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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遥感在流域综合管理与流域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重点阐述了流域遥感的内
涵、进展与面临的挑战，系统总结了相关的流域遥感数据产品。流域遥感研究流域下垫面、水循环、水资源、水灾
害、流域生态的遥感解析能力并提供相关的遥感数据产品。流域遥感数据产品正逐步成为不断更新的公共产品和
服务，满足了流域管理监测信息及时性、完整性、连续性和高精度的要求。流域遥感与云计算的结合，可降低流
域遥感数据产品生成的技术瓶颈； 与云服务结合，可降低流域遥感数据产品的应用难度和成本，将是流域遥感走
向实用的主流方向，从而为流域综合管理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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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域是各种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共同作用的地理单元 ， 是地球表面相对独立的自然综合体

。 人类长

期的生息运作，尤其对流域内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导致流域内资源结构性短缺与需求的矛盾逐渐加剧 。 如何
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精确把握流域水文循环、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的空间和
［2］

时间过程，获取能满足实际管理需求的及时性 、完整性、连续性和高精度的监测信息

。
［2］

现有地面观测手段很难满足及时性 、完整性、连续性和高精度的监测要求， 或者成本昂贵难以为续
［3］

除了发达国家及少数国家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河流都缺乏观测站网

，

； 或者自然条件的改变使得原有的

［4］

； 而全球大部分流域已被深深地烙上了人类活动的印记 ， 大坝、 灌溉、 雨水利用等人工
活动改变了流域水循环过程与转化机制 ，影响着径流数据的观测。因此，传统的地面观测满足不了流域水资
观测已经不可行

［2，
5-6］

源管理与实践的需求，亟需新的技术手段与监测方法

。 卫星遥感对地观测具有空间宏观性、 时间周期
［7-8］

性以及空间连续性等特点，可以为流域综合管理活动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撑

。

国内外以 流 域 为 对 象， 开 展 了 大 量 的 流 域 遥 感 实 验。 第 一 次 国 际 卫 星 陆 面 气 候 学 项 目 野 外 试 验
（ FIFE） ［9］主要是了解流域陆面和大气之间辐射、 水汽和 CO2 交换的生物物理过程， 发展和测试在遥感尺度
上流域水汽通量与碳通量的遥感监测方法 ，并获取完整流域数据集，至今仍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为各类流域
试验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北方生态系统-大气研究”（ BOＲEAS） 是继 FIFE 之后另一次更大尺度的以流域陆气
［10］

相互作用为目标的科学试验

，强调一个嵌套的多尺度观测， 建立流域不同尺度上的观测系统， 发展和验

证流域各种能、水、生物化学循环模型。全球能水循环试验（ GEWEX） 主要是观测、了解、 模拟流域内大气陆地的水分、热量交换及循环，其目的是借助于适宜的模式，提出新的预报方法，包括流域水文系统变化及
［11］

其与大气、 地 表 的 相 互 作 用， 流 域 水 文 过 程 的 变 化、 流 域 水 资 源 的 变 化 及 相 关 因 素 对 环 境 的 影 响

。

GEWEX 成立了世界各大区的相应子计划： 干旱区实施的撒哈拉沙漠南缘地区萨赫勒水文大气引导试验
（ HAPEXSahel） ，其旨在开展流域水文、地表通量、植被、大气、遥感等方面的密集观测［12］； 热带雨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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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马孙流域大尺度生物-大气圈试验（ LBA） ， 旨在开展流域风场和云的探测、 痕量气体、 气溶胶、 温室气
［13］
体等的监测及地气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等 ； GEWEX 亚洲季风试验 （ GAME） 也基于同样的科学实验目标
［14］

分别在青藏高原、淮河流域、西伯利亚和东南亚热带地区开展相关实验

； 美国南部大平原的沃希托流域

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沃尔纳特古勒克 （ WalnutGulch） 流域分别开展的遥感-地面一体化的观测实验等， 旨在通
过多源遥感的协同反演获得能够满足流域管理的信息； 黑河流域综合遥感 联 合 试 验（ “Water”与“HiWater”） ［15］，主要是发展流域动态监测方法，实现对地表生态和水文变量的主被动遥感协同反演 ， 提高遥感在
流域生态-水文集成研究和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能力 。 这些流域遥感实验主要是关注流域水、 能量通量以及
地表生态参量的观测或反演方法 。
近年来，新型卫星传感器层出不穷，愈发精细与多样，且时间、空间、光谱分辨率显著提升，在流域下
垫面要素、水循环过程、生态监测环境与灾害等领域的作用日益显著 。随着基于流域遥感试验构建的流域土
壤-植被-大气等相关参量遥感反演方法的不断优化 ，众多有价值的流域遥感数据产品如流域地物类型 、 植被
结构参数、植被生长状况、水环境参数、水循环参量与水资源管理等，以及与之相关的遥感产品生成方法不
［2］

，推动了流域的可持续管理，但如何从纷繁复杂的遥感信息产品中 ， 挖掘出有用的流域管理信息，

断涌现

成为流域管理的最后一公里瓶颈 。
因此，目前遥感数据及数据产品越来越多 ，在流域管理中用好、用对遥感数据产品十分重要。本文从流
域角度，分析流域遥感的内涵、进展与面临的挑战，并介绍相关的流域遥感数据产品 ，对于那些成熟的技术
和应用不过多阐述。

流域遥感的进展

1

流域作为一个地域单元涉及到很多方面 ， 但主要还是与水有关。 流域遥感以流域为对象， 以地表地物
（ 植被、水、土壤、能量等） 对电磁辐射的相互作用为基础， 围绕着水主题， 研究流域下垫面结构、 能量平
衡、水分循环、水灾的遥感解析能力，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的流域生态-水文和环境效应的
数据驱动的评估方法，为流域系统科学发展和流域综合管理提供数据和方法支持 。遥感推动了流域的综合管
理与流域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为遥感的发展与应用提供了新的机遇 ，促进了流域遥感这门新兴学科的形成
与发展。
流域遥感的主要内容是流域内水文 、生态、环境信息遥感获取和应用方法，包括流域基础图绘制、 流域
下垫面要素监测、水循环参数反演、水资源评估、流域生态环境参数获取、自然灾害监测等，以及流域上下
游关系分析、治理优先等级划分、水资源开发以及灌溉水管理等方面 。流域基础图件制作与流域下垫面要素
［16］

监测包括流域河流水系分布
［21］

透水面

［27］

面积

［29］

率

［22］

等。水循环参数反演包括降水

、蒸散发［23］、水储量［24］、水面积［25］、土壤含水量［26］、洪水淹没
［28］

等参数的监测，生成时空连续的数据集； 水资源评估方面， 主要是水资源量核算
［30］

、节水潜力与节水效率的评估
［30］

水土流失风险评估
［33］

、地形地貌［17］、 土壤［18］、 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类型［19］、 植被覆盖度［20］、 不
以及水分生产

等。流域遥感已逐渐由制图、监测、评估向服务于精细管理过渡， 如

、水土流失优先治理区划定［31］ 等， 逐渐拓展到对生物、 生态要素［32］ 和河流沉积物监

测

，并与众源传感器网络、无线传输、云计算等新型设备和探测手段相结合 。

1． 1

下垫面遥感
［34］

影响区域水循环过程的流域下垫面包括植被 、人工建筑物、地质和地貌等四大类

。 土地覆被、 植被、

地形与地貌、河流与水系、土壤、不透水面等是流域下垫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流域土地覆被的改变深刻地改
变了流域地表的性质，如反射率、粗糙度、植被冠层叶面积指数和影响水文通量的其他物理性质 ，从而影响
流域植被的冠层截留、阻挡、入渗和蒸散发等流域水文过程，引起流域水量空间分布的变化； 不断加剧的人
类活动强烈地改变着流域下垫面水文特性 ，从而影响流域产汇流过程，改变流域水资源的时空分布， 基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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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流域特征假设的资源和环境的监测及管理方法已不再可靠 ，因此，在水文模型中需要考虑自然和人类社会
［35］
的耦合 。
［37］

土地覆被是遥感的主流数据产品
［38］

两个参数

。流域植被覆盖度与植被叶面积指数是表征流域植被结构最重要的

，是流域水文生态模型研究中的重要参量， 在流域循环的模型中经常需要其时间动态与空间分
［39］

布，来计算能量或水流动

，也是影响土壤侵蚀与水土流失的主要因子［40］，多源遥感数据源可提供完整的
［41］

长时间序列、高时空分辨率的流域植被覆盖度与植被叶面积指数数据集

。

地形与地貌对流域水热资源的再分配有重要的影响 ，地形间接影响着流域土壤、植被以及物质迁移和生
态系统的演替与发展； 地貌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其他要素的特征 ， 控制着地球表层水分和热量的地域再分
［42］

配，并间接影响着土壤、植被以及物质迁移和生态系统的演替与发展

。 流域与水系的变化是流域河流结

构受气候和人类活变化的结果，如黄河河道的历史变迁、口岸线变迁、长江口岸线的时空变化等均可以采用
［43］
遥感的方法快速获得 。
流域土壤类型图、流域土壤厚度以及土壤颜色是流域生态水文研究的重要基础数据 ，对流域生态系统的
［44］

结构稳定和功能发挥具有重要作用

， 遥感技术为土壤属性和类型数据的获取提供了有效途径和方法［45］，

加速了传统的流域土壤调查进度和推动了流域土壤水文生态参量的研究 。
不透水面是人类活动对流域直接作用的结果 ，多源遥感数据的融合能获得更高精度的不透水面 ， 流域不
［35］

透水面的面积、盖度和空间格局对流域的水、热循环和水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

。

遥感可以快速获取流域下垫面的信息及其变化 ，特别是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可以快速有效地监测流域
内人类活动导致的下垫面特征的变化 。为加深人类活动对水循环过程的扰动 ，对水资源时空分布规律变化的
理解提供新的途径。
1． 2

水循环遥感
遥感为深入剖析水循环各过程深层次机理 、探究水的各相态转变过程，以及水的相态转变导致的热量转
［46］

换过程提供了有力支撑。流域内的任何活动都在改变着流域内的水循环时空格局

， 如雨水收集、 地下水
［47］

开采、生态恢复等，改变和阻断了水的转换路径及参数 ， 从而再度影响水循环过程和产流机制

， 并导致

下游河道基流亏缺、径流减少，生态环境恶化。
水循环的重要参量降水的遥感反演取得了显著进展 。 迄今， 全球共有 30 余套降水格网数据集， 其中大
多数是光学、主被动遥感反演降水数据集，这些数据集为区域乃至全球降水时空特征的探索 、缺资料区域径
流量的估算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撑， 或降低数据收集费用。 在众多遥感降水数据产品中，1998 年发射升空
的热带降水测量（ TＲMM） 卫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为南北纬 50° 之间的广大区域提供空间分辨率 0． 25°、 间
［48］
隔 3 h 的降水产品 ， 有效解决了水循环过程降水驱动数据的获取瓶颈。TＲMM 的后继星全球降水测量

（ GPM） 卫星具有比 TＲMM 更敏锐的降水探测能力，通过与其他 9 个卫星的降水数据融合，GPM 能提供全球
南北纬 60° 之间、30 min 频次、空间分辨率 0． 1° 的降水栅格数据，在一定程度克服了 TＲMM 高估弱降水、低
估强降水的缺陷。预计未来发射的全球水循环观测卫星 （ WCOM） 提出了三频全极化干涉微波辐射计、 全极
化微波成像仪和双频极化微波散射计 3 个先进的有效载荷设计，频率覆盖 1． 4 ～ 90 GHz； 通过主被动联合观
测，能够对流域降水要素进行敏感因素和环境影响要素进行时空同步的系统观测 ，前所未有地提高了降水的
［49］

观测能力

。

蒸散发（ ET） 是土壤-植被-大气系统中能量水分传输及转换的主要途径， 也是水循环中最重要的分量之
一。传统蒸散发观测手段的局限性与蒸散发较强的异质性特点 ，导致了流域蒸散发观测与计算的困难与不确
定性，使得无法全面认知流域水循环的整个过程和基本规律 ，也难以将生态恢复及人类活动引起的蒸散耗水
［6］
格局变化纳入水循环研究。蒸散发遥感模型的发展使得流域蒸散耗水的定量测量成为可能 ， 较高精度的
时间尺度为日、旬、月与年，空间分辨率为 1 km、250 m 与 30 m 的精细 ET 数据不断涌现，能精确地解析植
［6］
被、农田等蒸散发 ，也可为流域水文模型蒸腾蒸散发过程的模拟提供充足的参数标定数据源 。 现有的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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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模型主要从能量平衡角度反映水热通量 ，对于植株—群体—群落的生态过程、田间—坡面—流域的水文
过程与能量通量的相互作用缺乏系统性的考虑 ，使得模型在复杂下垫面和复杂地形的应用中存在分辨率不足
［23］

和精度缺陷

； 因此，需要从生态过程、水文过程与能量平衡的耦合角度， 高分辨率、 高精度地刻画流域
。同时在时间尺度上， 由于遥感获取的是瞬时值， 为获得长时间尺度 （ 日、 旬、 月、 季、 年

［50］

蒸散发过程
等） 的信息，需要进行时间尺度扩展，但阴雨天及风速变化大时效果并不理想 。如何将瞬时值或晴天值进行

很好的时空尺度扩展，也将是遥感蒸散发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
地表土壤水分是另一个重要的水循环参量 。微波可以穿透大气、云层实现全天时全天候观测，同时对土
壤水分信息非常敏感。采用微波遥感技术估算土壤表层水分的技术日臻成熟 ，可利用的主被动微波遥感数据
［51］
［52］
源层出不穷 。SMAP 卫星 同时搭载 L 波段的主动和被动微波遥感器，可以获取更高时空分辨率和精度
的土壤水分信息，很可惜该雷达传感器于 2015 年 7 月停止工作，随后 SMAP 卫星团队利用 Sentinel-1 数据替
代 SMAP 的雷达数据进行更高分辨率的土壤水分产品生产和发布 。现有的土壤水分产品空间分辨率较低 （ 约
10 ～ 40 km） ，如何充分利用主动微波遥感的高空间分辨率以及光学 、热红外波段各自优势，发展主被动微波
以及主被动微波与其他遥感波段的协同反演 ，获取中高尺度土壤水分产品是当前和未来模型 、算法发展的主
要方向。
［53］
对于地下水，重力恢复与气候实验卫星（ GＲACE）
为地下水储量变化的探测提供了新的方法 ， 其通过
分析重返周期内地表重力的改变 ，估算地表与地下水储量的变化。 该卫星为全球地下水超采区、 超采范围、
［54］
［55］
超采强度的探测提供了有力支撑 ，如美国加州和大平原地区 ，中国华北平原 、印巴交界处的印度河平
［56］
［57］
原 、中东地区 地下水储量变化与地下水水位下降程度的估算提供了有力支撑 。 但该卫星的空间分辨率

低（ 百公里尺度） ，只能反映大区域尺度的地下水超采现象 ，且自 2013 年之后，该卫星的数据获取能力大幅
下降，2017 年失效。2018 年，GＲACE 的后继星座 GＲACE-FO 卫星顺利升空入轨， 将为地下水的遥感监测
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快速、全覆盖地获取流域水循环要素是遥感的最大优势 。一直以来，遥感数据产品是陆表水文模型参数
的重要来源或直接输入，如降水、温度、叶面积指数、地形、土壤、植被覆盖度等信息。同时，遥感参量也
是流域水文模型输出结果的检验标准 ，检验流域水文模拟的准确度，如在开展黑河流域上游生态水文过程耦
合机理及模型研究时，采用 ETWatch 模型监测的黑河流域长时间序列蒸散发数据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两个
［58］
数据集在空间与时间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 在开展黑河流域中下游生态水文过程的系统行为与调控以及
华北地区地表水与地下水模型研究时， 采用 ETWatch 模型估算的长时间序列蒸散发数据与参数率定后的
MIKE SHE 模型模拟的蒸散发结果在空间与时间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59］。随着更高时空分辨率遥感数据的不
断涌现，遥感数据产品作为分布式水文模型的输入数据的可利用性与作为水文过程模拟结果验证产品的可信
度将大为提升。因此，目前基于遥感的流域水循环变量的水量平衡问题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重要科学问
［60］

题

。不同学者在小流域区域与大尺度上 ，基于降水、 蒸散、 土壤水分与地下水储量变化等数据， 采用水

［61］
量平衡公式开展了流域水循环过程 、水平衡、 径流变化的评估 ， 受遥感数据的时空尺度不一致与在能量
平衡下水文格网中的土壤蒸发、植被蒸腾、 侧向水通量等遥感流域水循环要素变化对水文一致性综合的影

响，构建基于水量平衡与能量平衡结合的水文模型是当前以及未来流域水循环遥感的研究热点 ，但是大量的
［62］
遥感数据产品很少用于水文模式的改进 。
水循环遥感反演的数据产品对水循环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长期以来，由于蒸散发数据的缺乏， 对水循
环要素中的（ 陆面） 蒸散发都是以降水与产流的余项进行替代， 缺乏验证与校核， 在水平衡方程中的不确定
性甚至测量误差，都简单归结到蒸散发项。 这些简单“归结 ”后的结果常常打破人们水文常识、 统计常识和
［63］
经验常识 。虽然，可以用水文还原的方法进行弥补， 但面对高度人工化的流域，“还原失真”、“还原失
［46，
63］
。随着陆表蒸散发数据的不断丰富与完善 ，特别是高精度蒸散发遥感监测技术的不断发
效”已屡见不鲜
展，水文模型的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和新的机遇 。

与地面观测相比，水循环遥感反演能更全面地理解流域水循环的时空格局以及由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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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变化及生态与环境效应，具有重要的水文水资源理论意义和现实的生态保护意义 。
1． 3

水资源遥感
水资源评价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评价内容从早期的天然河川径流量统计 ，到水文特征值计算以及水资
［64］

源供需分析、优化配置及水资源综合管理

，正朝着“自然-社会”复合的水资源动态评价、水量水质联合评
［64］

价、径流性水资源和非饱和土壤水综合评价 、 分布式水资源时空评价等方向发展

。 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

化和强人类活动的加剧，已很少有天然流域存在， 流域水循环物理过程与转化机制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改
变，原有的基于自然状态的水资源评价方法也不能提供精确的水资源信息 ，满足不了全面掌握水资源开发利
用总体状况、强化水资源科学管控的迫切需要 。
［65］

水资源核算是对流域水流量、 水通量、 库存量、 消耗量和服务的独立估算

［66］

水、水资源分配、水资源可及性和耗水状况以及变化趋势的系统性定量评估

； 它是对流域的供水、 需

， 包括核算流域水资源的来
［67］

源，流域水的可用性和相关用途信息 。目前许多国家开展了水资源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 并探索和试

验实施方案。联合国制定的《水资源核算手册 》提出了基于全球公共数据集的水资源核算框架， 目标是基于
目前水资源传统的数据与多源遥感数据产品数据 ，开展公平和透明的水资源管理，并实现流域水资源的可持
［28］

续利用

。

水深是流域重要的地形要素与流域水资源量估算中的重要输入参量 ，对于流域河道航运、流域河岸的开
［68］
发与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水深遥感监测可分为被动光学遥感、 主动光学遥感、 水深遥感融合三大类 。
目前常用水深遥感融合探测方法 ，它可以充分地利用已有遥感影像资源 ，有效地挖掘多源、多时相信息， 有
助于提高水深遥感反演精度，但是多源遥感影像融合时会存在空间尺度问题 ，多时相反演融合中也会有底质
［68］

及水下地形变化等因素对水深反演精度的影响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 NASA） 将于 2021 年发射 SWOT 卫

星将会返回精确的流域地表水位数据 ， 且可覆盖了全球 90% 以上的地区， 可为流域水位的监测提供有效的
［69］

前景手段

。

水面也是流域水资源量估算中的重要参量 ，特别是干旱区流域水资源过度消耗和短缺的重要指示 。 遥感
是获取陆表水面时空动态变化的有效手段 ，由于陆表水体在绿光波段、近红外与中红外波段反射率的显著差
［70］
，改进的归一化水体指数（ MNDWI） ［71］等指数常被用于陆表水面的提取。 随
异，归一化水体指数（ NDWI）

着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 ，显著提供了全球陆表水面的精细化获取的能力， 如 1984—2015 年以来
［72］
的 30 m 分辨率的全球季节性水面、常年水面的遥感制图 ； 2014 年，空间分辨率更高的哨兵系列卫星陆续

发射升空，特别是哨兵 1 号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哨兵 2 号多光谱卫星的发射，显著提升了陆表水面的探测能
力，特别是小水库、坑塘的监测能力，将为流域陆表水面信息的快速获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
流域作物水分生产率的估算依靠引入遥感和 GIS 技术可以解决部分问题，解决空间的变异问题； 最简单
的是流域作物分布图、DEM 数据的引入，遥感监测的叶面积指数（ LAI） 、干物质量、蒸散以及表层土壤含水
量均可用于模型参数的标定，有助于模拟作物水分生产率的空间分布 。 基于 GIS 的 EPIC 模型 （ GEPIC 模型 ）
［73］
可以模拟全球尺度的作物水生产力及世界各国家或地区的作物水生产率的差异 。
节水潜力主要是针对流域作物种植区 ，在区域节水潜力估算时，早期大多依靠地面观测数据，因此在区
域外推时使用的是作物播种面积的统计信息 。随着遥感蒸散模型以及单产模型的发展 ，为节水潜力估算提供
了新的途径。利用遥感蒸散数据，基于节水措施典型区实施前后的蒸散的差异比较 ，结合区域实施规划， 可
以评估单项措施实施可能的节水潜力 ； 发展最快的是基于水分生产率的节水潜力估算方法 ； 通常利用遥感估
［74］

算的水分生产率结果，按照区域农田或作物水分生产率水平达到一定标准计算得到节水潜力
［35，
64］

“径流（ 地表 + 地下） = 降雨!蒸散发 ”是流域水循环的基本原理

。

。 过去由于蒸散发观测手段有限，

水资源评价方法高度依赖地面观测的径流数据 ，利用观测得到的径流数据评估天然河川径流量 。然而地表和
地下径流量只占降水量 20% ～ 30% （ 湿润地区占 60% ） 左右，且径流又受到强人类活动的干预和影响， 加上
人类活动用水量统计数据失真，径流性水资源评价口径狭窄、 缺少“自然-社会 ”复合的水资源动态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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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径流形成的水资源评价理论与方法已难以科学 、客观、准确地量化水资源量及演变特征 ，也不能满足新
［75］
时期水问题系统治理的实践需求 ，结合环境需水和生态耗水，发展基于 ET 和降雨的水资源评价模型将是
未来水资源评价的发展方向。
基于遥感的蒸散数据产品可以与点尺度降雨量估计的精度相媲美 ，在流域尺度具有良好的不确定性水平
（ 25% ） ［76］，从而促使人们对水资源量的估算有了新的认识 ，提出了流域人类活动可消耗的水资源量即是流
［77］

域降水总量扣除流域自然 ET 与外流径流量后剩余的水资源量

。可消耗水资源量是流域内所有人类干预措

施后的流域人类可耗水量的上限 ，对自然景观的任何新的人为干预都可能改变这种平衡 。
纵观流域水循环的整个过程，只有蒸散发（ ET） 是流域水资源的真正消耗量，当 ET 超越流域水资源的承
载上限将诱发河湖萎缩、地下水超采、生态环境恶化等系列问题。在流域水资源日渐匮乏的情势下 ， 控制并
［78］
［78-79］
。ET 不
减少流域 ET、设定合理的流域目标 ET 、 开展“ET 管理 ”已成为流域水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
［23］

仅受气候、地形、植被等自然特征影响，也受耕地开垦、灌溉等人类活动影响

，具有“自然-人工 ”二元属

［77，
80］
性。ET 可分解为自然 ET 与人类活动 ET，其中自然 ET 是地表自然过程消耗的降水量， 而人类活动 ET

则是由耕作、灌溉、水库水面蒸发等人类活动新增的耗水量 。自然 ET 属于不可控 ET， 其大小取决于气候、
［80］
土壤、地形等自然特征 。 人类活动 ET 属于可控 ET， 其因人类活动而起， 又因人类活动强弱而改变。
“ET 管理”就是要控制或削减人类活动产生的 ET，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消
耗的目标。
灾害遥感

1． 4

洪水和干旱是流域尺度上的主要涉水灾害 ，遥感为复杂环境下获取致灾环境 、致灾因子提供丰富、 全面
［81］

的信息
［82］

容

。快速、准确地监测洪水淹埋面积、 洪水水深以及洪水持续时间等主要特征是洪水遥感的主要内

。洪水遥感监测是遥感应用得较早的内容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已经得到大范围的应用［82］， 特别是

1998 年的大洪水检验了遥感监测洪水的有效性、 及时性和准确性， 尽管如此， 时至今日， 遥感在洪水监测
中仍然没有纳入到日常的体系，通常只应用于应急响应。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 流域水资源短缺问题突出， 流域干旱灾害发生频率呈现增加趋
。传统的干旱监测方法更多地依赖于地面观测点的降水量 、 气温、 农气站点的土壤墒情等观测资料，

［83］

势

站点的数量和布局无论是在数据代表性还是时效性上均存在不足 ，而且站点测量方法的不一致性以及测量位
置的选择给数据和产品的使用带来了一定困难 。遥感是旱灾监测最有效的手段，借助光学、热红外、 微波遥
［84］

感波段反演各种指数，监测植被生长状态

、环境状态 （ 如降水量、温度、土壤含水量 ） ［85-86］等各个参量变

化，直接或间接表征植被遭受水分胁迫条件的状态和变化来监测干旱 。
干旱是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无法单纯依靠某一个指标得到精确结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干旱遥感监测
研究倾向于多源遥感信息的综合方法研究 。开始考虑综合降雨指标、植被形态和生理指标以及作物物候 、 灌
溉等信息，相继发展了不同的综合监测模型 。综合利用气象干旱指数 （ SPI、PDSI） 、 植被指数以及灌溉、 地
［87］
形等信息，通过分类回归树的方式，建立植被旱情响应指数 （ VegDＲI）
和适用于中国区域的综合旱情监测
［88］

模型及作物不同生育期的旱情监测模型

。 针对不同农气分区不同物候期， 建立了表征季节性变化和区域
［89］

差异的修正的植被健康指数以及分区多指数干旱综合监测模型

。 多变量干旱指数 （ MDI） 综合考虑降水、
［90］

径流、蒸发、土壤水分等要素，能够同时用于气象、农业和水文干旱监测

。 为了有效地监测中国粮食主

［91］
。 但由于干旱影响因素众
产区旱情，基于降水、土壤水分状态和植被指数构建了累积旱情指数 （ PADI）

多、演变机制复杂，因地域差异、环境影响以及不同植被本身的抗旱特性差异 ，使得有些光谱特性并不一定
正确反映受旱程度，仍需要完善干旱机理研究，协同多种遥感传感器，耦合相关的地学、气象学、生态学以
及农学模型和参数，多源数据驱动的干旱监测模式将有一个广阔的前景 。
气象干旱指数（ 如 SPI、SPEI 和 PDSI 等） 只能反映自然条件下旱灾的范围、 发生频率等， 而用遥感监测
农业干旱反映的是实际作物或植被受水份胁迫的状态 ，通过比较气象干旱和遥感农业干旱特点的变化 ，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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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遥感
遥感可以迅捷地获取流域尺度生态环境要素或功能的长时间序列空间分布状况 ，如植被生长状况、 生物

多样性、水质等。这些要素或功能为评价或定量估算部分生态过程提供了基础参数 ，如伴随着降雨水文过程
发生的水土流失、面源污染等生态过程，针对生态退化而兴建的生态工程建设过程与工程扰动变化信息 ， 河
道与湖泊侵占以及生态红线区域面积与功能的变化监管等 ； 此外，遥感监测手段也为流域尺度出发的跨区域
［92］
生态补偿和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
水土流失是发生在流域陆地表面自然与人文交互耦合的复杂地理过程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利用遥感结合
［94］

建立的数学方程来定性评价与定量估算流域尺度水土流失强度等级分布或侵蚀模数

， 如针对面蚀过程的

遥感快速定性评价方法，需要通过遥感监测方式获得流域尺度植被覆盖度 、耕地分布，结合地形坡度分布即
可获得流域水土流失强度等级分布， 而经典的水土流失定量模型 ＲUSLE（ The Ｒevised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 中，水土保持、植被覆盖因子也需通过遥感监测手段获得 ， 结合降雨侵蚀力和地形因子， 估算流域
［95 ］
。
水土流失侵蚀模数
［96 ］

面源污染是指溶解性固体污染物在降水和径流冲刷作用下汇入受纳水体而引起的水体污染

， 由于涉

及到包括气象、水文过程、水力过程、物质迁移、化学物质形态相互转换等多个过程 ，面源污染负荷定量估
算涉及因子众多。但在流域尺度，通过多年的地面观测基础数据，可以建立基于遥感监测和地面统计数据相
［97］

结合快速估算模型-输出系数法

，其中最重要的土地利用单元参数可通过遥感监测的方式获取 。

水质指标主要为叶绿素、悬浮物、黄色物质（ 溶解性有机物 CDOM） 以及与其相关的藻蓝素、 透明度等。
通过遥感指数与叶绿素、悬浮物、黄色物质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通过实测水质数据与光谱数据之间的经验公
［98］

式，构建经验与半经验以及综合分析模式而获得

。 目前利用遥感技术能较好地进行实际监测的参数有：

叶绿素 a、湖（ 库） 水体的富营养化、悬移质泥沙含量、浑浊度、透明度和水体热污染， 对湖库水华爆发、 海
［99］

洋赤潮和污染的动态监测也非常有效

。 水华是水体富营养化的常见表象， 是水体中藻类爆发性生长， 聚

集水体表面的表现形式，也是流域面源污染的水质响应形式之一 。与传统布点采样的监测方式相比 ， 遥感监
测方式不仅快速、成本低，也能全面掌握蓝藻水华的分布范围与变化过程 ，如应用于太湖、巢湖、滇池等重
［99-100］

要饮用水源地

。

为解决以流域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沙尘暴等自然灾害为代表的流域生态退化问题 ，中国先后开展了
［101］
，但是这些工程的生态效益如何，会产生哪些问题需要科学的解答， 遥感为流域生
一系列生态建设工程
态治理工程的监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特别是小流域生态工程的监测，通过流域生态工程前期、中期和后
［101-102］
。
期三期生态水文效益的监测对比 ，可有效评估生态工程实施的质量以及实施后的效果等
针对流域河道健康与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监管需求 ，遥感技术可为流域河道与湖泊侵占以及生态红线区域
面积与功能的变化监管提供有效的监测手段 。多时相流域水面面积的变化、水质的变化可精确地提供河道与
湖泊基本水面面积的变化、空间分布的变化、水质信息的变化等信息，为河道与湖泊侵占以及水环境的监管
［103］

提供有效的手段

。同时针对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遥感能够快速提供生态系

统构成及变化、生态景观平均斑块面积变化和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植被参量指标的变化 ，可为生态保护红线
［104］
。
的有效的管控和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底线提供直观 、客观、宏观、准确的技术支撑
［105］
遥感是流域尺度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的重要手段。“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自然资本 ” 将生态系统服
［106］

务价值分为水调节、水供给、控制侵蚀和保持沉积物、养分循环、休闲、文化、 水源涵养

等类型， 其评

价的主要依据来源于下垫面土地覆被组成 。 针对单因子或类型， 也可以通过以遥感为主的监测手段进行评
估，如水文调节方面，在湿润地区，可以通过多时相遥感影像与地形相结合 ，计算现有库容与最大可调节库
［107］

容之差，获取特定时间点流域的水文调节功能

。 此外， 针对水源涵养评估， 利用遥感反演的波段反射

率、植被指数、郁闭度以及 DEM 信息， 根据样地实测数据建立基于 13 个因子的森林水源涵养遥感估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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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型，模型的预测精度达到 79． 24% ，已应用到吉林省柳河县森林水源涵养量的评估中

。

流域遥感数据产品

2

免费的大尺度、长序列、高分辨率的遥感时空大数据的不断涌现及其处理技术的进步 ，能够及时捕捉流
域下垫面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显著的时空变化过程 ，有利于加深人类活动对流域水循环过程 、流域水资源
时空分布变化的理解，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为加深人类活动对水循环过程的扰动 、对水资源时空分布规律
变化的理解提供新的途径。
随着流域下垫面、水循环、水资源、生态环境、灾害以及水利工程等遥感的深入研究 ，所涉及的一些传
统的共性遥感指标与参数算法得到迅速的发展 ，国内外不同机构发布了大量的共性或特性的遥感数据产品，
主要包括流域下垫面关键要素遥感数据产品 ，如土地覆被、 植被结构参数、 地形与地貌、 河流水系、 土壤、
不透水面等遥感数据产品； 流域水循环关键要素遥感数据产品 ，如降水、蒸散发、土壤水、水面等遥感数据
产品； 流域灾害遥感数据产品，如洪水与旱情遥感数据产品等。
这些遥感数据产品将成为公共产品或者随时可以购得的服务 ，不同的机构与用户以及流域管理者均可免
费下载或购买这些数据产品，开展流域管理与评估工作，且这些数据产品在不断更新。每个流域、每个机构
只需要尽可能地使用好这些数据产品信息 ， 即可获得流域内水文、 生态、 环境信息， 满足流域相关数据传
输、管理、集成和综合模拟平台建设的需求 。但是大量的公共数据产品难免鱼目混珠 ，需要加强对遥感公共
［109］

数据产品的质量控制与验证

。

流域下垫面遥感数据产品

2． 1

对流域下垫面所涉及的各类要素而言 ，当前已经涌现出多种多样的遥感数据产品 ，以土地覆被为例， 如
美国 NASA MODIS 土地覆被产品、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研发与发布的空间分辨率为 30 m 的土地覆被
［110］
、清华大学发布的全球 30 m 土地覆盖数据产品［111 ］ 及全国 10 m 土地覆被数据产
产品（ Global Land30）
［112］

品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发与发布的空间分辨率为 30 m 的 1990 年、2000 年、2005 年、

2015 年和 2017 年的中国土地覆盖数据集 （ ChinaCover） ［113］， 为下垫面土地覆被要素的更新提供了新的数据
源； 随着云计算与并行技术的不断进步 ，当前大区域尺度乃至全球尺度的土地覆被及主要要素更新已变得既
简单又快速，如美国马里兰大学利用 Google Earth Engine 平台仅用数天的时间就完成 2001—2012 年全球空间
［114］
，并持续更新到 2018 年。 这些地表土地覆被遥感数据均可以通过这些机
分辨率为30 m 的森 林数据制图

构发布的网址进行免费获取。
以植被结构参数为例，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采用像元二分模型 ， 基于 AVHＲＲ / MODIS 数
据，分地物类别构建了 ChinaCover 植被覆盖度数据集，基于 TSF 滤波的模型结合尺度下推方法，构建了 ChinaCover 叶面积指数数据集，这两套数据时间跨度均从 1990 至今，为月度产品， 其中 1990 至 1999 年空间分
［115］
。 基于 AVHＲＲ 和 MODIS 数据生产的全球陆表特征参量 （ GLASS） 的
辨率为 1 km，2000 年至今为 250 m
LAI 产品［116］； 地球反射偏振测量仪数据（ POLDEＲ） ［117］、欧空局的对地观测卫星搭载的中等分辨率成像频谱
［118］
、宽视域植被探测仪数据 （ SPOT VEGETATION，VGT） 等都提供了植被覆盖度产
仪数据（ Envisat MEＲIS）
［119］

品

，而叶面积指数产品主要包括基于 NOAA / AVHＲＲ NDVI 数据生产的 ECOCLIMAP LAI 产品［120］， 基于

SPOT / VEGETATION 数据生产的两种全球 LAI 产品［119］： CYCLOPES、GLOBCAＲBON 及 1 个区域 CCＲS LAI
［120］

产品

，基于 MODIS 数据生产的 MODIS Collection 5 级的 LAI 产品［120］， 另外还有一些时间限制的 LAI 产

［120］
［120］
，或覆盖空间有限的 MISＲ LAI 产品［120］等。同样，这些植
品，如 PLDEＲ LAI 产品
和 MEＲIS LAI 产品

被结构参数遥感数据均可以通过这些机构发布的网址进行免费获取或通过定制的方式进行获取 ，服务于流域
植被生态遥感监测与评估。
GTOPO30、SＲTM DEM、ASTEＲ GDEM 是当前全球发布的 DEM 数据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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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WWF） 通过其保护科学计划发展与发
究所研制了“1∶ 100 万中国数字地貌图”产品
布的 HydroSHEDS 数据集发布了河网水系和分水岭数据包括 15″和 30″两套数据，流域盆地则包括 1 ～ 12 分级
［122］

； 《中国水图》提供了由水体与水文循环、暴雨洪水与干旱、水资源、 水工程、 古代水利工程与水系

产品

［123］
。
演变等 6 个图组组成，共 91 幅主题图数据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国内外开发与发布了不同土壤数据产品数据集， 包括世界土壤数据库 （ Harmonized

World Soil Database version 1． 1，HWSD） ［124-127］、美国的全球土壤类型分布图数据集［125］、 中国 1∶ 100 万土壤
［124］

、中国 1∶ 100 万空间化的土壤属性数据产品［124］、中国土壤参比数据产品［124］以及区域尺度

空间数据产品

［128］

不同类型的土壤数据产品，如黑河流域数字土壤制图产品
［127］

tlement） 数据产品
的相关研究。
2． 2

等； 欧空局发布的不透水面 （ Global Human Set-

［129］

以及长江经济带不透水面数据集

等，均可服务于流域下垫面生态格局、 功能与变化

流域水循环遥感数据产品
对于流域水循环所涉及的各类要素 ，遥感为水循环提供了独特的数据产品 。以降水为例，全球目前共有

30 余套降水栅格产品，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 NOAA） 研制的全球降水产品 （ GPCP
［5，
130］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研制的全球降水产品 （ CMOＲPH） ［131］、 美国地质调查局研制的
与 PEＲSIANN）
［132］
、美国国家宇航局与日本太空探测署联合研制的热带降水测量卫星全球降水数
全球降水产品（ CHIＲPS）
［48］
、新一代全球降水测量使用卫星全球降水数据产品 （ GPM） 等［133］。 其中 GPCP 降水产品空
据产品（ TＲMM）
［5］
间分辨 率 为 2． 5°， 时 间 分 辨 率 为 月， 覆 盖 全 球 所 有 的 范 围， 时 间 覆 盖 范 围 从 1979 年 延 续 至 今 ；
PEＲSIANN降水产品空间分辨率为 0． 25°，时间分辨率为 3 h、6 h 与 1 d，覆盖南北纬 60° 范围内的地区， 产
［133］

品自 1983 年延续至今

； CMOＲPH 降水产品从 2002 年延续至今［133］， 时间分辨率为 30 min、3 h 与 1 d，

［131］
； CHIＲPS 降水产品从 1981
空间分辨率为 0． 25°（ 8 km） 的降水数据集，覆盖全球南北纬 60° 范围内的地区
［131］

年延续至今，覆盖全球南北纬 50° 范围内的地区， 空间分辨率为 0． 05°， 时间分辨率为天 / 旬 / 月

； 目前

TＲMM 发布 了 空 间 分 辨 率 为 25 km、 时 间 分 辨 率 为 3 h 的 TＲMM 3B42 降 水 产 品 与 月 降 水 产 品 TＲMM
3B43［48］； 目前 GMP 对外发布空间分辨率为 0． 1°，时间分辨率为 0． 5 h、1 d、7 d 与 1 个月， 覆盖全球南北
［133］
。
纬 60° 之间的降水产品
以蒸散发为例，目前不同学者与机构已发布了相关的陆表蒸散发数据产品 ，包括全球陆表蒸散发数据产
［134］
、NTSG 全球产品［135］、MPI 全球产品［136］、SSEBop
品与区域陆表蒸散发数据产品， 如 MOD16 全球产品
［137］

、GLEAM 全球产品［138］、PML-2 全球产品［139］； 区域陆表蒸散发数据产品包括非洲 -中东陆表蒸

［140］

、黑河流域陆表蒸散发数据产品［141 ］与海河流域蒸散发数据产品［23］以及中国北方地区蒸散发数

全球产品
散发产品

［23］

据产品

等。这些降水与蒸散发遥感数据均可以通过这些机构发布的网址进行免费获取或通过定制的方式
进行获取，服务于流域水平衡分析、灌区水资源管理等工作。
随着微波辐射亮温以及辐射传输理论模型的大力发展 ，陆续发射的 AMSＲ-E / AQUA、AMSＲ2 / G-COM1、
MWＲI / FY-3、SMOS 和 SMAP 等卫星，利用其携带的被动微波辐射计监测地表水分状况 ， 发布了全球土壤水
［142］
，有日产品、旬产品和月产品， 时间跨度从 2000—2011 年， 产品数据分辨率为 25 km × 25 km，
分产品
采用统一的 EASE GＲID 投影方式。中国的 FY-3 号（ FY-3A、FY-3B、FY-3C） 系列卫星也搭载了微波辐射计
MWＲI，发布对应的土壤水分监测方法， 形成日， 旬和月的土 壤 水 分 产 品， 发 布 的 产 品 从 2009 年 至 今。
AMSＲ2 是 AMSＲ-E 的后续传感器，AMSＲ2 搭载于全球观计划 GCOM-W1 卫星，日本宇航局（ JAXA） 发展了基
于 AMSＲ2 的土壤水分算法，自 2012 年 5 月份起提供逐日产品。SMOS 是一个 L 波段被动微波传感器， 该传

感器可以提供 0 到 55° 的多角度、双极化、全球范围的观测，空间分辨率为 30 km，时间分辨率为 3 d。为满
［143］
， 每两三天提供高
足水循环科学应对自然灾害的应用要求 ，最新的 SMAP 计划的首批地球观测卫星之一
时空分辨率的全球土壤水分数据，SMAP 计划观测数据可以增强模型模拟和数据同化能力 ， 提高深层土壤水
分和生物系统碳循环监测能力，提高洪水和干旱灾害的监测能力。SMAP 遥感卫星直接探测浅层土壤水分（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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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m） ，同时为了满足更多应用需求，利用模型反演1 m 内的土壤不同层的水分含量。将 SMAP 卫星观测到的
表层土壤水分数据与土壤水分同化系统结合 ，SMAP 首次估算 1 m 内深层土壤水分， 并生产和发布 4 级产
［143］
。这些土壤水分产品均可以在官方机构免费获取 ，为
品，提供空间分辨率为 9 km 的深层土壤水分数据集

流域水管理提供长时间序列、稳定的数据集。
［144］
、 全球
水面数据有全球 1984—2015 年 30 m 空间分辨率地表水数据集 （ Global Surface Water Dataset）

1995 年至今的湖泊水面数据集［145］、全球 1999 年至今的每 10 d、300 m /1 000 m 地表水体数据集，全球每天
［146］

的水体制图产品

等。这些全球水面遥感数据均可通过这些机构发布的网址进行免费获取或通过定制的方

式进行获取，可为流域尺度内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影响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
2． 3

流域灾害遥感数据产品
目前国内外发布的洪水信息产品主要是区域数据产品 ，如基于 LANDSAT 和 TerraSAＲ-X 多源遥感数据，

［147］
， 中国水利部建立了全国水雨情信息
综合利用多分类方法生成了马来西亚 Terengganu 地区的洪水产品

网，结合气象部门提供的 FY-2E 气象卫星和日本 MTSAT 静止卫星的红外云图、 水气云图和可见光云图数
据，生成洪水实时监测与预测产品（ http： ∥xxfb． hydroinfo． gov． cn / ） 。而目前国内外发布的有关旱情产品数据
同时包括全球与区域数据产品，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 NOAA） 卫星应用和研究中心 （ STAＲ） 发布了
［148］

全球干旱遥感指数产品，基于该产品中相关指数信息生成干旱监测分布图

。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粮食和

农业信息及预警系统 （ GIEWS） 联合开发了农业干旱胁迫指数 （ ASI） 数据产品， 能够早期识别可能受到旱情
或旱灾（ 极端情况下） 影响的农业地区。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于 2006 年建设了 DroughtWatch 全
［149］

国旱情遥感监测系统，基于该系统自 2006 年以来定期发布全国耕地旱情监测旬产品

。这些流域灾害遥感

数据产品，可为流域洪水与旱情的监测与影响评估提供及时且快速有效的数据支撑 。

3

流域遥感面临的挑战
人类活动已改变了流域的下垫面结构 、流域水循环过程与转化机制， 现有的常规观测手段已经不适合、
［150］

也满足不了流域水资源管理与实践的需求 。遥感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

，呈现多光谱、多空间和多时间分辨

率的特点，可为流域尺度的数据获取、 信息提炼和知识抽象提供综合监测手段和高精度的流域遥感数据产
品，为流域管理提供独特的数据源，且费用低廉。然而，流域遥感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
（ 1） 流域遥感数据产品常规应用相对较少 ，应急使用较多。以地表水面监测为例，遥感数据的使用仅限
于汛期洪水动态监测与灾情评估 ，非汛期的常规监测很少，大量的遥感数据产品很少用于水文模式的改进 。
（ 2） 行业管理部门应用较少。目前的数据产品尽管很多，业务部门仍然心存疑虑，不放心使用， 又缺少
连续的现场观测数据对遥感方法或模型进行有效的标定和验证 ； 流域机构自己处理遥感数据时，既需要较大
的投资，又需要有专业技术人员的配置，处理结果的质量往往不理想，时间上也不能及时提供，从而挫败了
流域机构利用遥感的信心。
（ 3） 知识结构的取向。流域行政管理部门中多以传统水资源研究方向的专业技术人员为主 ，而能应用遥
［2］

感的专业技术人员较少

，知识结构的限制难以在流域行政管理部门有效开展流域遥感监测与分析 ， 亟需

改善流域行政管理部门相关人员的知识结构 。这也是遥感分析在流域土地利用分类中能得到广泛应用 ， 而在
其他流域管理中难于推广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
众多资源、气象、重力与测距等遥感卫星发射以及各类航空与无人机遥感的发展 ，为流域遥感提供了多
样且极为丰富的遥感信息，随着遥感监测方法的快速发展， 为服务于流域综合管理活动全方位的信息的要
求，流域遥感需结合这些不同类型传感器遥感信息自身的优势 ，从问题出发，发展出一些易于处理且能够反
映流域特征的数据指标，充分挖掘遥感观测数据隐含的深层指示性特征 ，构建具有指示性意义的新型流域遥
感指数数据产品，开展流域水文水资源遥感应用研究。 例如对地表水下渗、 自然地表蒸散发、 城市热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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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城市内涝等具有重要影响的流域不透水面要素
［21］
法相对简单 。

， 能够利用流域不透水面指数实现快速提取， 识别方

精度往往是拒绝使用遥感数据产品最简单 、最粗暴的理由。事实上，所有数据都有精度问题，常规数据
的精度可能更低，只是人们已习惯而不予计较。一方面，流域遥感数据产品应以形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为目
［120］
、 多传感器联合反演降水数据产品［152］、 基于遥感的流域区
标，如前面提到的 CYCLOPES LAI 数据产品
［141］
， 充分利用所有可
域蒸散发监测方法（ ETWatch） 及其产出的多尺度-多源数据协同的陆表蒸散发数据产品

用的遥感观测数据，发挥不同遥感观测数据的优势，已经成为反演高精度、高分辨率流域遥感数据产品的主
［153］
。随着各类亚米级、甚至厘米级高分辨率和高精度遥感信息不断涌现 ，未来应利用多源协同遥感
流途径
观测与分析处理方法，充分结合多种遥感观测数据的优势 ，充分利用各种更高精度、更高分辨率遥感海量数
据，考虑融合与同化不同类型遥感信息 ，形成合力，提高流域遥感数据产品的精度，开展流域精细尺度水资
源管理研究。另一方面，流域管理中也需要管理人员摆脱原有学科的束缚 ，大胆地应用流域遥感数据产品。
流域遥感要与云计算结合， 降低流域遥感数据产品生成的技术瓶颈， 让遥感开始真正“飞入寻常百姓
15
家”，如 Google 针对地球观测大数据开发了全球尺度 PB（ 10 bit） 级数据处理能力的 GEE 云平台， 极大提升
了地球观测大数据的处理与信息挖掘能力 。GEE 内置预处理后的长时间序列 Landsat、MODIS、Sentinel 等系
［153］
。 近年来， 深度学习方法逐渐被引入到图像分
列数据，能够快速实现长时间、大范围的动态变化监测
［154］
，利用机器学习的过程对图像所包含的特征信息进行挖掘 ，开展了高精度的水体
割、目标识别和分类中
地物类型的目标识别。

流域遥感与云服务的结合，降低流域遥感数据产品的应用难度和成本 ，将是流域遥感走向实用的主流方
向。流域遥感云服务以下垫面、水循环、水灾害等数据产品为主体，结合地面观测及众源数据的汇聚 ， 任何
［37］
人都可以通过几行简易的命令查看 、处理、分析遥感数据， 并可轻松实现流域、 子流域的分析应用 ， 开
发应用工作（ app） ，提供水资源评估等流域管理决策支持 。依托云服务，流域管理将实现跨越式发展， 无需

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进行硬件设备的采购和维护 ，大幅节约发展中国家开展流域管理的投入 。通过在云端搭
建流域管理的全流程解决方案，云服务的个性化定制、移植与维护的成本也显著降低。云服务可使任何人在
任何地方，通过简单的交互式命令，就能快速查询、处理和分析众源与大尺度对地观测数据 ，满足特定流域
［109］
。
的监测与评估

4

结

语

流域的综合管理需要及时、完整、连续和高精度的监测信息支撑。流域遥感对流域下垫面、水循环、 水
资源、生物及地球化学循环、自然灾害和人类社会活动信息的提炼和知识抽象 ，可为流域系统科学发展和流
域综合管理提供综合监测方法和高精度的流域遥感数据产品 ，包括高分辨率、多时相以及近实时的流域下垫
面、水循环、水资源、水灾害以及生态环境关键要素监测信息 。流域遥感需与云计算结合，降低流域遥感数
据产品生成的技术瓶颈，且需与云服务结合，降低流域遥感数据产品的应用难度和成本 。流域遥感数据产品
将成为公共产品或者随时可以购得的服务 ，不同的机构与用户以及流域管理者均可免费下载或购买这些公共
数据产品信息，且在对遥感数据产品验证的基础上 ，可大胆地选用经过验证的流域遥感数据产品开展流域水
资源、水环境及生态的管理与评估工作 。每个流域、每个机构只需要尽最大能力使用好这些公共流域遥感数
据产品信息，即可获得流域内水文、生态、环境全方位信息，满足流域相关数据传输、管理、集成和综合模
拟平台建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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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shed remote sensing： definition and prospective *
WU Bingfang1，2 ，ZHU Weiwei1 ，ZENG Hongwei1，2 ，YAN Nana1 ，CHANG Sheng1 ，ZHAO Xinfeng1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Ｒemote Sensing Science，Aerospace Information Ｒ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 Ｒemote sensing is widely used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 and watershed scie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finition，progress and prospective of watershed remote sensing，and provides a systematic summary of relevant watershed remote sensing data products． Watershed remote sensing studies the
analysis capabilities for underlying structure，water cycle，water resources，water hazards and watershed ecology and
provides related remote sensing data products． These product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continuously updated public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timeliness，completeness，continuity and high accuracy of
monitoring information for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 The combination of Watershed remote sensing and cloud
computing could reduce the bottleneck of the generation of watershed remote sensing data products． Combined with
and cloud services，the difficulty and cost of watershed remote sensing data products application can be reduced，
which will be the mainstream direction of watershed remote sensing towards practicality，thus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support for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
Key words： watershed remote；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 watershed science； remote sensing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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