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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对环北京地区沙化土地野外光谱数据采集工作 ,探讨了光谱数据采集的技术方法选择 , 并以 ASD

FieldSpecTM FR全波段野外光谱仪所测数据为例进行分析 , 对影响光谱数据共享的辅助数据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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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环北京地区频繁出现浮尘 、扬沙和沙

尘暴等天气 ,主要原因之一是该地区土地不断沙

化 ,从而为沙尘天气的出现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

源。将遥感技术与地面观测相结合 ,对沙化土地

光谱特征进行测量和分析是沙尘灾害研究的一个

重要内容 ,也是获取沙化土地相关信息的基本途

径之一。要获取高质量的野外实测光谱数据 ,在

进行沙化土地光谱数据采集前必须进行实验设

计 ,需要考虑的问题有:①野外测量时的光照条

件;②影响光谱测量的环境参数;③测量地区的

地表覆盖特征;④一年和一天中的最佳探测时

间;⑤选择何种采样策略;⑥收集哪些辅助数据

等。

1　ASD原理及测量时的影响因素

根据物理学中对反射率的定义 ,要确定一种

物质反射能力的大小 ,需要同时测量参考板和目

标物的光谱反射能量 ,两者相除可消除同时出现

在目标物和参照物光谱响应中的放大参数 ,如光

源(通常为太阳)的光谱辐射和光谱仪自身的光学

输出 ,得到目标物相对于参考板的相对反射率 ,即

r =B i B0

式中 , r 为所测物体的反射率;B i 为目标物的反

射能量;B0 为参考板的反射能量。由于自然界中

不存在反射率为 100%的物体 ,因此 ,要得到被测

物体的绝对反射率 ,还应用相对反射率乘以参考

板的反射系数 。

进行野外光谱测量的前提是假设测量时的光

照条件相对于目标地物和参考板是相同的 ,但事

实上 ,在测量过程中 ,诸如大气温度 、湿度 、云层覆

盖度 、风向 、风速以及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等环境

因素都是随时间变化的随机变量 ,这些环境参量

的变化不容易测量但却是导致测量结果出现误差

的主要原因 ,解决方法就是尽量缩短参考板和目

标物之间的测量时间间隔 ,以使测量条件在较短

的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并根据天气状况的变化

经常对参考板进行优化 ,以保证观测值的精度。

仪器优化不及时将导致光谱数据出现饱和(反射

率超过 100%)而失效 ,图 1为因仪器优化不充分

所造成的不可用数据 。数据来源为用美国 ASD

FieldSpec
TM
FR全波段野外光谱仪在环北京地区

进行光谱数据采集工作中所获取的数据 。

1.1　ASD野外光谱仪的性能考虑

用于野外光谱测量的光谱仪在性能上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 ,决定光谱仪性能的主要参数为光谱

分辨率 、光谱采样间隔 、探测方式以及视场角 。这

些性能上的不同可导致所测光谱数据之间的精度

差异 ,因此 ,进行测量前必须了解光谱仪的性能。

在使用光谱测量数据时也应了解测量时选用的仪

器 ,以便正确进行数据分析。

1.1.1　光谱分辨率和光谱采样间隔

光谱分辨率和光谱采样间隔这两个术语常常

被混用 ,而实际上对于光谱仪来说 ,它们是完全不

同的两个概念 。光谱分辨率是光谱仪可识别的最



图 1　因仪器优化不充分造成的光谱数据饱和结果

Fig.1　Spectrum Saturation Result in

Incomplete Optimizing of Instrument

窄光谱特征的度量 ,通常用半功率响应宽度(full

width half maximum , FWHM)来表示 。光谱采样间

隔指的是以波长为单位 ,测量光谱的数据点之间

的波长间隔 。ASD 各波段光谱采样间隔为:1.

4nm(350 ～ 1 050nm);2nm(1 000 ～ 2 500nm)。光

谱分辨率为:3.5nm(350 ～ 1 050nm);10nm (1 000

～ 2 500nm)。

1.1.2　探测器工作方式

目前所使用的光谱仪主要采用阵列探测方式

或扫描探测方式 ,采用阵列探测方式的光谱仪的

信噪比(SNR)同时依赖于采样间隔和光谱分辨

率 ,而采用扫描方式的光谱仪其信噪比独立于光

谱采样间隔。

在可见光近红外波段(350 ～ 1 000nm 波长范

围),阵列探测器光谱仪可提供较好的选择。由于

太阳光谱在短波近红外波段(1 000 ～ 2 500nm 波

长范围)迅速衰减 ,光谱仪需要较高的信噪比才能

获取所需要的光谱信息 ,增加采样间隔以提高信

噪比的做法通常并不可取 ,因为这将造成光谱仪

的过度采样。因此 ,在短波近红外波段通常采用

快速扫描式光谱仪 ,它可以具有小于光谱分辨率

1 5的光谱采样间隔同时又不会降低光谱仪的信

噪比
[ 1]
。ASD探测器 350 ～ 1 050nm 为 512 阵元

PDA(photodiode array),并用 PE制冷 ,保证了较高

的信噪比;1 000 ～ 1 800nm及 1 800 ～ 2 500nm采用

两个具有高响应速度的 INGaAs(铟镓砷)探测器

单元 。

1.1.3　视场角

光谱仪的视场角决定光谱仪的采样范围 ,由

于野外光谱仪是手持操作 ,因此测量的高度为测

量者肩高 ,这一数值基本变化不是很大(约 1.5m

左右),如果光谱仪的视场角为 20°,则可测量的地

面范围约为直径 0.5m、面积 0.2m
2
的圆形区域。

如果要测量出与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如 30m的

TM影像)相同大小的地面范围 ,就需要很多采样

点 ,考虑到测量员每天所能行走的空间范围 ,测量

的工作量将会很大 。因此 ,进行较大范围的测量

时 ,除了考虑光谱仪的视场角外 ,选择具有较快扫

描速度的光谱仪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惟一途径 。

1.2　光照及环境参量的考虑

1.2.1　光照条件

与实验室光谱测量不同 ,野外光谱测量利用

太阳作为光源 ,以保证与遥感图像获取的等效性。

但是 ,处于自然环境中的被测目标通常受到 3种

以上的光源照射 ,如太阳的直接照射 、天空的散射

照射 、周围环境背景的散射照射 ,甚至测量者以及

测量仪器也成为一种散射源 ,这是因为野外光谱

仪通常是手持测量 ,测量者的身高和臂长局限性

使得目标物常常处于测量者和仪器的影响范围之

内 ,从而受到影响。太阳高度角和大气状况等参

数影响太阳光照的强度贡贡献率可达到总照射的

20%～ 25%
[ 1]
。背景的散射光谱特性由其自身的

反射特性决定 ,目标物的表面结构也对所测光谱

有影响 。因此 ,使野外光谱仪处于较稳定的环境

是非常困难的 ,这也是野外测量数据 、实验室测量

数据以及遥感传感器测量数据之间出现偏差的主

要原因
[ 2]
。可以通过选择环境条件较稳定的时间

进行光谱测量 ,即在测量时间上保持同步或准同

步 ,以尽可能消除差异 ,通常选择 10点至 14点之

间进行测量较为理想 ,因为春秋季 11 点至 13点

之间 ,夏季 9点至 11点之间 ,太阳高度角处于 45°

～ 60°之间 ,且变化速率不太大
[ 3]
。

1.2.2　环境参量的变化

大气以及观测地点的空气湿度是随时间变化

的 ,风 、光照 、阴影等随着测量者的来回走动而影

响光谱仪的测量。云的出现表明了大气中水汽含

量在时空上发生变化 ,而水汽是造成光谱中的吸

收带的原因之一 ,如果在测量目标物和参考板的

时间间隔内大气水汽含量变化较大 ,将使测量结

果出现误差 ,但这种误差可通过缩短两者间的时

间间隔来消除 。测量时参考板的反射曲线可以反

映出大气的稳定程度及水汽含量的变化 ,因为在

大气状况稳定时 , 参考板的反射率应该接近

100%,反射率曲线接近于一条直线(可有微小起

伏),如果反射率曲线有较大起伏 ,则表明水汽在

相应波段的吸收特性增强或减弱(取决于水汽含

量的增减),因此应观察参考板的反射率曲线 ,待

其稳定时再进行测量。图 2即为 16点以后所测

的以小叶锦鸡儿为主的灌丛草地 ,曲线中有较多

的吸收带 。云层覆盖的另一个影响是增强了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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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光的强度。CO2 的含量在大气中虽然较为稳

定 ,但也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降低
[ 2]
,因此在不同

海拔高度进行测量时要考虑到 CO2 含量变化所

造成的吸收光谱特征 。

图 2　大气不稳定造成的较多水汽吸收光谱带

Fig.2　More Water Vapor Absorptions Due

to Instability of Atmosphere

风的出现可使目标处于移动状态 ,尤其是植

被的随风摆动 ,同时 ,风还可在光谱仪视场中形成

阴影 ,造成测量数据的不准确。选择无风天气或

具有快速扫描速度的光谱仪可降低这一误差源。

2　对象特征分析及相应光谱采样策
略设计

　　风沙危害是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面临的主要生

态环境问题之一 。对北京地区沙尘天气的分析表

明 ,对该地区造成重大影响的沙尘主要发源于内

蒙古中西部和河北北部 ,随着冷空气的移动向东

南扩散 ,沿途起沙 ,不断增强
[ 4]
。京津地区位于华

北平原北部燕山南麓的冲积平原 ,其北部为燕山

山脉 ,向北依次为坝上高原 、浑善达克沙地和锡林

郭勒高原。坝上高原以南为旱作农业区 ,坝上高

原以北至浑善达克沙地之间是农牧交错区 ,浑善

达克沙地以北为草原牧区 。由于农牧业生产技术

比较落后 ,耕作制度不合理 ,管理粗放 ,人口压力

不断增加等因素 ,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土地沙化问题 ,从而成为北京地区沙尘灾害的

主要沙尘源区 。因此 ,野外光谱测量工作主要在

这一地区的丰宁县 、多伦县和镶黄旗进行 ,以分别

得到旱作农业区 、农牧交错区和草原牧区内具有

不同特征的沙化土地的光谱数据。

测量前对目标的特征分析十分重要 ,这有助

于采取合适的采样策略以获得精确的数据。野外

光谱测量得到的是地表覆盖的平均光谱数据 ,沙

化土地光谱测量数据是沙化土地各组成部分的光

谱特征平均值 ,应根据沙化土地的特征采取不同

的采样策略。

2.1　样地大小及采样数量的选择

由于光谱仪的信噪比随着采样点数的增加而

增加 ,因此 ,样地越大 ,参与计算平均光谱的采样

点内的特征值也就越多 ,噪音就可以被降低 。

环北京地区内的植被属于非郁闭的草本 、草

本-灌木 、草本-灌木群落以及农耕地 ,视场内土壤

裸露面积和植被(主要是牧草 、农作物)覆盖面积

的不同 ,使光谱反射曲线的形状也有所不同 。所

以 ,当地表覆盖较复杂(比如灌丛草地)且光谱成

分不惟一时 ,应尽可能选择较大的样地进行测量 ,

以有效提高光谱仪的信噪比。同时 ,样地内地物

多样性越大 ,光谱的空间多样性也越大 ,要得到能

较好反映地面综合特征的平均光谱特征 ,就必须

进行较多的采样 ,在地表覆盖较单一且光谱的空

间分布也均一的情况下(如沙地或流动沙丘),则

可以适当减小采样点数 ,这样既可以减轻测量员

的测量工作量又可以保证光谱测量所需要的数据

精度 。

2.2　采样时的路线选择

地表覆盖是多种物质的组合叠加 ,因此在测量

时应尽量选择能包含所有覆盖物的采样路线 ,以免

有疏漏而使所获取的数据特征不明显。在研究区

域内 ,天然草场 、人工草场 、飞播草场以及耕地等不

同类型的地表覆盖 ,其植被覆盖度和分布格局均有

不同 ,天然草场植被分布较均匀 ,人工草场及飞播

草场呈明显的条带状分布 ,耕地为十分规则的形

状 ,在测量时应根据样地特征选择测量路线 ,通常

以走网格路线较实际 ,这样可以覆盖所有地物且每

种地物在采样区域内所占比例较为均匀 。采样路

线的方向还应考虑到测量时太阳的方位 ,在进行测

量时应向着太阳光线方向行走 ,以免测量者的身体

阴影进入光谱仪的视场之内影响测量结果。

2.3　采样时间的选择

由于土地沙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具有

多年变化 、年变化 、季节变化 、天气变化等特征 ,因

此 ,不同时间内在野外采集的光谱数据是有所不

同的 ,反映出沙化土地光谱特征随时间变化的特

征。对于沙化土地来说 ,随着季节的变化 ,植被的

季相也会发生变化 ,降雨量和温度将影响到农作

物和牧草的长势以及土壤含水量 。因此 ,获取不

同时期沙化土地的光谱特征对于监测土地沙化过

程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与同时期的遥感数据匹

配 ,可以成为遥感影像分析和光谱分析的地面参

考数据源 。图 3是同一地表类型不同季节所测数

据的比较 ,可以看出 ,同类地物具有基本相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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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曲线特征 ,但 3月份的光谱反射(上部曲线)高

于9月份(下部曲线)的 ,反映出光谱反射率的季

节变化特征。

图 3　同一地表不同时期的光谱反射特征

Fig.3　Spectrum Character of One Sample

Plot Collected in Different Times

除了季节选择 ,光谱测量还应考虑到一天中

的时间选择 ,考虑到一次光谱测量数据还可用于

对沙化土地进行遥感影像解译分析 ,因此 ,光谱测

量时间应与遥感影像获取时间同步或准同步 ,以

尽可能免除水汽校正的复杂过程。

2.4　辅助数据的收集及数据共享

辅助数据的收集和光谱数据的收集同样重

要 ,缺乏必要的辅助数据将影响到使用者对所采

集的光谱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认可 ,从而进

一步影响到对光谱数据的应用和分析 ,必要的辅

助数据收集不全面有时会导致数据不可用。精

确 、全面 、可靠的测量数据可用于建立光谱数据库

并多次成为其他相关研究领域中的数据源而得以

重复使用 ,从而避免了人 、财 、物的浪费和重复工

作 ,有利于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 ,真正体现出一方

测量 、多方受益的数据共享原则。因此 ,在进行光

谱测量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对辅助数据的收集 。

沙化土地光谱数据获取中的辅助数据应包

括:①光谱仪的性能指标 ,如名称型号 、光谱分辨

率 、采样间隔 、探测范围等;②参考板的材料及质

量标定;③测量过程中的环境参数 ,如测量的时

间 、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 、海拔高度 、大气参数 、天

空云层覆盖状况等;④采样地点及其地表特征描

述 ,采样点物质组成及其均一性 、植被覆盖状况 、

地表粗糙程度等;⑤数据采集者;⑥采样点的景

观照片。

3　结　论

野外光谱测量数据在沙化土地分类及监测中

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运用 ASD野外光谱仪对环北

京地区沙化土地的光谱测量 ,可得出以下结论。

1)进行沙化土地光谱测量时 ,野外光谱仪的

性能是十分重要的 ,应选择波谱范围宽 、精度高 、

采样时间短 、光谱采样间隔短 、光谱分辨率高的光

谱仪 。

2)精确的光谱测量数据获取 ,需要对环境变

量进行充分考虑 ,通常应选择天气晴朗 、云层覆盖

较少 、接近中午 、温度适中(非极冷极热等极端温

度条件下)、风力较小的时段进行测量 ,将环境参

量的变化降低到最小 ,在较为稳定的环境条件下

进行光谱数据的采集测量 。

3)沙化土地具有一定的时空变化规律 ,因

此 ,进行沙化土地光谱数据野外测量时应尽可能

获取较多时相和不同空间分布区的数据。长期 、

连续 、多时相沙化土地光谱测量是进行土地沙化

动态监测的有效手段 。

4)实现数据共享目标必须重视辅助数据的

收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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