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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时代，各行各业、各项工作都朝着信息化方向发展。就水利行业而言，其信息化发展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涉及较多的内容和数据，且这些数据时刻都在发生变化，这就对水利行业数据获取与处理提出了极高的

要求。遥感技术能为水利工作的实施提供有用的数据支持，依托遥感技术把握时机、处理数据，有利于水利信息

化的高效推进。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遥感技术在水利信息化中的应用领域，然后分析了遥感技术用于水利信

息化的问题，最后对遥感技术在水利信息化进程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以期为提高水利信息化水平提供有益

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遥感技术　水利信息化　水利管理

中图分类号：TP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22）10-0016-03

遥感技术兴起于 20世纪中叶，是一种利用无人机、

人造卫星及其他飞行器等收集地面目标的电磁辐射信

息来判断地球资源与环境的技术 [1]。因遥感技术能从不

同范围与高度高效、快速、多谱段地进行探测，获取

人类需要的信息，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如水文、

土地、气象观测等 [2]。近年来，随着水利信息化水平的

提高，遥感技术被应用于水利信息化工作中，并在旱

涝灾害监测、水利工程建设及水文地质调查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3]。

1 遥感技术在水利信息化中的应用领域

1.1 水资源监测

当前，遥感技术已成为水资源监测的常用技术 [4]。

在地表水调查过程中，江河湖泊等水体和陆地表面存

在较大的差异，利用光学或雷达等技术能快速提取水

资源信息数据。对于水底土壤与植被而言，光学与雷

达技术受反射光谱的影响较大，此时可利用水体指数

法、形态学方法等技术提取数据，其原理是利用冰雪

对可见光波的反射率提取数据。采取雷达干涉测量能

有效提高信息提取精度，不同区域的水资源监测要进

行不同时段的遥感图像配准，从而适时掌握地表水资

源的变化情况，利用多时相遥感图像技术能快速完成

水资源变动情况的数据提取 [5]。

1.2 水文地质勘查

地下水分布与地质构造等因素有关，利用遥感技

术生成图像提取地质构造、土壤湿度等信息，可对区

域内的地下水资源进行勘探，更为快捷地进行水文地

质勘查，实现地下水资源等信息的提取。同时，利用

遥感图像技术还能进行土壤水分的反演计算，同时根

据植被资源发育情况估算植被覆盖区域内的土壤湿度。

此外，土壤水分含量与介电常数有内在联系，可利用

微波遥感技术抓取土壤水分信息。当前，由于旱情等

因素的影响，多个地区存在地下水过度开采行为，无

序的水资源开采必然造成所在区域的重力变化或地表

沉降等问题，利用遥感技术，通过应用重力卫星对区

域内的重力异常进行反演计算，可及时获取地下水量

的变化等信息，需注意的是采取该方法难以获取精度

高的数据，还需采取雷达干涉技术抓取地表沉降信息，

从而获取精准的地下水盈亏数据 [6]。

1.3 水利规划

在水利规划工作中，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勘测调查

能全面掌握水利数据，从而为水利规划提供有效的数

据。传统的水利规划，一般依据地球图采取野外实地

勘查的方式，若地形图老旧，没及时更新，还要重新

测绘地形图，造成数据的不准确。采取遥感技术进行

水利规划，能获取实时水利数据，并进行地形图可用

性分析，如使用无人机绘制遥感地形图等 [7]。若卫生遥

感资料和地形图内容大致相同，可直接利用卫星图作

为地形图的补充，例如，在河流或河道规划治理中，

可以以遥感技术作为河流或河道地形图的补充，从而

快速完成对水底及河岸的地貌、地形特征等信息的获

取；再如，在河流治理工作中，一般以浮泥作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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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波段进行图像的处理，再用光学处理技术屏蔽掉背

景等信息，得到浮泥等主要信息资料。通过信息技术

相结合进行河流与河道的治理，可使河口的排水分沙

保持孤状态，提高航道的稳定性。

1.4 水环境监测

利用遥感技术进行水环境监测工作，能了解水体

中的固定悬浮物含量、叶绿素含量及其他污染物等信

息，从而为水环境的评估提供有效参考数据 [8]。当前，

依据水体内的叶绿素含量，可获取水中浮游生物的分

布情况。利用遥感反演，可以对河口、航道与水里的

悬浮泥沙量进行实时监测，不需花费太多资金就能完

成监测工作，还可以监测水体中的叶绿素浓度和有机

质含量。遥感技术还能进行水污染监测工作，如通过

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对监测区域水域进行黑臭水体监测，

可以实现长时序、大范围区域内黑臭水体筛查与督查，

同时结合地面监测数据（污染源清单）能客观及时地

定位潜在污染源，促进黑臭水体污染成因精准诊断与

治理，改善地区水环境状况，加强水生态保护。还可

依据水体表面散射与光谱等信息，进行海洋及湖泊的

溢油监测；利用热红外传感技术监测热污染源。总而

言之，利用遥感技术不但可以进行水体内的物质来源、

分布等情况的监测，还能及时发现污染扩散和转移等

情况。

1.5 水旱灾害监测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遥感技术就被应用到水旱

灾害监测上，通过在永定河、荆河等河流进行防洪试

验，构建了 24小时洪涝灾害监测系统。利用遥感图像

可以打造水体淹没模型，明确显示降水量、降水时间、

淹没区域的关系与动态变化，为抗洪救灾等提供支持。

还可利用遥感技术适时抓取水文信息，并与遥感图像

相结合掌握洪涝灾害的发生过程，从而制定合理的抗

洪救灾计划。可通过遥感技术精确度到米级的作物识

别能力，在灾害发生后，快速评估受灾害影响的作物

种植范围和面积，以便形成更具针对性的应急处置方

案。同时可追溯过去多年的水旱灾害情况，用于大规

模历史灾害调查。此外，依据遥感技术还能进行淹没

时长、淹没面积等数据的获取，估算农作物的减产数

量与绝收面积等信息，为后续救灾、灾后重建提供参

考信息。

1.6 水利工程勘测

将遥感技术应用于水利工程勘测，能大大提高工

程勘测效率，为工程质量提供技术支持 [9]。第一，借助

于遥感技术能快速获取工程地质构造数据，分析地质

构造的稳定性，从而减少地质环境对施工的影响。第

二，利用遥感技术监测勘测工程是否存在渗漏等问题。

水利工程多在河流或地下暗河等附近，极易出现渗漏

等问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将遥感技术应用于勘

测工程，可以勘测施工项目附近的地质分布情况，并

详细记录渗漏区域的地质情况，为防渗技术提供参考

依据。当前，遥感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水库等工程建设，

并对水库淹没面积进行精确评估，可以精确反映地形

地貌，为水库施工提供合适的信息数据，例如，借助

遥感影像提取水面面积，可以通过计算机提取影像水

体像元，确定水库在不同水位的面积，然后为水库建

设提供精确的信息。又如，在施工项目的运行过程中，

借助于遥感技术能进行项目周围的水土流失情况以及

岩溶情况等的监测，对施工环境及项目的经济效益进

行科学评估。

2 遥感技术用于水利信息化中存在的问题

2.1 应用水平低

遥感技术在水利信息化领域的应用较为广泛，但

因技术人员的遥感技术水平有待提高，造成不能充分

发挥遥感技术的优势，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在

将遥感技术应用于水利信息化的过程中，用人单位未

对技术人员进行科学的培训与再教育工作，导致技术

人员仅仅通过以往所学的水利测绘技术与传统的工作

经验使用各类遥感设备，必然导致技术运用效果差强

人意。二是用人单位在技术人员的培养与职业规划方

面存在缺陷，对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提高不重视，导

致人才流失严重。三是水利等相关部门缺乏外部支撑

与外部交互体系，导致遥感技术中的相关重要科研成

果不能直接应用于水利信息化工作，种种因素的限制，

导致遥感技术在水利信息化中的应用水平较低。

2.2 缺乏遥感数据库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尽管遥感技术取得一定的发

展，但由于水利信息化技术涉及的内容复杂并且内容

较多，极易被各类因素干扰，在多种情况下要对目标

做好实时监测工作，而获取实时数据信息，离不开数

据库的支持，尽管遥感技术在水利信息化工作中起到

了一定的效果，但数据库建设技术仍有待提高，再加

之与遥感技术相关的信息系统不完善，尽管遥感技术

已早被应用于工程建设，但尚未建立全国通用的监测

系统，导致遥感技术的推广及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所以相关部门要就遥感技术尽快制定全国范围的使用

制度，构建精度高、范围广的遥感监测系统。此外，

我国不同地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差异极大，某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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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遥感监测模型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遥感模型

普适性不足，这也成为制约遥感技术应用的一大问题。

2.3 遥感技术的局限性

遥感技术是一门涉及地质、数学、计算科学、物

理等学科的技术，遥感系统包括数据接收、数据分析、

数据应用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对

应用效果产生影响。在遥感技术的具体应用中，其还

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遥感技术应用于水利信息化

建设，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遥感技术的使用

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遥感技术解译水平不高、

方法不恰当等。例如，在混合光谱的应用中，遥感技

术的编译水平尚处在起步阶段，编译水平仍有待提高，

所以提高遥感技术在水利信息化的应用效果，遥感技

术本身仍需提高，同时提高编译水平与方法。第二，

我国地域辽阔，既有雨量充沛的沿海地区，也有干旱

少雨的西北地区，而当前在用的遥感技术所使用的数

字模型多是服务于某一区域的，而对其他地区的监测

效果不理想，缺乏普适性。所以，遥感技术应用于水

利信息化的过程中，还需完善模型定量分析、统一模

型尺寸，并开发高效的数据处理系统与反演算技术，

从而为水利信息化提供技术支持。

3 遥感技术用于水利信息化的展望

3.1 精细化数据获取

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遥感技术结合航空遥

感，辅以计算机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已具备多样化、

精细化获得信息的能力。在数据信息采集过程中，利

用上述技术能从角度维、光谱维、时间维、空间维等

层面获取密集化的信息。未来的遥感数据获取，将表

现出数据精细化的特点，在遥感技术的辅助下，能更

加精细、完整地获取数据资源 [10]。

3.2 自动化数据分析

遥感数据处理由多个环节组成，如模型创建、矫

正几何、算法等，在数据处理期间应用到许多程序，

并且不同的数据其模型与算法也不相同，科研人员要

利用多源异构法获取遥感数据，构建统一的标准，利

用反演算法、数据自动化处理等方法，从而获取精准

的地理信息化数据参数，为创建适合大众基础的模型

夯实基础，保障算法、模型及信息数据等资源的共享，

推进遥感技术在地理信息化过程中的数据自动化处理。

相较于数据的其他处理方式，自动化处理的最大优势

是速度快、效率高，且不易被人为等不利因素干扰，

能快速、精确地获取地表信息，实现数据的自动化处理，

提高数据获取率。

3.3 定量化参数反演

传统的数据获取技术相对落后，信息数据获取方

法及手段存在较大的缺陷，也无相关数据作为参考依

据，而高光谱遥感技术的发明，能从多个角度利用传

感器信息数据，使用方法更加快捷、方便，数据获取

质量大大提高。在遥感技术应用于水利信息化的过程

中，通过参数定量把数据参数转化成高精度的参数，

使数据使用效率更高。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遥感技术的不断进步，实现了理论到应用的深入研究，

技术模型不断革新，必会对未来定量化的使用技术产

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4 结语

当前，遥感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旱涝灾害监测、水

环境监测、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随着科技的进步，遥感技术获取数据更加精细，并朝

着定量遥感方向发展，相信随着水利数据及定量分析

模型的打造，必会为遥感技术应用于水利信息化工作

带来更好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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