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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 遥感指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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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指数作为遥感信息的一种有效描述，在对大气、海洋、土壤和植被等进行定
性、定量评估时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合成孔径雷达（SAR）技术利用微波与地表相互作
用过程感测地表，SAR 遥感拥有丰富的地表散射强度和相位信息，具有一定物理意义又高度
综合表征地物信息的 SAR 遥感指数便于 SAR 遥感技术的业务化应用，文章通过文献调研，

对 SAR 遥感指数及其在土壤表面状况监测、植被生长状况监测和植被信息快速提取中的应

用研究现状进行分析。首先对 SAR 相关指数进行整理，根据反映的地表覆被状况将其划分

为土壤指数与植被指数两大类型；然后，分别针对 SAR 遥感中具体的土壤指数和植被指

【结果 / 结论】国内外学者
数，从指数定义、物理意义、应用和精度等方面分析其优缺点。
对 SAR 遥感指数开展了众多研究，但目前 SAR 遥感指数还存在一些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
需要充分挖掘多模式、多极化、多波段、多时相 SAR 遥感数据的丰富信息，融合光学遥感

及其他数据，从机理出发，构建更多物理意义明确的 SAR 遥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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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可用遥感数据的迅速增多，如何有效利用遥感数据提取地表信息成为一个重

要研究内容。遥感指数通过合理组合遥感数据信息，形成地表覆盖状况对遥感信息的数
学表达，有助于快速准确地提取地表土壤及植被的有效信息。光学遥感中常用的植被指
数，如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NDVI）、比值植被指数（Ratio

Vegetation Index，RVI）等，利用绿色植被在不同波段不同的光谱反射特性，对光学遥感
中不同波段的反射率建立数学运算关系，从而有效描述绿色植被特征，在地质勘察、地

图制图、作物生长评估、土壤覆盖分类以及海洋监测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1-2］。微波遥

感，特别是作为主动微波的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SAR）遥感，不仅
包含了丰富的地表散射幅度信息，还包含了相位信息，此外，其后向散射信息不仅包含

了地表植被结构、生物量、植被含水量等信息，还与土壤湿度、土壤粗糙度等信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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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随着 SAR 技术逐渐向高分辨率、多波段、多极化、多视角、多工作模式转变，

SAR 遥感数据中包含的信息越来越丰富［3-5］。因此，根据土壤、植被、水体等地物的散

射特性，充分利用多波段（C 波段、P 波段、L 波段等）、多极化（HH、VV、HV 和 VH

极化）、多角度的雷达后向散射数据，形成表征地物特性的有效指数亟待解决。

目前国内外已有利用不同 SAR 遥感指数进行微波遥感监测的研究［6-8］。随着 SAR 数

据的增多和 SAR 遥感应用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 SAR 遥感指数开始出现，然而对各个

指数的物理意义、适用范围、误差来源等信息的总结分析鲜见报道。为了对 SAR 遥感应
用提供适用参数借鉴，文章将对已有的 SAR 遥感指数进行整理，根据主要研究对象和地

表覆被情况，将 SAR 遥感指数分为土壤指数和植被指数，并给出各个指数的定义、物理
意义及其适用范围，在对 SAR 遥感指数研究现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指数未来发展趋
势进行展望。

1

SAR 遥感指数的发展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随着雷达传感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SAR 数据开始出现，

SAR 遥感技术的应用也受到了广泛重视［3］。然而，面对丰富的微波散射信息，研究者们

进行了很多尝试，努力挖掘应用这种不受气候影响的主动遥感信息［6-8］。作为有效描述地

表反射或散射特性的数学表达，遥感指数也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 SAR 遥感应用领域
发展起来。

SAR 遥感指数一般利用不同时相、不同角度或不同极化的后向散射系数之间的数学

运算降低噪声、增强待提取特征来实现地表信息的有效获取。由于雷达后向散射系数是
地表土壤与地表覆盖植被散射回波共同作用的结果，植被覆盖地表与裸露地表 SAR 回

波信号主要组成有很大差异。因此，针对植被稀疏覆盖或裸露的地表，一般研究的是土

壤与雷达后向散射系数的相互作用，而对于植被覆盖地表则主要研究如何从雷达后向散

射系数中提取地表覆被信息。例如，在土壤指数方面，Wagner 等［9］ 与 Sabrina 等［10］ 先

后给出了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土壤湿度指数（Soil Moisture Index，SMI）。Mattia 等［11］则
提出了基于裸土表面的土壤粗糙度估计指数。在植被指数方面，Pope 等［12］根据极化组

合和植被散射特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 4 个植被生物物理指数：生物量指数（Biomass

Index，BMI）、体积散射指数（Volume Scattering Index，VSI）、冠层结构指数（Canopy
Structure Index，CSI）和交互类型指数（Interaction Type Index，ITI），这 4 个植被指数

对植被不同性质的敏感度不一样，能够表征不同方面的植被散射特性。这些指数的提出
为土壤水分、土壤粗糙度、植被生物量乃至雪面粗糙度［13-14］、干旱监测、植被信息的
提取等研究提供了借鉴。在此基础上，综合其他数据（例如光学遥感数据或模型同化

数据）与 SAR 数据的指数也不断出现。例如，Kim 等［15］提出了多源指数—融合植被指

数（Fusion Vegetation Index，FVI），将光学植被指数（Optical Vegetation Index，OVI）与
具有估测植被生长状况能力的雷达植被指数（Radar Vegetation Index，RVI）［16］ 结合来

丰富植被信息。周洪奎等［17］ 则基于 SMI 指数，综合同化数据提出了标准化湿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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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ed Soil Moisture Index，SSMI）。

SAR 遥感指数越来越丰富，应用范围逐渐扩大。该文选取 SAR 主要的土壤指数和植

被指数（如表 1）进行分析总结。
表1

主要的植被指数和土壤指数

Table 1 Major vegetation and soil index
指数

型

缩写

土壤指数

类

指数英文全称

指数中文名称

主要功能

作者

Soil Moisture Index

土壤湿度指数

估测土壤湿度，土壤水分监测

Re［ρRRLL］

Sabrina 等［10］

土壤粗糙度指数

估算土壤表面粗糙度

Polarization Salinity Index

Schuler 等［14］

土壤含盐量指数

估算土壤含盐量

韦建波［26］

Index

雷达森林退化指数

区分植被、森林退化情况或

Saatchi 等［29］

BMI

Biomass Index

生物量指数

VSI

Volume Scattering Index

体积散射指数

CSI

Canopy Structure Index

冠层结构指数

衡量植被中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
区分植被、提供植被冠层信息

Kim 等［16］

估计植被绿度、活力和其他

Kim 等［15］

SMI

Re［ρRRLL］
PSI

植被指数

2

RFDI

Radar Forest Degradation

RVI

Radar Vegetation Index

雷达植被指数

FVI

Fusion Vegetation Index

融合植被指数

森林生产力状况
区分植被和非植被区域以及
倾斜和水平地形
估计森林冠层的体积散射，该指
数可用于分离森林区域

结构参数的信息

Pope 等［12］
Pope 等［12］
Pope 等［12］

土壤指数
土壤指数是描述土壤参数对后向散射系数敏感性的一个指标。雷达后向散射与土壤

的关系十分复杂，后向散射系数不仅受到土壤几何状态，例如土壤粗糙度的影响，还受
到土壤介电特性的影响，而土壤湿度与土壤含盐量是影响土壤介电特性的重要因素，这
是建立土壤指数的基础。因此，针对土壤的 SAR 遥感指数主要包括土壤湿度指数、土壤

粗糙度指数和土壤含盐量指数等。
2.1

土壤湿度指数
土壤湿度指数（SMI）是在土壤水分上下限和给定土地利用类型确定的假设下，给出

的一种基于遥感数据时间序列的土壤表面水分指数。其定义为：
（1）
式（1）中，σ0dry 和 σ0wet 分别表示以 dB 为单位的后向散射直方图 5% 和 95% 位上的

sigma naught 值，代表了每个土地利用组合和月份中的土壤湿度最低饱和度和饱和状态。
σ0 是以 dB 为单位的后向散射的 sigma naught 值。

SMI 通过对遥感数据进行时间尺度上的分组，削弱土壤表面和植被性质的影响。计

算所得的数值并不是真实土壤湿度数值，而是相对于饱和状态和干燥状态的相对湿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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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场景实验利用干燥和湿润循环状态下 SMI 与降水量的相关性对

SMI 进行评估，结果表明 SMI 与前期降水量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

SMI 可用于土壤水分监测、干旱监测和土壤水分含量快速估算等。早在 1999 年，

Wagner 等［9］利用 ERS 的时间序列数据开发了类似的土壤湿度计算公式，所计算的土壤

湿度指数在估算土壤水分含量时的结果表明，在 0~20 cm 层的土壤水分均方根误差中有

95% 的值小于 8.1%。但由于 ERS 散射对土壤渗透深度的敏感性有限，其数据所估算的
土壤水分精度有限。Marcelo 等［18］也使用 SMI 进行了巴西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土壤湿度分

类，Sridhar 等［6］ 利用 SMI 进行了干旱程度监测，而 Zhang 等［19］ 利用 Sentinel-1 遥感影

像估算鄱阳湖地区土壤水分指数。具体应用中，在 SMI 基础上也出现了一些改进指数，

例如 Martínez-Fernández 等［7］定义的土壤水分亏缺指数（Soil Water Deficit Index，SWDI）
和周洪奎等［17］ 基于同化数据的标准化湿度指数（SSMI）等，在干旱监测中也进行了有

益的尝试。总体来说，SMI 计算中仅使用了遥感数据，因此对实测数据稀缺的地区估计

土壤湿度具有很大的作用。但是缺乏实测数据也使得 SMI 结果易受实际降水量的影响，

较低的前期降水量会导致 SMI 值偏低，而较高的前期降水量会导致 SMI 值偏高。此外，

SMI 的准确性还受 SAR 数据的时间序列长度、研究区大小和土地利用分类精度等因素的
影响。
2.2

土壤粗糙度指数
土壤粗糙度［20］是影响土壤性质的一个重要参数，同时也是影响微波遥感后向散射

系数的重要因素之一。Mattia 等［11］利用在一定范围的表面粗糙度下，圆极化相关性大小
和电磁粗糙度的密切相关这一特点，使用将圆极化相关性大小作为土壤粗糙度指数，定
义为：
（2）
，是由3种

式（2） 中，
极化信号组成的互为共轭的一对参数。
通常，土壤粗糙度和

之间存在反比例关系，随着土壤粗糙度的增加

值会降低。对于粗糙区域，

0.6

［11，21］

。

土壤粗糙度指数

的

的取值为 0.2~0.5，而对于平滑区域，取值范围为 0.5~

减少了土壤粗糙度估测中介电常数等参数的影响，提高了表

面粗糙度估测的准确性。但是

主要用于自然裸露土壤方面。针对土壤表面存在植被

或者明显地形起伏的情况，Schuler 等［14］利用圆形相干的实部

对于表面粗糙度的

估计更加灵敏的特性来解决土壤粗糙度估测问题：
（3）
式（3）中，H 和 V 分别表示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 2 种极化方式，SHH，SHV 和 SVV 为

雷达后向散射系数，φ为地形方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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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土壤粗糙度的关系与

相反，

与土壤粗糙度呈正相关关系［21］。

Marzahn 等［22］对 2 种土壤粗糙度指数进行了性能对比，发现土壤粗糙度和

相关系数 R =0.753 1，与
2

［14］

加敏感

。

之间的相关系数 R 为 0.588 7，即
2

之间的

对土壤粗糙度更

土壤粗糙度指数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例如可以应用于作物耕作活动的监测、作物留
茬的监测和地形测绘等。除此之外，在土壤水分的反演中，也可能用到土壤粗糙度估计
值，例如土壤表面粗糙度的估计值可以作为水云模型的参数［22］。
土壤粗糙度指数为土壤粗糙度估测提供了更为直接有效的工具，然而基于土壤粗糙
度指数的土壤粗糙度估测精度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例如传感器精度、地表覆盖物和采
样区域大小等。
2.3

土壤含盐量指数
土壤含盐量［23］是反映土壤质量状况的一个重要参数。为了衡量土壤含盐量的状况，

有研究［24-26］利用多极化雷达数据不同极化后向散射系数的运算来定义含盐量指数 PSI：

（4）

值。

式（4）中，σ0HV 和 σ0HH 分别表示 HV、HH 极化的雷达后向散射系数的 sigma naught
有研究对双极化数据中不同极化组合与土壤含盐量相关性进行了对比分析［25］，结

果表明 4 种极化数据组合方式 VV+VH、VV/VH、（VV+VH）/（VV-VH）、（VV2+VH2）/

（VV2-VH2）中，与 PSI 类似的极化方式组合，与土壤含盐量之间的相关性最高。

PSI 指数在对河套平原土壤盐渍化反演的研究中得到了应用，有效区分了非盐渍土、

轻度盐渍土、中度盐渍土、重度盐渍土和盐渍土等 5 种不同含盐量的土壤。

结果表明，基于 PSI 指数获得的土壤含盐量反演值和真实值较为接近。然而，目前

这类土壤含盐量反演算法仅在少数研究区域得到验证，无法确定在其他区域的应用效果。

3

植被指数
植被对雷达后向散射系数的影响直接而复杂。植被指数通过建立不同极化数据的

数学组合形成能有效表示植被生长状况、分布和生物量信息的参数。植被几何结构、生

物量、含水量等指标是影响雷达后向散射系数的主要因素［27］，因此，基于 SAR 遥感

的植被指数也主要包括反映森林覆被情况的雷达森林退化指数（RFDI）、生物量指数
（BMI）、以及与植被几何结构密切相关的体积散射指数（VSI）、冠层结构指数（CSI）以
及雷达植被指数（RVI）等。
3.1

雷达森林退化指数
森林退化将明显降低冠层覆盖和生物多样性，对环境乃至气候产生不良影响。雷达

森林退化指数（RFDI）是利用两种极化后向散射系数的差值与加和的比率来估测森林的
退化情况［28］，其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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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0
式（5）中，σHH
和 σHV
分别为 HH 极化和 HV 极化的后向散射系数的 sigma naught 值。

通常说来，交叉极化 HV 信号对体积散射很敏感，而同极化 HH 信号对体积散射和

二次散射都很敏感。因此，综合了 HH 和 HV 极化后向散射数值的 RFDI 能集中反映植
被的体积、生长速度和退化状况等信息［29］。对冠层覆盖、森林结构等比单极化信号更敏

感，使得 RFDI 具有估测森林结构性质的能力［30］。RFDI 取值范围为 0~1。当森林退化严

重时 HV 值较低，则 RFDI 值较大。因此，RFDI 值增大则表征森林退化情况严重［31］。反
之，森林冠层覆盖完整性水平较高的区域，具有较低的 RFDI 值［32］。

RFDI 主要应用于评估森林的退化情况，在区分土地覆盖等级、监测森林受干扰

程度和反演森林特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3-34］，也可以用于区分各种植被类型［30］。

Ningthoujam 等［35］ 利用 S 波段 SAR 数据，基于 RFDI 值进行了非森林类型和森林类型覆

盖变化监测，在 6 m 分辨率模式下总体精度达到了 70%，在 20 m 分辨率下精度达到了
63%。有研究尝试将 RFDI 用于牧场管理状况的识别以及水体、裸土和休耕、农田之间的
分类，相对识别能力较低［32］。

3.2

生物量指数
生物量指数（BMI）主要反映了森林生物量随 HH 极化和 VV 极化信号变化的情况，

定义为［12］：

（6）
0
0
和 σVV
分别是同极化 HH 和 VV 的后向散射系数的 sigma naught 值。
式（6）中，σHH

由于 BMI 的公式不是比率公式，因此需及时纠正斜率影响，否则 BMI 值将会受到

影响。BMI 值主要取决于生物量分布，生物量的增加会导致 BMI 值的增加。因此，地面

生物量较低的裸土表面具有较低的 BMI 值，而森林具有较高的 BMI 值［36］。除了土壤表

面生物量外，土壤表面粗糙度的变化也会引起 BMI 值的变化。例如具有角落反射作用的

淹水森林具有较高的 BMI 值［12］，常绿森林由于绿叶对微波的吸收一般具有较低的 BMI
值［37］。而落叶植被的 BMI 值高于常绿林。

BMI 常用于土地覆盖分类、森林生物量和地面生物量的估计等。微波波长造成的穿

透性差异使得 C、L 和 P 波段分别适合用于不同的情况。C 波段指数主要用于提取上层冠

层特征。P 波段相对于 C、L 波段具有更好的穿透力，与躯干的相关系数更高，所以 P 波

段的指数主要用于主干和分支的估计［38］。L 波段的指数包含了冠层和躯干的散射信息。

C、L 和 P 波段的 BMI 分别表示为 CBMI、LBMI 和 PBMI，其中 LBMI 和 PBMI 常用于区

分木本生物量和叶生物量相对量的指标，CBMI 在检测地形和区分植被类型方面应用较

多［12］。
3.3

体积散射指数
体积散射指数（VSI）在 BMI 的基础上引入了交叉极化散射值，用于估计森林冠层

的体积散射，定义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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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式（7）中，BMI 为生物量指数，σHV
是交叉极化 HV 的后向散射系数的 sigma naught 值。

VSI 值表征植被冠层厚度或密度情况，一般来说，沼泽的 VSI 值最高，高于沼泽森

林。而丛林的 VSI 值高于沼泽森林与高地森林［12］。在 P 波段中，沼泽的 VSI 值约等于
50，其余的均低于 40。

VSI 指数常用于森林的分类。Camargo 等［40］ 利用 VSI 对巴西热带稀疏草原进行土

地覆盖分类，得到了较好的分类效果。与生物量指数（BMI）类似，不同波段的 VSI 适

用范围也不尽相同。C、L 和 P 波段的 VSI 分别表示为 CVSI、LVSI 和 PVSI。PVSI 对区

分高地森林和再生丛林的能力最强。近年，VSI 用于生物量反演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例

如，Crabbe 等［41］将 VSI、VV、VH 以及 VV 等不同极化的后向散射值添加进地表生物量

（Aboveground Biomass，AGB）估测模型的参数中实现了生物量的估计。Shen 等［42］ 则使
用 VSI 实现了鄱阳湖湿地植被生物量的复测。

3.4

冠层结构指数

冠层结构指数（CSI）是衡量植被冠层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的重要指标，是由 HH 和

VV 极化信号的数学运算构成，定义为：

（8）
0
0
式（8）中，σHH
和 σVV
分别是极化方式 HH 和 VV 的后向散射系数的 sigma naught 值。

CSI 表征了植被垂直散射的估计量，研究表明，对于近乎垂直的树干或者有较多垂

直树干的森林，CSI 值比较高，而对于湿地等生态系统，CSI 值较低［43］。高地森林的 CSI
值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生态系统［12］，高地森林 P 波段的 CSI 值高达 60，而对应的沼泽

森林 CSI 仅为 30。CSI 对平坦裸露地表和水体表面没有意义。

C、P 和 L 波段的 CSI 分别表示为 CCSI、PCSI 和 LCSI［12］。PCSI 可以用于区分沼泽

和森林等不同类型的植被，特别是对于分离不同类型的沼泽具有重要价值。CSI 主要用于

区分森林植被的类型，例如有研究采用 CSI 进行里奥翁多不同类型的沼泽森林分类［12］。
Camargo 等［40］则使用 CSI 结合其他指标对巴西热带草原进行土地覆盖的分类。尽管对于

垂直植被的信息提取，CSI 具有较好的效果，但是 CSI 仍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例如双极
化传感器的配置、植被二次散射的影响等。

3.5

雷达植被指数
雷达植被指数（RVI）是另一个表征植被生长状况的 SAR 遥感指数，利用 L 波段的

多极化 SAR 数据组合运算所得，其定义为：

（9）
0
0
0
式（9） 中，σHV
、σHH
和 σVV
分 别 为 HV、HH 和 VV 极 化 的 后 向 散 射 系 数 的 sigma

naugh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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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其取值与植被的冠层结构有关，即

主要受限于体积散射，对入射角和环境条件的敏感性较低［16］。RVI 取值范围为 0~1，光
滑裸露表面的 RVI 值接近 0。随着作物的生长，RVI 值逐渐增大。RVI 与植被含水量

（Vegetation Water Content，VWC）密切相关［45-47］，可以利用 RVI 估算与含水量相关的植
被特性。

RVI 可 用 于 植 被 含 水 量 方 面 的 监 测。Kim 等［45］ 利 用 RVI 估 算 水 稻 和 大 豆 的 整

个 生 长 期 植 被 含 水 量 情 况［44］， 也 分 析 了 小 麦 植 被 含 水 量 与 RVI 的 相 关 性。Haldar

等［47］利用 RVI 对印度西部进行棉花体积含水量的评估。考虑到 RVI 与植被疏密的相关

性，RVI 也被应用于植被覆盖度评估［48］。

具 体 应 用 中， 由 于 后 向 散 射 受 到 地 表 粗 糙 度、 土 壤 湿 度、 雷 达 入 射 角 和 植 被
结构以及植被含水量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高分辨率测量中，RVI 可能带来较大的误
差［49］。
3.6

融合植被指数
融合植被指数（FVI）是将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雷达植被指数（RVI）进行融

合得到的一种多源植被指数［15，50］，定义为：
（10）
式（10）中，α作为调制系数，决定了 FVI 中 NDVI 和 RVI 信息的比例。

作为比较常用的光学植被指数，NDVI 对植物生长状况，特别是植被绿度，具有较

好的敏感性［51］。但是 NDVI 是非线性指数，易受到外界噪声影响［15］。RVI 则是通过植被

冠层等信息来监测植被生长状况，但易受到 SAR 系统固有斑点噪声影响，在城区中会出
现较大偏差［49］。将 RVI 的信息融入 NDVI 后所得到的 FVI 同时包含了植被绿度和冠层信

息，有效利用了 RVI 和 NDVI 两种植被指数的优点，并降低了两者缺点的影响，其性能

会随着 α的大小而变。α不断增加时，FVI 收敛于 NDVI，若 RVI+α=1，则 FVI 的值与
NDVI 相等。当 α=0 时，若 RVI 小于 0.2，则 FVI 中不携带有用信息，否则 FVI 将受到

RVI 的斑点噪声影响［15］。

FVI 在植被分类中综合了 NDVI 与 RVI 的信息，具有更高的可分离性［15］，可用于作

物分类。Kim 等［50］通过对潮坪、森林、海洋、建筑物、盐池和稻田等 6 种土地覆盖类型

进行区分，验证了 FVI 作物分类的效果。

目前，对光学植物指数和雷达植物指数进行多源融合的融合植被指数并不多见，FVI

的性能也受到了光学传感器和雷达传感器两方面的影响，NDVI 和 RVI 的质量决定了其性

能，总体来说精度也有待提高。

4

结论与展望
SAR 遥感指数对微波遥感在农情监测、灾害监测等方面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作为

一种数值表达，SAR 遥感指数能够高效地表示地物信息，目前在这方面也有了大量尝试，
国内外研究提出并验证了许多类型的指数，如土壤水分、土壤粗糙度、植被结构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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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监测等指数。然而，SAR 遥感指数的研究仍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1）从指数的信息量来看，SAR 传感器不断从低分辨率、单波段、单一工作模式向
高分辨率、多波段、多极化、多工作模式转变，可用信息越来越丰富，如何充分提炼这
些信息，得到高性能的 SAR 遥感指数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目前对多极化信息
的利用，主要是通过不同极化后向散射系数的数学组合来构建 SAR 遥感指数，通过极化

分解技术获得不同散射机理的后向散射分量进而构建物理意义更明确的 SAR 遥感指数的
研究还鲜见报道。

（2）从指数的结合来看，多个指数的综合应用有助于消除单信息的误差。例如在土
壤监测方面，可以通过土壤粗糙度指数来消除土壤粗糙度对后向散射系数的影响，从而
提高土壤湿度指数的精度。然而，目前这种综合考虑地物不同要素后向散射影响的合成
指数并不丰富。与光学遥感指数及同化数据结合的指数虽已有少量研究，但目前的结合
还是不够精密，也缺乏从机理层次紧密联系的指数。因此，需要结合多种指数或传感器
数据，从机理上考虑误差影响因素，开发多源指数降低误差影响。
（3）从指数的应用来看，由于受到地形环境、覆被条件及大气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指数的适用范围往往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时效性，是否适合其他区域的研究还需要进一
步验证。例如使用极化组合的土壤含盐量指数主要针对中国研究区建立的，对于其他地
区的不同含盐量类型区分是否具有最佳效果还有待研究。此外，很多植被指数考虑的覆
盖类型多为比较高大的森林覆盖，是否能用于低矮的作物、草地还有待进一步实验。

（4）从微波后向散射误差来看，多极化、多波段 SAR 数据构建的具有一定物理意义

的遥感指数能够估计或消除部分地表因素如土壤粗糙度、植被性质的影响，但仍会受到
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雷达波长、斑点噪声、前期降水量等先验知识的影响，如何
消除或者补偿这些因素对指数的影响，仍值得下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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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SAR remote sensing index
Xie Xiaoman1，Li Li1，2※，Zhang Qianqian3 ，Chen Qiqi1 ，Zhu Dehai1，2

（1. College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2. Key Laboratory
of Remote Sensing for Agri-Hazards，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Beijing 100083，China；3. 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Purpose］As an effective description of remote sensing information，indic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atmosphere，ocean，soil and

vegetation.［Method］Synthetic Aperture Radar（SAR）sensors detect the earth surfac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processes between microwave and earth surface，and SAR remote sensing has

abundant information of surface scattering intensity and phase. Therefore，SAR indices that has a
certain physical significance and highly comprehensively characteriz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siness application. In this paper literatures are summarized，and SAR remote sensing indic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soil surface condition，vegetation growth monitoring and rapid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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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egetation information are reviewed. Firstly，the relevant of SAR are summarized briefly，and
are divides into soil indices and vegetation indices according to the cover condition of the surface.

Then，specific soil indices and vegetation indices in SAR remote sensing are introduced from the
definition，physical significance，application and precision.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re also analyzed and summarized.［Result/Conclusion］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some research on SAR remote sensing related indices，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SAR remote sensing indices. In future research，the rich information of multi-mode，

multi-polarization，multi-band and multi-temporal SAR remote sensing data should be mined，
integrating with optical remote sensing and other data. And SAR remote sensing indices with
explicit physical meaning should b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mechanism.

Key words：synthetic aperture radar；remote sensing index；soil index；veget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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