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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干旱区为研究对象，利用 MODIS 和 AMSR-E 融合后的 2002 － 2009 年 8 个水文年份（ 8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的无云积雪产品，计算并验证了用遥感方法提取研究区积雪日数、初雪日期和终雪日期的精度，结合积雪
日数制图和积雪面积统计，分析了研究区 8 a 来积雪时空分布特征。结果显示： ① 与气象台站观测资料获取的积
雪参数的对比验证表明，遥感方法提取积雪参数的精度较高，误差日数大多在 20 d 以内，主要表现为遥感方法积雪
日数的低估，初雪日期的延后和终雪日期的提前。② 除山地冰川和永久积雪外，天山和阿尔泰山山系间的北疆地
区是研究区内季节性积雪最为丰富的地区，积雪日数一般在 60 d 以上，不过积雪的分布不均匀，大体上从边缘山区
2007 年和 2002 年积雪面积较
向内部盆地中心积雪日数递减，初雪日期延后，终雪日期提前。③ 干旱区在 2005 年、
大，
而 2008 年和 2006 年积雪面积较小。各年稳定积雪存在的地区和范围相对稳定，面积变化不大，其年际变化主
要体现在积雪日数的增减上； 不稳定积雪的面积一般高于稳定积雪，且年际变化较大，积雪日数大多在 20 d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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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雪是冰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半球积雪分

得的积雪参数制图，对积雪空间分布的异质性表达

布广泛，且具有较大的年内和年际变化，其积累与消

不准确，不能全面并及时地反映积雪在整个区域的

〔1〕

融对全球气候和水文均有重要影响

。 中国干旱

实际分布状况。

区地处中纬度欧亚大陆中心，幅员辽阔，在广大的中

近些年，遥感技术的发展和新型传感器的出现 ，

国干旱区，积雪意义尤为重要，一方面高山雪冰融水

弥补了传统积雪观测的不足，为大面积积雪监测提

是干旱区最重要的水资源补给方式之一 ，另一方面，

供了有效手段。光学积雪遥感制图已有 40 多年的

干旱区冬季积雪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可能造成干旱

发展历史，积雪产品包括 AVHRR，MODIS 和 FY －

〔2〕

区农牧业各种灾害

。 因此，准确并及时地估算干

旱区的积雪参数，如积雪面积、积雪日数、初雪日和

2C 等，其中应用范围最广的 MODIS 积雪产品空间
〔7〕

分辨率较高，且具有相对成熟的积雪提取算法

。

〔8〕

终雪日等具有重要意义。

以提高牧区雪灾监测能力为目的 ，评价并

Liang 等

传统上，积雪的监测是通过遍布各地的气象台

分析了 MODIS 积雪产品在北疆牧区的应用效果； 窦
〔9〕

站和水文观测站实现的，相对于冬季大范围的积雪

燕等

分布而言，这些气象台站不仅数目稀少、在空间上的

雪产品，分析了研究区积雪分布、雪线高度等的年际

分布不均匀，而且在一些条件恶劣的地区，如高海拔

变化趋势，以及积雪分布随海拔变化趋势等 ； 林金堂

〔3〕

山区等，没有气象台站的分布。 在我国，胡汝骥

、

〔4〕

李培基等

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对全国气象站积

以天山山区为研究对象，利用 MODIS 合成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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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采用类似的方法，分析了新疆玛纳斯河山区积

雪的时空分布状况。

雪观测资料的统计和描绘，揭示了我国积雪分布的

MODIS 积雪产品受云覆盖影响十分严重，特别

基本规律，并完成了我国多年平均的积雪日数及积

是它的每日产品直接应用于区域积雪的观测和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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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类型制图，之后，胡汝骥等

〔6〕

、李培基

结合气象

〔11 － 12〕

时会带来较大的误差

。为此，研究者提出了多
〔13 － 16〕

站的降雪量和积雪深度等观测资料，初步评价了我

种降低积雪产品中云覆盖的方法

国季节性积雪的分布特征，并完成了中国的雪灾区

且应用效果好的是多传感器及多时相数据融合的方

划制图工作。但是，这种传统的由气象台站观测获

法。Xie 等

①

，其中最便捷

〔17〕

在 MODIS 双星每日积雪产品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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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通过设定一定的云覆盖阈值（ 为 10% ） 进行

DIS 与 AMSR-E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采用替代法进

灵活多日的 MODIS 数据融合，结果表明这一方法可

行云覆盖像元的去除。 其中，MODIS 多时相数据融

将融合产品绝大部分的云覆盖降至 10% 以下。 另

合包括 MODIS 双星每日数据融合和以 10% 云覆盖

外，
与可见光相比，微波遥感不受云覆盖影响，对地

度为阈值的最长 4 d 多日数据融合，其融合算法均

表下垫面有一定的穿透深度，因此在积雪范围、雪深

服从类别优先级原则，产品中各类别优先级为： 积雪

和雪 水 当 量 等 的 监 测 方 面 有 较 好 的 应 用。 Che

＞ 水体 ＞ 陆地 ＞ 云 ＞ 不确定，融合时将 2 幅不同时

〔18〕

等

利用被动微波 SMMR，SSM / I 和 AMSR-E 亮温

相影像同一像元点处类别优先级高的作为融合产品

数据，采用修正后的 Chang“亮温梯度”算法，反演得

该像元点的输出类别，由此降低融合产品中的云覆

到了我国雪深长时间序列数据集 （ 1978 － 2010） ，其

盖。MODIS 与 AMSR-E 的融合，即将 MODIS 产品中

不足之处在于被动微波资料空间分辨率低 ，约 25

云覆盖区域的像元值，用 AMSR-E 雪深数据提取的

km。将可见光 MODIS 积雪观测与微波遥感融合，

像元类别替换，获取无云产品，由于 AMSR-E 产品的

可以同时保持较高的空间分辨率，且完全去除云覆

空间分辨率低，融合后产品的实际空间分辨率有所

〔19〕

盖影响是目前积雪遥感监测的研究热点之一

。

本文以中国干旱区为研究对象，采用 MODIS 双
星每日积雪产品和 AMSR-E 被动微波雪深产品，经
多时相、多 传 感 器 数 据 融 合 后 获 得 的 中 国 干 旱 区
2002 － 2009 年的每日无云覆盖积雪产品，计算并评
价利用该融合遥感产品提取积雪日数、初雪日期和
终雪日期的精度，进行积雪日数和积雪类型制图，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中国干旱区积雪时空分布特征的分
析，最终为干旱区积雪水资源管理、雪灾监测和气候
变化等研究提供基础信息。

1
1． 1

研究区及数据介绍
研究区介绍
中国干旱区位于我国西北部，地处中纬度欧亚

大陆中心，境内四周有一系列巨大山脉环绕 ，海洋湿
润水汽很难到达，气候十分干旱。 中国干旱区地貌

下降。之前，对此积雪产品的验证还表明，它在全天
候条件下具有高的分 类 精 度，包 括 96% 的 整 体 精
80% 的雪精度和 99% 的陆地精度，高于研究区
度、
原 MODIS Terra-Aqua 每日融合积雪产品，全天候条
32% 和 70% 的整体、雪、陆分类精度； 并
件下 64% ，
且由其提取的积雪日数，不仅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
原 MODIS 产品高的空间分辨率，而且对研究区积雪
的空间分布状况有很好反映，直观上精度较高，适合
于研究区积雪的制图和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

2
2． 1

积雪日数等参数提取及验证
积雪日数等参数的遥感提取方法
为研究中国干旱区积雪多年的时空分布特征 ，

采用了积雪日数 （ SCD） 、初雪日期 （ SCOD） 、终雪日
期（ SCED） 和积雪面积（ SCA） 等参数。其中，影像上

格局以宏伟山系和大型盆地为主，大的地貌单元十

各像元点的积雪日数定义为一个水文年份中该像元

分清晰。境内大型山系主要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

点积雪类别出现的日数之和。初雪日期定义为一年

山（ 包括帕米尔高原和阿尔金山 ） 和祁连山山系，大

中该像元点从某日起积雪类别持续出现日数首次超

型盆地主要是昆仑山与天山山系间的塔里木盆地 、

〔21〕
过 14 d 时该日的儒略日，终雪日期则相反 ，三者

天山与阿尔泰山山系间的准噶尔盆地、天山山系间

共同描述了积雪在整个水文年份的时空分布状况 ，

的吐鲁番 － 哈密盆地，以及祁连山山系与北山、阿拉

对区域水资源管理、农业管理和雪灾应急管理等均

善高原间的河西走廊。 此外，还包括内蒙古西部的

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图 1 是采用该方法提取的干旱

〔2〕

阿拉善高原
1． 2

。

数据产品介绍
积雪数据为中国干旱区 2002 － 2009 年 8 个水

文年份 （ 8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 的每日无云覆盖积
〔20〕

区 2002 － 2009 年 8 a 平均积雪日数等参数的分布
〔22〕

图，并且只进行了稳定积雪区

（ 即年积雪日数在

60 d 以上地区） 初雪日期和终雪日期的制图。
2． 2

方法精度验证

，这一产品基于 MODIS 双星每日积雪产

选择干旱区 76 个气象台站 2002 － 2005 年 4 个

品 MOD10A1 / MYD10A1，以及 AMSR-E 同时期的被

水文年份的积雪日观测数据，对遥感提取的积雪日

动微波雪深数据，经 MODIS 多时相数据融合和 MO-

数等进行验证，其积雪日的定义是天气现象的定义 ，

雪产品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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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区

即当观测场上观测员视野范围内一半以上被积雪覆
〔23〕

盖时，将该日记录为积雪日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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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相同的计算方法。

。 气象台站观测资料

图 2 是干旱区 76 个气象台站遥感积雪参数提

的积雪日数和初、终雪日期的提取，采用与遥感提取

取 误差与台站高程间的关系分布图 ，图中的误差日

图1
Fig． 1

中国干旱区 8 a 平均积雪日数（ a） 及稳定积雪区初雪日期（ b） 和终雪日期（ c） 分布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SCD，SCOD and SCED of stable snow cover in the study area

图2
Fig． 2

中国干旱区气象台站积雪参数提取误差与高程间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error days of snow cover parameters and altitudes at different weather stations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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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指影像上各站点遥感计算参数值与气象站实测数

影响十分严重，一般而言，其积雪存在的时间和范围

据计算参数值之差。

远远低于自然存在的积雪，这就造成了验证时遥感

从图 2 可以看出，积雪参数提取时的误差大小

影像提取积雪的伪“低估”现象。

与站点高程间无明显关系； 与气象台站观测资料获
取的积雪参数相比，遥感提取的积雪日数要少，初雪
日期延后，终雪日期提前，除个别站点外，绝大多数
站点积雪日数的误差在 20 d 以内，初雪日和终雪日
的误差也在 20 d 以内。 表 1 统计了遥感方法提取
积雪参数的精度。其精度定义为误差日数在给定范
围内的站点数占全部站点数的比率，而遥感提取的
初雪日期和终雪日期的误差在 10 d 以内的站点已
达 87% ，其提取精度高于积雪日数。
表1
Tab． 1

3
3． 1

积雪时空分布特征
积雪年内时空分布特征
从图 1 可以看出：
（ 1） 中国干旱区境内高大山体众多，高山区积

雪冰川十分发育，主要分布在天山、昆仑山、喀喇昆
仑山、帕米尔高原、祁连山和阿尔泰山。这些地区年
平均积雪日数均在 180 d 以上，积雪日数在 300 d 以
上的地区集中在天山、昆仑山和祁连山，是研究区内

中国干旱区积雪参数遥感提取精度统计
Statistical results of RS-extracting r accuracy

of snow cover parameters in the study area
1 d 以内

10 d 以内

20 d 以内

30 d 以内

SCD

0． 01

0． 53

0． 84

0． 95

SCOD

0． 45

0． 84

0． 95

0． 97

SCED

0． 33

0． 87

0． 96

0． 99

冰川和永久积雪的集中区域，而新疆北部阿尔泰山
地区积雪日数相对较少，一般在 180 ～ 240 d，局部更
高海拔地区的积雪日数可达 240 d 以上，也发育有
小部分冰川和永久积雪。
（ 2） 受地形及环流影响，天山和阿尔泰山山系
间的北疆地区是研究区内季节性积雪最为丰富的地
区，积雪日数一般在 60 d 以上，是我国三大稳定积
雪中心之一。此外，在天山、昆仑山和祁连山的边缘
山地，也发育有一定面积的稳定积雪，不过其分布与
海拔间关系密切且范围较小。北疆地区各地积雪状
况不尽相同。天山边缘山地和阿尔泰山山区是北疆
积雪出现最早、消融最晚的地区，一般积雪从当年
10 月下半月开始积累，至次年 5 月上半月消融完
毕，年平均积雪日数在 200 d 左右； 之后是距离山体

图3
Fig． 3

中国干旱区气象台站积雪参数遥感提取误差分布
Distribution of the error days of snow cover parameters
at different weather stations in the study area

图 3 是各气象台站遥感提取参数与观测统计参

较远的丘陵地区和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区，积雪从 11
月上半月开始积累，至次年 4 月下半月消融完毕，积
雪日数在 160 d 左右； 最后是北疆中部的准噶尔盆
地平原地区，除盆地中心地区降雪较少，年平均积雪
日数在 60 d 以内，为不稳定积雪外，其他地区积雪

数间误差日数在空间上的分布，可以看出积雪参数

日数均在 60 ～ 120 d，并且从边缘山区向盆地中心，

提取误差较大的站点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准噶尔盆

积雪日数渐减，初雪日期自 11 月下半月至 12 月逐

地的西部山区、天山山系内部的盆地平原地区、塔里

渐延迟，终雪日期自 3 月上半月至 2 月上半月不断

木盆地西部山区以及祁连山区。这些站点积雪日数

提前。

等误差较大的原因主要是由气象台单点观测和遥感

（ 3） 在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 － 哈密

面状观测间的差异造成的，因为这些气象站大多分

盆地，气候干燥、降雪较少，大部分地区年平均积雪

布在城市建成区，一般观测场面积不大，不受人类活

日数在 11 ～ 60 d，为年周期性不稳定积雪，此外，塔

动影响，其观测反映的是自然状态下的积雪状况 ，而

里木盆地的中心平原地区和内蒙古西侧阿拉善高原

MODIS 传感器空间分辨率在 500 m 左右，观测到的

的部分地区，为研究区内降雪最少的地方，年积雪日

是整个视野内积雪的实际分布状况，而在气象站所

数一般在 10 d 以内，为非年周期性不稳定积雪和无

处的城市建成区，积雪的实际存在状况受人类活动

积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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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08 年和 2006 年积雪面积较小； 2002 － 2009 年
5
2
稳定积雪面积变化不大，总面积在 7． 0 × 10 km 左

右，不稳定积雪的范围一般高于稳定积雪 ，且具有较
大的年 际 变 化，不 稳 定 积 雪 的 面 积 以 2005 年 和
2007 年最大，在 1． 3 × 10 6 km2 ，2006 年最小，约为
8． 6 × 10 5 km2 。

图4
Fig． 4

中国干旱区逐月积雪面积变化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now cover area in the study area

图 4 是研究区 8 a 平均的逐月积雪面积变化
图，可以看出研究区 7 ～ 8 月的积雪面积最小，约为
5． 0 × 10 4 km2 ，是研究区内冰川和永久积雪的面积
11 ～ 12 月迅速增加，
之和。积雪从 10 月开始积累，
5
2
至 1 月达到最高，最大积雪面积约 8． 8 × 10 km ，占

干旱区全部面积的近 40% 。2 ～ 3 月积雪面积开始
4 ～ 5 月研究区内的可融化积雪面积已经很
下降，
少，到 6 月研究区内的季节性积雪几乎完全消融 。
3． 2

图5

积雪年际变化特征
中国干旱区积雪面积年际变化显著 。由图 5 可

Fig． 5

表2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now cover areas of different
snow cover types in the study area

2005 年、2007 年和 2002 年积雪面积最大，
以看出，

Tab． 2

中国干旱区各类型积雪逐年面积变化

中国干旱区不稳定积雪逐年分类面积统计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areas of unstable snow cover in the study area

积雪日数 / d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平均

1 ～ 10

25． 52

38． 81

35． 64

26． 66

37． 88

18． 27

39． 84

36． 81

32． 43

11 ～ 20

29． 62

19． 10

17． 08

31． 44

17． 37

19． 30

22． 93

22． 92

22． 47

21 ～ 30

24． 05

16． 49

12． 35

32． 80

10． 05

44． 20

11． 36

17． 81

21． 14

31 ～ 40

14． 77

11． 55

11． 25

21． 16

7． 71

32． 84

7． 49

13． 04

14． 97

41 ～ 50

11． 12

7． 15

7． 73

11． 93

6． 68

14． 55

6． 11

9． 52

9． 35

51 ～ 60

10． 05

5． 50

6． 14

9． 13

6． 61

9． 92

5． 07

7． 79

7． 52

总和

115． 12

98． 58

90． 19

133． 12

86． 31

139． 08

92． 79

107． 88

107． 88

表3
Tab． 3

中国干旱区稳定积雪逐年分类面积统计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areas of stable seasonal snow cover in the study area

积雪日数 / d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平均

60 ～ 120

50． 13

27． 94

44． 28

45． 97

49． 76

43． 09

30． 73

27． 46

39． 92

120 ～ 180

19． 14

26． 03

17． 27

20． 96

10． 93

10． 22

17． 48

32． 96

19． 37

180 ～ 240

7． 82

6． 67

7． 52

7． 85

5． 57

7． 26

6． 64

8． 48

7． 23

240 ～ 300

2． 66

2． 93

3． 16

2． 72

1． 97

2． 38

3． 33

3． 60

2． 84

300 ～ 365

3． 22

2． 91

3． 24

2． 90

2． 50

2． 58

3． 25

3． 29

2． 98

总和

82． 96

66． 47

75． 47

80． 41

70． 72

65． 54

61． 43

75． 78

72． 35

3期

王增艳等： 2002 － 2009 年中国干旱区积雪时空分布特征

图6
Fig． 6

469

中国干旱区逐年积雪日数分布

Distribution of snow cover duration days in the study area

从图 6 可以看出，不稳定积雪主要出现在塔里

研究区内稳定积雪存在的地区和范围相对稳定 ，主

木盆地边缘、河西走廊和阿拉善高原，只是在不同年

要分布在北疆地区，只是在天山南侧和东侧的部分

份出现范围大小不同，如出现范围较大的 2005 年和

地区在不同年份有一定程度的范围扩张和缩减 ，其

2007 年，它几乎存在于除干旱区中部盆地外的所有

他地区稳定积雪的年际变化主要体现在积雪日数的

2006 年和 2008 年，
地区，而在范围较少的 2004 年、

增减上。

在塔里木盆地和阿拉善高原没有不稳定积雪存在 ；

表 2 和表 3 分别对研究区稳定积雪和不稳定积

干

470

旱

区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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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的面积进行了更详细的分类和统计 。由表 2 可以

学数据中心（ http： / / westdc． westgis． ac． cn） 提供中国

2005 年和 2002 年外，
得出，除积雪较多的 2007 年、

雪深长时间序列数据集。

2007
干旱区不稳定积雪日数主要集中在 20 d 以内，
年不稳定积雪面积最大，且积雪日数大多集中在 20
～ 40 d，2005 年和 2002 年不稳定积雪的面积也很
大，其积雪日数在 1 ～ 40 d 积雪的分布均比较多。
由表 3 可以看出，除 2009 年外，积雪日数在 60 ～ 120
d 的 稳 定 积 雪 面 积 最 大，2009 年 则 是 积 雪 日 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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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Snow Cover in Arid Regions in China
WANG Zeng-yan1，2 ， CHE Tao1
（ 1 Cold and Arid Regions Environment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Lanzhou 730000，China；
2 Graduate Universit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

Based on MODIS and AMSR-E combined cloud-free snow cover product，in this paper the snow cover

duration days（ SCD） ，snow cover onset date （ SCOD） and snow cover ending date（ SCED） in arid regions of China
were calculated and evaluated for 8 hydrological years from 2002 to 2009．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snow cover
in the study area was analyzed through mapping of SCD and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now cover area （ SCA） ．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 1） The compared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accuracy of snow cover parameters extracted from remote sensing images is high and close to the data observed at the weather stations，the duration errors are mostly
within 20 days； （ 2） Except for the regions covered with glaciers and firn in the alpine zone，north Xinjiang between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Altay Mountains is the region with the thickest seasonal snow cover，SCD was
mostly longer than 60 days，but the distribution of seasonal snow cover is uneven． Holistically，the SCD becomes
shorter，the SCOD becomes later and SCED becomes earlier from the marginal zone of the mountains to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basins； （ 3） The total areas of snow cover in arid regions were comparatively large in 2005，2007 and
2002 but small in 2008 and 2006，respectively； The area and distribution of stable snow cover were comparatively
stable，with the inter-annual changes being mainly the fluctuation of the number of SCD； the area of unstable snow
cover were generally larger than stable snow cover，with obvious inter-annual fluctuations and the number of SCD
mostly lower than 20．
Key words：

snow cover area；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snow cover duration； snow cover product； MODIS；

AMSR-E； arid area；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