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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TM 高光谱图像提取青藏高原

喀喇昆仑山区现代冰川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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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阈值法 、监督分类 、非监督分类 、谱间关系法对冰川的 TM 图像进行了分类 , 证明利用比值图像

取阈值是对冰川区图像分类的有效手段。对图像处理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 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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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是地球科学研究的两

个重要议题。近年来 ,由于青藏高原处于地球“第

三极”的重要地位 ,它与季风 、全球冰量和全球气

候的影响成了研究的热点 。施雅风(1998)通过第

四纪冰川遗迹研究了青藏高原冰冻圈与全球变化

的关系;姚檀栋等(1995)通过对青藏高原冰芯的

研究发现了小冰期以来的多次气候波动事件;曹

梅盛等(1998)研究了青藏高原雪盖对亚洲季风的

影响 ,这些都证明青藏高原是反映气候变化的敏

感地带 。工业革命以来 ,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明

显增加 ,温室效应导致的气温上升已引起许多科

学家的关注 ,但在不同地区获得的资料得到了不

同的结果 ,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因而 ,在受人类

活动影响较小的敏感地带确定气候变化的幅度尤

为重要 。青藏高原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场

所 ,而通过确定现代冰川的波动范围则是反映气

温变化波动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于冰川区的地形复杂 ,许多地方难以到达 ,

冰川变化的常规观测方法只能在高原的部分典型

地区实施 ,利用常规的测量技术对冰川的变化进

行全面的测量和对比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遥感

技术的发展 ,图像的分辨率获得了很大提高 ,并且

可以获得多种平台 、多种传感器的遥感图像。

对于冰川图像的处理 ,前人研究不多。李震 、

孙文新(1999)等利用 RS 和 GIS 研究了青藏高原

的布咯塔格峰的冰川变化情况 ,用目视解译的方

法确定了冰川的边界。王建(1999)利用 NOAA/

AVHRR和 TM 的卫星图像来确定雪盖的范围 ,

对几种分类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和探讨 ,但对于冰

川则没有具体讨论。

本文参照前人的处理方法 ,利用多种手段对

喀喇昆仑山区的一幅 TM 图像进行了试验。试

验结果证明 ,利用比值法确定冰川的分布范围 ,特

别是在冰川前缘冰舌区的分布范围是有效的 。探

讨了影像预处理的各种特征选择和分类方法 ,特

征光谱的均值和方差的关系。并讨论了云影和雪

盖对冰川分布结果的影响 。

1　图像处理

本试验处理的图像为 Landsat TM 数字图

像 ,该景图像共由 7 个波段组成 ,分别是蓝 、绿 、

红 、近红外 、中红外 、热红外 、远红外波段 ,图像的

大小为6 708像素×5 856像素 ,分辨率除 6波段

为 120m 外 ,其余波段均为 30m ,图像的接收日期

为 1990年 7月 31日 。

由于 2波段图像有利于目视解译冰川的边

界 ,笔者以 2 波段图像为基础 ,依据经验 ,并在冰

舌部分结合地形图 ,作为试验标准 ,用 4种方法对

该景图像的冰川信息进行了提取和比较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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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均在遥感图像处理软件 Idrisi下进行 。

1.1　阈值法和雪盖指数阈值法

　　阈值法是基于冰川的反射特性与其他地物的

差异 ,表现在图像中就是冰川雪 、融化冰 、冰舌部

分的反射率和低吸收上 ,因此在可见光和中红外

波段的图像中冰川和周围环境有一定差别。作为

最简单的分类方案 ,笔者选取了目视效果较好的

2波段(图 1),依据文献[ 4] 分别确定了阈值为

200时为确定性的冰川地区 ,阈值为 60时为不确

定性的冰川地区 ,结果如图 2和图 3所示 。由图

可见 ,这种方法获得的结果难以将冰川区划分出

来 ,特别在污化雪部分和冰川舌部分。

雪盖指数是植被指数的推广 ,它主要基于冰

川在 2波段的强反射和 5波段的强吸收特性 。其

运算公式为:

NDSI =(CH(2)-CH(5))/(CH(2)+CH(5))

　　依据天山站的雪盖经验阈值 0.57 ～ 0.72 ,并

结合原始图像的目视判读 ,确定阈值为 0.5 ～

0.8 ,分类结果如图 4所示。图 4 表明 ,利用雪盖

指数取阈值的方法要比直接取阈值准确率高 ,但

在确定阈值时难以把握 ,并在冰舌区部分误分较

多。图 2 ～图 4中 ,黑色表示冰川地区 。

图 1　TM 图像 2 波段原始图像　　　　　　　　图 2　TM 图像 2 波段阈值为 200 时的冰川分布区

F ig.1　The 2nd Band of TM Image　　　　　　　　　Fig.2　The Resule of G lacier A reas De termined by　　　

Threshold 200 of 2nd Band , Which Appears as Black　　　

图 3　TM 图像 2 波段阈值为 60 时的冰川分布区　　　　　图 4　雪盖指数为 0.5～ 0.8 时的冰川分布区

F ig.3　The Result of Glacier Areas Determined by 　　　　　Fig.4　The Result of Glacier Areas Determined by

Threshold 60 of 2nd Band , Which Appears as Black　　　　　　　NDSI 0.5 ～ 0.8 , Which Appears as Black

1.2　监督分类

监督分类是依据典型的 、具有先验知识的训练

样本 ,通过学习获得的以分类判别函数为理论基础

的分类方法 。通过训练样本的采样 ,每一地物信息

类的反射值生成一个统计特征 ,对比检查每个像元

的反射值并确定它与哪个光谱特征最相似 ,从而得

到图像的分类结果。常规的监督分类算法包括判

别分析 、最大似然分析 、特征分析 ,其中最常用的硬

分类器为最小距离分类器。最小距离分类器按照

所采用的距离判别标准的不同分为两类:①只考虑

到均值的最小距离;②考虑均值和方差的标准差距

离。笔者分别采用了最小距离和最大似然的监督

分类。由于冰川的雪盖 、污化雪(或融化)、冰舌部

分在可见光波段特征比较明显 ,非冰川地区的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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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阴影部分也很明显 ,在训练样本时 ,将训练区内

的地物共分为 5类 ,即雪盖 、污化雪 、冰川舌 、山地 、

阴影。在采用最大似然分类时 ,则增加了拒分类。

各训练区采样点数均大于 100。采用两种距离分

类的结果如图5和图 6所示。

　　由图 5和图 6可见 ,对于雪盖和污化雪(或融

化)部分 ,两种方法都可以区分出来 ,但对于冰川

舌部分 ,容易和阴影部分混淆 。

1.3　非监督分类

　　非监督分类是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 ,根

据影像本身的统计特征及自然点群的分布情况来

划分地物类别的分类处理。在非监督分类方法

中 ,图像中的主导光谱反射形式被提取出来 ,然后

通过实况调查来判别这些信息类所对应的实际地

物类型 。非监督分类的算法包括回归分析 、趋势

分析 、集群分析 、分层聚类等 ,常用的主要包括聚

类和迭代自组织聚类 。笔者采用了用 1 ,2 ,5波段

的假彩色合成图像的聚类 ,在假彩色合成中 ,选择

饱和度为 2.5%的线性拉伸 ,拉伸时不剔除零 ,聚

类数设定为 6 ,剔出了最不显著的聚类。结果如

图 7所示 。

图 5　最小距离监督分类结果

　Fig.5　The Result of M inimum Distance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图 6　最大似然监督分类结果

Fig.6　The Result of Max imum Likehood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图 7　利用 1 , 2 , 5 波段合成图像非监督分类结果 ,

最后分类数为 5种

Fig.7　The Result of 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Using

Composed Image of Band 1 , 2 , 5 , Include 5 G round Objects

　　通过对比结果图像和目视判别结果 ,可以发

现冰川舌部分和其他地物的混淆更为严重。

1.4　谱间关系法

文献[ 5]在地面特征遥感信息模型研究中提

出了通过分析已有地物的遥感特征结合到图像上

进行地物光谱分析的思路 。从理论上分析 ,任何

一种地物都可以利用光谱曲线刻划其内在特征 。

通过制作各类地物的光谱特征对比曲线 ,从中发

现能区分各类地物的规律 ,从而按一定的关系设

定门限 ,达到分类的目的。但在实际应用中 ,由于

不同传感器的波谱范围不同 ,受时间 、空间分辨率

的限制 ,以及大气衰减影响 ,使得各种地物在具体

传感器上的表现不同 ,因此 ,在应用中通常按照从

每类地物的各波段中抽取一些典型而具有代表性

的光谱亮度值来确定特定地物在不同波段 、不同

传感器图像上所表现出的谱间关系 ,以达到分类

的目的。文献[ 5]利用谱间关系从遥感图像中提

取了水体和居民点等信息 ,并与其他分类手段进

行了对比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在对冰川图

像处理时 ,笔者先按照监督分类时所采用的 5类

地物提取了一些代表性的点 ,并考虑了每类地物

内部的差异 ,对差异的部分都进行了采点 ,发现同

类地物在同一波段内的波谱范围变化较大 ,通过

均值获得的谱间关系进行分类后结果比较差 。笔

者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 ,在确定各地物的光谱特

征时采用了监督分类方法 ,即对统一地物类型选

取多块训练区 ,再生成该地物的光谱特征。每类

地物的采样点总数均超过 100个像素 ,然后生成

各地物的光谱对比曲线 ,从中发现规律。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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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光谱的特征时 ,发现有几类地物的方差都比

较大 ,即其光谱交叉部分较多 ,这说明直接采用各

波段间的加减混合运算可能难以获得好的结果 。

同时 ,在冰川区的三类地物中 ,可见光的三个波段

都有很高的光谱反射值 ,特别在 1波段 ,其光谱亮

度值均大于200。而在中红外的5波段 ,三者都表

现了低值 ,并且在三类地物中 ,在 1波段亮度值较

低的冰川舌部分 ,其在 1波段中的光谱值与其他

地物有较大混淆 ,但其在 5 波段表现为明显的更

低值 ,因此 ,确定以 1波段与 5波段的比值取阈值

来划分冰川区和非冰川区 ,利用 2 波段监督分类

区分出冰舌区。由于在分类中雪和污化冰并不需

要区分 ,山地和阴影也不需要区分 ,结果图像被归

并为三类地物 ,如图 8所示。对于阈值的选取 ,笔

者初步将范围确定为 2 ～ 6 ,采用了逐步折半的方

法来试验 。结果表明 ,当采用阈值为 3时 ,可有效

区分冰川区与非冰川区。对于冰川区内三类地物

的分类 ,笔者采用了在冰川区内监督分类然后归

并的方法 ,由于污化雪和冰舌区交界部分的区别

主要在于其形态特征而不在光谱特征 ,两者的界

线还需要人为调整。

2　对处理结果的分析

冰川区的特征在于可见光波段的高反射率和

中红外波段的强吸收 。通过对冰川区图像的四种

处理方法的比较 ,可以看出利用谱间关系比值法

划分冰川区取得了最优的效果 ,而单纯利用光谱

的集群统计特征直接取阈值 ,监督分类和非监督

图 8　谱间比值图像和监督分类后的结果图像

Fig.8　The Last Result of Ratio Image and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分类都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 ,主要由于冰舌区的

光谱值范围十分宽 ,即在统计中其离散度较大(如

图 9所示),因而直接从各波段的光谱统计特征进

行分类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各类地物光谱的均值

和取值范围如表 1 所示。采用比值法 ,主要基于

冰川区的两个特性:①在可见光波段冰川区的高

反射率 ,和在红外波段的高吸收率;②对冰舌区来

说 ,尽管其在可见光波段的光谱绝对值并不高 ,但

在红外波段具有最低的反射率 ,这与较脏的冰雪

表面吸收率最高 、融化最快是一致的 。

3　问题和讨论

在青藏高原地区 ,特别是夏季 ,由于季风和冰

图 9　5 种地物类型平均光谱亮度均值分布图

Fig.9　The Average Pixel Value of Each Band for Five Kinds of G round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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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 种地物类型在各波段的光谱亮度最大值和最小值

Tab.1　The Maximum and M inimun Pix el Value of Each Band for Five K inds of Ground Objects

光谱段
雪盖

最小值 最大值

冰川舌

最小值 最大值

污雪

最小值 最大值

山地

最小值 最大值

阴影

最小值 最大值

1 90 255 165 255 255 255 37 125 33 95

2 43 255 75 110 111 155 13 70 11 54

3 58 255 92 137 142 199 13 96 11 73

4 43 255 60 86 98 138 9 80 7 65

5 18 56 4 9 8 14 12 133 7 109

6 42 100 55 57 55 57 62 122 53 102

7 8 33 2 6 5 9 9 88 5 65

川融化的影响 ,冰川区上部的云是一个重要的影

响因素。云区和冰川区的区别在于云区没有冰川

区的两个特性 ,在利用比值法分类时 ,获得的是无

云地区的冰川图像 。从结果来看 ,本景是难得的

一幅无云的图像 。如何恢复云下冰川是一个需要

研究的问题 ,在文献[ 4] 、[ 6] 、[ 7]中均提出了一些

方法 ,但仍需改进。采用雷达图像和 TM 图像融

合是下一步需研究的工作 。

在冰川区 ,区分季节性积雪和冰川末端下的

隐伏冰川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季节性积雪

的光谱特征与上覆积雪的冰川具有相同的光谱特

征。隐伏冰川由于上覆厚的冰碛物 ,对于被动遥

感来说 ,其波谱不具有穿透能力 ,热性能也不明

显 ,并且在可见光波段 ,即使是目视判读也要依靠

个人经验才能确定。这两类地物目前也是由人工

交互干预来解决的。将人的经验知识和图像的纹

理分析应用于图像的处理过程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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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Qinghai Tibet is one of the most sensitive areas in the world among the research of glob-

al climatic changes.The f luctuation of modern g laciat ions recorded the climatic changes of

decades .The ex tent of the change was achieved by means of classifying remote sensing ima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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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problem of classifying lies in the tongue part of the ice w hich includes various g rayscale

v alues , so i t is very important to get a method which can identify the ice areas f rom the image.

Four methods , threshold values ,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by t raining sites , non_supervised

classif ication ,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ds , are used in experiments on a Landsat TM image includ-

ing 7 bands.The result w as compared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preting by means of eyes and experi-

ence.Threshold values , which had been w idely used in early single band image for identifying

snow or ice ,was f irst tested.There is a g reat g ap betw een the fixed ice extent and uncertain ice ar-

eas by using the experience thread 200 and 60 in band 2 , so it didn' t performed well.The thresh-

old values of NDSI ,which can be expressed as(band2-band5)/(band2+band5), but i t is diff i-

cult to achieve the precise value.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method based on

statistic analy sis in classing multi_band image.Five categories of main land cover types based on

the field observ ation and previous repo rt on the land cover dist ributions ,namely the ice and snow ,

dirty snow , ice tongue ,bare hill , shallow area ,were fixed to generate the unsupervised and super-

vised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images maps for 255 clusters.Based on the know ledge of the study

area and glacier , five training polygons were carefully def ined and their signature w as made.Tw o

methods , minimum distance classifier and maximum likelihood classifier ,were used respectively.In

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of the composition image of band 1 , 2 and 5 , the image was labeled into

the same five classes , it w as wo rse than the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poorly in discriminat ion of ice

tongue and shadow area.

The main principl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ds is f rom knowledge of the spectrum of the

w ell know n land cover categories to discriminate all kinds of land cover in the remo te sensing im-

age.By find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each band of multi_band image , o r ex tended ration

images , o r other different images , and evaluating the relations , the different land covers can be dis-

criminated.In this experiment ,by observing the signature of the five classes ,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lie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band 2 and band 5 fo r identifying ice areas(including ice or

snow , dirty ice and ice tongue)and non_ice areas , so the thread value of 5 w as applied in the ratio

image of band2/band5.Then supervised classifier w as applied in ice areas to discriminate the three

classes.The result is bet ter than the other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ds is the most ef ficient method in iden-

tifying interesting areas.The main causes maybe lies in the wide range spectrum of the ice tongue.

The remaining problem was discussed in the end.

Key words:TM image classif icat ion;Qinghai T ibet;glaciation;high spect rum image;relationship

between b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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