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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计划＂三期项目执行摘要 ＩＤ．１０３６７

荒漠化遥感监测和评价
欧方项目负责人： Ｐｒｏｆ．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ＤＥＬ ＢＡＲＲＩＯ， ｇａｂｒｉｅｌ＠ｅｅｚａ．ｃｓｉｃ．ｅｓ
中方项目负责人： 高志海研究员， ｚｈｉｈａｉ＿ｇａｏ＠１６３．ｃｏｍ； ｚｈｇａｏ＠ｃａｆ．ａｃ．ｃｎ
包玉海教授， ｂａｏｙｕｈａｉ＠ｓｉｎａ．ｃｏｍ； ｂａｏｙｕｈａｉ＠ｉｍｎｕ．ｅｄｕ．ｃｎ
荒漠化已成为世界上最为严重的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之一。目前，全世界约有４０％的
陆地和３２％的人口正面临着荒漠化的威胁。中国是受荒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蒙古国也同样遭受着由于过度放牧、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所导致的土地退化和荒漠化
问题的困扰。因此，如何防治荒漠化成为中国和蒙古的重要议题，其中荒漠化监测和
评估是建立荒漠化早期预警系统进而控制荒漠化进程的科学基础。
本项目的目标是基于ＥＳＡ、中国和其它相关的地球观测数据，并结合相关的气象数据
和环境监测数据研建一个适用于中国和蒙古的荒漠化定量监测和评价系统，计划进行
如下研究工作：
（１）基于光学和雷达数据相结合的荒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分类和制图技术研究；
（２）基于多光谱和高光谱遥感的稀疏植被参数遥感算法研究；
（３）基于遥感数据、气象数据和其它相关环境数据相结合的国家和区域尺度荒漠化
＂基准＂研究；
（４）通过植被覆盖、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植被降水利用效率（ＲＵＥ）及其改进型
（２ｄＲＵＥ）的趋势变化分析，研究荒漠化评价的最优指标，这也是目前实施的ＥＳＡ
荒漠化观测推广项目（ＤｅｓｅｒｔＷａｔｃｈ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的内容；
（５）国家和区域尺度荒漠化评价系统研建；
（６）气候变化背景下人类对荒漠化进程的影响研究；
（７）荒漠化遥感评价研究领域青年学者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