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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学正朝着区域和宏观尺度及定量化方向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学研究也
提出了新的要求。 遥感作为有效技术手段在生态学研究的应用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研究遥感的功能与生态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寻求遥感技术与生态学结合切入点，不仅是
遥感应用发展的需要，更是解决生态学问题的有益途径。 对于非遥感专业的生态学研究人
员及从事专业遥感的科研人员来说，生态学和遥感的结合还缺少相关的背景知识介绍。 本
文从生态学研究的发展趋势、遥感技术的特点，综合论述遥感在生态学研究中的特点、历史
发展及未来趋势。 本综述主要针对于生态系统尺度以上生态学的研究，具体包括遥感在生
态系统环境、生态系统生物组成、生态系统结构、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流动及生态系统功能
等方面的应用。 结合遥感技术的发展，论述了遥感与生态学研究有效结合的组分，同时论
述了各套遥感数据在不同方面应用的优缺点， 提出了遥感在生态学研究上应用的相关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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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杂志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学
科，依据其研究尺度可分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
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生物

第 ３６ 卷

第３期

验。 遥感是唯一能在大尺度上有效获取反映现实数

据的技术手段 （ Ｎａｇｅｎｄｒａ，２００１； Ｋｅｒ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
遥感是指非接触的，远距离的探测技术，具有空间上

地理生态学和全球生态学。 随着学科的发展，生态

连续、能够平行监测、时间跨度大同时具有实时获取

学和其他学科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宏观上，指导社会

的特点，相比于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地面检测而言，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格局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

具有低耗费且不受人类主观干扰的优势，对于偏远

重视；微观上，对单个物种的识别乃至个体基因的分

和人类难以进入的地区更是能够便捷地进行长期的

析，可以精密揭示分子水平上遗传多样性等有机体

定位观测。 随着遥感科学技术的发展，遥感数据的

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同时依托于有关测量技术的发

空间和时间分辨率更加多样化，成熟的技术产品也

展（ 例如 Ｅｄｄｙ Ｆｌｕｘ Ｔｏｗｅｒ 对通量的观测、遥感对区
域尺度生态过程的监测） ，生态学科逐渐从定性描
述向定量化转变。

为了应对全球变化下地球系统发生的系列变
化，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当前很多

越来越多，观测对象也从平面信息向立体化三维化
扩展。 遥感作为生态学研究从单点尺度向区域尺度
扩展的关键技术手段，在当今的生态学研究中，不仅
可以为地面监测提供补充资料，甚至具备替代实地
测量的潜力。

有关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依附于对各种

遥感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得其在生态学的应

时空尺度上地球系统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

用面更加广泛，区域尺度上生态学的研究正是依赖

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的是地球生态系统

日益发展的空间遥感技术。 遥感技术的应用为生态

提供的各种服务，决定这服务质量和总量的便是生

学研究带来了一场技术革命，更为生态学带来了新

态系统功能。 生态系统功能是多种生态系统过程

的机遇，已然成为生态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手

（ 包括物质流和能量流） 最后的产物。 区域尺度上

段。 但是，遥感数据的获得和处理涉及到一些技术

生态服务功能的计算必须在区域尺度上开展，当前

问题，导致在遥感和生态学研究结合的初期，遥感的

的社会经济发展给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研究提出了新

应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推广。 例如，作为研究大尺

的要求。

度现象的基础手段，早期遥感获取的数据空间精度

生态学科本身也在向着宏观方向发展。 传统的
生态学调查研究方法有准确性高的特点，但比较耗

较低（ Ｔｕｒ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很多生态学研究所关注
的现象都无法通过遥感数据有效捕获。 同时，很多

时费力，也仅适合于小尺度上的研究，在大时空尺度

生态现象发生的空间区域很大，但生态学研究所关

上，进行重复性和可控性的实验缺乏实际意义也不

注的对象仅存在于较小的尺度上。 早期常用的遥感

具有可行性。 同时，小尺度对生态过程和规律的认
识总结，不足以全面和深入的解释在更大尺度（ 如
景观尺度和全球尺度） 上的生态过程和现象 （ Ｇｕ⁃

ｌｉｎｃｋ，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Ｌｏ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这促使生态学研
究去探索在更大空间尺度或更长时间尺度上普适性

的生态学规律。 宏生态学（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就是适应
生态学向宏观方向发展而逐步完善起来的一门学

科。 研究 方 法 上， 生 态 学 研 究 越 来 越 重 视 ” ｔｏｐ⁃
ｄｏｗｎ” 的研究方法，即在把握总体格局的基础上，进

数据，比如 ３０ ｍ 精度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遥感数据及 １０ ～

２０ ｍ 空间精度的 ＳＰＯＴ 数据已经难以应用于比较精

细生态现象的研究。 遥感在生态学上应用的另一个
限制是遥感行业从事者只关心遥感机理及相关技术
的开发和发展，对于与生态学研究相结合的定量遥
感并不重视。 近年来更多的生态研究者投身到生态
遥感的研究中，为遥感生态学的发展做出有力的推
进贡献。
遥感技术的特点决定了其在生态学特定尺度能

而研究本地尺度的生态过程，同时将单点尺度的定

发挥更佳研究效用。 根据生态学的研究尺度分级，

点监测和实验向区域尺度扩展。 因此对于生态学研

生态系统尺度以下的生态学研究主要是有关生态学

究对象的属性描述，它们空间信息的重要性得到日

理论和机制方面，而生态系统尺度以上主要是有关

益凸显。

生态过程的格局规律。 在个体生态学，群落生态学

社会对生态学发展的要求及生态学本身发展的

和种群生态学尺度上，遥感技术的适用性非常局限。

趋势决定了生态学在大尺度上开展生态系统研究的

在景观、地理和全球尺度上，生态学的研究大都要依

必要性。 也对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研究手段提出了考

赖于遥感数据的观测。 生态系统是指在自然界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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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建等：遥感在生态系统生态学上应用的机遇与挑战

的空间内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通过物质循环和能

热红外遥感反演包含三种反演法：单通道法、分裂窗

量流动而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个生态功

法和多通道法。 单通道法利用遥感卫星的热红外单

能单位。 生态系统是把个体和种群向区域格局扩展

通道数据，结合卫星遥感数据提供的大气垂直廓线

的一个关键单元，多个生态系统组合就形成了生态
过程的生物地理格局。 因此针对生态系统的研究是
生态学研究解决尺度问题的桥梁。
生态系统属性指的是生态系统的组成和结构。
其中生态系统组成成分包括非生物和生物两大部
分，是理解生态系统结构的基础。 非生物部分主要
是指生态系统生物成分所处的环境。 生物成分包括
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大功能类群。 生产者固
定太阳能，进行初级生产，是生态系统能量的源泉，
也是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的结构
是生态系统内部营养和能量沿着食物链（ 网） 的各
个营养级流动构成的。 营养结构是生态系统功能的
结构基础。 能量流动是从绿色植物把太阳能固定在
体内后开始，最终在流经多级营养级的过程中以呼
吸热的形式逸散。

数据（ 如温度、湿度、压力等） ，利用大气辐射方程计
算大气辐射和大气透过率等参数，修正大气对比辐

射率 的 影 响， 从 而 求 得 地 表 温 度 （ Ｓｏｂｒｉｎ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 分裂窗法利用一个大气窗口内两个具有不
同大气吸收特征的相近的红外通道，两通道不同线
性组合来有效消除大气影响，进而反演地表温度，是
目前发展最成熟、应用最广的方法。 例如使用 ＮＯ⁃

ＡＡ⁃ＡＶＨＲＲ、ＭＯＤＩＳ、 ＡＳＴＥＲ 数 据 反 演 得 到 的 ＬＳＴ

产 品 （ ＭｃＭｉｌｌｉｎ， １９７５； Ｐｒｉｃｅ， １９８４； Ａｔｉｔ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 多通道法主要是利用多光谱数据对地表温
度和地表 发 射 率 进 行 同 步 反 演， 主 要 引 用 于 ＭＯ⁃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数据的地表温度反演 （ Ｌ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０；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

热红外遥感反演法受大气和云的干扰很大，而

微波受其影响很小，并且微波遥感反演地表温度具

生态遥感是以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遥感应

有全天时、全天候观测优势。 微波遥感对于特定地

用，主要包括针对生态系统的研究与管理相关的生

表覆盖类型的温度反演，不需要任何吸收、散射和地

态学参量进行获取，并且根据这些生态参数建立和

表发射率等地表特征先验知识，可直接从多频、多极

改进生态系统观测模拟的相关模型。 本综述将对遥

化数据中反演得到地表温度。 目前被动微波反演地

感在生态系统尺度及更大尺度中的生态系统属性和

表温度的算法可归纳为统计模型和物理模型两类。

生态系统过程应用进行总结，依据遥感监测的生态

统计模型根据数理统计分析，将多通道卫星获得的

过程和特性来划分，根据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特

亮度温度数据与实际测量的地表温度数据进行多元

点，从生态系统的环境要素、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特

回归，建立反演地表温度的简单直接的线性关系，能

征、生态系统功能、生态系统调控及生态系统类型的
空间分布规律这些角度，阐述遥感在生态系统研究
中的应用机遇和所需要注意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
１ １

生态系统环境要素

１ １ １

气象要素
地表温度

够具有一定的物理意义（ 周芳成等，２０１４） 。 物理模
型则是建立在辐射传输模型之上的，其物理意义更
加明确，且反演地表温度不受时空限制（ 陈修治等，

２０１０） 。

除通过卫星反演地表温度以外，一些研究表明，

通过地表能量平衡方程，可以利用地表温度、风速以
遥感监测的温度是根据地表反

及下垫面性质等因素反演近地面气温，与地面观测

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ＳＴ） 在生态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

地面气温控制着大部 分 陆 地 表 面 过 程 （ 如 光 合 作

射特性得到的地物表面温度。 地表温度（ ｌａｎｄ ｓｕｒ⁃

义。 它是区域和全球尺度地表物理过程中的重要因
子，也是研究地表和大气之间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换
的关键参数。 地表温度的精准反演能够大幅度推动

的气温也有很好的一致性（ Ｚａｋšｅ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 近
用，呼吸作用及陆表蒸散作用等） ，借助地表温度对
近地面气温的精确反演在生态学上也有着重要的
意义。

干旱、林火的监测与预报、作物缺水研究、农作物产

通过遥感得到的地表温度的优点是能全球覆

量估算、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研究以及全球

盖，时间分辨率高，同时能产生多时间序列相互验

碳平衡等领域研究的发展。 通过星载传感器遥感获

证。 具体的空间精度根据遥感产品的类型可以达到

取地表温度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热红外遥
感数据反演；另一种是利用被动微波遥感数据反演。

２５０ ｍ（ ＭＯＤＩＳ） 或更高。 由于遥感的地表温度反演
的是地表温度，卫星接收地表反射面物体的表层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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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所以，遥感反演地表温度的不足则表现在，对于
一些冠层高度较高的植被如热带森林，遥感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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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在高山上表现最差，并且难以识别强降水，同

时低估强度大于 １０ ｍｍ·ｈ －１ 的降水（ Ｋｕｂｏｔａ ｅｔ ａｌ．，

温度是冠 层 表 面 的 温 度， 而 不 是 土 壤 温 度 （ Ｃａｌｖｅｔ

２００７；Ａｏｎａｓｈ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 ＧＰＣＰ 产品同时综合了

应用于裸地和植被覆盖度比较低的地区，而对于植

此能更好地反映降水的时空分布和变化，成为开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 因此遥感的地表温度产品比较适合
被覆盖度比较高的地区，遥感得到的地表温度准确
率较低。

１ １ ２

降水

降水是地球水循环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陆地生态系统中，降水是主要的水分来源，具有不
可或缺的生态学地位。 如何准确地测定降水量及其
区域分布，长久以来一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科研目

标。 经过近 ５０ 年的发展，基于可见光、红外和微波、

地表雨量计的观测结果和卫星遥感的反演结果，因
降水研究的“ 准标准” 数据集。 ＣＭＯＲ⁃ＰＨ 数据是高
分辨率降水反演产品中精度最好的。 ＣＭＰＡ＿Ｄａｉｌｙ

数据集结合了大量的中国地面观测资料，因而对中

国境内降水的反演效果更佳（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宇婧婧等，２０１５） 。

１ ２

土壤水分

土壤水分是直接影响植物根系吸收水分状况的

雷达等各类卫星传感器的降水反演算法逐渐发展起

重要水分要素。 作为影响地表能量交换的重要成

来。 早期的遥感降水反演主要依赖于被动遥感，而

分，土壤水分对净辐射、土壤热通量、感热通量、潜热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ＭＭ） 搭载了世界上第

地生态系统中控制植物生长、土壤呼吸和植物功能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发 射 的 热 带 降 雨 观 测 卫 星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通量等都有影响（ Ｅｋ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 。 土壤水分是陆

一台星载降水雷达，开创了全球降水监测的新纪元

类型的重要参数（ Ｂｌｙ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也对微生物活

降水反演算法可以分为：可见光 ／ 红外（ ＶＩＳ ／ ＩＲ） 反

度上土壤水分的关键监测手段，遥感反演的土壤水

（ Ｋｕｍｍｅｒｏｗ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 根据传感器类型的不同，
演法、被动微波（ ＰＭＷ） 反演法、降水雷达（ ＰＲ） 反演

动有着重要的作用（ Ｉｓ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 作为区域尺
分产品在干旱监测、气象、生态、水文建模与预测、流

法、多传感器联合反演法。

行病和 社 会 风 险 评 估 中 都 有 广 泛 的 应 用 （ Ｂｏｌｔｅｎ

简单的一种方法，该算法利用了冷云和暖云产生的

量土壤表面发射或反射的电磁波，研究遥感信息与

可见光 ／ 红外反演法是最早提出并且也是最为

对流云系会产生降水的气象原理，通过建立云顶红
外温度与降水概率和强度之间的关系间接估算地表

降水（ 刘元波等，２０１１） 。 被动微波反演法则利用雨
滴对微波辐射的传输过程有强烈影响的特征（ 何文
英等，２００５） ，直接对降水量进行反演，比可见光 ／ 红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 土壤水分的遥感估测方法是通过测
土壤湿度间的关系，从而反演出土壤水分含量（ 陈
书林等，２０１２） 。 对土壤水分的遥感测量根据传感
器类型可以分为光学遥感、主动微波遥感和被动微
波遥感以及多传感器联合反演四大类。 光学遥感的
波段范围是可见光、近红外与热红外波段。 由于土

外反演法具有更坚实的物理基础。 降水雷达反演法

壤热惯量与土壤水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土壤含

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估算真实的雷达反射率，利用降

水量的细微变化都会在热惯量上有所反映，其中表

水垂 直 分 布 廓 线 来 反 演 降 水 （ Ｂｉｓｓｏｎｎｅｔ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其高准确性 的 遥 感 反 演 结 果 常 被 作 为 “ 真

值” 去评价其他反演产品的精度（ 傅云飞等，２００３） 。
多传感器联合反演法可以有效的消除之前三种反演
法的缺点，得到时空分辨率更高，精度更高的反演效

观热惯量采用卫星提供的可见光⁃近红外反射率和
热红外辐射温度差计算热惯量并估算出土壤水分。
也有 研 究 提 出， 辐 射 亮 度 热 惯 量 （ ｒａｄｉｏ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ｅｒｔｉａ，ＲＴＩ） 对土壤水分的敏感性好于表观

热惯量（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ＡＴＩ） （ Ｐｒｉｃｅ，１９７７，

果（ Ｊｏｙｃ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Ｏｋａｍｏ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Ｈｕｆｆｍａｎ

１９８５） 。 主动微波遥感法是根据土壤表面后向散射

目前全球通过卫星遥感反演的降水数据集主要

土壤的物理特性等有关的原理，利用雷达发射微波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

有：ＴＲＭＭ、 ＧＰＣＰ、 ＧＳＭａＰ 以 及 ＣＭＯＲ⁃ＰＨ， 而 在 中
国，国家气象信息中心也开发出了 ＣＭＰＡ＿Ｄａｉｌｙ 数
据集（ 宇婧婧等，２０１５） 。 ＴＲＭＭ 的数据产品开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包含 ２ 类：卫星标准产品和地面

验证（ ＧＶ） 产品。 ＧＳＭａＰ 产品在海洋上的反演效果

的信号与土壤水分、土壤表面的粗糙度、介电特性、
波束，经地物反射后，根据所接收地物反射回来的信
号分析土壤含水量。 其中利用的模型主要有：经验
模型、物理模型和半经验模型、神经网络、贝叶斯方
法、内尔德⁃米德最小化方法以及高级积分方程模型
（ＡＩＥＭ） 等（ 陈书林等，２０１２） 。 被动微波遥感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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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土壤在微波波段的比辐射率从湿土的 ０．６（３０％

不同空间尺度和不同遥感数据源生成的土地覆被类

之间存在这一变化规律进行反演。 被动微波法根据

同分辨率的土地利用分类，应用的范围也不相同，全

反演参数的个数可分为两类： 单值反演和多值反

球或大洲尺度上的生态问题一般需要空间分辨率

体积土壤湿度） 到干土的 ０．９５（ ８％ 体积土壤湿度）

演。 多传感器联合反演法是结合了不同的传感器从

而弥补单一传感器各自存在的不足（ Ｗｉ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Ｍｅｒ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Ｌｉ，２０１１） 。

目前主要的土壤水分全球数据集有欧洲遥感卫

星 ／ 气象业务化卫星 ＥＲＳ ／ ＭｅｔＯｐ （ ＡＳＣＡＴ） 土 壤 水
分数据集 （ 时间序列最长） 、 高级微波扫描辐 射 计

（ ＡＭＳＲ⁃Ｅ） 土壤水分数据集、土壤湿度与海洋盐分
卫星（ ＳＭＯＳ） 土壤水分数据集。 最新的美国 ＮＡＳＡ

的土壤水分主被动计划 （ ＳＭＡＰ ） 的 数 据 也 已 经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推出（ Ｅｎｔｅｋｈａｂ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

土壤水 分 数 据 在 一 些 偏 远 地 区 （ 比 如 青 藏 高

原） 比较难以获取（ 刘强等，２０１３） 。 遥感的土壤水
分数据有全球覆盖的优点，同时可以为多时间段提
供土壤水分数据。 缺点是目前遥感的土壤水分数据
大部分空 间 精 度 都 比 较 低， 一 般 分 辨 率 只 能 达 到

５０ ｋｍ或 ２５ ｋｍ；同时微波遥感测定的土壤只能观测

土壤表层 ０ ～ ５ ｃｍ 的湿度状况，并不能考虑土壤水
分状况的垂直分布，也与植被的根系深度有一定差
别。 另外遥感得到的土壤水分数据普遍存在准确性
不高，在一些偏远地区，地面验证比较少，因此可靠
性也比较低。 只能应用在阐述区域尺度土壤水分的
时空格局，除非使用地面数据进行小尺度的产品验
证（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Ｑｉｎ ｅｌ ａｌ．，２０１３） ，或者结合微

型产品，所跨越的区域从景观到区域以及洲际。 不

２５０ ～ １０００ ｍ 的 ＭＯＤＩＳ 或 ＳＰＯＴ 遥感数据。 Ｌａｎｄｓａｔ

数据一般用在区域土地利用分类和生态学研究上。
一些更高精度的卫星数据（ 比如＜５ ｍ 的 ＩＫＯＮＯＳ 和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一般都用在本地或区域尺度上。 分辨率
更高的其他遥感数据一般都用在更小的景观尺度
上。 高光谱遥感数据可以利用提取的植被的生物信
息来识别植被类型和树种类型。 机载高光谱遥感对
于落叶、针叶纯林和混交林的树种识别准确率可以
达到 ７５％（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 不同波段对于不同
树种识别准确率是存在差异的，比如 ２０ ｎｍ 是识别
主要针叶树种的理想波段（ 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 除了
建立和树种生物信息之间的关系，利用高光谱混合
模型可以实现针叶林与落叶林及其混交程度方面的
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０５ 年出现的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具有免费和空间精度高等特点。 该系统上提供的全
球地貌影像分辨率至少为 １００ ｍ，通常为 ３０ ｍ（ 如中
国大陆） ，针对一些大城市、著名景区会提供分辨率

为 １ ｍ 和 ０． ６ ｍ 左 右 的 高 精 度 影 像 （ 唐 东 跃 等，

２００８） 。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数据可以用在地面取样点的选
择，土地利用分类的地面验证等。 但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数
据的致 命 弱 点 是 客 户 无 法 获 取 原 始 数 据 的 多 个
波段。

遥感土地利用分类方法主要有监督分类和非监

波遥感数据和气候模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督分类两种，传统的分类方法有：ＩＳＯＤＡＴＡ、Ｋ⁃均值、

的模拟精度（ 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 ，否则需尽量避免在景

传统的分类方法已经难以满足分类要求，基于智能

ＧＣＭ） 构架出地面数据同化系统提高区域土壤水分
观或小尺度上的应用。
２
２ １

生态系统生物组成成分
生态系统分类
根据土地覆被类型可以把生态系统分为不同的

类型，比如森林、草地、湖泊水面等。 土地覆被分类
是遥感最早应用在生态学上的研究之一。 土地利用
分类可以用来鉴别植被类型，计算和物种栖息地有

最小距离、最大似然等算法。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
算法的分类方法得到了迅猛发展，神经网络、支持向
量机、贝叶斯网络、决策树分类等方法层出不穷（ Ｐ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Ｅｌｎａｇｇ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贾坤等，２０１１） 。 分
类方法的发展，使得遥感技术应用不仅仅局限于鉴
别地表地物类型，其在变化检测、病虫害提取、农作

物估产 等 方 面 也 得 到 了 广 泛 的 应 用 （ 欧 阳 赟 等，

２００６；王蕾等，２００８；乔红波等，２００９） 。 虽然中高分

辨率数据在捕捉小斑块信息方面比低分辨率遥感数

关的各类景观指数，进而为区域的规划提供依据。

据更有优势，但中高分辨率数据价格较为昂贵且受

资源卫星 Ｌａｎｄｓａｔ 的升空到现如今的 ＩＫＯＮＯＳ、Ｑｕｉｃｋ

高精度遥感数据也会带来更多冠层阴影（ Ｄｅｎｎｉｓｏ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起，随着第一颗中分辨率陆地
Ｂｉｒｄ、ＧｅｏＥｙｅ 等高空间分辨率商业卫星的发射，不同
空间尺度的土地利用类型产品也相继出现，有许多

云和幅宽限制影响较大（ 张喜旺等，２０１５） 。 此外，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使得多源遥感影像比较和处理等方面
较为复杂（ Ａｓ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

８１４

２ ２

生态学杂志

对生物多样性的监测
遥感对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可以分为直接监测和

间接监测。 所谓直接监测是利用高分辨率遥感数据
对植物物种类型及多样性进行直接的鉴别。 而间接
监测则是利用土地利用类型和景观指数与物种存在
之间的关联性，基于多样性⁃能量理论，物种多样性

和 ＮＰＰ 之间存在关联（ Ｃｕｒｒｉｅ，１９９１） ，同时生态系统
ＮＰＰ 和植被覆盖度指数 ＮＤＶＩ 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定
量关系。 利用这种关联性就可以建立遥感推导反演

出各项地表特性 （ 比如土地利用类型， 景观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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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 同时 Ｌｉｄａｒ 可以通过和其他数据源的融合

以达到提高野生动物栖息地水平结构监测的精度，
包括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盖 度 和 景 观 指 数 等 （ Ｌｅｆｓｋｙ，

２０１０） 。

随着高分和高光谱遥感的日益普及，通过遥感

来分别地面物种的技术已日臻成熟。 特别是对于一
些比较高大的乔木，通过遥感可以很容易达到分别
的效果，因此可以通过遥感直接来监测多样性。 但
此方法受到费用、数据分析等方面的限制，最好是应
用在比较小的尺度，而不适合于区域尺度。

ＮＰＰ 等） 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进而反演生物

２ ３

些方法在区域尺度上尤其有其优势。 但是间接方法

的重要指标。 高分遥感数据可以提供有关植物体中

多样性 （ Ｎａｇｅｎｄｒａ，２００１；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 这
也存在一些缺点，包括：①温度，降水干扰等环境要

对植物元素组成的监测
生态系统各组分元素含量是表征生态系统特征

组织 结 构 和 化 学 成 分 方 面 的 信 息 （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

素没有被考虑（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②监测的精度

１９９７；Ｕｓ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 对于一些植物体内的大量

和植被覆盖度或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在有

也越来越普遍 （ Ｃｏｌｏｍｂ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Ｃｌｅｖｅｒｓ ｅｔ ａｌ．，

受遥感影像精度的影响（ Ｓａｕｒａ，２００４） 。 另外多样性

元素，特别是含量较高的氮素和磷水平的遥感监测

些地区是单峰的（ Ｏｉｎｄ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有些地

２０１０；Ｐｉｍ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 通过和 Ｌｉｄａｒ 数据的结

点和物种功能群而改变（ Ｓｅ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 在具体

含量、叶绿素含量、水分含量、植物体内色素含量、氮

区是线性的，并且这种关系会随着研究尺度、研究地
建立 ＮＤＶＩ 和多样性关系时，ＮＤＶＩ 不同组合给出的

精度也不一样，有些地区年度 ＮＤＶＩ 均值和多样性

合，高分遥感可以反演环境要素包括土壤 ｐＨ 值、氮
含量和磷含量（ Ｄａｓ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Ｕｓ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Ｒａｍｏｅ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Ｆéｒｅｔ ｅｔ ａｌ．，

有较高的相关性，有的地区年度最大 ＮＤＶＩ 和多样

２０１２；Ｈｏｍｏｌｏｖ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

区域植被指数可能相同，但它们对多样性的影响会

验模型或生理机制模型（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ｂａｓｅｄ） （ Ｄａｗｓｏｎ

性有较高的相关性（ Ｃｕｍｍｉｎｇ，２００２） 。 另外在不同
不一样，因此物种多样性和植被指数之间的关系会
随着研究区域而改变，也就是说在某一区域建立的

对植物各种元素含量的遥感监测一般是通过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 但这些生理机制模型目前都不 大 成
熟，精度尚不如经验模型，因此经验模型依旧是比较

多样性和植被指数之间的关系在应用到其他研究区

普遍的方法。 对氮含量比较敏感的几个波段包括：

项目是利用遥感对多样性进行监测比较有代表性的

对近红外有高反射作用；水分对靠近 １２００ ｎｍ 的近

域时需要非常谨慎（ Ｎａｇｅｎｄｒａ，２００１） 。 美国的 ＧＡＰ
例子（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２０００） 。

对栖息地的遥感监测也可以作为监测生物多样

性的重要指标。 光谱多样性高的地区，意味着栖息
地 异 质 性 更 高， 从 而 可 以 容 纳 更 多 物 种 的 存 在

（Ｐａｌｍ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 这种方法需要高精度的多光

红外（６８０ ～ ７８０ ｎｍ） ———Ｃａｂ 对红外有吸收作用，而
红外有吸收作用（ Ｋｕｍ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 Ｃａｂ 含量的
监测可以 通 过 物 理 遥 感 的 方 法 直 接 获 得， 这 就 为

Ｃａｂ 含量的遥感监测进一步提供了物理方法的理论
基础（ Ｊａｃｑｕｅｍｏｕ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

由于植物体内磷含量明显低于氮含量，而对磷

谱遥感数据，多用于景观和小区域尺度上。 Ｌｉｄａｒ 遥

含量比较敏感的波段比较少，因此对植物磷含量监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Ｂｅｒｇ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 Ｌｉｄａｒ 能有效监测

性也比较低。 一般选用近红外（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ＮＩＲ）

感数据在栖息地监测方面 有 独 到 的 优 势 （ Ｖｉｅｒｌｉｎｇ

出和动物分布密切相关的栖息地信息，包括林下凋

落物的高度、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结构、树种的多样
性、地形的复杂性、植被冠层的高度和体积及植株密
度等（ Ｄａｖｉ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Ｄ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Ｓｏｂｅ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Ｆｌａｓｐｏｈ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Ｓｗａｔａｎｔｒａｎ ｅｔ ａｌ．，

测的相关研究比较少。 用遥感对磷含量监测的准确
和短波红外 （ 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ＷＩＲ） 波段来监测
磷的含量，但这些波段受水分和冠层结构影响较大

（ Ｒａｍｏｅ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Ｐｉｍ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 此外，
高光谱遥感数据能提供多光谱和其他遥感数据不能

提供的有关冠层生物化学元素方面的信息，比如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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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Ｎ⁃Ｈ 和纤维素含量等方面的信息（ Ｊａｃｑｕｅｍｏｕｄ ｅｔ

模拟的生产力是 ＧＰＰ 还是 ＮＰＰ，对不同生态系统自

好是应用在尺度比较小的研究中。

极大的模拟系统误差。 其次，不可逃避的问题是关

ａｌ．，１９９６） 。 与通过遥感来甄别物种类似，该方法最
３
３ １

生态系统的物质生产与能量流动
生产力的监测

养呼吸和 ＧＰＰ 的比值也需要进行调整，否则将带来
于最大光能利率的参数设定。 目前许多遥感生产力
模型中，对不同生态系统的最大光能利用率设定偏
向于设定为常数，最大光能利用率需要根据植被类

遥感在生态系统生产力上的应用主要通过两种

型和不同模型进行调整。 散射辐射更容易穿透冠层

方式来实现。 一是基于遥感植被指数的统计模型；

且散射辐射中的光合有效辐射占总辐射比例也显著

二是基于遥感数据的光能利用率模型。 统计模型是
基于植被地上净初级生产力与植被指数之间的正相
关关系，先建立地面观测数据和遥感植被指数之间
的统计模型，然后把地面观测数据扩展到面上，数学
上很易理解。 但统计模型的弱点是建立的统计关系

具有地域性，在 Ａ 生态系统建立的统计模型关系不
一定适合于 Ｂ 生态系统，这也就降低了统计模型应
用的普适性。 另外，植被指数在植被稀疏地区，其准

高于直射辐射，将导致最大光能利用率的提高（ Ｇ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 林龄及冠层结构也

对最大光能利用率有显著影响（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Ｔｕｒ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 目前的模型应用中鲜有考虑到
这些影响因素，因此在生态系统及景观乃至全球尺
度的遥 感 生 产 力 模 型 应 用 中 需 要 特 别 关 注 以 上
问题。

３ ２

生物量反演

确性受土壤背景值影响较大，而在植被覆盖度高的

生物量作为与生态系统碳储存及生态系统生产

生态系统，植被指数又存在过饱和的现象，因此也变

力紧密相关的要素，是反映生态系统特征的重要指

得不敏感。 统计模型另一个缺陷是无法在机理上解

标。 生物量反映了某一时间的生态系统所包含的有

释生产力的形成过程。

机物总量，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中植被碳库的主

光能利用率模型，也叫生产效率模型是以光合
作用由光反应和暗反应级联而成为生物学基础，计
算生态系统能把多大比例吸收的有效光能转化成初
级生产力。 光合有效辐射 （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ＡＲ） 是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时，吸收太阳
辐射使叶绿素分子呈激发态的那部分能量，光合作
用可以将 ＰＡＲ 直接转化为干物质，因此 ＰＡＲ 是衡
量植被总初级生产量和生产力的一个较好的指标
（ 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 通过遥感的方法，全球和区域
尺度上 ＰＡＲ 的估算已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 Ｍｙｎｅ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 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 ｇｒｏｓｓ ｐｒｉｍａ⁃

ｒｉ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ＰＰ） 通过和吸收的有效光 ＰＡＲ 建

要组成成分（ Ｋａｕｐｐ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 ，生物量作为生物
地球化学模型的重要参数（ Ｈｕｒ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对其

进行精准估算是认清植被碳储量及碳源汇分布格局
的前提（ 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Ｐ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 遥感技
术作为景观和区域研究的新兴技术，相比于传统的
以大工作量的实测数据或破坏性采样收获法为基础
进行面域拓展估算的方法，遥感生物量估算模型具
有快速、准确而又无破坏的特点，同时可以灵活适用
于不同的空间尺度，更符合实际生物量清查的需求。
在区域尺度上对植被类型、面积、覆盖度和生物量的
估算都是传统的地面样方调查所不能做到的。 除了
在统计区域尺度上划分各植被类型面积，在具体设

立关系。 生态系统呼吸可以通过计算各组分呼吸的

计地面样方调查时，遥感在调查设计、样方的空间布

量，然后加和得到生态系统呼吸，最后净初级生产力

局等方面现在都是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

部分（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ＮＰＰ） 是 ＧＰＰ 减去呼
吸得出的结果。 目前使用遥感植被指数和叶面积指

数构架的经典生产力包括 ＣＡＳＡ 模型、ＭＯＤＩＳ⁃ＧＰＰ、
Ｇｌｏ⁃Ｐｅｍ、Ｃ⁃Ｆｉｘ、ＶＰＭ、ＥＣ⁃ＬＵＥ，已经得到广范应用。
值得关注的是，新兴起的 ＭＯＤＩＳ、ＭＥＲＩＳ 等卫星的
遥感叶 绿 素 荧 光 数 据 也 被 用 于 遥 感 生 产 力 模 型

（ Ｗｉｅｎｅｋ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为遥感光合利用率模型注入
新的生命力。

使用遥感生产力模型中，首要问题是明了模型

遥感观测的生物量只能直接感知地上生物量。
不同的植被类型生物量的估算需要区别考虑：草本
植被的地上生物量中叶片占很大比例，而木本植被
则是树干比重更大，因此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遥感
测定生物量的手段是存在差异的。 草地植被为主的
草地和农田生态系统由于冠层垂直结构比较单一，
生物量的测算多使用 ＮＯＡＡ ／ ＡＶＨＲＲ、ＭＯＤＩＳ、Ｌａｎｄ⁃
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 ＳＰＯＴ、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 以 及
ＡＬＯＳ ／ ＰＲＩＳＭ 等衍生出的植被指数、叶面积指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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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光和有效辐射 ＡＰＡＲ 等与地面调查的样方生物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Ｃ） 提供的地表和植被对后

１９８５；Ｃｌａｖｅｒ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或使用

垂直分布， 从 而 提 高 森 林 地 上 生 物 量 的 估 算 精 度

量数据为指标进行估算模型的建立（ Ｔｕ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
“ 图谱合一” 的高光谱数据原始变量及其各种变换
形式作为冠层生物量的预测变量与实测数据建立估

算模型（ 刘占宇等，２００６） ，反映的都是植被生物量

向散射的贡献比例系数，进而得到后向散射强度的
（ 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 但是微波的回波信号接收和解译
受背景地形起伏干扰较大，尤其是山区地形校正的
重要性不可轻视，并且当植被冠层高度闭郁或生物

的水平层次信息，也需要考虑冠层遥感信号饱和的

量较高时存在饱和效应，对生物量的变化响应敏感

情况。 木本植被为主的森林生态系统由于冠层垂直

性显著降低，因而限制了在区域生物量估算中的应

结构相对复杂，即不同森林生态系统中构成群落的
植物个体在垂直空间上的配置方式存在很大变异性

（ 郑景明等，２００７） ，虽然在冠层郁闭度不高的区域，

用。 Ｌｉｄａｒ 数据的优势就是能获得植被的高度，同时
对冠层以下植被的生物量能进行较准确的估计。 随
着技术的成熟，Ｌｉｄａｒ 数据被越来越应用到生物量的

使用光学立体像对的方法也可以对森林的垂直信息

估算，冠层盖度和高度（ Ｇｏｅ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林下倒

但是从植被顶部的高度信息到植被树高换算，需要

Ｌｉｄａｒ 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主动遥感技术，

进行测定（ Ｔｈｅｎｋａｂａｉ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汪少华等，２０１１） ，

木和凋落物生物量的估算（ Ｐｅｓｏｎ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

依赖于精确的地表高程信息的获取。 因此，传统的

对林冠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可以同时提供地表高

被动光学遥感对林冠的观测很难准确的反演包含冠

程和植被高程信息，对森林结构参数获取优势明显。

层以下的森林实际生物量。 随着微波遥感技术和主
动激光雷达技术的兴起，其生物量估计精确度得到
了大大的提升。
森林冠层高度是森林垂直结构的重要参数，与

森林生物量高度相关（ Ｍｅｔｔ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周志强等，

２０１２） ，合成孔径雷达观测（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ｒａｄａｒ，
ＳＡＲ） 和 激 光 雷 达 （ ｌｉｇｈ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ｎｇｉｎｇ， Ｌｉ⁃

ＤＡＲ） 观测作为主动遥感的新型传感器观测技术，
基于地物信息的微波回波时间差进行的立体信息获

取相比于前期的光学影像测量具有穿透力强（ 可以
透过云雾和冠层） 的优势，遥感信号可以到达森林
冠层及以下的地面，能有效地反映森林的冠层高度

等垂直结构信息 （ Ｃｌｏｕｄ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Ｋｉｍ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 微波具有全天时全天候的优势，较长的微

在 Ｌｉｄａｒ 数据应用之前，有关森林冠层以下植被盖

度和生物量等方面的测量都是根据它们和冠层之间
的关系来推导的，但这些研究准确率不高（ Ｒ ２ 只有

０．２ 到 ０．４５） ，或研究能覆盖的区域比较小（ Ｋｅｒ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Ｒｕｓｓ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Ｖｅｎｉ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Ｓｕ⁃

ｃｈ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Ｅｓｋｅ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 激光雷达技
术包含小光 斑 Ｌｉｄａｒ、 大 光 斑 Ｌｉｄａｒ 和 光 子 计 数 Ｌｉ⁃

ｄａｒ。 小光斑激光雷达系统一般指光斑直径小于 １

ｍ、离散记录大量激光回波数据的激光雷达系统，最
初应用于地形测绘，近年来才被用于林业测量研究
（ Ｚｉｍｂ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 小 光 斑 的 尺 寸 小 于 林 木 冠
幅，多应用于单棵树冠识别和高度估计，因此仅能对
树冠的一部分进行感应。 其在垂直方向上采样的不
足需要在水平方向上增加采样频度，因而存在着成

波波段能够穿透林冠，不仅能与树冠作用，也能获取

本高、覆盖范围有限、数据量大等局限性，在大面积

树干、树枝的信息，进而可以全面和准确地估测森林

森林空间结构信息提取中的应用推广存在很大的限

生物量，检测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变化。 雷达遥

制。 具有完整波形的大光斑激光雷达能够描述区域

感在森林生物量反演方面能够提供多种信息，并且

尺度森林冠层空间结构信息，记录光斑内随时间变

新技术的发展也很快。 单景 ＳＡＲ 图像提供的后向

化的能量值，可以获取比小光斑激光雷达更多的林

散射系数与树高、树干生物量和胸径等有较好的相

分冠层信息，进而为准确估计生物量提供有力基础

孔径雷达 （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ｒａｄａｒ，Ｉｎ⁃

度，但多数情况需要发展一定的算法从遥感数据推

关性（ Ｄｏｂ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Ｌ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 ，干涉合成
ＳＡＲ） 技术提供的相干系数反演的树高极 化 干 涉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ＳＡＲ， ＰｏｌＩＮＳＡＲ） 提供的森林 高 度 信
息带入材积方程等生长方程可以间接得到森林地上

生物量（ Ｎæｓｓｅ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以及利用森林垂直结
构函数的重建改进后的极化相干层析（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 Ｄｒａｋ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 激光雷达直接测量植被的高
导植被的高度和垂直结构信息，算法的设计及可信
度与稳定性非常关键。 同时，虽然大光斑激光雷达
全天时全天候可以有效工作，理论上具有获取全球
数据的能力，但由于激光雷达目前还是提供小范围
的采样数据，因此必须配合其他遥感图像数据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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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到整个区域。 如何外推及尺度的配合，模型中误
差的传递等都是带来极大的挑战。

需要 注 意 的 是，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ＲＡＤＡＲ、 Ｌｉｄａｒ 等 遥

感数据获取费用都比较高，国内的高分数据等的许
多高光谱和空间分辨率的遥感应用也涉及到一些数

据处理过程中复杂的技术问题。 光学遥感、微波雷
达与激光雷达等在获取植被地上生物量信息方面各
有所长，亦有其缺陷。 未来的植被生物量反演应着
重于从大量数据中提取有效信息，充分发挥多源遥
感数据的优势，同化整合各种有效信息，提高地上生

遥感的准确性，对于一些生物物理参数（ 比如 ＬＡＩ）

的准确性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Ｖ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 。 新
开发的一些参数，如 ＳＡＶＩ （ Ｓｏｉｌ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可以有效消除裸土的影响（ Ｈｕｅｔｅ，１９９８） 。 ②

对于植被覆盖度较高的区域，随着植被长势的增加，
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 无法同步增长，就出现所谓的 ＮＤＶＩ

饱和的现象。 ＭＯＤＩＳ 的 ＥＶＩ 就避免了该问题，同时
综合了 ＳＡＶＩ，对土壤背景的影响也做了校正（ 杨嘉
等，２００８；李文梅等，２０１０） 。

４ ２

物量反演精度。 在各类遥感数据中，卫星光谱数据

蒸散

蒸散（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ＥＴ） 既包括地表和植

信息量较大，因此比较适合资源的连续清查，而雷达

被表面的水分蒸发，也包括植被的蒸腾。 它是土壤⁃

数据准确性比光谱数据高，因此光谱数据和雷达数

植被⁃大气系统中能量、水分交换的主要途径，涉及

据的结合是未来遥感在资源清查应用中的一个主要

到土壤、植被和大气等多种复杂过程。 对蒸散过程

方向。 随着技术的成熟，遥感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成

的研究既是了解地表能量平衡和水分循环的重要环

为资源调查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包括美国、加拿

节，也是深入认识陆面过程的基础。 遥感蒸散模型

大和中国等国家资源清查无论是从样方布设和调查

大多以地表能量平衡方程为基础。 传统蒸散模型算

资源的尺度扩展及汇总，都要依赖于遥感。
４
４ １

生态系统过程
物候
物候是生态系统的重要过程，也是表征生态系

统对全球变化响应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物候监测

中，常用 的 遥 感 数 据 有 ＡＶＨＲＲ、 ＳＰＯＴ、 ＭＯＤＩＳ 等。
国内外学者针对这些数据产品，也提出了很多提取
物候参数的方法：阈值法、移动平均法、函数拟合求

导法， 也 有 上 述 几 种 方 法 的 综 合 （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Ｒｅｅｄ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Ｂｕｔ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 在具体应用中，有些遥感数据在特殊地区

可 能 会 有 偏 差。 如 Ｚｈａｎｇ 等 （ ２０１３ ） 分 析 了
ＡＶＨＲＲ、ＳＰＯＴ、ＭＯＤＩＳ 三种数据反演的青藏高原地
区高山植被物候，结果发现，２０００ 年之后 ＡＶＨＲＲ 反

法主要有三类：统计经验模型（ ＳＥＭＩ） 、地表能量平
衡模型 （ ＳＥＢ）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模型 （ ＰＭ） 、 Ｐｒｉｅｓｔ⁃

ｌｅｙ⁃Ｔａｙｌｏｒ 模 型 （ ＰＴ ） （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１９６５； 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２；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Ａｌｌ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Ｙ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Ｍｉｒａｌｌ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
统计经验模型是将植被指数、地表温度（ 或地表温
度与大气温度的差值） 与地面观测的潜热通量进行
回归分析，建立经验方程，从而估算区域 ＥＴ。 地表
能量平衡模型是将潜热通量和感热通量进行参数
化，考虑土壤⁃植被⁃大气系统的水热通量传输机制，
通过计算净辐射通量、土壤热通量和显热通量来推
算蒸散量。 ＰＭ 模型通过引入“ 表面阻力” 来计算蒸
发量。 ＰＴ 模型确定非饱和面蒸散和饱和面上蒸散
的关系来计算蒸发量。

遥感蒸散产品的应用十分广泛，可以进行陆地

演的结果有明显的偏差，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 ＡＶＨＲＲ 数

水资源估算，评估森林砍伐、草原退化、气候变换对

同的方法对以上三种数据物候进行了分析，也得到

球蒸散变化的监测。

了类似的结论。 针对同一种数据而言，不同的提取

５

据或许存在着数据质量问题。 Ｓ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４） 用不

方法得到的物候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这也说明遥感
反演物候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Ｃ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

虽然可见光遥感可以提供不同时空尺度和生态

学研究有关的物候参数，但在具体应用中，应当注意
以下两点：①可见光遥感只有在覆盖度比较高的地

地表能量平衡的影响、区域尺度的干旱监测以及全

遥感数据特点及其在生态学上应用的注意事项
结合遥感应用和生态学研究各自的特点，具体

各类遥感数据都有合适应用的领域（ 表 １） ，未来遥
感在生态学上的应用有以下事项：

（１） 除了一些广为利用的遥感植被指数，各种

区对植被冠层比较敏感，在植被比较稀疏的地方，包

遥感产品的交叉利用，比如在土地覆被分类时，多时

括没有生产力的植被区域、裸地等都会影响可见光

间段的遥感数据可以为土地覆被类提供验证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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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的辅助作用，在一些遥感数据直接分类不够精

种遥感数据源的数据结合使用，生成时间连续的生

准的区域，多时间段的遥感数据分类精度很大程度

态特征变量产品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４） 尺度问题是生态学研究中最有挑战的问题

上可以改善直接分类的结果。

（２） 遥感数据的精度可以进一步提高，目前很

之一，也是遥感生态学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反演

ＤＩＳ 或 ＳＰＯＴ 数据，这些数据的优点是时间分辨率

般来说，精度越高的遥感数据反演的结果也就越高，

多遥感在生态学上应用的研究都是用 ＡＶＨＲＲ、ＭＯ⁃

的准确性和遥感数据的空间精度有很大的关系。 一

高，时间一致性相对较好，区域尺度的空间连续性

而精度低的遥感数据在反演过程中不确定性越高。

成 本 时 期 的 到 来， 和 其 他 更 高 分 辨 率 的 数 据 如

就不能用来估算针叶林的 ＧＰＰ，而１ ｋｍ精度的 ＭＯ⁃

高，但是也存在空间精度低的缺陷，随着 ＴＭ 数据零

但也存在例外，比如 ２５０ ｍ 精度的 ＭＯＤＩＳ ＥＶＩ 数据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的成本也越来越低，这些高空间精度的数

ＤＩＳ ＥＶＩ 则有效（ Ｏｌｏｆ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 对于空间精

度高于 ６０ ～ ８０ ｍ 的遥感数据，当用在森林分类时，

据可以和高时间精度的数据结合，这样可以有效提

准确性反而降低 （ Ｗｏｏｄｃｏｃｋ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７） 。 根据研

高遥感数据的准确性。 特别是对于野生生物生境的
绘制，低精度数据会导致许多重要的信息的丢失，比

究需要选择合适的研究尺度，再选择与研究尺度相

如景观的破碎化。 多种数据的融合，比如 Ｌａｎｄｓａｔ 和

匹配的空间精度的遥感数据，对于遥感在生态系统

ＷｉＦＳ 数据的融合利用可以大大提高对地上生物量

生态学上应用的准确性尤为重要。

（５） 雷达数据的应用近年来还主要是应用在地

反演的精度。

（３） Ｌａｎｄｓａｔ 数据和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 数据分别是

质、冰雪、海洋生物调查和农业方面，在生态系统的

中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中低分辨率影像中相比时间

许多指标中应用还相对较少，因为其中的数据处理

序列较长的数据源，但是他们各自都存在一些问题。

相比被动遥感更加复杂。 在植被覆盖度高的地区雷

由于云的影响，Ｌａｎｄｓａｔ 数据获取长时间序列区域尺

达数据的使用需要考虑饱和效应，从而避免对植被

度高质量的数据难度很大，如何根据生态系统的特

变异不敏感。

（６） 遥感数据的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和光

征去填补这些缺失的信息从而为数据的应用获得更
广泛的空间值得探索。 ＡＶＨＲＲ 由于搭载传感器的

谱分辨率以及可获取数据的时间覆盖域是影响它们

更替，导致其数据的时间连续性有待考证，如何将多

应用性的主要限制要素。其中，空间精度和空间覆

表 １ 各类遥感数据的特性及应用领域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ｆｉｅｌｄｓ
卫星 ／ 传感器

传感器类型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ＭＳＳ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ＥＲ⁃ＡＶＩＲＩＳ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ＳＰＯＴ １，２，３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ＳｅａＷｉＦＳ
ＳＰＯＴ ４

ＳＰＯＴ ＶＧＴ

１６

１９８４

景观或区域尺度土地利用分类

２０

１６

１９８７

景观或区域尺度

１９９８

景观或区域尺度

１０００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资源 １－３ 号卫星

３０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ＥＴＭ＋

Ｒａｄａｒ，ＬｉＤＡＲ

景观或区域尺度土地利用分类

４５００，１１００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ＳＰＯＴ ５

１

１０，２０

１０００，５００，２５０
４

２６
１６
２６
２６

１９９８

全球或 区域尺度上生态系统动 态监测， 物
候，生产力
全球或 区域尺度上生态系统动 态监测， 物
候，生产力
景观或区域尺度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１６

２００１

１ ～ ３．５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２．５，５，１０

２６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１，２．１，４

１，２，３

全球或区域尺度

１６

２．４４，２．８８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９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３０

景观或区域尺度

３～５

４ ～ １６

１１

４，５

区域或全球尺度上，长时间序列生态系统过
程监测，物候，生产力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２

１５，３０，９０
１５ ～ ６０

１９８１

１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适合应用领域

１９７２－１９９２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ＩＫＯＮＯＳ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ＥＯ⁃１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

１１００

开始时间

１６

１０，２０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

时间精度（ ｄ）

８０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Ｔｅｒｒａ ／ Ａｑｕａ ＭＯＤＩＳ
Ａｓｔｅｒ

空间精度（ ｍ）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

景观或区域尺度
景观或区域尺度土地利用分类
景观或本地尺度上土地利用分类，物种识别
景观或区域尺度
景观或区域尺度
物种识别，三维图的制作，树高的监测
景观和区域尺度，土地分类，物种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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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域之间存在一个平衡，空间精度高的影像单幅影
像能覆盖的区域比较小，同时数据处理的时间和花
费也比较长。 比如多光谱遥感能提供高分辨率的数
据，但数据能覆盖的区域比较小。 此外，很多空间精
度高的遥感数据都是近些年才开始提供的，因此对
于解决长时间序列上的生态学问题没有太大的实用
性。 高光谱遥感数据的生态应用多数还处于试验阶
段，对于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还有待时日。

（７） 由于遥感技术的发展限制，遥感对地下过

程的监测目前还不成熟。 仅有的几种有穿透功能的

遥感数据能达到的深度也仅局限于表层的几厘米，
对于深入地下的过程目前还没有有效的遥感方法和
手段。

（８） 多种数据的功能没有完全挖掘，需要进一

步提高，比如高空间分辨率的 ＴＭ 数据及高时间分
辨率的 ＭＯＤＩＳ、ＡＶＨＲＲ 数据等。
参考文献
陈书林， 刘元波， 温作民． ２０１２． 卫星遥感反演土壤水分研
究综述． 地球科学进展， ２７（１１） ： １１９２－１２０３．
陈修治， 陈水森， 李 丹， 等． ２０１０． 被动微波遥感反演地表
温度研究进展． 地球科学进展， ２５（８） ： ８２７－８３５．
傅云飞， 宇如聪， 徐幼平， 等． ２００３． ＴＲＭＭ 测雨雷达和微波
成像仪对两个中尺度特大暴雨降水结构的观测分析研
究． 气象学报， ６１（４） ： ４２１－４３１．
何文英， 陈洪滨， 周毓筌． ２００５． 微波被动遥感陆面降水统
计反演算 式 的 比 较． 遥 感 技 术 与 应 用， ２０ （ ２） ： ２２１ －
２２７．
贾 坤， 李强子， 田亦陈， 等． ２０１１． 遥感影像分类方法研究
进展．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３１（１０） ： ２６１８－２６２３．
李文梅， 覃志豪， 李文娟， 等． ２０１０． ＭＯＤＩＳ ＮＤＶＩ 与 ＭＯＤＩＳ
ＥＶＩ 的比较分析． 遥感信息， （６） ： ７３－７８．
刘 强， 杜今阳， 施建成， 等． ２０１３． 青藏高原表层土壤湿度
遥感反演及其空间分布和多年变化趋势分析． 中国科
学： 地球科学， ４３（１０） ： １６７７－１６９０．
刘元波， 傅巧妮， 宋 平， 等． ２０１１． 卫星遥感反演降水研究
综述． 地球科学进展， ２６（１１） ： １１６２－１１７２．
刘占宇， 黄敬峰， 吴新宏， 等． ２００６． 草地生物量的高光谱遥
感估算模型． 农业工程学报， ２２（２） ： １１１－１１５．
欧阳赟， 马建文， 戴 芹． ２００６． 多时相遥感变化检测的动
态贝叶斯网络研究． 遥感学报， １０（４） ： ４４０－４４８．
乔红波， 马新明， 程登发， 等． ２００９． 基于 ＴＭ 影像的小麦全
蚀病危害信息提取． 麦类作物学报， ２９（４） ： ７１６－７２０．
唐东跃， 熊助国， 王金丽． ２００８．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及其应用展望．
地理空间信息， ６（４） ： １１０－１１３．
王 蕾， 骆有庆， 张晓丽， 等． ２００８． 遥感技术在森林病虫害
监测 中 的 应 用 研 究 进 展． 世 界 林 业 研 究， ２１ （ ５ ） ：
３７－４３．
汪少华， 张茂震， 赵平安， 等． ２０１１． 基于 ＴＭ 影像的森林资

８１９
源清查数据和人工神经网络的森林碳空间分布模拟．
生态学报， ３１（４） ： ９９８－１００８．
杨 嘉， 郭 铌， 黄蕾诺， 等． ２００８． 西北地区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
指数饱和问题分析． 高原气象， ２７（４） ： ８９６－９０３．
宇婧婧， 沈 艳， 潘 旸， 等． ２０１５． 中国区域逐日融合降水
数据集与国际降水产品的对比评估． 气象学报， ７３（２） ：
３９４－４１０．
郑景明， 张春雨， 周金星， 等． ２００７． 云蒙山典型森林群落垂
直结构研究． 林业科学研究， ２０（６） ： ７６８－７７４．
张喜旺， 吴炳方． ２０１５． 基于中高分辨率遥感的植被覆盖度
时相变换方法． 生态学报， ３５（４） ： １１５５－１１６４．
周芳成， 宋小宁， 李召良． ２０１４． 地表温度的被动微波遥感
反演研究进展． 国土资源遥感， ２６（１） ： １－７．
周志强， 岳彩荣， 徐天蜀， 等． ２０１２． 森林高度遥感估测研究
综述． 现代农业科技， （２） ： １９８－１９９．
Ａｌｌｅｎ ＲＧ， Ｔａｓｕｍｉ Ｍ， Ｔｒｅｚｚａ Ｒ． ２００７．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ａｓ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ｄ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 ＭＥＴＲＩＣ） ： Ｍｏｄ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３３： ３８０－３９４．
Ａｏｎａｓｈｉ Ｋ， Ａｗａｋａ Ｊ， Ｈｉｒｏｓｅ 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ＧＳＭａＰ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８７Ａ： １１９－１３６．
Ａｓｎｅｒ ＧＰ， Ｗａｒｎｅｒ ＡＳ． ２００３．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ｈａｄｏｗ ｉｎ ＩＫＯＮＯＳ ｓａｔｅｌ⁃
ｌｉｔ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ｓａｖａｎｎａ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８７： ５２１－５３３．
Ａｔｉｔａｒ Ｍ， Ｓｏｂｒｉｎｏ ＪＡ． ２００９． Ａ ｓｐｌｉｔ⁃ｗｉｎｄｏｗ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ｅｓｔｉ⁃
ｍａｔｉｎｇ ＬＳＴ ｆｒｏｍ Ｍｅｔｅｏｓａｔ ９ ｄａｔａ：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 ｓｉｔｕ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Ｓ ＬＳＴ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
ｓ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ＥＥＥ， ６： １２２－１２６．
Ｂｅｒｇｅｎ ＫＭ， Ｇｏｅｔｚ ＳＪ， Ｄｕｂａｙａｈ Ｒ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
ｓｉｎｇ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３⁃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ｉｄａｒ ａｎｄ ｒａｄａｒ ｓｐａｃｅｂｏｒｎｅ 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１４（ Ｇ２） ： １６９９ －
１７０２．
Ｂｉｓｓｏｎｎｅｔｔｅ ＬＲ， Ｒｏｙ Ｇ， Ｆａｂｒｙ Ｆ． ２００１． Ｒａｎｇｅ⁃ｈｅｉｇｈｔ ｓｃａｎｓ ｏｆ
ｌｉｄａｒ ｄ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ｃｌｏｕ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ｎｄ Ｏｃｅ⁃
ａｎ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８： １４２９－１４４６．
Ｂｌｙｔｈ Ｅ， Ｃｌａｒｋ ＤＢ， Ｅｌｌｉｓ 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ｔ ｏｆ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ｔ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ａ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ｆｌｕｘ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ｔ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 ２５５－２６９．
Ｂｏｌｔｅｎ ＪＤ， Ｃｒｏｗ ＷＴ， Ｚｈａｎ Ｘ，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
ｔｙ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ｓｅｎｓｅｄ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ｓ ｆ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ＥＥ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
５７－６６．
Ｂｕｔｔ Ｂ， Ｔｕｒｎｅｒ Ｍ Ｄ， Ｓｉｎｇｈ 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Ｕ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ＩＳ ＮＤ⁃
ＶＩ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ｕｄａｎｏ⁃Ｓａｈｅｌｉａ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１５： ３３６７－３３７６．
Ｃａｌｖｅｔ ＪＣ， Ｗｉｇｎｅｒｏｎ ＪＰ， Ｍｏｕｇｉｎ 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Ｐｌａ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ａｚ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ｒｏｍ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８２０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ｙ．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２： ３９７－４０８．
Ｃｈｅｎｇ ＹＢ， Ｚａｒｃｏ⁃Ｔｅｊａｄａ ＰＪ， Ｒｉａñｏ 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ＶＩＲＩＳ ａｎｄ ＭＯ⁃
ＤＩＳ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０５： ３５４ －
３６６．
Ｃｈｅｎ ＪＭ， Ｌｉｕ Ｊ， Ｌｅｂｌａｎｃ Ｓ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Ｍｕｌｔ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８４： ５１６－５２５．
Ｃｈｅｎ Ｙ， Ｙａｎｇ Ｋ， Ｑｉｎ Ｊ，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ＳＲ⁃Ｅ ｒｅ⁃
ｔｒｉｅｖａｌｓ ａｎｄ ＧＬＤＡ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１１８： ４４６６ －
４４７５．
Ｃｌａｖｅｒｉｅ Ｍ， Ｄｅｍａｒｅｚ Ｖ， Ｄｕｃｈｅｍｉｎ Ｂ，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Ｍａ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Ｆｒａ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２４： ８４４－８５７．
Ｃｌｅｖｅｒｓ ＪＧＰＷ， Ｋｏｏｉｓｔｒａ Ｌ， Ｓｃｈａｅｐｍａｎ ＭＥ． ２０１０．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ｃａｎｏｐｙ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２： １１９－１２５．
Ｃｌｏｕｄｅ ＳＲ， Ｐａｐａｔｈａｎａｓｓｉｏｕ ＫＰ． １９９８．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ＳＡＲ ｉｎｔｅｒ⁃
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６： １５５１－１５６５．
Ｃｏｌｏｍｂｏ Ｒ， Ｍｅｒｏｎｉ Ｍ， Ｍａｒｃｈｅｓｉ 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ｐｙ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ｐｏｐ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１２： １８２０－１８３４．
Ｃｏｎｇ Ｎ， Ｗａｎｇ Ｔ， Ｎａｎ 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ｅ⁃
ｒｉｖｅ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ｅｅｎ⁃ｕｐ 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ｔｏ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０： Ａ 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 ８８１－８９１．
Ｃｕｍｍｉｎｇ ＧＳ． ２００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ｌｉｍｉｔ⁃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ｉｃｋ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８３：
２５５－２６８．
Ｃｕｒｒｉｅ ＤＪ． １９９１．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１３７： ２７－４９．
Ｄａｓｈ Ｊ， Ｃｕｒｒａｎ ＰＪ． 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Ｓ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ｉｎｄｅ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５： ５４０３－
５４１３．
Ｄａｖｉｅｓ ＲＧ， Ｏｒｍｅ ＣＤＬ， Ｓｔｏｒｃｈ 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Ｂ：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７４： １１８９－１１９７．
Ｄａｗｓｏｎ ＴＰ， Ｃｕｒｒａｎ ＰＪ， Ｎｏｒｔｈ ＰＲＪ，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ｌｉａｒ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ｎｏ⁃
ｐ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６７： １４７－１５９．
Ｄｅｎｎｉｓｏｎ ＰＥ， Ｂｒｕｎｅｌｌｅ ＡＲ， Ｃａｒｔｅｒ ＶＡ． ２０１０．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ｃａｎｏｐｙ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ｉｎｅ ｂｅｅｔｌ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ｕｓｉｎｇ Ｇｅｏ⁃
Ｅｙｅ⁃１ ｈｉｇ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１４： ２４３１－２４３５．

生态学杂志

第 ３６ 卷

第３期

Ｄｉｎｇ ＴＳ， Ｌｉａｏ ＨＣ， Ｙｕａｎ ＨＷ． ２００８．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ｂｉ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
ｔａｎｅ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５５： ２０３８－２０４８．
Ｄｏｂｓｏｎ ＭＣ， Ｐｉｅｒｃｅ Ｌ， Ｓａｒａｂａｎｄｉ Ｋ，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ＲＳ⁃１ ＳＡＲ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０： ２０３－
２１１
Ｄｒａｋｅ ＪＢ， Ｄｕｂａｙａｈ ＲＯ， Ｃｌａｒｋ ＤＢ，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ｕｓ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Ｌｉｄａｒ．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７９： ３０５－３１９．
Ｅｋ Ｍ， Ｍａｈｒｔ Ｌ． １９９４． Ｄａｙｔｉｍ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ｔｏｐ．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１２：
２７０９－２７２１．
Ｅｌｎａｇｇａｒ ＡＡ， Ｎｏｌｌｅｒ ＪＳ． ２００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ａｌ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ｏｖ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ａｒｅａ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 １５１－１６５．
Ｅｎｔｅｋｈａｂｉ Ｄ， Ｎｊｏｋｕ ＥＧ， Ｎｅｉｌｌ ＰＥ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
ｔｕ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 ＳＭＡＰ ）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ＥＥＥ， ９８： ７０４－７１６．
Ｅｓｋｅｌｓｏｎ ＢＮＩ， Ｍａｄｓｅｎ Ｌ， Ｈａｇａｒ Ｊ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ｂｅｔａ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ｐｕｌａ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７： ２１２－２２１．
Ｆａｎｇ ＨＬ， Ｔｉａｎ ＱＪ． １９９８．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
ｓｉｎｇ 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３： ６２－６９．
Ｆａｎｇ Ｊ， Ｃｈｅｎ Ａ， Ｐｅｎｇ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ｉｏ⁃
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４９ ａｎｄ １９９８．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２９２： ２３２０－２３２２．
Ｆéｒｅｔ ＪＢ， Ａｓｎｅｒ ＧＰ． ２０１２． Ｓｅｍｉ⁃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ｒｏｗｎｓ ｏｆ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ＬｉＤＡＲ．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４： ２４５７
－２４７６．
Ｆｌａｓｐｏｈｌｅｒ ＤＪ， Ｇｉａｒｄｉｎａ ＣＰ， Ａｓｎｅｒ ＧＰ，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ｎ ｂｉｒｄ ｓｐｅ⁃
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Ｈａｗａｉｉ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４３： ２８０－２８８．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Ａ， Ｒｏｋｕｇａｗａ Ｓ， Ｍａｔｓｕｎａｇａ 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Ａ ｔｅｍｐｅｒ⁃
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ｖｉｔｙ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ｐａ⁃
ｃｅｂｏｒｎ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 （ ＡＳ⁃
Ｔ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６： １１１３－１１２６．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ＴＷ， Ｆｏｏｄｙ ＧＭ， Ｒｏｃｃｈｉｎｉ 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ｓｐａｃ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２： ２０３－２２１．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ＧＨ， Ｌｅｅ Ｊ． ２０００．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
ｎｅ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１： ２６８５－２７０４．
Ｇｏｅｔｚ Ｓ，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Ｄ， Ｄｕｂａｙａｈ 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Ｌａｓｅｒ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ｓ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ａ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ＵＳ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０８： ２５４－２６３．
Ｇｏｎｇ Ｐ， Ｐｕ Ｒ， Ｙｕ Ｂ． １９９８． Ｃｏｎｉｆ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

张扬建等：遥感在生态系统生态学上应用的机遇与挑战
２１７－２２０．
Ｇｕ Ｌ， Ｂａｌｄｏｃｃｈｉ ＤＤ， Ｗｏｆｓｙ Ｓ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ａ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 Ｐｉｎａｔｕｂｏ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９９： ２０３５－２０３８．
Ｇｕｌｉｎｃｋ Ｈ， Ｄｕｆｏｕｒｍｏｎｔ Ｈ， Ｃｏｐｐｉｎ Ｐ，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１： ２５４１－２５５４．
Ｈｏｍｏｌｏｖａ Ｌ， Ｍａｌｅｎｏｖｓｋ Ｚ， Ｃｌｅｖｅｒｓ ＪＧＰ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Ｒ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ｅ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ｔｒａｉｔ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１５： １－１６．
Ｈｕｅｔｅ ＡＲ． １９８８． Ａ ｓｏｉｌ⁃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 ＳＡＶＩ） ． Ｒｅ⁃
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５： ２９５－３０９．
Ｈｕｆｆｍａｎ ＧＪ， Ａｌｄｅｒ Ｒ， Ｂｏｌｖｉｎ Ｄ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ＴＲＭＭ
Ｍｕｌｔｉ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ＴＭＰＡ） ： Ｑｕａｓｉ⁃ｇｌｏｂ⁃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ｅｎｓｏ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ｔ
ｆｉｎ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８： ３８－５５．
Ｈｕｒｔｔ ＧＣ， Ｆｉｓｋ Ｊ，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Ｑ，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Ｂｉｏ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１５（ Ｇ２） ： ８３６－８３６．
Ｉｓｅ Ｔ， Ｍｏｏｒｃｒｏｆｔ ＰＲ． ２００６．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ｓｃａｌ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８０： ２１７－２３１．
Ｊａｃｑｕｅｍｏｕｄ Ｓ， Ｕｓｔｉｎ ＳＬ， Ｖｅｒｄｅｂｏｕｔ Ｊ，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ｌｅａｆ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ｌｅａｆ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５６： １９４－２０２．
Ｊａｃｑｕｅｍｏｕｄ Ｓ， Ｖｅｒｈｏｅｆ Ｗ， Ｂａｒｅｔ 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ＳＡＩ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ｕｓｅ ｆｏｒ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１３： Ｓ５６－Ｓ６６．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ＭＤ． ２０００． Ｇａ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５： ５－２０．
Ｊｉｎ Ｙ， Ｙａｎｇ Ｘ， Ｑｉｕ Ｊ，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ｂｉｏ⁃
ｍａｓ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６： １４９６
－１５１３．
Ｊｏｙｃｅ ＲＪ， Ｊａｎｏｗｉａｋ ＪＥ， Ａｒｋｉｎ Ｐ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ＣＭＯＲＰＨ：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ａｔ ｈｉｇ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５： ４８７－
５０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ＣＯ， Ｔｏｗｎｓｈｅｎｄ ＪＲＧ， Ｈｏｌｂｅｎ Ｂ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６：
１２７１－１３１８．
Ｋａｕｐｐｉ ＰＥ， Ｍｉｅｌｉｋａｉｎｅｎ Ｋ， Ｋｕｕｓｅｌａ Ｋ． １９９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ａｒ⁃
ｂ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１９７１ ｔｏ １９９０．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５６： ７０．
Ｋｅｒｎｓ ＢＫ， Ｏｈｍａｎｎ ＪＬ． ２００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ｒｕｂ ｃｏｖｅｒ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Ｏｒｅｇ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 ＵＳＡ）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４： ８３－９８．
Ｋｅｒｒ ＪＴ， Ｏｓｔｒｏｖｓｋｙ Ｍ． ２００３． Ｆｒｏｍ ｓｐａｃｅ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１８： ２９９－３０５．
Ｋｉｍｅｓ ＤＳ， Ｒａｎｓｏｎ ＫＪ， Ｓｕｎ 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ｌｉｄａｒ

８２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ａｎｇｌ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００： ５０３－５１１．
Ｋｕｂｏｔａ Ｔ， Ｓｈｉｇｅ Ｓ， Ｈａｓｈｉｚｕｍｅ 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
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ｕｓｉｎｇ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ｏｒｎｅ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ｓ ｂｙ ｔｈｅ
ＧＳＭａ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４５： ２２５９－２２７５．
Ｋｕｍａｒ Ｌ，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Ｋ， Ｄｕｒｙ 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
ｔｒｙ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４： １１１－
１５５．
Ｋｕｍｍｅｒｏｗ Ｃ， Ｂａｒｎｅｓ Ｗ， Ｋｏｚｕ 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ＴＲＭＭ） ｓｅｎｓｏｒ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５： ８０９－８１７．
Ｌｅｆｓｋｙ ＭＡ． ２０１０．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ｎｏｐｙ ｈｅｉｇｈｔ ｍａｐ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ｐｅｃｔｒｏ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ａｓｅｒ 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３７： １－５．
Ｌｅ Ｔｏａｎ Ｔ， Ｂｅａｕｄｏｉｎ Ａ， Ｒｉｏｍ Ｊ，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ｏ ＳＡＲ ｄａｔａ．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０： ４０３－４１１．
Ｌｅ Ｔｏａｎ Ｔ， Ｑｕｅｇａｎ Ｓ，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ＭＷＪ，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ＢＩＯ⁃
ＭＡＳ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１５： ２８５０－２８６０．
Ｌｉ Ｑ， Ｚｈｏｎｇ ＲＦ， Ｈｕａｎｇ ＪＸ，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ｒｅｔｒｉｖ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ｉｃｏｒｗａｖｅ ｒｅ⁃
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５４： １１８１－１１９３．
Ｌｉ ＺＬ， Ｂｅｃｋｅｒ Ｆ． １９９０．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Ｄ⁃
ＶＩ ｆｏｒ ＨＡＰＥＸ ｄａｔ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３：
１６５－１８２．
Ｌｉｕ Ｙ，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ＬＳ，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ＲＭ． ２００６． Ｆｌｕｘ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ｏｔ⁃
ｔｏｍ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ｚｏｎｅ ｉｎ ｓｉｌｔｙ ｓｏｉｌ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ｏ⁃
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４： ２７－４０．
Ｌｏｓ ＳＯ， Ｔｕｃｋｅｒ ＣＪ， Ａｎｙａｍｂａ 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Ｔｈｅ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Ｇ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
Ｌｕ Ｈ， Ｋｏｉｋｅ Ｔ， Ｙａｎｇ 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ｌｕ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ｙ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ＣＭ ｏｕｔ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ａ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１７： ４３－５４．
Ｍａｒｔｉｎ ＭＥ， Ａｂｅｒ ＪＤ． １９９７．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ｎｏｐｙ ｌｉｇｎｉ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７： ４３１－４４３．
Ｍａｒｔｉｎ ＭＥ， Ｎｅｗｍａｎ ＳＤ， Ａｂｅｒ ＪＤ，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６５：
２４９－２５４．
ＭｃＭｉｌｌｉｎ ＬＭ． １９７５．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ｗｉｎｄｏ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８０： ５１１３－５１１７．

８２２
Ｍｅｒｌｉｎ Ｏ， Ｂｉｔａｒ ＡＡ， Ｗａｌｋｅｒ ＪＰ，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ｄｅｒｉｖｅｄ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ｄ， 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１４： ２３０５－２３１６．
Ｍｅｔｔｅ Ｔ， Ｐａｐａｔｈａｎａｓｓｉｏｕ Ｋ， Ｈａｊｎｓｅｋ Ｉ． ２００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ｅｓｔｉｍａ⁃
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ｏｌａ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ＳＡ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 ｏｖｅ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
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ｙｍｐｏｓｉ⁃
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０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 ５１１－
５１４．
Ｍｉｒａｌｌｅｓ ＤＧ， Ｈｏｌｍｅｓ ＴＲＨ， Ｄｅ Ｊｅｕ ＲＡ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ｂａｓ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５：
４５３－４６９．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ＪＬ． １９６５．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ｙｍｐｏｓ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 ２０５－２３４．
Ｍｙｎｅｎｉ ＲＢ，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Ｓ， Ｋｎｙａｚｉｋｈｉｎ 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ＰＡＲ
ｆｒｏｍ ｙｅａｒ ｏｎｅ ｏｆ ＭＯＤＩＳ ｄａｔ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８３： ２１４－２３１．
Ｎａｇｅｎｄｒａ Ｈ． ２００１．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２： ２３７７－２４００．
Ｎæｓｓｅｔ Ｅ， Ｇｏｂａｋｋｅｎ Ｔ， Ｓｏｌｂｅｒｇ 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Ｍｏｄｅｌ⁃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ＬｉＤＡＲ ａｎｄ ＩｎＳＡＲ
ａｓ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ｄａｔａ：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ａ ｂｏｒｅ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ｒｅ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１５： ３５９９－３６１４．
Ｏｋａｍｏｔｏ Ｋ， Ｉｇｕｃｈｉ Ｔ，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ＧＳＭａＰ ）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Ｇｅ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ＧＡＲＳＳ Ｐｒｏｃｅｅ⁃
ｄｉｎｇｓ， ２００５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４１４－３４１６．
Ｏｌｏｆｓｓｏｎ Ｐ， Ｌａｇｅｒｇｒｅｎ Ｆ， Ｌｉｎｄｒｏｔｈ 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Ｂｉｏ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 ８１７－８３２．
Ｏｉｎｄｏ ＢＯ， Ｓｋｉｄｍｏｒｅ ＡＫ． ２００２．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ＤＶＩ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Ｋｅｎｙ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３： ２８５－２９８．
Ｐａｌ Ｍ， Ｍａｔｈｅｒ ＰＭ． ２００５．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６： １００７－１０１１．
Ｐａｌｍｅｒ ＭＷ， Ｅａｒｌｓ ＰＧ， Ｈｏａｇｌａｎｄ Ｂ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ｉｓ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ｔｒｉｃｓ， １３： １２１－
１３７．
Ｐａｎ Ｙ， Ｂｉｒｄｓｅｙ ＲＡ， Ｆａ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３３： ９８８－９９３．
Ｐｅｓｏｎｅｎ Ａ， Ｍａｌｔａｍｏ Ｍ， Ｅｅｒｉｋäｉｎｅｎ 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ｌａｓｅｒ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 ｗｏｏｄｙ ｄｅｂｒｉｓ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ｉｎ ａ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５５： ３２８８－３２９６．
Ｐｉｍｓｔｅｉｎ Ａ， Ｋａｒｎｉｅｌｉ Ａ， Ｂａｎｓａｌ Ｓ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ｓｅｎｓ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ｗｈｅａｔ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ｕｓ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Ｆｉｅｌｄ Ｃｒｏｐ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１２１： １２５－１３５．
Ｐｒｉｃｅ ＪＣ． １９７７．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８２： ２５８２－２５９０．
Ｐｒｉｃｅ ＪＣ． １９８４．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生态学杂志

第 ３６ 卷

第３期

ｓｐｌｉｔ ｗｉｎｄｏｗ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ＡＡ ７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８９（ Ｄ５） ： ７２３１－７２３７．
Ｐｒｉｃｅ ＪＣ． １９８５．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８： ５９－７３．
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 ＣＨＢ， Ｔａｙｌｏｒ ＲＪ． １９７２．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ａｎｄ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０： ８１－９２．
Ｑｉｎ Ｊ， Ｙａｎｇ Ｋ， Ｌｕ 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ｕｐｓｃ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ｓｉｔｕ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 ａｐ⁃
ｐａｒｅｎｔ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３８： １－９．
Ｒａｍｏｅｌｏ Ａ， Ｓｋｉｄｍｏｒｅ ＡＫ， Ｓｃｈｌｅｒｆ 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ｗｈｅｎ ｅｓｔｉ⁃
ｍａｔｉｎｇ ｓａｖａｎｎａ ｇｒａｓ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ＳＰ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
ｓｉｎｇ， ６６： ４０８－４１７．
Ｒｅｅｄ ＢＣ， Ｂｒｏｗｎ ＪＦ， ＶａｎｄｅｒＺｅｅ Ｄ，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ｈｅ⁃
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ｇｅ⁃
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 ７０３－７１４．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ＲＥ， Ｓａａｂ ＶＡ， Ｄｕｄｌｅｙ ＪＧ． ２００７．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ｃａｖｉｔｙ⁃ｎｅｓｔｉｎｇ 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ａ ｐｏｓｔｆｉｒ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７１： ２６００－２６１１．
Ｓａｕｒａ Ｓ． ２００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Ｌａｎｄ⁃
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 １９７－２０９．
Ｓｅｔｏ ＫＣ， Ｆｌｅｉｓｈｍａｎ Ｅ， Ｆａｙ ＪＰ，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ｂｉｒｄ ａｎｄ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ＮＤＶ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５： ４３０９－４３２４．
Ｓｈｅｎ Ｍ， Ｚｈａｎｇ Ｇ， Ｃｏｎｇ 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ｌ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ｄｅｃ⁃
ａ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１８９： ７１－８０．
Ｓｏｂｅｋ Ｓ， Ｓｔｅｆｆａｎ⁃Ｄｅｗｅｎｔｅｒ Ｉ， Ｓｃｈｅｒｂｅｒ 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ｅｅｔ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ｔｒｅｅ ｄ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１５： ６６０－６７０．
Ｓｏｂｒｉｎｏ ＪＡ， Ｊｉｍéｎｅｚ⁃Ｍｕñｏｚ ＪＣ， Ｐａｏｌｉｎｉ Ｌ． ２００４．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５．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９０： ４３４－４４０．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ＧＬ， Ｋｕｍｍｅｒｏｗ ＣＤ．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ｌｏｕ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ｐａｃｅ：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６４： ３７４２－３７６５．
Ｓｕｃｈａｒ ＶＡ， Ｃｒｏｏｋｓｔｏｎ ＮＬ． ２０１０．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 ｃ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１０： ６０２－６０９．
Ｓｗａｔａｎｔｒａｎ Ａ， Ｄｕｂａｙａｈ Ｒ， Ｇｏｅｔｚ 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 ｂｉｒｄ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ｕｓｉｏｎ．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７： ｅ２８９２２．
Ｔｈｅｎｋａｂａｉｌ ＰＳ， Ｅｎｃｌｏｎａ ＥＡ， Ａｓｈｔｏｎ Ｍ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Ｈｙｐｅｒｉ⁃
ｏｎ， ＩＫＯＮＯＳ， ＡＬＩ， ａｎｄ ＥＴＭ＋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９０：
２３－４３．

张扬建等：遥感在生态系统生态学上应用的机遇与挑战
Ｔｕｃｋｅｒ ＣＪ， Ｖａｎｐｒａｅｔ ＣＬ， Ｓｈａｒｍａｎ ＭＪ，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ｅｇａｌｅｓｅ Ｓａｈｅｌ： １９８０－１９８４．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７： ２３３－２４９．
Ｔｕｒｎｅｒ ＤＰ， Ｕｒｂａｎｓｋｉ Ｓ， Ｂｒｅｍｅｒ 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Ａ ｃｒｏｓｓ⁃ｂｉｏ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ｇｈｔ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ｇｒｏｓ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９： ３８３－３９５．
Ｔｕｒｎｅｒ Ｗ， Ｓｐｅｃｔｏｒ Ｓ，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 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８： ３０６－３１４．
Ｕｓｔｉｎ ＳＬ，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ＤＡ， Ｇａｍｏｎ Ｊ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Ｕ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４： ５２３－５３４．
Ｕｓｔｉｎ ＳＬ， Ｇｉｔｅｌｓｏｎ ＡＡ， Ｊａｃｑｕｅｍｏｕｄ 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ｏｆ
ｆｏｌｉａ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ｐｌａｎｔ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１３： Ｓ６７－Ｓ７７．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 ＷＪＤ， Ｈｕｅｔｅ ＡＲ． １９９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ｉｔ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ａｎｏｐ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５５： １２３－
１３８．
Ｖｅｎｉｅｒ ＬＡ， Ｐｅａｒｃｅ ＪＬ． ２００７． Ｂｏｒｅ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７： １２１４－１２２６．
Ｖｉｅｒｌｉｎｇ ＫＴ， Ｖｉｅｒｌｉｎｇ ＬＡ， Ｇｏｕｌｄ Ｗ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Ｌｉｄａｒ：
Ｓｈｅｄ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６： ９０－９８．
Ｗａｎｇ Ｋ， Ｗａｎｇ Ｐ， Ｌｉ 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 ｒａ⁃
ｄｉａｔｉ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１２（ Ｄ１５） ： １３０６－１３１１．
Ｗｉｅｎｅｋｅ Ｓ， Ａｈｒｅｎｄｓ Ｈ， Ｄａｍｍ 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ｂａｓｅｄ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ｏｆ ｒｅｄ ａｎｄ ｆａｒ⁃ｒｅｄ ｓｕ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ｌｕ⁃
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ｓｓ ｐｒｉ⁃

８２３
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８４：
６５４－６６７．
Ｗｉｌｓｏｎ ＷＪ， Ｙｕｅｈ ＳＨ， Ｄｉｎａｒｄｏ ＳＪ，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ｕｓｉｎｇ ａ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ｉｃｏｒｗａｖｅ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ＧＰ９９．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４０： ２６５９－２６７３．
Ｗｏｏｄｃｏｃｋ ＣＥ， Ｓｔｒａｈｌｅｒ ＡＨ． １９８７．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１： ３１１－３３２．
Ｙａｏ Ｙ， Ｌｉａｎｇ Ｓ， Ｑｉｎ Ｑ，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ｄ ｓｕｒ⁃
ｆａｃ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３： ４４７－４５７．
Ｙｕａｎ Ｗ， Ｌｉｕ Ｓ， Ｙｕ 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ｅｖａｐｏ⁃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ｓ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Ｉ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ｄａｔ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１１４： １４１６－１４３１．
Ｚａｋšｅｋ Ｋ， Ｓｃｈｒｏｅｄｔｅｒ⁃Ｈｏｍｓｃｈｅｉｄｔ Ｍ． ２００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ＩＲＩ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ＩＳＰ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６４：
４１４－４２１．
Ｚｈａｎｇ Ｇ， Ｚｈａｎｇ Ｙ， Ｄｏ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Ｇｒｅｅｎ⁃ｕｐ ｄ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１．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１０： ４３０９－４３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Ｘ， Ｆｒｉｅｄｌ ＭＡ， Ｓｃｈａａｆ ＣＢ，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ｖｅｇｅ⁃
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ＤＩ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８４： ４７１－４７５．
Ｚｉｍｂｌｅ ＤＡ， Ｅｖａｎｓ ＤＬ， Ｃａｒｌｓｏｎ Ｇ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ｓ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Ｌｉ⁃
ＤＡＲ．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８７： １７１－１８２．
作者简介 张扬建，男，１９７６ 年生，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
全球 生 态 学， 景 观 生 态 学 和 生 态 学 模 型 方 面 的 研 究。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ｙｊ＠ 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责任编辑 李凤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