 6）。
表4
日期

纳木错湖 2009 年 5 ～ 12 月部分日期本数据集与 Landsat TM/ HJ-CCD
影像监测结果 [15] 对比情况
LandsatTM/HJ-CCD 监测结果（km2） 本数据集（km2） 差值百分比（％）

5 月 19 日

2017.41

2008.06

0.46

6 月 25 日

2019.89

2004.63

0.76

8 月 30 日

2020.73

2006.31

0.71

10 月 17 日

2021.92

2010.56

0.56

11 月 8 日

2020.06

2009.19

0.54

12 月 4 日

2015.35

2004.44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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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本数据集与基于 MODIS 250m 影像提取的青海湖 2001 ～ 2010 年 4、
9 月结果 [16] 对比情况
4月
MODIS 250
差值百分比
m 监测结果
（％）
（km2）

年份

MODIS 250
m 监测结果
（km2）

本数据集
（km2）

2001

4234.00

4207.07

0.64

2002

4183.75

4179.02

2003

4213.31

2004

本数据集
（km2）

差值百分比
（％）

4262.94

4191.57

1.67

0.11

4269.00

4227.55

0.97

4188.52

0.59

4256.81

4209.53

1.11

4213.23

4184.46

0.68

4244.50

4207.50

0.87

2005

4211.07

4174.79

0.86

4250.25

4221.94

0.67

2006

4237.97

4130.25

2.54

4284.25

3965.63

7.44

2007

4241.06

4210.67

0.72

4291.38

4125.20

3.87

2008

4279.81

4133.04

3.43

4294.19

4252.60

0.97

2009

4229.94

4208.52

0.51

4299.69

4015.25

6.62

2010

4250.56

4109.96

3.31

4321.07

4204.99

2.69

表6

4

9月

色林错湖基于 Landsat TM/ CBERS 影像的监测结果 [17] 与本数据集对比情况

年份

Landsat TM/CBERS 监测结果（km2）

本数据集（km2）

差值百分比（％）

2000

1889.05

1884.38

0.25

2001

1962.15

1960.59

0.08

2002

2001.03

2010.58

− 0.48

2003

2058.09

2070.91

− 0.62

2004

2086.09

2123.82

− 1.81

2005

2151.75

2202.15

− 2.34

2006

2171.46

2224.83

− 2.46

2007

2188.26

2241.31

− 2.42

2008

2196.23

2266.38

− 3.19

数据使用方法
本数据集是首套关于青藏高原（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湖泊分布和面积变

化的高时间分辨率（每 8 天一期）公开共享数据产品，数据集中保留了图斑面积
大于 1 km2 的湖泊水体信息。数据可以在常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如 ArcGIS、
MapGIS、MapInfo 等）或图像处理软件（如 ERDAS、ENVI、PCI 等）中直接打
开使用，也可通过这些软件平台将数据转换成其他交换格式后使用。通过对不同
时期数据的统计，可以得到整个区域所有湖泊或单个湖泊在 2000 ～ 2012 年间面
积的变化过程信息；也可以通过空间叠加分析方式，得到不同时期高原区湖泊水
体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数据集可服务于地方或国家水文信息监测中心日常监测业
务，也可作为关键基础数据用于科学研究，包括分析高原湖泊水体动态变化规律、
作为陆面过程模型或区域气候模型的输入数据，研究湖泊水体动态变化在区域水
文、气候系统中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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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ODIS MOD09Q1 的青海、西藏湖泊水面数据集（2000 ～ 2012 年）

数据引用格式
(1) 卢善龙 , 金继明 , 贾立 , 等 . 基于 MODIS MOD09Q1 的青海、西藏湖泊水面数据集（2000 ～ 2012 年）
[DB/OL]. Science Data Bank, 2017. DOI: 10.11922/sciencedb.329.

MODIS (MOD09Q1)-derived lake water
surface dataset for the Tibetan Plateau
(2000 – 2012)
Lu Shanlong, Jin Jiming, Jia Li, Zhang Lei, Ma Jin
ABSTRACT The Tibetan Plateau has the largest inland lakes, both in terms of number and
size, at the highest elevation on Earth.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warming, the spatio-temporal
processes of these lakes become a hot topic for researches on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changes in
the plateau. However, for lack of dataset recording continuous spatio-temporal lake dynamics, past
studies did not clearly characterize the inter-annual and annual lake variation. This study introduces
and presents a lake water surface dataset (8-day at 250 m spatial resolution) for the Tibetan Plateau
(Qinghai province and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during 2000 – 2012, derived from the MODIS
(MOD09Q1) products using the multistage segmentation and lake-by-lake automatic threshold
determining extraction method. The dataset has an accuracy rate of 93.98%. Cross comparison with
other similar products and research results demonstrates an accuracy rate higher than 86%. The
dataset accurately reflects the inter-annual and annu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ke water
surface in the plateau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e dataset can be used to study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he lake water in the plateau, or as an input for the land surface process model or the regional
climate model to study the role of lake water dynamics in the regional hydrological and climate
system.
KEYWORDS lake water surface; MOD09Q1; Tibetan Plateau; remote sensing

论文引用格式：卢善龙 , 金继明 , 贾立 , 等 . 基于 MODIS MOD09Q1 的青海、西藏湖泊水面数据
集（2000 ～ 2012 年）[J/OL]. 中国科学数据 , 2017, 2(2). DOI: 10.11922/csdata.170.2016.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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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2016 年青藏高原积雪深度自动观测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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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922/sciencedb.367

蒋玲梅 1*，徐维新 2，张娟 2，王功雪 1，刘晓敬 1，赵少杰 1
摘

要：积雪是冰冻圈中最为活跃的要素之一，积雪监测对雪灾评估、水文预报与气候变

化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自 2015 年 9 月起，我们建立了包括 10 个站点的青藏高原积雪深
文献分类：地球科学
收稿日期：2017-01-05
开放同评：2017-03-14
发表日期：2017-05-31

度连续自动观测网络。观测网主要采用 SR50A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与 Hydra Probe II 土壤多
参数传感器，获取近实时积雪深度与土壤水分等观测数据。积雪深度测量精度约 1 cm，土
壤水分精度约为 3％。本数据集有望为该地区遥感积雪产品的质量验证，以及为高原地区的
积雪灾害实时监测提供重要数据源。
关键词：积雪深度；青藏高原； 积雪监测；土壤水分； 遥感验证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2015 ～ 2016 年青藏高原积雪深度自动观测数据集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A dataset for automatically measured snow depth on the Tibetan
Plateau (2015 – 2016)

数据作者

蒋玲梅、徐维新、张娟、王功雪、刘晓敬、赵少杰

通讯作者

蒋玲梅（jiang@bnu.edu.cn）

数据时间范围

2015 ～ 2016 年

地理区域

青藏高原

数据格式

引

*.csv

数据量

10.44 M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367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全球水循环观测卫星背景
型号研究”（XDA04061200），国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全
球陆表能量和水分交换过程及其与全球变化相互作用的卫星
观测（2015CB953701），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青
藏高原融雪与降雪过程镶嵌的雪灾动态预报预警技术研究”
（GYHY20130605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多源
遥感数据的中国地区时空连续积雪覆盖度反演算法研究”
（41671334）

数据库（集）组成

观测参数有积雪深度、空气温度、–5 cm 土壤水分、土壤温度、
土壤电导率、土壤复介电常数。数据集共包括 1 个压缩文件，
文件名同本文英文名称，共 10.44 M，包含 3 个文件包，分
别包含了 L1A、L1B、L2A 数据。

言
积雪是冰冻圈中最为活跃的要素之一，积雪监测对雪灾评估、水文预报、气

候变化研究等有重要意义 [1-6]。青藏高原地区分布着大面积的冰川，常年积雪与季
节性积雪，是中国重要的稳定积雪区之一 [7]。青藏高原地形、气候条件复杂，交
通不便、环境恶劣，常规气象观测站点稀疏，增加积雪观测站点对丰富青藏高原
地区积雪资料有重要意义。遥感积雪监测是常规气象站点观测的重要补充手段，

1.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遥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2. 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西宁

100875；

810001

* 通讯作者（Email: jiang@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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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青藏高原多云的天气、广泛分布的冻土，以及积雪变化快、成因复杂等因素为
光学遥感积雪反演、被动微波遥感积雪反演带来了困难 [8-11]。
青藏高原地区除了国家气象局布设的常规地面气象台站提供雪深数据之外，
黑河综合遥感联合实验（WATER）和黑河生态水文遥感试验（HiWater）中布设
的 WATERNET 地面观测网络，提供了近 10 个站点的积雪地面观测信息 [12-14]。但
就该区域而言，仍站点稀疏，尤其是人力测量不到的区域。因此，密化高频次的
连续自动地面积雪观测站点，可以实时捕捉大范围内快速变化的积雪特征。建设
积雪连续自动观测网，获取不同卫星过境时的地面观测数据，补充现有积雪地面
台站观测，更加有利于开展青藏高原地区积雪遥感的算法发展与精度验证，尤其
是在拥有积雪实时监测能力的新一代静止气象卫星如 Himawari-8、GOES-16 以及
FY-4A 开始运行的背景下，更具科研与应用意义。
本数据集采集的积雪深度连续自动观测站配置了 SR50A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Model 109 温度传感器、Hydra Probe II 土壤多参数传感器，用于观测积雪深度、
空气温度、土壤水分、土壤温度等参数。空气温度是积雪消融的控制因素之一，
青藏高原高海拔、强辐射的特点，使温度与积雪消融过程的关系变得复杂；而积
雪的增减往往伴随着土壤的冻融过程，也影响着土壤温度与土壤水分的变化 [15]。
这些参数的高频次连续观测数据，将为大气 – 积雪 – 土壤的能量、水分传输过程
研究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青藏高原积雪深度连续自动观测网络建设于 2015 年秋，拥有 10 个站点。每个

观测站均配有 SR50A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并配备了 Model 109 温度传感器用于校
正 SR50A 的距离测量值，Hydra Probe II 土壤多参数传感器用于测量土壤参数，传感
器配置如表 1 所示。积雪深度观测站以 10 分钟每次的频率观测 2 m 空气温度、积
雪深度、– 5 cm 土壤水分（体积含水量）、土壤温度、土壤电导率、土壤复介电常数。
在采集雪深数据之前，平整观测区域的土地，清理杂草，将 SR50A 测距探头
水平固定。雪季之前 SR50A 观测所得距离即为其高度，减去降雪后所测距离，再
经温度校正，得到积雪深度。自动观测数据的处理方法参考中国地面观测气象观
测规范关于地面测量与自动气象站数据处理的标准。传感器探测得到的原始数据
由数据采集仪采集、存储，并经数据传输装置（DTU）传回，经质量控制后按一
定规则生成 L1A、L1B 与 L2A 数据产品。
表1

积雪深度连续自动观测网络传感器配置

传感器

安装高度

型号

生产商

土壤多参数传感器

− 5 cm

Hydra Probe II

Stevens Water Monitoring
System, Inc

温度传感器

2m

Model 109 Temperature Probe

Campbell Scientiﬁc, Inc

超声测距传感器

1.5 m

SR50A

Campbell Scientiﬁc, Inc

1.1

积雪深度连续自动观测网络地理分布
青藏高原积雪深度自动观测站主要依托交通较为便利、地形平坦的已有野外

台站或便于管理维护的地点建设，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中东部和南部，地理位置
见图 1。青藏高原积雪深度自动观测站详细地理位置与建站时间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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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积雪深度自动观测站分布图
表2

青藏高原积雪深度自动观测站

序号

站点
位置

经度
（deg.）

纬度
（deg.）

海拔
（m）

地表类型

建站时间

1

称多

97.3029

33.4032

4265

典型草原

2015 年 09 月 12 日

2

曲麻莱

95.3499

34.5826

4271

荒漠草原

2015 年 09 月 21 日

3

雁石坪

92.0700

33.5811

4713

草甸草原

2015 年 09 月 22 日

4

大柴旦

95.3748

37.9319

3573

草甸草原

2015 年 09 月 13 日

5

玛沁

99.7001

34.8004

3848

典型草原

2015 年 09 月 12 日

6

查拉坪

97.8835

34.2809

4676

典型草原

2015 年 09 月 19 日

7

天峻

99.1614

38.1639

4098

草甸草原

2015 年 09 月 20 日

8

那曲

91.7415

31.1518

4690

典型草地

2015 年 08 月 28 日

9

纳木错

90.9641

30.7698

4743

典型草地

2015 年 08 月 22 日

10

亚东

89.2640

27.9005

4514

荒漠草原

2015 年 08 月 26 日

1.2

数据级别
根据气象部门相关质量控制规范，对原始数据进行质量控制，然后经过再分析，

得到各级数据产品。
0 级数据：即原始观测数据，数据采集仪记录各变量每 10 分钟内 2 秒瞬时值
的均值，存储为 ASCII 文本格式。本数据集不发布 0 级数据。
1A 级数据：每 10 分钟记录的各变量有效值，大于 1 cm 时记录雪深，只精确
到 cm，记录雪深、气温、土壤温度、土壤水分、土壤电导率与土壤复介电常数，
存储为 CSV 格式。本数据经质量控制，去除异常值与瞬时无效值，并做五点平滑
处理。可为 FY-4、Himawari-8 等新一代静止气象卫星得到的高时空分辨率积雪覆
盖产品提供重要的地面验证数据。
1B 级数据：每小时除雪深外的各变量均值，雪深数据取 1 小时内的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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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雪深、气温、土壤温度、土壤水分、土壤电导率与土壤复介电常数，存储为
CSV 格式。
2A 级数据：日平均以及 4 个常用卫星过境时段内平均的雪深、气温、土壤温
度、土壤水分数据。若当日连续超过 2 小时记录有雪，则将全天记录的中值作为
当日雪深。其余观测数据各自取均值，存储为 CSV 格式。积雪遥感研究常用的传
感器，如 Terra/MODIS、Landsat-8/OLI，在轨道特征相近的情况下，过境时间也相
近；青藏高原积雪深度自动观测站点的位置彼此经度相差不超过 17°，纬度相差
不超过 11°，因此同一卫星在不同站点过境时间也相差较小。为了简便，对所有
站点在同一时间段的观测数据进行处理，记录 MODIS 等传感器共 4 个覆盖时间段
的观测数据平均情况，所用时间段为：
（1） 上 午 10:00 ～ 11:30（ 地 方 时 ），11:30 ～ 13:00（ 北 京 时 ），Terra/
MODIS、Landsat-8/OLI、FY-3C/MWRI 昼间过境；
（2） 下 午 12:30 ～ 14:00（ 地 方 时 ），14:00 ～ 15:30（ 北 京 时 ），Aqua/
MODIS、Aqua/AMSR-E、AMSR2、FY-3B/MWRI 昼间过境；
（3） 前 夜 22:00 ～ 23:30（ 地 方 时），23:30 ～ 01:00（ 北 京 时），FY-3C/
MWRI 夜间过境；
（4） 后 夜 00:30 ～ 02:00（ 地 方 时 ），02:00 ～ 03:30（ 北 京 时 ），Aqua/
AMSR-E、AMSR2、FY-3B/MWRI 夜间过境。

2

数据样本描述
青藏高原积雪深度自动观测站主要包含的观测项目和数据概况见表 3。
表3

积雪深度自动观测站观测项目与数据概况

字段名称

字段含义

数据类型

量纲

示例（那曲）

julian_day

儒略日

长整型

/

2457409

year

年

长整型

/

2016

month

月

整型

/

1

day

日

整型

/

21

hour

小时

整型

/

16

minute

距凌晨零点分钟

长整型

/

970

snow_depth

积雪深度

整型

cm

5

air_temperature

2 m 空气温度

浮点型

℃

-11.9

soil_temperature

− 5 cm 土壤温度

浮点型

℃

-5.7

soil_moisture

− 5 cm 土壤体积含水量

浮点型

m3•m-3

0.027

s_e_c

− 5 cm 土壤电导率

浮点型

S/m

0.0004

s_dc_r_tc

− 5 cm 土壤复介电常数实部

浮点型

/

3.418

s_dc_i_tc

− 5 cm 土壤复介电常数虚部

浮点型

/

0.349

与时间有关的数据集字段按北京时间（即东八区）区时记录。在 L2A 产品中，
观测参数字段加时间表示该时间点附近的平均值，如 sd_day 表示日平均、sd_00
表示凌晨 0 点（这里标记为地方时）卫星过境时间段内的积雪深度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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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SR50A 传感器观测受地面情况、风力、温度等因素影响，其原始数据含
大量噪声，经质量控制后有明显改善。除积雪深度以外，本数据集的土壤水分等
记录在不同级别之间差别不大。以 2016 年西藏那曲站首次强降雪过程为例，给出
积雪深度的观测数据样本，见图 2。

图2

2016 年那曲站首次强降雪过程积雪深度数据

由图 2 可知，在这次降雪过程中，那曲站的积雪深度 L1A 观测数据的日内波
动性较强，大部分日期波动幅度约 0 ～ 1 cm。在 2016 年 1 月 24 日和 27 日这两天，
积雪深度的观测数据波动幅度可达 2 cm。经过取中值处理后的 L2A 每日积雪深度
的日内波动性明显减弱，基本能够满足遥感积雪产品验证对积雪深度数据精度的
要求。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根据气象部门相关地面人工观测与质量控制规范，并利用实验室分析数据，

对原始观测数据进行质量控制。数据质量控制过程主要包括对原始数据的整理、
逐数据点的检查、数据的转换与入库，以及元数据的编写、检查和入库。对原始
数据的检查和整理主要包括文件格式、字段命名、字段量纲、数据分级等。对单
个数据点进行气候学界限值检查、逻辑检查、内部一致性、时间一致性检查等质
量控制，并对缺测、异常观测值进行平滑插值。
根据传感器规格参数与日内波动性分析，本数据集气温误差小于 0.2℃，雪深
精度在 1 cm 左右，土壤体积含水量精度在 3％左右，土壤温度精度在 0.6℃左右，
土壤电导率精度在 0.0014 S/m 左右。
针对积雪深度自动观测网数据集，从站点建设、维护到数据生成、入库，建
立了完善的质量控制过程，如图 3 所示。积雪深度自动观测网由长期积雪试验经
验的专业人员进行观测和观测仪器定期维护工作，并由有实验分析经验与相关科
研背景的人员进行数据集生产。数据由积雪深度自动观测网数据观测人员和数据
整编人员根据制定的元数据标准格式（包含数据名称、时间范围、字段说明、观
测方法、知识产权等）进行填写，并聘请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对元数据描述进行
审核。

《中国科学数据》2017 年第 2 卷第 2 期 · 青藏高原雪、冰和环境专刊

www.csdata.org

55

2015 ～ 2016 年青藏高原积雪深度自动观测数据集

图3

4

数据质量控制

数据使用建议
青藏高原地区由于其独特而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积雪的时空变化特征异于

欧美地区，其积雪性质的遥感监测也更具难度。因此青藏高原地区一直是积雪研
究的重点关注区域。然而目前青藏高原地区的常规气象观测站点较为稀疏，增加
的积雪深度自动观测站可以丰富积雪地面观测资料，为积雪覆盖、积雪深度反演
的算法发展与精度验证提供重要数据源。
本数据集已经发布在 Science Data Bank（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367）。
目前共享了青藏高原 10 个雪深站点 2015 ～ 2016 年的观测数据。数据文件按级别、
站点存储，数据文件格式为便于处理的 CSV 格式。不同数据级别对应不同时间尺
度的需求，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下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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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地震台台长胡应顺、帕里国家基本气象站站长达娃顿珠，对青藏高原积雪自动观测站的建设、管理、
维护所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数据作者分工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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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敬（1990—），女，山西省大同市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雪水当量的遥感监测。主要
承担工作：青海省积雪深度自动观测站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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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taset for automatically measured snow
depth on the Tibetan Plateau (2015 – 2016)
Jiang Lingmei, Xu Weixin, Zhang Juan, Wang Gongxue,
Liu Xiaojing, Zhao Shaojie
ABSTRACT Because snow cover i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elements of the cryosphere, snow
monitoring is important for blizzard monitoring, hydr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climate change
studies. In September 2015, we established an automatic network of ten stations to continuously
measure the snow depth on the Tibetan Plateau. Each station is equipped with an SR50A sonic
ranging sensor and a Hydra Probe II soil sensor to measure snow depth, soil moisture, and other
soil properties in near real time. The accuracy of the snow depth and soil moisture of this dataset
reaches about 1 cm and 3%, respectively. This dataset will be helpful for snow disaster monitoring
and the evaluation of snow cover products derived from satellites.
KEYWORDS snow depth; Tibetan Plateau; snow monitoring; soil moisture; validation of
remote sensing snow products

论文引用格式：蒋玲梅 , 徐维新 , 张娟 , 等 . 2015 ～ 2016 年青藏高原积雪深度自动观测数据
集 [J/OL]. 中国科学数据 , 2017, 2(2). DOI: 10.11922/csdata.170.2017.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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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2016 年高亚洲逐日积雪覆盖率数据集
文献 DOI:
10.11922/csdata.170.2017.0146
数据 DOI：
10.11922/sciencedb.457

邱玉宝 1, 2*，王星星 1, 2，韩璐璐 2，常利 2, 3，石利娟 2
摘

要：高亚洲是以青藏高原为主要区域的亚洲高海拔地区，是中低纬度高山积雪的重要

分布区，其积雪的动态变化对水和能量平衡及区域气候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青藏高原地
区季节性积雪具有赋存时间短、雪层较薄的特点，在对水循环等问题的理解中，迫切需要

文献分类：地球科学
收稿日期：2017-07-11
开放同评：2017-07-31
发表日期：2017-09-26

日时间尺度的积雪覆盖率动态监测数据。本数据集基于空间分辨率为 500 m 的 MODIS 归一
化积雪指数数据，结合地形和多种云覆盖下积雪覆盖率估算算法的优势，实现云覆盖条件
下的积雪覆盖率再估算，满足高亚洲地区逐日少云（＜ 10％）数据产品的生产要求，构建
了 2002 ～ 2016 年高亚洲地区 MODIS 逐日积雪覆盖率数据集。选取无云条件下的二值积雪
产品作为参考，通过云量分布和积雪总面积的时空对比，表明该产品的时空特征和二值产
品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以 2013 年冬季为例，当积雪覆盖率大于 50％时，其相关性可达 0.8628。
本数据集可为高亚洲地区的积雪动态监测、气候环境、水文和能量平衡、灾害评估等研究
提供逐日积雪覆盖率数据。
关键词：青藏高原；积雪覆盖率；MODIS；云覆盖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2002 ～ 2016 年高亚洲逐日积雪覆盖率数据集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Daily fractional snow cover dataset over High Asia (2002 – 2016)

数据作者

邱玉宝、王星星、韩璐璐、常利、石利娟

通讯作者

邱玉宝（qiuyb@radi.ac.cn）

数据时间范围

2002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

地理区域

高亚洲是亚洲中部以青藏高原为中心的高海拔区域，地理范
围为北纬 26° ～ 46°，东经 62° ～ 105°；其中包括青藏高原、
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天山、柴达木盆地等；地理区域
范围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缅甸、尼泊尔、不丹、
印度等。

空间分辨率

数据量

22.9 GB

数据格式

Geotiff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457

基金项目

公益性（气象）行业专项“青藏高原遥感积雪气候数据集建设”
（GYHY201206040）、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对外合作重点
项目（NO. 131CllKYSB2016006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41371351）

数据库（集）组成

1. 江西理工大学，赣州

500 m

本数据集由 15 个压缩包（2002 ～ 2016 年，按年度区分）组
成：HMA_MODIS_FSC_2002.zip、HMA_MODIS_FSC_2003.
zip……HMA_MODIS_FSC_2016.zip，数据量共 22.9 GB。

341000；

2.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北京
3.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阜新

100094；

123000

* 通讯作者（Email: qiuyb@rad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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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积雪是地球上变化最快的自然要素之一，它对水能循环、融雪径流模型和生

态模型的构建、雪灾的检测与评价、区域气候的研究都有重要影响 [1]。以青藏高
原为中心的高亚洲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积雪区域，是中低纬度冰雪较为集中的地区，
积雪也是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之一 [2]。高亚洲积雪的动态监测将有
助于对山地环境、全球变化的理解 [3]，所以对高亚洲积雪进行准确的动态监测显
得尤为重要 [1-4]。
目前，卫星遥感以其大规模、快速、周期性、多尺度、多时相、低成本等
优势在积雪的动态监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 MODIS（Moderate-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以中等空间分辨率和高时间分辨率的特性得到广泛应
用 [5]，特别是在积雪二值产品和覆盖率产品方面具有较高的监测精度 [6]，但由于
云覆盖的影响，逐日监测需要考虑云条件下的积雪再估算问题。MODIS 积雪二值
产品的云覆盖条件下再判断问题已获得较高精度的处理 [7]，并已经形成数据集。
积雪覆盖率是对积雪度量更精确的描述，被认为是像素中可见积雪的面积比例，
用百分比来描述，范围为 0％～ 100％，其与二值积雪产品相比，可以有效地表达
雪盖程度信息，从而更准确地反映积雪覆盖变化特征 [8]。
光学遥感易受天气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积雪估算。特别是高亚洲部
分地区，水汽交换频繁、积雪赋存时间短，变化快，这就需要高时间分辨率
的积雪覆盖数据来监测。本数据集结合国内外学者针对 MODIS 积雪产品的云处
理方法 [9-21]，考虑高亚洲地区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复杂性，在最大限度保证积雪覆
盖率精度的情况下，将时间、空间插值和积雪分布等信息代入去云算法，将云污
染降低到小于 10％的逐日观测水平。本数据集以 MODIS 版本 6 的归一化积雪指
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Snow Index，NDSI）数据为基础，采用传统算法估算
积雪覆盖率（FSC），利用 MODIS/Terra 上午星和 MODIS/Aqua 下午星监测，通
过 5 个步骤逐步对云污染进行处理、估算云下积雪覆盖率，并结合高亚洲地区积
雪二值产品对积雪覆盖率产品进行对比验证分析。本数据集包含了高亚洲近 15 年
（2002 ～ 2016 年）以来的逐日积雪覆盖率数据。

1
1.1

数据和处理
输入数据
MODIS 遥 感 数 据 来 源 于 美 国 冰 雪 数 据 中 心 NSIDC（https://modis.gsfc.nasa.

gov/data/）， 为 MODIS Snow Cover Daily L3 Global 500 m Grid 数 据， 包 括
MODIS/Terra 上午星数据（MOD10A1）和 MODIS/Aqua 下午星数据（MYD10A1）
的归一化积雪指数 NDSI 数据产品，数据格式为 hdf，投影方式为正弦曲线地图投影。
高亚洲地区的积雪覆盖率产品覆盖范围如图 1 所示。
数据处理过程中所采用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http://www.gscloud.cn/search#1084）提供的 SRTM 数据集，数据格式为 Geotiff，
分辨率为 9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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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
数据预处理
采用 WGS84 坐标系下的 UTM 投影，将所获取的 MODIS 版本 6 的 NDSI 数

据做拼接、投影转换、裁剪等处理后，用于计算 MODIS 积雪覆盖率（单位为 %），
其方程为 FSC ＝ [ – 0.01 ＋（1.45×NDSI）]×100.0 （0.0 ≤ NDSI ≤ 1.0），规则为 :
（1）若计算得到 FSC ≤ 0，则像素赋值为 FSC=0；
（2）若计算得到 0<FSC ≤ 100，则像素赋值为计算得到的 FSC；
（3）若计算得到 FSC>100，则像素赋值为 FSC=100。
MODIS 版本 6（C6）的归一化积雪指数是对版本 5（C5）的修正 [7]，应用定
量图像恢复（QIR）算法恢复了丢失的 MODIS/Aqua 波段 6 数据，使 MODIS/Aqua
和 MODIS/Terra 具有相当的质量和精度 [7]，最后，利用积雪在可见光（VIS，波
段 4）的反射和短波红外（SWIR，波段 6）波段吸收的波谱特性来估算积雪指数：
NDSI ＝（band4-band6）／（band4+band6）。
在 C6 中没有积雪覆盖率的数据发布，因此需通过 NDSI 计算，采用的方程为：
FSC ＝ [ – 0.01 ＋（1.45×NDSI）]×100.0 （0.0 ≤ NDSI ≤ 1.0）。其中 FSC 的计算
是基于 NDSI 与 FSC 从 MODIS（Terra 和 Aqua，500 m 分辨率）和 Landsat TM（30 m
分辨率）数据之间发展而来的经验回归关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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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S 版本 6 与版本 5 上下午星积雪覆盖率对比分析

通过 C5 与 C6 的上下午星数据（MOD、MYD）空间分布比较和积雪像元数
散点图的对比（图 2）可明显看出，在 C6 中由 NDSI 计算得到的 FSC 与 C5 中的
FSC 相比，相关性达到 0.98，具有较高可信度和一致性。
此外，对 DEM 数据进行数据拼接、投影转换和裁剪，并将其重采样成与
MODIS 归一化积雪指数相匹配的辅助数据。
1.2.2

云覆盖条件下积雪覆盖率的估算
基于上述所获得的逐日 MODIS 积雪覆盖率数据，采用以下 5 个步骤开展云覆

盖条件下的积雪覆盖率估算。具体流程如图 3 所示。
步骤 1：MODIS 上下午星数据合成
在阴天（云覆盖）情况下，假设短时间内积雪覆盖率情况基本保持不变，对
MODIS 数据进行上下午星积雪覆盖率的合成，合成算法描述如下：
（1）若上午或下午相同位置的像元至少一个是内陆水体，则合成产品为内陆
水体；
（2）若上午星与下午星相同位置像元的积雪覆盖率在 0 ～ 100 之间，则合成
产品为上下午积雪覆盖率的均值；
（3）基于上午星数据精度高于下午星数据的结论 [23]，若上午星和下午星相同
位置像元均为非云像素，则以上午星像元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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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覆盖条件下的积雪覆盖率估算处理流程图

（4）若上午星和下午星相同位置像元有一个被云覆盖，而另一个为陆地或积
雪，则直接采用陆地或积雪覆盖率替代云覆盖条件下的像元值；
（5）若合成像素仍有数据缺失或其他无效值，则都赋值为云。
步骤 2：连续三天合成
由于阴天（云多）积雪融化概率低，在时间窗口为 3 天时，认为在这一时间
跨度内积雪覆盖率维持不变，根据临近日的雪盖信息将当天的云像素重新分类，
算法如下：
（1）前一日与后一日相同位置像素同为积雪覆盖率，则当日合成积雪产品的
云像素为前后两日积雪覆盖率的均值；
（2）前一日与后一日相同位置像素同为陆地，则当日云像素分类为陆地；
（3）前一日与后一日相同位置像素至少一个是内陆水体，则当日云像素分类
为内陆水体。
步骤 3：短时间内“最小”冰雪覆盖
以积雪年为研究时段，将每年的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作为一个积雪年。
一个积雪年分为 3 个时间段：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为夏季，10 月 1 日至次年的 4
月 30 日为冬季，次年 5 月 1 日到 6 月 30 日为夏季。
在高亚洲高海拔山区，采用分时段开展云覆盖下的积雪覆盖率估算，而高原
腹地降雪少，则可设定条件进行判断，并将相应的云像元判断为陆地。对积雪年
的 3 个时间段进行“最小雪冰覆盖区”和“最小陆区”的分析和统计，构建如下
判断规则：
（1）给定时段内“最小雪冰覆盖区”云像元判定：当高程大于 5800 m，且
像元为积雪覆盖率值，以给定时段为研究周期，求取其均值作为云像元的积雪覆
盖率；而高程在 3000 ～ 5800 m，且为积雪覆盖像元，在研究时段内若满足被云覆
盖的天数与该像元为积雪的天数之和大于总天数的 90％，则以该时间段均值作为
《中国科学数据》2017 年第 2 卷第 2 期 · 青藏高原雪、冰和环境专刊

www.csdata.org

63

2002 ～ 2016 年高亚洲逐日积雪覆盖率数据集

云覆盖下的积雪覆盖率；
（2）给定时段内“最小陆地区”云像元判定：满足该像元被云覆盖的天数小
于这一时间段总天数的 20％，且该像素被云覆盖天数与该像素为陆地天数之和等
于总天数时，则该时间段该像元为无雪覆盖的陆地像元；
最后用合成的各时间段“最小”积雪和“最小”陆地的图像代替相应时间段
对应位置的云像元。
步骤 4：临近三像元法
基于积雪在空间上的连续性，即可根据云像元周围的非云像元信息对积雪覆
盖率进行再估算。临近三像元考虑与云像元相邻的 4 个像元中包含 3 个以上像元
相同的情况，云像元判别规则如下：
（1）若云像元上下左右 4 个像元中至少有 3 个为积雪，则将中心云像元赋值
为临近八像元中积雪像元的均值；
（2）若云像元上下左右 4 个像元中至少有 3 个为陆地，则将中心云像素赋值
为陆地；
（3）其他情况则保留原云像素值；
步骤 5：八天最大陆地范围掩膜
基于以上步骤合成的少云产品，已经尽最大可能减少了云像元的分布。最后，
采用合成“八天最大陆地范围掩膜”的方法开展云覆盖下像元的进一步判断，其
判别条件如下：
（1）若 8 天中相同的像元位置至少有 1 天为内陆水体，则合成产品的相应像
元为内陆水体；
（2）若 8 天中相同的像元位置至少有 1 天为陆地，则合成产品的相应云覆盖
像元为陆地。该步骤对于云覆盖条件下以陆地优先为原则的再判断，最大限度地
减少了云的覆盖，其基本的假设前提为：8 天内只要有无云的情况（或积雪覆盖率
极小的情况），即可认为该时段的积雪不稳定，或者积雪覆盖率比较小，统计表
明该步骤可以最大程度地对（如图 4），可达 10.1％。但由于高亚洲地区积雪变化
速度快、赋存时间短，所以该步骤对于逐日积雪覆盖率的变化监测存在着一定的
不确定性。

2
2.1

数据样本描述
命名规则
高亚洲地区 MODIS 逐日积雪覆盖率产品数据集的命名遵循如下规则：HMA_

MODIS_FSC_YYYYDDD.tif。通过文件名，能够获取关于此数据文件的以下信息，
其中：
（1）HMA_MODIS_FSC：表示高亚洲地区 MODIS 逐日积雪覆盖率产品；
（2）YYYY：表示年份；
（3）DDD：表示产品时间为 YYYY 年第 DDD 天（以每年 1 月 1 日为第一天）。
例 如：HMA_MODIS_FSC_2012006.tif， 表 示 高 亚 洲 地 区 2012 年 1 月 6 日
MODIS 积雪覆盖率产品。
2.2

分类描述
高亚洲地区 MODIS 逐日积雪覆盖率产品的像素值信息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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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
3.1

像素信息描述表

MODIS 编码

地物属性

0 ～ 100

积雪覆盖率

225

陆地

237

内陆水体

250

云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各算法步骤云覆盖量变化分析
图 4 以 2014 年为例，显示了研究区内云覆盖条件下的积雪覆盖率估算过程中

云覆盖量的变化。

图4

云覆盖量变化结果

图 4 统计结果表明：原始 MOD10A1 和 MYD10A1 的平均云量分别为 39.3％
和 43.6％，该积雪产品不能直接用于每日积雪的实时动态监测，需要结合时间插
值、空间插值等云覆盖条件下的再估算，以推理判断为基础去除云量。通过对上
下午星数据进行合成处理，平均云量降到 32.8％，减少的云量约为上午星数据的
6.5％，约为下午星数据的 10.8％。临近日合成（三天合成）处理后，平均云量降
到 25.7％，减少的云量约为 7.1％，有效减少了云量，但仍无法满足积雪动态监测
的要求，需进一步处理云像素。在以上处理步骤的基础上，利用积雪空间上的相
关性对云像素采用空间插值的处理方法，即采用临近像元的方法去除云污染，去
除的云量约为 0.57％。由于高亚洲地区存在较稳定的积雪和极少下雪的区域（认
为是非积雪覆盖区），可利用该特点对云覆盖下的积雪覆盖率进行处理，该过程
减少的云量约为 5.2％。八天最大陆地范围掩膜方法是利用短时间内积雪覆盖的相
关性去除云污染，去除的云量约为 10.1％，最终合成的积雪覆盖率产品依然有少
量的云存在，但是云量已经控制在 10％以内。
3.2

积雪覆盖率产品同二值产品的时空对比分析
为验证积雪覆盖率产品的可信度，随机选取同一时间段的逐日无云覆盖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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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雪产品数据 [9] 作为参考，分析产品间的一致性。从图 5（2015 年 5 景图像）所
示空间分布对比中可以看出，两种产品在空间分布上非常一致，积雪覆盖率产品
在积雪区域边缘体现了更多的细节。然而由于积雪覆盖率产品较难实现完全无云
的逐日估算，在对比分析中，依然出现了少量的云覆盖，特别是在高原腹地积雪
变化比较快速的区域。但图 4 表明，云覆盖像元数的总体比例小于 10％。所以总
体而言，该产品还是有较高的可信度。
二值产品 _2015001

积雪覆盖率产品 _2015001

40°0′0″ 北

40°0′0″ 北

30°0′0″ 北

30°0′0″ 北
70°0′0″ 东

80°0′0″ 东

（a）

90°0′0″ 东

100°0′0″ 东

70°0′0″ 东

二值产品 _2015002

40°0′0″ 北

30°0′0″ 北

30°0′0″ 北
80°0′0″ 东

（c）

90°0′0″ 东

（b）

90°0′0″ 东

100°0′0″ 东

积雪覆盖率产品 _2015002

40°0′0″ 北

70°0′0″ 东

80°0′0″ 东

100°0′0″ 东

70°0′0″ 东

二值产品 _2015003

80°0′0″ 东

（d）

90°0′0″ 东

100°0′0″ 东

积雪覆盖率产品 _2015003

40°0′0″ 北

40°0′0″ 北

30°0′0″ 北

30°0′0″ 北
70°0′0″ 东

80°0′0″ 东

（e）

90°0′0″ 东

100°0′0″ 东

70°0′0″ 东

二值产品 _2015004

40°0′0″ 北

30°0′0″ 北

30°0′0″ 北
80°0′0″ 东

（g）

90°0′0″ 东

100°0′0″ 东

70°0′0″ 东

二值产品 _2015005

40°0′0″ 北

30°0′0″ 北

30°0′0″ 北
80°0′0″ 东

（i）

图5

90°0′0″ 东

90°0′0″ 东

100°0′0″ 东

80°0′0″ 东

（h）

90°0′0″ 东

100°0′0″ 东

积雪覆盖率产品 _2015005

40°0′0″ 北

70°0′0″ 东

（f）

积雪覆盖率产品 _2015004

40°0′0″ 北

70°0′0″ 东

80°0′0″ 东

100°0′0″ 东

70°0′0″ 东

80°0′0″ 东

（j）

90°0′0″ 东

100°0′0″ 东

积雪二值产品与积雪覆盖率产品空间分布对比

在时间序列上，选取积雪二值产品和积雪覆盖率产品在一个积雪年中的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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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时段的数据开展积雪面积（像元数）的对比。图 6 所示为 2013 年 10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长时间序列的积雪像元数（间接反应了面积），可以看出积雪
覆盖率产品与二值产品在时间序列上有较强的一致性，尤其是覆盖率大于 50% 的
产品。
因此，通过空间对比和时间系列对比可知，积雪覆盖率产品对积雪的监测与
同时期的二值产品一致性高，但积雪覆盖率可以有效地传递出积雪覆盖比例的信
息，明显优于二值产品。

图6

4

两种积雪产品的积雪像元数对比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本数据集共享了高亚洲地区 2002 ～ 2016 年逐日积雪覆盖率产品，是对高亚

洲地区积雪二值产品的重要补充。数据文件按年份分别压缩存储，并采用 Geotiff
格式，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年份选择下载。本数据集可以在日尺度上反映高
亚洲地区积雪覆盖率的变化特征，可用于积雪时空变化分析和气候变化研究，对
于高亚洲区域气候环境、水文和能量平衡灾害评估等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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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fractional snow cover dataset over High
Asia (2002 – 2016)
Qiu Yubao, Wang Xingxing, Han Lulu, Chang Li, Shi Lijuan
ABSTRACT High Asia, defined as the high altitude area of Asia (including mainly the Tibetan
Plateau), is an important area of snow distribution in low- and mid-latitude regions. The dynamic
changes of snow in this area have notable effects on water, energy balance and regional climate.
As the seasonal snow in the Tibetan Plateau is both typically shallow and exhibits short du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changes in snow cover on a daily time scal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 novel snow cover dataset named “daily fractional snow cover dataset over High Asia (2002 –
2016)”. The daily snow cover data of this dataset are derived from the MODIS normalized snow
index data with a spatial resolution of 500 meters. Data processing involves the application of
additional terrain data and a variety of snow cover cloud elimination algorithms. The new dataset
provides a cloud-free estimate (cloud cover < 10%) of FSC over High Asia, which meets the input
requirements of energy models. Binary snow products under cloud-free conditions are selected as
reference data to conduct an inter-comparison of cloud distribution and total cloud area in a time
series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fractional snow cover products are mostly consistent with binary
snow products in both space and time during snow accumulation, though some deviation appears
in the snow ablation period. In the case of winter 2013, when the fractional snow cover was greater
than 50%,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two products was up to 0.8628. This datase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high temporal-resolution data for the dynamic monitoring of snow over High Asia, as
well as research on climate environment, hydrological and energy balance and disaster assessment.
KEYWORDS Tibet Plateau; fractional snow cover; MODIS; cloud cover

论文引用格式：邱玉宝 , 王星星 , 韩璐璐 , 等 . 2002 ～ 2016 年高亚洲逐日积雪覆盖率数据集 [J/OL].
中国科学数据 , 2017, 2(2). DOI: 10.11922/csdata.170.2017.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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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科 ，高琪
摘

文献 DOI:
10.11922/csdata.170.2017.0143
数据 DOI：
10.11922/sciencedb.444

2

要：青藏高原作为高海拔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其气候变化及发展趋势一直是学界的

研究热点，极端气候事件分析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本文基于 99 个气象观测站
1960 ～ 2012 年的日值气温（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和降水观测资料（日降水），经过
数据质量控制和异常值剔除，利用 R 语言中的 RClimDex 包计算得到每年典型的 15 项极端
气温指数和 8 项极端降水指数，其中包括 10 项绝对值指数和 13 项阈值指数 ( 百分比和观测
量阈值 )。本数据集可以作为在全球气候变化下青藏高原地区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和趋势

文献分类：地球科学
收稿日期：2017-06-12
开放同评：2017-06-20
发表日期：2017-08-25

探测分析的材料，也可以作为基础数据来探索极端天气事件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
关键词：青藏高原；极端气候指数；气候变化；气象站点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库（集）中文名称

1960 ～ 2012 年青藏高原极端气候指数数据集

数据库（集）英文名称

A dataset of climate extreme indices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1960 – 2012)

数据作者

周玉科、高琪

联系人

周玉科（zhouyk@igsnrr.ac.cn）

数据时间范围

1960 ～ 2012 年

地理区域

青藏高原（26°00′ N ～ 39°47′ N，73°19′ E ～ 104°47′ E），其
中包括 99 个气象观测站点

时间分辨率

引

年

数据量

2.39 MB

数据格式

CSV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dataSet/handle/44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01478）
中国科学院 STS 项目（KFJ-SW-STS-167）

数据库（集）组成

本数据集由 23 个指数文件（CSV）组成，包括 15 个极端温度
指数和 8 个极端降水指数结果，数据名以英文的“指数名称”
命名。每个指数文件均由年份、对应年际指数结果、平滑结果
和站点名标识 4 部分组成，每个文件的数据量因站点数目及观
测年份的不同略有差异，未压缩数据量大约为 80 ～ 160 KB。

言
受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加强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 [1-2] 影响，全球性的热浪天

气、极端降水、热带风暴和海平面变化等灾害性气象气候事件频发 [3]。由于青藏高
原对北半球甚至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自身生态的脆弱性 [4-5]，学界已经广泛开
展关于该高寒干旱区域的气候发展、变化趋势和植被响应等方面的研究 [6-7]。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生态系统网络观测与模拟院重点实验室，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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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分析需地面气象资料作为基础数据。由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
网提供的气象观测站地面观测资料内容虽全面，含降水、风速、水汽压、相对湿
度、日照和气温等 16 项参数，但因其数据量大，且部分参数应用较少而造成数
据冗余，不利于直观分析气候变化。基于上述气象站点原始地面观测资料，能
够计算得到一系列极端气候指标，这些由世界气象组织（WMO）提出的极端气
候指标为气温与降水事件的统计与分析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与依据，不仅可以直观
反映极端气候事件分布与发展趋势 [8]，而且能够为该地区的农牧业发展与生态环
境管理提供参考。因此，提供支持青藏高原地区气候研究的极端气候指数数据十
分必要。
本文涉及的青藏高原极端气候指数数据集包括极端气温和降水两部分，从绝
对指数和相对指数两方面反映年际温度及降水实际情况，详细描述了青藏高原地
区冷暖温度、低温及高温极值、植被生长季长度、冷热持续日数、年降水量、强
降水量、连续湿润及干旱日数等，为进一步分析青藏高原地区长时间序列内极端
气温与降水年际变化趋势及变化特征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1
1.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站点分布
本文所采用的原始气象站观测资料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气

象观测站点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的中东部分区域，大部分气象观测站高程范围为
2500 ～ 4500 m，覆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云南省和西
藏自治区，跨越了高原温带、亚寒带和中亚热带 3 个温度带，共包括 10 余种不同
类型生态地理分区。106 个地面气象观测站中有 7 个站点无观测数据，即实际使用
站点 99 个。本文选用的青藏高原气象站点及其空间高程分布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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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气象观测站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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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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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生产流程
数据生产流程共分为 4 部分：数据预处理、数据加载与质量控制、选择并计

算极端气候指数和整理极端指数结果。整体流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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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处理
合并全部气象
数据文件

解译降水和气温
数据

提取所需数据项

输出以站点命名的
txt 文件

按站点提取数据
并排序

数据加载与质量控制

校检 txt 文件

加载站点数据
设置年份及气候
阈值标准

设置标准差
是
是否存在 QC 结果
异常值

结果
应用与
分析

滑动
平均
处理

图2

1.2.1

选择并计算极端
气候指数

否

添加
站点名
标识

合并同
一指数
文件

整理极
端指数
结果

极端气候指数生产流程

数据预处理
原始气象观测站点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首先将每年包

含全部站点的独立文件合并；然后提取出 RClimDex1.0 软件计算极端气候指数
时所需的数据项，包括全部站点的年、月、日、日最高气温 Tmax、日最低气温
Tmin 和日降水量 Prcp 共 6 项，保存为 CSV 文件，软件来源于 Climate Research
Branch Environment Canada 的 R 语言脚本 [10]。
原始降水观测值是由降水类型代码及降水量组成。前两位降水类型代码 31、
32、30 分别代指降雪量、雾和露水值、雨夹雪；后三位为降水量有效值，其中特
殊值 32700 代表小于 0.1 mm 的微量降水值，对生活和生产几乎无影响，因此替换
为 0，另外 32766 是缺测值，32744 为空值，均替换为软件可识别的数据格式 –99.9。
原始气温记录值的单位为 0.1℃，需根据记录值与真实气温间关系解译为实际
值。此外，温度记录中的缺测值同样替换成 –99.9。
T 实际 =T 记录 ×0.1

(1)

将日最高气温 Tmax、日最低气温 Tmin 和日降水量 Prcp 解译完成后，提取每
个站点的全部记录，并按年月日依次排序，输出以 99 个站点命名的 ASCII 格式文
本文件，便于满足后续计算极端气候指数的数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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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极端气候指数计算
计算极端气候指数前，需要设置基期的始末年份、气象站点经纬度，自定义
日最高温度的上限及下限、日最低温度的上限及下限和降水量阈值等参数。始末
年份可用作计算基期，应在原始数据前加入一行缺测数据，保证识别时间序列的
完整性；自定义最高温度的上限可计算出热持续指数，最低温度的下限可计算冷
持续指数；此外，当原始数据的日降水量大于设置的降水量阈值，即被视为持续
湿润日数。本文选择计算了 23 个典型极端气候指数，其中包括 15 个气温指数和 8
个降水指数。
1.2.3 数据平滑处理
为了消除各指数时间序列的不稳定性，采用简单滑动平均法（SMA）进行数
据平滑处理，取某一指数前后 5 年的平均值作为该年份的滑动平均结果。由于每
个指数的站点数较多，以连续干旱指数 CDD 为例，数据平滑过程如图 3 所示。
数据平滑基本流程如下：（1）读取指数结果文件存储为矩阵 f1，由年份、对
应年际指数结果和站点标识三

读取 CDD 指数结果
存储为 ﬂ

部 分 组 成；（2） 提 取 首 个 站
点名标识的全部记录，存储至
矩阵 f 且将年际指数转化为时
间序列 x1，然后对 f 中时间序
列化后的年际指数结果 x1 进
行简单平滑处理，进而合并 f

提取首个
站点名标
识的数据
记录 f

f $ cdd
列转化为
Time Series
->x1

和 平 滑 结 果 SMA， 合 并 结 果

对x1作5年
平滑处理，
存为矩阵
SMA

列合并 f 和
SMA->fa

fa 作为后续站点结果合并的基
1<i ≤站点数 ns

础；（3）迭代循环处理第 i 个
（1 ＜ i ≤ ns，ns 为站点个数）

提取第 i 个站点名标识
的数据记录 ﬁ

站点名标识的矩阵 ﬁ，重复首
个站点数据平滑处理过程，将
第 i 个站点数据平滑结果与 ﬁ
合 并 为 fb 后， 与 上 次 循 环 过

将 ﬁ$cdd 列转化为 Time
Series->xi
对 xi 作 5 年平滑处理，
存为矩阵 SMA

程的合并结果 fa 再合并为新的
fa，直至当 i=ns 时为最后一次
迭代平滑处理过程，即所有站
点 平 滑 处 理 完 成。（4） 当 开
始出现 i>ns 时，输出合并结果
fa 为 CSV 格 式 文 件， 便 于 青
藏高原地区极端气温及降水分

否

是

列合并 ﬁ 和 SMA->fb; 行
合并 fa 和 fb->fa;i++
输出 fa 为 csv 结果文件

图3

数据平滑处理流程图

（以 CDD 指数为例）

析与应用。

2

数据样本
本数据集最终包含青藏高原 99 个站点的 23 项典型极端气候指数结果文件，

为了便于计算处理与应用，存储为 CSV 格式文件，包括 15 种气温指数和 8 种降
水指数，结果文件以指数英文名称命名，例如 CDD.CSV。本数据集内全部指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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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详细释义如表 1 所示。
表1
指数类型

温度指数

降水指数

极端气候指标及其含义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意义

单位

TN10p

冷夜日数

日最低气温＜ 10％分位值的天数

d

TN90p

暖夜日数

日最低气温＞ 90％分位值的天数

d

TX10p

冷昼日数

日最高气温＜ 10％分位值的天数

d

TX90p

暖昼日数

日最高气温＞ 90％分位值的天数

d

TXx

最高气温极大值

年最高气温的最大值

℃

TNx

最低气温极大值

年最低气温的最大值

℃

TXn

最高气温极小值

年最高气温的最小值

℃

TNn

最低气温极小值

年最低气温的最小值

℃

TMAXmean 年平均最高气温

年最高气温平均值

℃

TMINmean

年平均最低气温

年最低气温平均值

℃

FD0

霜日日数

一年内最低温 <0℃的日数

d

WSDI

热持续指数

连续 6 日最高温＞ 90％分位值日数

d

CSDI

冷持续指数

连续 6 日最低温＜ 10％分位值日数

d

GSL

生长季长度

连续 6 日＞ 5℃或＜ 5℃的时间长度

d

SU25

夏日日数

日最高气温＞ 25℃的日数

d

SDII

日降水强度

R10

强降水日数

一年内日降水量≥ 10 mm 的日数

d

CWD

连续湿润日数

降水量≥ 1 mm 的最长连续日数

d

CDD

连续干旱日数

降水量＜ 1 mm 的最长连续日数

d

R95p

强降水量

降水量＞ 95％分位值的总量

mm

RX5day

连续 5 日最大降
水量

每月内连续 5 天的最大降水量

mm

RX1day

连续 1 日最大降
水量

每月内的最大日降水量

mm

PRCPTOT

年降水量

一年内降水量之和

mm

降水量≥ 1 mm 的总降雨量与天数的比值 mm/d

其中，每个指数结果文件均包含 4 列属性值：年份、指数年际值、平滑值和
对应站点名标识（如 51804）。

3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对本数据集的质量控制体现两方面：一是在数据预处理中对原始数据的特殊

值进行解译，并将数据统一通用单位；二是在极端气候指数生产过程中通过人工
校检和软件自动监测相结合的手段，对预处理后的数据完成了严格的质量控制。
计算极端气候指数前，用 RClimDex1.0 软件检测出每个站点文件中的数据异常值，
生成质量控制结果文件，然后根据人工检查验证文件数据的结果，进行更正或删除。
3.1

数据初步质量控制
数据质量控制是计算极端气候指数前的必要步骤，原始数据的异常值及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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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但会导致产生错误的当年值，而且会影响后续的趋势分析。采用 R 语言编程
环境中的 RClimDex1.0 软件包处理气象观测数据，包括气温与降水数据的质量控
制和极端气候指数计算。
首先，校检各站点气象数据的 txt 文件，检测是否存在不符合逻辑的异常值，
包括：（1）日最高温度 Tmax 小于日最低温度 Tmin；（2）降水量 Prcp 小于 0 mm。
采用 RClimDex1.0 软件加载预处理得到的气象观测站点数据，运行质量控制功能
模块，软件会自动识别 –99.9 为 NA，并用 NA 替换异常值。其次，为了检测出气
温和降水时间序列中的离群值，定义不超过或不小于青藏高原每日气候时间序列
平均值 3 倍标准差范围为合理值范围，其离群值范围表达为 [- ∞ , Mean – 3*Std]
U [Mean+3*Std, + ∞ ]。若原始气温及降水数据处于离群值范围 [- ∞ , Mean – 3*Std]
U [Mean+3*Std, + ∞ ] 内，需再次对质量控制结果文件中的记录进行校检与筛选，剔
除不合理的记录或将其设置为缺测值，确保数据质量得到严格控制；若无异常离
群值，则可计算极端气候指数。
在分析了各观测值的统计分布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逻辑
异常值。图 4 显示了站点 51804 的气温和降水观测值的概率密度分布情况。
95％分布区间外的分布均有可能为异常值，通过检查原始数据实际情况决定是
否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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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气温及降水数据概率密度分布图（以站点 51804 为例）

《中国科学数据》2017 年第 2 卷第 2 期 · 青藏高原雪、冰和环境专刊

www.csdata.org

75

1960 ～ 2012 年青藏高原极端气候指数数据集

3.2

极端气候指数产品评估
为了进一步直观显示本数据集内极端气候指数反映出的气候变化趋势，将各

站点的典型极端指数变化斜率以等值线形式表示，从而进一步验证本数据集结果
的可靠性。各站点典型温度与降水指数可视化结果分别如图 5 和图 6 所示，其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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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各站点每个指数每 10 年的年际变化趋势，其单位为 d/10a。

典型温度指数可视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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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降水指数可视化结果

根据上图中温度和降水指数长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可知，其大部分站点的温
度冷指数变化斜率为负，温度暖指数变化斜率大部分为正，降水指数变化斜率为
较小正数。顺应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且与以往研究中青藏高原地区温度与降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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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致。

4

数据价值及使用建议
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及发展趋势对气候变化的分析及评价具有直接影响，

本数据集可以和常规气象观测数据配合使用，用于探索青藏高原地区的长期气候
变化趋势及空间特征。比如气温相关的极端指数可以分为冷指数和暖指数，分析
两种指数的变化趋势有助于理解气温变化的分异情况。本数据集也可以与当地社
会经济统计数据做关联分析，评估极端气候事件对农牧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本数据集共享了青藏高原 99 个气象观测站点 1960 ～ 2012 年内 23 种极端气
候指数结果。数据文件按指数分别存储，数据文件格式为 CSV 格式，便于后续处
理与应用，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地下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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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taset of climate extreme indices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1960 – 2012)
Zhou Yuke, Gao Qi
ABSTRACT As an ecologically sensitive region with the highest altitude, the Tibetan Plateau
has been a hotspot in the study of long-term climate changes.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re related
to the regional climate change and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tudy. Based on the daily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observed at 99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during 1960 – 2012, this study calculated a series of climate extreme indices. Firstly, quality
control was performed on the raw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to eliminate abnormal values. Then
the R package RClimDex1.0 was used to compute 15 temperature and 8 precipitation extreme
indices. 10 indices were determined by the absolute observed value and 30 indices determined
by the threshold approach. This dataset is useful for research on the occurrence frequency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extreme events. When used together with regional statistical data, this dataset
can also reveal the impacts of climate extremes on agricultural and livestock production.
KEYWORDS Tibetan Plateau; climate extreme indices; climate change;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论文引用格式：周玉科 , 高琪 . 1960 ～ 2012 年青藏高原极端气候指数数据集 [J/OL]. 中国科学
数据 , 2017, 2(2). DOI: 10.11922/csdata.170.2017.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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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区物候数据集、地表覆盖种类图和
青海湖环湖地区草地生物量数据集

文献 DOI:
10.11922/csdata.170.2017.0132
数据 DOI：
10.11922/sciencedb.397
10.11922/sciencedb.398
10.11922/sciencedb.399

张丽 1*，王翠珍 2，杨昊翔 1，张炳华 1，郑艺 1
摘

要 : 青藏高原高山植被类型丰富、覆盖范围大，因此成为了研究高山植被空间分布和物

候变化的热点区域。以 MODIS 地表反射率产品为主要数据源，辅以 Landsat 数据、气象数据、
野外实测数据等补充数据，得到了高原植被物候数据集、地表覆盖种类图与青海湖环湖地
文献分类：地球科学
收稿日期：2017-03-29
开放同评：2017-06-19
发表日期：2017-09-27

区草地生物量数据集。主要研究方法和成果如下：①基于由 MODIS 地表反射率产品计算得
到的 NDVI 时间序列，结合非对称高斯函数，利用阈值法提取物候参数，得到 2000 ～ 2010
年高原植被物候数据集，较从 AVHRR GIMMS 提取的物候参数具有更丰富的时空信息。②
基于从样本数据中提取的植被物候和生物物理参数，利用支持向量机方法对 MODIS 影像实
现青藏高原地区地表覆盖分类，得到 2010 年青藏高原地表覆盖种类图，分类精度为 93％，
较已出版的全国植被地图精度更高，且高山草甸与高山草原两种地类的分界线也更清晰和
平滑。③基于 MODIS 和 Landsat TM 影像，利用 STARFM 数据融合算法及支持向量机非参
数草地生物量估算模型，生成 2000 ～ 2015 年青海湖环湖地区草地生物量数据集，估算精
度为 82%。3 组数据集可作为青藏高原地区植被研究的基础数据集，为相关科研工作提供
参考依据。
关键词：青藏高原；植被；物候；地表覆盖种类；草地生物量

数据库（集）基本信息简介
数据
集中文
名称

2000 ～ 2010 年青藏高原植
被物候数据集

2010 年青藏高原地表覆
盖种类图

2000 ～ 2015 年青海
湖环湖地区草地生物
量数据集

数据
集英文
名称

Phenological metrics dataset
of alpine grasslands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2000 – 2010)

Land cover map for
Tibetan Plateau (2010)

Alpine aboveground
biomass dataset for
Qinghai Lake Basin
(2000 – 2015)

数据
作者

王翠珍、张丽、刘双俞、邱
玉宝

王翠珍、张丽、邱玉宝、
张镱锂

张炳华、张丽

通讯
作者

王翠珍（cwang@mailbox.
sc.edu）、张丽（zhangli@
radi.ac.cn）

王翠珍（cwang@
mailbox.sc.edu）、
张丽 (zhangli@radi.
ac.cn)

张丽（zhangli@radi.
ac.cn）

数据时
间范围

2000 ～ 2010 年

2010 年

2000 ～ 2015 年

地理
区域

青藏高原地理范围包括
26°00′12″N ～ 39°46′50″N，
73°18′52″E ～ 104°46′59″E，
由昆仑山脉、喀喇昆仑山脉、
唐古拉山脉、喜马拉雅山脉
等主体山脉组成。

青藏高原地理范围包括
26°00′12″N ～ 39°46′50″N，
73°18′52″E～104°46′59″E，
由昆仑山脉、喀喇昆仑
山脉、唐古拉山脉、喜
马拉雅山脉等主体山脉
组成。

青海湖环湖地区地理
范围包括 37°17′N ～
38°19′N，90°48′E ～
101°11′E，由大通山、
日月山与青海南山之
间的断层陷落形成。

1.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数字地球重点实验室，北京
2.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地理系，哥伦比亚

100094；

S.C. 29208

* 通讯作者（Email: zhangli@radi.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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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据
格式

*.Geotiff

*Geotiff

*.Geotiff

数据量

4.08 GB

70.6 MB

93.7 GB

数据服
务系统
网址

http://www.sciencedb.cn/
dataSet/handle/397

http://www.sciencedb.cn/
dataSet/handle/398

http://www.sciencedb.
cn/dataSet/handle/399

基金
项目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
地球研究所数字地球重
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
（2013LDE002），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交流项
目 (41120114001)，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41271372）

数据
集组成

2000 ～ 2010 年青藏高原植
被物候数据集包括植被生
长季开始时间、生长季结束
时 间、 生 长 季 持 续 时 间、
NDVI 峰 值 日 期（pheno_
change 文件夹），空间分辨
率为 500 m，时间分辨率为
年；及植被物候参数变化趋
势 数 据（pheno_trend 文 件
夹），空间分辨率为 500 m。

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41271372），中国
（ 4 11 2 0 11 4 0 0 1 ） ，
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
对外合作重点项目
展 计 划（973 计 划，
（131C11KYSB20160061）
2009CB723906）

2010 年 青 藏 高 原 地
区地表覆盖种类图
（LandCoverTypesMap
文件夹），空间分辨率
为 500 m。

2000 ～ 2015 年 青 海
湖环湖地区草地生物
量 数 据 集（biomass
result 文 件 夹）， 空
间 分 辨 率 为 30 m，
时间分辨率为 8 天
（每年 5 ～ 9 月植被
生长季）。

言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第三极”。青藏

高原南至喜马拉雅山脉，北抵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和祁连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
东到横断山脉，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总面积约 250 万平方千米，拥有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高山高寒动植物资源 , 其中高寒植被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成
分。然而，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寒冷干旱的气候特点、高原地区的积
雪和融雪效应 [1] 以及高寒植被的脆弱性，该区域植被对气候比较敏感，植被物
候期、生长状况和地域分布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2-4]，草地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退
化 [5]。随着近年来全球气候的不断变化，研究植被物候参数、理化生化参数及其
与气候因子的关系也因此成为了热点。
由于青藏高原地区覆盖范围大、气候复杂多样、环境恶劣，实地考察和观测
研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导致科研人员难以开展相关研究。遥感技术具有观测范
围广、时效性强、信息量大等众多优势，为青藏高原地区的科研工作开展带来了
新的突破。
中 分 辨 率 成 像 光 谱 仪（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简 称
MODIS）的地表反射率产品是重要的基础数据产品，广泛应用于植被指数计算、
地物光谱获取、变化监测等方面的研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代入数据进行反演
和分析，可以得到目标区域的空间分布、变化趋势、参数之间相关性等信息，为
青藏高原地区的相关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6]。
本文介绍了 3 组青藏高原地区高山植被遥感数据集，包括 2000 ～ 2010 年高
原植被物候数据集、2010 年高原地表覆盖种类图和 2000 ～ 2015 年青海湖环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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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草地生物量数据集，并阐述了数据集反演方法、精度，旨在为相关科研人员提
供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1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1.1

数据采集
3 组青藏高原地区高山植被遥感数据集产品的原始数据主要采用 MODIS 产品、

Landsat 遥感影像数据、野外实测数据及其他补充数据。相关数据介绍如下：
1.1.1

MODIS 产品和 Landsat 遥感影像数据
生 产 数 据 集 用 到 的 MODIS 产 品 为 MOD09A1 和 MCD43A4。MOD09A1 为

2000 ～ 2010 年每 8 天合成的 500 m 青藏高原地区地表反射率产品，每年 46 期影像，
由 MODIS 产品分幅 h25v05、h25v06、h26v05、h26v06 和部分 h23v05、h24v05 组成，
作为青藏高原植被物候参数数据集的原始数据，其中 2010 年的 MOD09A1 数据还
用作青藏高原地表覆盖种类图的原始数据；MCD43A4 为 2000 ～ 2015 年植被生长
季期间（5 ～ 9 月）每 16 天合成的 500 m 地表反射率产品，由 MODIS 产品分幅
h26v05、h25v05 组成，作为青海湖流域草地生物量数据集的原始数据。MODIS 产
品的下载地址为 https://ladsweb.modaps.eosdis.nasa.gov/search/。
Landsat 遥感影像数据主要为 Landsat5 TM 数据，数据的下载地址为 http://
espa.cr.usgs.gov/index/。
1.1.2

野外实测数据
在生成 2010 年青藏高原地区地表覆盖种类图和 2000 ～ 2015 年青海湖流域草

地生物量数据集的过程中，分别使用了不同的野外实测数据。前者使用的野外实
测数据为 2011 年在青藏高原地区实地观测得到的数据，记录了包括 28 个高山草
甸、54 个高山草原和 2 个高山荒漠在内共 84 个站点数据，每个站点数据覆盖范围
为 1.5 km×1.5 km，作为数据集生成过程中的训练样本。后者则是 2013 ～ 2015 年
植被生长季期间（5 ～ 9 月）的生物量野外实测数据，获取方式为定点及不定点野
外观测：定点观测通过选取样带作为定点观测实验区，在每年生长季（5 ～ 9 月）
逐月进行 1 ～ 2 次的定点覆盖度观测；不定点观测通过采集样方的方式对样带进
行加密，每个样方记录信息包括坐标、主要物种、草地高度、草地覆盖度、地上
生物量、地表温度以及地物波谱信息等资料，其中生物量采用收获法获取，并记
录取得的草样的鲜重。截至 2015 年底，三年共获取 409 个样方的草地生物量数据（每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1125 个样方的草地覆盖度数据（每年 5 ～ 9 月），其中青
海湖环湖流域共采集有效生物量数据 287 个。
1.1.3

其他数据
生成 2010 年青藏高原地区地表覆盖种类图过程中，使用的样本点数据集含：
（1）基于 2011 年 8 月 11 ～ 13 日在西藏中部地区进行的航空高光谱实验（本

实验共设计了 62 条飞行轨道，其中有 28 条与图 1 所示的四条航线平行）所拍摄
的 2 m 空间分辨率影像，通过目视解译随机选取 33 个高山草甸和 35 个高山草原
样本点，用于检验分类精度；
（2）基于 2001 年中国科学院发布的 1 ∶ 100 万中国植被地图集（ACAS）及
其他出版资源 [7]，随机选取 22 个高山荒漠训练样本点，用于生成地表覆盖种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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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张镱锂等人提供的实地考察数据，选取的 2012 ～ 2013 年西藏西部
尼玛、改则 4 个站点的高山荒漠样本点，用于检验分类精度；
（4）基于 MODIS 地表反射率产品（2010 年，第 217 天），选取 30 个常年积雪、
33 个湖泊和 38 个裸地训练样本点，用于生成地表覆盖种类图；采用目视解译独立
选取的 50 个湖泊和 50 个积雪样本点，用于检验分类精度 [8]。
部分样本数据点分布如图 1 所示。
70°0′0″E

80°0′0″E

90°0′0″E

100°0′0″E

40°0′0″N

30°0′0″N

30°0′0″N

20°0′0″N

图1

80°0′0″E

90°0′0″E

100°0′0″E

2011 年野外航拍轨迹与野外实测数据及部分地表覆盖类型样本数据分布示意图

生成 2000 ～ 2015 年青海湖流域草地生物量数据集的过程中，使用的补充数
据包括：
（1）中国科学院“八五”重大应用项目“全国资源环境遥感宏观调查与动态
研究”中基于 Landsat 数据提取的青海省 2000 年 1 ∶ 10 万土地利用数据，主要包
括水体、建设用地、林地、耕地等，是目前全国精度最高的土地利用类型产品 [9]，
在生物量数据集生产中用于非草地区域的掩膜；
（2）来源于美国太空总署（NASA）和国防部国家测绘局联合执行的 SRTM
（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计划中测量得到的全球 30 m 空间分辨率的
DEM，用于计算研究区海拔信息，数据下载网址为 http://glcf.umd.edu/data/；
（3）由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中心提供的气象数据，为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
值数据集产品（V3.0），主要获取自国家级地面站观测数据。

1.2
1.2.1

数据处理
植被物候数据处理
青藏地区植被物候研究的数据处理可分为 3 个部分：数据预处理、植被物候

参数提取和植被物候变化趋势分析 [10-11]。
（1）数据预处理：基于 MODIS 的地表反射率产品，计算得到 2000 ～ 2010
年的 NDVI 时间序列影像和曲线。舍弃 NDVI 明显偏小的像素后，利用 SavitzkyGolay 滤波器对存在云污染的 NDVI 时间序列曲线进行平滑处理。
（2）植被物候参数提取：将平滑后的曲线与非对称高斯函数进行拟合，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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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出植被的生长季开始时间、生长季结束时间、生长季持续时间和 NDVI 峰值
日期 4 个物候参数，得到了青藏高原地区 2000 ～ 2010 年植被物候数据集。4 种物
候参数分别对应 pheno_change 文件中的 4 景物候参数影像。该影像由 11 个波段组
成，分别对应 2000 ～ 2010 年每年的植被物候参数。
（3）植被物候变化趋势分析：虽然通过一般的线性拟合法，可以得到植被
物候参数的变化趋势，但植被物候参数存在自相关性，仅利用线性拟合法进行趋
势分析时，会导致包括零均值、常数方差在内的这些残差不满足要求。因此，采
用 Mann-Kendall 趋势分析方法对物候参数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可以得到该地
区 2000 ～ 2010 年更加准确的植被物候变化趋势数据集。4 种物候参数分别对应
pheno_trend 文件中的 4 景物候参数变化趋势影像。该数据集反映了各物候参数在
2000 ～ 2010 年间的总体变化动向。
1.2.2

高原地表覆盖种类数据处理
该数据处理流程主要由数据预处理、参数提取、地表覆盖分类 3 部分组成 [8]：
（1）数据预处理：基于 MODIS 的地表反射率产品（MOD09A1），计算了

2010 年青藏高原地区的 NDVI 时间序列影像，共计 46 期。参照 1.2.1 节中的数据
预处理方法，对 NDVI 曲线进行了平滑去噪处理。
（2）物候和生物物理参数提取：针对平滑后的 NDVI 时间序列曲线，除了用
1.2.1 节物候参数提取的方法提取了 4 个物候参数之外，还从 NDVI 曲线中提取了
NDVI 峰值与生长季 NDVI 总和 2 个生物物理参数。这两类参数反映了草地的生长
状况和生长周期，可用于区分地表覆盖类型中的不同草地类型。
（3）地表覆盖分类：基于野外实测数据和补充数据，将提取的各草地类型生
物物理参数和物候参数作为训练样本，利用图 2 所示的支持向量机（SVM）和多
阈值判断综合起来的分类方法，将青藏高原地区分成了高山荒漠、高山草原、高
山草甸、裸地、湖泊、积雪 6 个地表覆盖类型，得到了 2010 年青藏高原地区地表
覆盖种类图。
MODIS 地表反射率产品
（MOD09A1）

NDVI 时间序列影像

是

平滑

NDVI 时间序列曲线

NDVI 峰值 >0.1
否

物候 / 生物物理参数
野外实测数据
SVM

湿地草甸

半干旱草原
是

干旱草甸

高山草甸

SVM

补充训练样本数据

高山草原

图2

干旱草原

NDVI 峰值 >0.2
否

否

荒漠草原

湖泊

生长季起始时间 >207
生长季结束时间 <296
生长季持续时间 <72

积雪

是

裸地 / 沙漠

高山荒漠

青藏高原地区地表覆盖分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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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草地生物量数据处理
该数据处理过程主要包括基于 STARFM 算法的数据融合与草地生物量估算模

型的建立 [12]，数据集生成的流程如图 3 所示：
数据
准备

MODIS 数据
MCD43A 4

Landsat 数据
TM
数据预处理

STARFM 融合

最优
数据
融合
方案

植被指数融合方案比较

最优融合窗口选择

MODIS NDCI 与
Landsat TM NAVI 融合

构建

移动变化窗口

高时空分辨率 NDVI 时间序列影像

最优
生物
量估
算模
型构
建

野外实测数据

最优生物量估算模型
多元回归拟合模型

非参数化模型
精度验证
支持向量回归模型

生物
量估
算结
果

长时序生物量估算产品

图3

青海湖环湖地区草地生物量数据集获取流程图

（1）基于 STARFM 算法的数据融合：在综合比较了多种融合方案后，本
数据集生成过程中以 MODIS MCD43A4 数据和根据获取情况而选择的一年内、
间隔一年、间隔两年的 TM 数据为遥感输入数据，利用 STARFM 融合算法，将
MODIS 和 Landsat 影像分别计算得到的植被指数进行融合，生成新的植被指数。
在忽略大气误差和影像配准误差前提下，STARFM 算法假设单一地物类型、同时
相的 Landsat 影像像元可以由 MODIS 影像像元加权平均表示。然而由于混合像元、
地表覆盖类型、物候等因素的影响，单个 Landsat 像元很难由 MODIS 影像表示。
因此实际操作过程中利用邻近相似像元对 Landsat 像元值进行预测，即以预测像元
为中心，依据像元值相似程度、空间距离以及时间距离等，在某个固定大小的窗
口内寻找预测像元的固定点，并对所有相似像元附以一定的权值，最终获得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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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像元的值，以此方法对整幅影像进行卷积运算，获得整幅影像预测值。其中
耕地采用 350 m 窗口，林地采用 950 m 窗口，草地及其他用地类型采用 750 m 窗
口，最后生成了兼有 MODIS 的高时间分辨率和 Landsat TM 中空间分辨率优势的
NDVI 时间序列影像。
（2）草地生物量估算模型的建立：结合数据融合生成的 NDVI 时间序列和
野外实测数据，分别建立参数化和非参数化的生物量估算模型。基于精度验证分
析，最终选择支持向量回归模型为最优模型并进行草地生物量的估算，生成了
2000 ～ 2015 年植被生长季期间（5 ～ 9 月）每 8 天 30 m 的草地生物量数据，并
对该期间的草地生物量求均值，得到 2000 ～ 2015 年间 16 景植被生长季期间青海
湖流域的年草地生物量均值影像。

2
2.1

数据样本描述
2000 ～ 2010 年青藏高原植被物候数据集
数 据 集 中 2010 年 青 藏 高 原 植 被 物 候 参 数 的 空 间 分 布 情 况 如 图 4 所 示，

2000~2010 年物候参数变化趋势空间分布如图 5 所示。图 5 中数字 1 ～ 6 表示各种
典型的生态和气候区，其中 1 区为青海 – 祁连东部大草原，寒冷半干旱气候；2 区
为那曲 – 玉树草甸，寒冷半湿润气候；3 区为西藏南部草原，温暖半干旱气候；4
区为阿里高山荒漠，寒冷干燥气候；5 区为羌塘草原，寒冷半干旱气候；6 区为青
海南部草原，寒冷半干旱气候。

图4

2010 年青藏高原植被物候参数

(a) 生长季起始时间；(b) 生长季结束时间；(c) 生长季持续时间；(d) NDVI 峰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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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0 ～ 2010 年青藏高原植被物候参数变化趋势图

(a) 生长季起始时间；(b) 生长季结束时间；(c) 生长季持续时间；(d) NDVI 峰值日期 [11]

图 4 中 a ～ d 分别表示 2010 年青藏高原地区植被生长季起始时间（年积日）、
生长季结束时间（年积日）、生长季持续时间（天）和 NDVI 峰值日期（年积日），
年积日即从当年 1 月 1 日起开始计算的天数。图 5 中 a ～ d 分别表示植被生长季
起始时间、生长季结束时间、生长季持续时间和 NDVI 峰值日期的年积日变化趋势；
无变化表示对应的物候参数年积日没有明显的提前和推迟；日期延迟是指生长季
起始和结束时间、NDVI 峰值日期在这 11 年期间，到来的日期逐渐推后，而日期
提前则指这些物候参数到来的日期逐渐提前；生长季持续时间则分别表现为持续
时间延长和缩短的趋势。
从物候观点分析看，2000 ～ 2010 年间，青藏高原有将近 40％的地区存在明
显的物候变化，其西部地区生长季起始、结束时期和 NDVI 峰值日期均有所延迟，
而东部地区均有所提前；西部地区生长季持续时间缩短，东部则延长。该变化状
况与生长季期间青藏高原西部降水的减少和东部降水增加的气候变化表现出较好
的一致性。而随着青藏高原地区整体气温升高，生长季期间的降水变化趋势将可
能成为高山植被类型变化和分布的主要驱动因素。

2.2

2010 年青藏高原地表覆盖种类图
2010 年青藏高原地区地表覆盖种类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出整个青藏高原地区

从东部的高山草甸覆盖类型逐渐过渡到西部高山荒漠覆盖类型。高山草甸占整个
青藏高原地区的 1/3，主要分布于因生长季季风影响而具有温暖半湿润和寒冷半干
旱气候的青藏高原东部与东北部；高山草原覆盖类型分布于以半干旱气候为主的
青藏高原中部和西南部。地表覆盖种类自青藏高原西部地区开始，逐渐转变为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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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耐旱的高山荒漠类型。青藏高原地区分布着许多湖泊，其北部主要是沙漠和裸地，
西部的喀喇昆仑山脉和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常年覆盖积雪和冰川，一些诸如森林、
灌木、农耕用地等非高山植被覆盖土地类型则分布于青藏高原东南部。

图6

2.3

2010 年青藏高原地区地表覆盖种类图

2000 ～ 2015 年青海湖环湖地区草地生物量数据集
将基于 STARFM 算法得到的融合 NDVI 时间序列，代入到支持向量机的非参

数模型，对青海湖环湖地区进行草地生物量估算，获得 2000 ～ 2015 年青海湖环
湖地区草地生物量数据集。如图 7 所示为 2015 年植被生长季期间，8 天间隔的青
海湖环湖地区草地生物量空间变化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融合植被指数生成的生物
量在空间上显示了较大的异质性。2015 年，青海湖草地植被 5 月生物量较小，6
月植被生长较为旺盛，在 7 月初到 8 月初为生长旺季。7 月底整个流域生物量区域
平均值为 250 g/m2 左右，7 月底部分地区的植被生物量可达到 500 g/m2 以上，主
要集中在青海湖湖北、湖南以及流域中部的高寒草甸地区。8 月底生物量开始逐渐
减少，至 9 月底，整个流域生物量与 5 月初的生物量在数值上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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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3

2015 年植被生长季青海湖地区 8 天间隔草地生物量空间分布图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3.1
3.1.1

植被物候数据集质量控制与评估
质量控制
为了提高植被物候数据集的精度和质量，采取以下数据质量控制方法：
（1）为了保证提取的物候数据的准确性，需要对由地表反射率产品计算得到

的 NDVI 时间序列影像进行筛选，将其中 NDVI 最大值小于 0.1 的像元视为裸地，
不参与物候参数的提取。
（2）对原始的 NDVI 时间曲线进行的平滑处理，可以去除原始曲线中的云污
染和噪声，从而高效、正确地提取物候参数。
3.1.2

质量评估
本数据集中物候参数及其变化趋势与青藏高原 109 个气象站点记录的气象变

化结果具有一致性。根据气象站点记录的青藏高原地区降水数据，分析得出降水
的变化趋势与物候参数的变化趋势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同质性，符合植被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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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的响应，故验证本数据集提取的物候参数的可靠性。

3.2
3.2.1

地表覆盖种类图质量控制与评估
质量控制
为了提高地表覆盖种类图的精度和质量，采取以下数据质量控制方法：
（1）由于生成地表覆盖种类图时需要植被物候参数作为分类指标，因此数据

处理过程中同样需要 3.1.1 小节的数据质量控制方法保证提取的物候参数的准确性。
（2）采用结合植被物候参数和生物物理参数的多级综合分类方法，可以减少
由于各种草地覆盖类型之间空间和光谱的同质性所引起的错误分类现象，从而提
高数据质量。
3.2.2

质量评估
为评估本数据集的数据质量，需要对地表覆盖种类图的分类结果进行精度验

证。通过选取 1.1.3 小节中提到的若干样本点作为验证样点，从而生成混淆矩阵如
表 1 所示。在不考虑高山荒漠草原类型和裸地的情况下，本数据集的分类精度可
达 93%。对于高山植被覆盖类型，33 个高山草甸样本点中，仅有 1 个被错分为高
山草原，用户精度达到 97%，35 个高山草原样本点中有 5 个被错分为高山草甸，
用户精度达 86%。积雪和湖泊分类精度高是因为它们的训练样本点和验证样本点
来自于同一景 MODIS 影像。
表1
参考样本点

地表覆盖种类图样本验证混淆矩阵 [8]
高山草甸

高山草原

积雪

湖泊

高山草甸

32

5

0

0

高山草原

1

30

0

0

积雪

0

0

50

0

湖泊

0

0

0

44

裸地 / 沙漠

0

0

0

6

总计

33

35

50

50

分类结果

总体精度：92.86%

3.3
3.3.1

草地生物量数据集质量控制与评估
质量控制
为了提高草地生物量数据集的精度和质量，采取以下数据质量控制方法：
（1）为保证数据融合的质量，在生成数据集的过程中选用了 MOD09A1、

MOD09Q1、MCD43A4 三种地表反射率数据，采用融合反射率数据计算 NDVI 和
对反射率数据计算得到的 NDVI 融合两种方案进行比较试验，并以均方根误差
（RMSE）、相对均方根误差（RMSEr）等参数作为精度评价指标，获取最佳数据
融合方案。相对均方根误差（RMSEr）的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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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 和 N 分别表示影像的行数和列数，p 表示融合前的原影像，q 表示融
合后影像，表示原影像的像素均值。相对均方根误差表征了融合影像与观测值的
相对误差程度，差异越小，说明融合效果越好。
（2）在建立生物量估算模型的过程中，通过比较线性、幂函数、指数、对数、
多项式和 SVM 等多种参数 / 非参数模型的精度，选优最佳估算模型。
3.3.2

质量评估
在产生草地生物量数据集之前，需要将 287 个实验区有效的实地采样生物量

数据分为两组，一组 215 个点，用来做生物量估算模型训练样本，另外一组 72 个点，
用来作为模型精度验证数据，质量评估过程选用的精度验证指标包括相关系数（r）、
均 方 根 误 差（RMSE）、 相 对 均 方 根 误 差（RMSEr）。 其 中，r 越 大，RMSE 越
小，RMSEr 越小，说明模型的估算值与实测值越接近，当 RMSE 或者 RMSEr 等
于 0 时，模型为理想状态，无误差。用生成反演模型的训练样本计算得到的相关
系数 r 可达 85%，均方根误差（RMSE）为 74.45 g/m2，RMSEr 为 34.5%；而将验
证样本代入模型计算得到的相关系数 r 可达 82%，RMSE 为 78.28 g/m2，RMSEr 为
37.05%。研究成果与之前在内蒙锡林郭勒地区的研究结果一致 [13]，可以看出生物
量估算模型精度高，数据集成果具有可信度。

4

数据价值
将本文涉及的青藏高原物候数据集、地表覆盖种类图及生物量数据集与国内

外其他同类数据集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 3 组数据集在时空分辨率、
产品精度等方面具有优势：
（1）不同研究学者利用 AVHRR GIMMS 的 NDVI 产品对青藏高原地区植被
生长状况进行监测时得出了不同结论，例如一些学者研究得出近几十年来青藏高
原地区植被绿度增加，植被返青期提前 [14-17]，其它研究却表明植被绿度没有明显
变化 [18]，一些研究甚至得出青藏高原地区植被退化，高山草原生长开始日期推迟
的结论 [19-21]，反映出 AVHRR GIMMS 的 NDVI 产品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本文
生产 2000 ～ 2010 年青藏高原地区植被物候数据集使用的是 MODIS NDVI 产品，
经过本文第 3.1 节的检验，证明了数据集与产品的可靠性。且本文提取物候时利用
的 MODIS NDVI 产品较 AVHRR GIMMS NDVI 产品有更高的时空分辨率。
（2）将基于 MODIS 影像得出的地表覆盖种类图与 ACAS 在青藏高原地区的
地表植被覆盖情况进行了对比。利用表 1 中的验证样本点对 ACAS 进行验证，得
出如表 2 所示的混淆矩阵。由表 1 可知基于 MODIS 影像进行分类的总体精度达
到了 93%，比总体分类精度为 79% 的 ACAS 要高（表 2）；同时，本研究的分类
图在高山草甸和高山草原地表种类的分界线上较 ACAS 地图更为清晰，过渡更平
滑，分界区域更完整；除此之外，MODIS 分类图在高山草原和高山草甸、高山荒
漠、小型湖泊等地物种类上，较 ACAS 地图分类更加准确 [8]。这主要是因为本数
据集使用的 MODIS 影像数据获取于 2010 年，而用来进行验证的野外数据点来源
于 2011 年（地面调查及高光谱航片），在这两年间植被变化忽略不计的前提下，
本数据集分类总体精度较高，而 ACAS 图集的原始影像来源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 Landsat TM 影像，随着近几十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地表植被变化会对 ACAS 图
集的验证产生影响。但由于在生产本数据集时，当时的实地样本已经无从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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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进行同期的 ACAS 分类验证，因此在选取验证点时，尽量采用了大的植被地块，
以尽量减少验证误差。
ACAS 地图样本验证混淆矩阵 [8]

表2
参考样本点

高山草甸

高山草原

积雪

湖泊

高山草甸

24

12

0

3

高山草原

9

23

3

2

积雪

0

0

43

0

湖泊

0

0

0

43

裸地 / 沙漠

0

0

4

2

总计

33

35

50

50

ACAS 结果

总体精度：79.17%

（3）高原草地生物量是评价高原草地生长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对该参
数进行估算可以有效管理和保护高原草地资源。但由于单一的遥感数据源无法同
时满足草地轮牧观测的中高时间分辨率和高空间分辨率的需要 [12]，而通过融合中
空间分辨率的 TM 影像和高时间分辨率的 MODIS 影像所具有的优势则凸显出来。
将青海湖环湖地区样地融合影像 NDVI 与 500 m 的 MODIS NDVI 数据集对比，结
果如图 8 所示。通过比较两种 NDVI 影像在同一区域的平均值与标准差，可以看
出两者没有明显差异，从而说明融合后的 NDVI 影像序列不仅能够有效反映 500 m
的 MODIS NDVI 的信息，同时还兼顾了 MODIS 高时间分辨率和 Landsat TM 影像
中空间分辨率的优点。除此之外，融合后的 NDVI 影像较 500 m 的 MODIS NDVI
能更好地观察植被的时空变化状况，从而更好地描述河流两岸的植被分布及生长
状况。

图8

2015 年 6 月青海湖流域样地融合 NDVI 与 MODIS NDVI 变化比较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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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本文介绍的 3 组研究成果从植被物候参数提取、遥感数据融合和估算模型等

角度出发，对青藏高原地区植被进行了研究，最终生成该地区 2000 ～ 2010 高原
植被物候数据集、2010 年高原地表覆盖种类图和 2000 ～ 2015 青海湖环湖地区草
地生物量数据集。
2000 ～ 2010 高原植被物候数据集分为 pheno_trend 和 pheno_change 两个文件。
其中 pheno_change 文件中为 2000 ～ 2010 年青藏高原地区植被物候专题图，包括
植被生长季开始时间，生长季结束时间，NDVI 峰值日期和生长季持续时间，共 4
期影像，每期影像 11 个波段，对应每年的植被物候信息，前三个物候参数的单位
为年积日，生长季持续时间的单位为天，数据集空间分辨率为 500 m，时间分辨率
为 1 年；pheno_trend 文件中为植被物候参数变化趋势数据，共 4 期影像，影像信
息见图 5，空间分辨率为 500 m。本数据集中 Geotiff 格式的影像可用 Envi 软件或
ArcGIS 软件打开。
2010 年 青 藏 高 原 地 区 地 表 覆 盖 种 类 图 为 LandCoverTypesMap 文 件 夹 中 的
SVM_2010_3x3major_Plateau 文件，空间分辨率为 500 m，数据中的 class 11 为背
景类，属于研究区之外。本数据集中 Geotiff 格式的影像可用 Envi 软件或 ArcGIS
软件打开。
2000 ～ 2015 青海湖环湖地区草地生物量数据集为 biomass result 文件夹。包
括 2000 ～ 2015 年生长季（5 ～ 9 月）青海湖环湖地区草地生物量数据，共 16 期
影像，每期影像 20 个波段，为每年生长季期间的草地生物量，单位为 g/m2，空
间分辨率为 30 m，时间分辨率为 8 天（每年 5 ～ 9 月植被生长季）。本数据集中
Geotiff 格式的影像可用 Envi 软件或 ArcGIS 软件打开。
以上数据集可为相关学者研究青藏高原地区植被的物候及其与气候的相关性、
植被分布和变化趋势等方面提供可参考的资料，用以更全面地评价全球变暖及青
藏高原变暖下高山植被类型的生态响应 [22]，辅助管理青藏高原地区草地资源和维
护草原生态系统稳定性，并根据植被物候变化研究青藏高原地区，甚至全球范围
的气候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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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logical metrics dataset, land cover types
map for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grassland
biomass dataset for Qinghai Lake Basin
Zhang Li, Wang Cuizhen, Yang Haoxiang, Zhang Binghua,
Zheng Yi
ABSTRACT With abundant types and large coverage of alpine vegetation, the Tibetan Plateau
has been a hot region for researche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phenological changes of alpine
vegetation. Using the MODIS Surface Reflectance Product as the main data source, supplemented
by Landsat images, meteorological data and field measurements, we obtained a phenological
metrics dataset of alpine grasslands, a land cover types map for Tibetan Plateau and an alpine
aboveground grassland biomass dataset for Qinghai Lake Basin. Major research methods and
outcomes of this study include: ① Based on NDVI time series derived from the MODIS Surface
Reflectance Product, threshold method was used together with a symmetric Gaussian function to
extract phenological metrics. The phenological metrics dataset of alpine grasslands (2000 – 2010)
generated therefrom showed more spatial and temporal details than phenological products derived
from AVHRR GIMMS. ② With phenological and biophysical metrics extracted from sample
data, we applied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on MODIS images to get the classification
of land cover types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thereby creating a land cover types map for Tibetan
Plateau (2010).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p had a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93%, higher than the
published national vegetation altas. Besides, the newly-created land cover types map had a clearer
and smoother transition from alpine meadow to alpine steppe. ③ Based on MODIS and Landsat
TM images, the alpine aboveground grassland biomass dataset (2000 – 2015) for Qinghai Lake
Basin was obtained by using STARFM data fusion algorithm and non-parameterized SVM biomass
estimation model. The dataset had an estimated precision of 82%. The three datasets can serve as
fundamental data for studies on vegetation over Tibetan Plateau,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related
scientific researches.
KEYWORDS Tibetan Plateau; vegetation; phenology; land cover types; grassland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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