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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犐犆犈犛犪狋犌犔犃犛完整波形的坡地
森林冠层高度反演研究
———以吉林长白山林区为例

邢艳秋１　王立海１

（１　东北林业大学森林作业与环境研究中心，哈尔滨市和兴路２６号，１５００４０）

摘　要：为了评价大光斑激光雷达在坡地反演森林冠层高度的能力，以长白山汪清林区为例，利用冰、云和陆

地高程卫星（ＩＣＥＳａｔ）上搭载的地学激光测高系统（ＧＬＡＳ）提供的完整波形数据，在不同地形坡度范围内，以

激光波形长度和地形指数为变量建立森林冠层高度反演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在０～５°坡度范围所建立的模

型能够解释９０％的冠层高度，随着坡度范围的扩大，相对应的模型反演精度显著下降。总体来讲，在地形坡

度不大于１５°的地区，ＧＬＡＳ波形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演森林冠层高度，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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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上，森林冠层高度主要是通过实地调查

获取，该方法不仅成本高，且费时费力，难以在短

时间内获取大区域尺度的数据。近年来，被动光

学遥感和主动雷达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成本低、

速度快和覆盖面广等优点，使其在森林分类等方

面获得广泛的应用［１］，但在反演森林冠层高度上

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作为一种主动式遥感技

术手段，激光雷达（ＬｉＤＡＲ）系统在反演森林冠层

高度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及潜力［２，３］。相对小光

斑ＬｉＤＡＲ系统而言，大光斑ＬｉＤＡＲ系统的光斑

覆盖面积大，激光回波不仅能够反射森林冠层信

息，而且能够到达地面并反射地面信息，更适合于

森林冠层高度的反演［４］，并已经在全球的许多区

域成功地用于森林冠层高度的反演［５］，但大多数

研究仍局限于相对平坦的林地［６］。对于那些地形

起伏较大的区域，激光光斑内的森林冠层信息和

地面反射信息混杂在一起，使ＬｉＤＡＲ波形解译

变得十分困难［７］，限制了森林冠层信息的精确提

取。本文利用搭载在冰、云和陆地高程卫星（ｔｈｅ

ｉｃｅ，ｃｌｏｕｄ，ａｎｄｌａｎ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ＣＥＳａｔ）

上的地学激光测高系统（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ａｓｅｒａｌｔｉｍｅ

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ＧＬＡＳ）提供的完整波形数据，检验不

同地形坡度对基于大光斑ＬｉＤＡＲ反演森林冠层

高度的影响，探测大光斑ＬｉＤＡＲ在山区反演森

林冠层高度的潜力。

１　研究区域及数据收集

１．１　研究区域

本文选择处于寒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吉林省

汪清林业局经营区为研究区。该林区位于长白山

系的中低山区（４３°０５′Ｎ～４３°４０′Ｎ，１２９°５６′Ｅ～

１３１°０４′Ｅ），总面积３０．４万ｈｍ２。地面高程为３６０

～１４７７ｍ，坡度变化范围为０～４５°。该区域植物

种类繁多，结构复杂。深山区林相以针阔混交林

为主，呈带状分布在海拔５００～１１００ｍ之间。针

叶树主要有红松、云杉和臭松，阔叶树多为椴树、

蒙古栎、枫桦、色木槭和白桦等，平均树高为２６

ｍ。主要土壤类型为暗棕色森林土，其间穿插有

少量的沼泽土和草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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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犐犆犈犛犪狋犌犔犃犛数据

ＩＣＥＳａｔＧＬＡＳ是第一个也是目前惟一的极

地轨道大光斑激光雷达设备，飞行高度为６００

ｋｍ，用于全球地面的连续观测。ＧＬＡＳ脉冲激光

器每秒发射４０个激光脉冲，脉冲宽度为４ｎｓ，每

个激光脉冲在地面上覆盖的光斑直径大约为７０

ｍ，相邻光斑间距为１７０ｍ。卫星上的一个直径

为１ｍ的望远镜接收从地面返回的脉冲，并引导

到一个模拟探测器，然后由采样器进行数字化，并

记录回波。这些数字化的回波就是激光波形，从

波形上可以判定激光发射和回波接收的时间，进

而获取相应地面激光光斑内的地物信息。

ＩＣＥＳａｔ地面轨道回归周期为１８３ｄ，在赤道

附近，相邻轨道间距为１５ｋｍ，而在纬度８０°处，间

距则为２．５ｋｍ。ＩＣＥＳａｔＧＬＡＳ共提供１５个数

据产品，即ＧＬＡ０１、ＧＬＡ０２、…、ＧＬＡ１５。由全球

测高数据产品 ＧＬＡ０１记录的ＩＣＥＳａｔＧＬＡＳ完

整波形数据反映了对应地面激光光斑内的地物信

息，用于森林冠层高度的反演；与波形数据相应的

地面光斑的地理位置和高程数据由高程数据产品

ＧＬＡ１４记录。

研究使用的 ＧＬＡ０１和 ＧＬＡ１４数据从美国

国家冰雪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ｎｓｉｄｃ．ｏｒｇ／ｄａｔａ／ｉｃｅ

ｓａｔ／）下载，数据采集时间为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１日至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共３５１２组有效数据。

１．３　犐犆犈犛犪狋犌犔犃犛完整波形反演森林冠层高度

的原理

ＬｉＤＡＲ通过测量光脉冲从发射到返回接收

系统的时间，进而计算接收系统与目标地物之间

的距离，即

Δ犺＝犮×Δ狋／２ （１）

式中，Δ狋为光脉冲的往返时间（ｓ）；犮为光在空气

中的传播速度（３×１０５ｋｍ／ｓ）；Δ犺为接收系统与

目标地物之间的距离（ｋｍ）。

ＧＬＡＳ完整波形记录了入射激光束截获的地

表垂直分布信息。在森林覆盖的激光光斑内，一

部分入射激光信号在森林的最高冠层被反射回接

收系统，形成激光波形的第一个有效回波点，即波

形与有效能量临界值的交点，称为第一回波或顶

层回波；还有一部分入射激光信号穿透冠层到达

地面，形成激光波形的最后一个大振幅回波峰点，

称为最后回波或地面回波；而顶层回波和地面回

波之间的回波信号则能够反映森林的垂直分布情

况。本文定义的森林冠层高度为激光光斑范围内

森林的最高冠层高度，在平坦区域，可以通过顶层

回波和地面回波之间的时间差与光速的乘积，即

顶层回波和地面回波之间的距离来计算［８］。

１．４　数字高程模型

研究使用的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为国家１∶

５万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采样间隔为２０ｍ。

该数据用于实现：① 计算ＧＬＡＳ激光光斑所处地

理位置的地形坡度；② 基于３×３（或５×５和７×

７）窗口，计算ＧＬＡＳ激光光斑所处地理位置的地

面高程变化范围，用以描述地形变化程度，即地形

指数。

１．５　地面数据采集

通过对从ＤＥＭ派生的地形坡度图和ＧＬＡＳ

激光光斑分布图叠加分析发现，在研究区域内，只

有极少的ＧＬＡＳ激光光斑分布在超过３０°的坡地

上。为了评价ＩＣＥＳａｔＧＬＡＳ在不同坡度上反演

森林冠层高度的能力，本文将坡度不超过３０°的

区域分为６组：０～５°、５°～１０°、１０°～１５°、１５°～

２０°、２０°～２５°和２５°～３０°，用以进行地面样地选取

及数据分析。采用分层随机采样法，针对３种森

林类型，即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和阔叶林，在每一

坡度组中随机选取ＧＬＡＳ激光光斑作为地面数

据调查样地，共选取了１７１个样地，并分别在

２００６年９月和２００７年９月进行了地面数据调

查。在样地调查过程中，用ＧＰＳ对已选定的激光

光斑采样点进行定位。依据森林调查的统计原

理，为有效地对样地光斑内的林木进行调查，以光

斑中心点为圆心建立水平投影面积为５００ｍ２的

圆形样地，测量并记录样地内最高冠层的高度，并

描述植被及地表覆盖情况。

２　数据处理与分析

２．１　犐犆犈犛犪狋犌犔犃犛波形处理

利用ＮＳＩＤＣ开发的ＩＤＬ＿Ｒｅａｄｅｒ将ＧＬＡ０１

和ＧＬＡ１４二进制格式的原始数据转换为ＡＳＣⅡ

数据格式，再将由数字０～２５５表示的波形数据转

换为由电压单位伏特表示的数据，以便后续的分

析。为了有效地比较不同时期获取的波形数据，

对其进行标准化，也就是用回波总能量犞犜 除每

一时刻的接收能量犞犻，即犞犖（犻）＝犞犻／犞犜，犞犜＝∑
５４４

犻＝１

犞犻。这意味着任何标准化后的波形下对应的面积

都为１。

为了抑制背景噪声对激光波形的影响，并帮

助确定如波峰位置、波形振幅等参数的初始估计，

需要对标准化的波形进行平滑处理。ＧＬＡＳ激光

器发射的为高斯脉冲信号，由此可以假设接收的

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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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回波也是由高斯分量构成的，所以本文利用

高斯平滑滤波器来实现激光波形平滑滤波。滤波

权重可以通过观察波形位置相对高斯波形的高度

得到，而高斯脉冲的宽度由高斯分布参数ｓｉｇｍａ

决定。然而，当用高斯滤波器进行波形平滑时，往

往通过脉冲半峰全宽（ｆｕｌｌｗｉｄｔｈａｔｈａｌｆｍａｘｉ

ｍｕｍ，ＦＷＨＭ）来描述高斯脉冲的宽度。ＦＷＨＭ

通过式（２）的形式与ｓｉｇｍａ关联
［９］：

ＦＷＨＭ＝ｓｉｇｍａｓｑｒｔ（８ｌｇ２） （２）

　　本文取ＦＷＨＭ的值为３用于波形平滑。激

光波形平滑滤波后，需要估计平滑后波形的波峰

位置及振幅宽度。本文利用５ｎｓ宽窗口的移动

来确定波峰的位置。窗口以１ｎｓ为间隔从波形

的起始位置移动到终点，如果窗口中心位置的波

形点值大于窗口中其他４个位置的值，同时，中心

左右的点也大于窗口外左右的两个点，则认为这

个中心位置就是波峰。相应地，通过这个波峰位

置可以计算波形的振幅。本文定义相邻波峰之间

的距离最小为５ｎｓ，波形的宽度或者ＦＷＨＭ 则

在两个相邻波峰之间距离的１／２位置上。这样，

激光波形就被分解为几个高斯分量。最后，将这

些高斯分量拟合为平滑的波形曲线，拟合基于式

（３）进行：

狑（狋）＝∑

犖
狆

犿－１

犠犿（狋），犠犿（狋）＝犃犿ｅ
－
（狋－狋犿

）２

２σ
２
犿 （３）

式中，狑（狋）为拟合波形在时刻狋的振幅；犠犿（狋）为

第犿个高斯分量在时刻狋的贡献量；犖狆 为拟合

波形中高斯分量的数目；犃犿 为第犿 个高斯分量

的振幅；狋犿 为第犿 个高斯分量振幅的位置；σ犿 为

第犿 个高斯分量振幅的标准方差。本文利用最

小二乘法确定犃犿、狋犿 以及σ犿，这种方法可以最小

化拟合波形与实际波形之间的差异。

２．２　犐犆犈犛犪狋犌犔犃犛波形长度提取

基于标准化的平滑ＩＣＥＳａｔＧＬＡＳ波形提取

波形长度，用于估测森林冠层高度。波形长度是

指在第一有效回波与地面回波之间的垂直距离。

有效回波的临界值由背景噪声峰值与４倍的标准

方差之和确定［１０］。在理想的平坦地形条件下，波

形长度即为森林冠层高度。但在坡地上，由于地

形坡度的影响，波形在一定程度上被展宽，通常其

长度会大于实际森林冠层高度。

２．３　森林冠层高度估测模型回归

考虑不同的地形坡度范围，本文采用式

（４）
［１１］进行森林冠层高度的反演：

犎 ＝犫０（狑－犫１犵） （４）

式中，犎 是森林冠层高度；狑 是波形长度；犵是地

形指数；犫０和犫１是分别应用于波形长度和地形指

数的系数。地形指数的提取是基于１∶５万ＤＥＭ

数据在 ＡｒｃＧＩＳ平台上实现的：计算以激光光斑

中心点所处像元为核心的矩形３×３窗口内最大

高程和最小高程之差，并将这个差值赋给３×３窗

口的核心像元，即为该像元所对应的地形指数犵。

模型参数犫０和犫１利用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Ｌ

Ｍ）算法进行求解，两者因地形变化而异。

３　结果与讨论

基于获取的３５１２个激光光斑的ＧＬＡ１４数

据，分析ＧＬＡＳ高程与ＤＥＭ高程的关系，发现两

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ＲＭＳＥ＝０．０１６ｍ）。

根据Ｃａｒａｂａｊａｌ等
［１２］以及Ｓｕｎ等

［１３］的描述，这个

结果证明ＩＣＥＳａｔＧＬＡＳ记录的光斑地理位置误

差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图１举例描述了ＬｉＤＡＲ波形的拟合结果，实

线部分是高斯分解波形。其中，最左边的高斯分

量是ＧＬＡＳ波形的第一个回波，记录了激光光斑

内首先反射的地物特征。在林地内，这些特征绝

大部分来自树冠。最右边的高斯分量是最后的地

面回波，记录了激光光斑内的地表特征。

图２反映了全部１７１个地面调查点所对应的

ＩＣＥＳａｔ波形长度与实测冠层高度之间的相关性。

为评价模型（４）在不同地形坡度范围内的表现能

力，将这１７１组数据进行不同的组合，分别对应０

～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和０～３０°等６

个累计坡度组。再将每一组合的数据分成两组，

分别用于模型校准和检验来确定模型的预测能

力。本文使用累计坡度组进行模型回归的目的是

为了方便选择适宜在整个研究区范围内应用的模

型，并使模型的评价结果能够与其他研究成果进

行比较。

表１列出了６个累计坡度组内模型回归的结

图１　ＩＣＥＳａｔＧＬＡＳ

波形拟合结果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

ＩＣＥＳａｔＧＬＡＳＷａｖ

ｅｆｏｒｍＦｉｔｔｉｎｇ

　　

图２　波形长度与实测

冠层高度的相关性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ＥｘｔｅｎｔａｎｄＯｂｓｅｒ

ｖｅ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ａｎｏｐｙＨｅｉｇｈｔ

　

８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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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狆＜０．０５）。在０～５°坡度组，回归模型能够解

释９０％的冠层高度变化，这一结果优于Ｓｕｎ等
［５］

的研究结果。在０～１０°和０～１５°坡度组，回归模

型的结果与Ｌｅｆｓｋｙ等
［１４］的研究结果相符。随着

地形坡度的进一步增大，模型对变量的解释能力

显著下降。

表１　不同累计坡度组的模型拟合结果

Ｔａｂ．１　Ｍｏｄｅ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Ｓｌｏｐ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累计坡

度组

样本

数狀
犫０±ＳＥ 犫１±ＳＥ 犚２

ＲＭＳＥ

／ｍ

０～５° １９ ０．９５７±０．１０２ ０．１３１±０．５０４ ０．９０ ２．８７

０～１０° ５７ ０．７９４±０．０５ －０．４１２±０．２７９ ０．６３ ４．６３

０～１５° ８５ ０．７９７±０．０２６ －０．４６０±０．１４７ ０．５１ ４．７５

０～２０° ９８ ０．７１６±０．０５２ －０．３９２±０．２０２ ０．３６ ５．２０

０～２５° １１２ ０．７７２±０．０５１ －０．０３２±０．１４７ ０．１９ ５．６９

０～３０° １２０ ０．８１８±０．０５０ ０．１６２±０．１１２ ０．０９ ５．９７

　　在研究区内，７２％左右的林地分布在１５°以

内的坡地上［１４］，可以认为，在０～１５°坡度范围内

建立的回归模型能最充分地反映Ｌｅｆｓｋｙ模型在

本研究区的表现情况，因此，本文只对０～１５°坡

度组的回归模型进行精度检验，即评价该模型在

各累计坡度组对冠层高度的预测精度，用实测冠

层高度与估计冠层高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来进行评

价。图３显示了用独立数据进行模型检验的结

果。图中，横轴表示实测冠层高度（ｍ），纵轴表示

ＬｉＤＡＲ预测冠层高度（ｍ）。随着地形坡度范围

的增大，模型精度检验结果表现出了与校准结果

相同的下降趋势。在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

２０°、０～２５°和０～３０°坡度组，模型检验精度分别

为９５％、８５％、７４％、７１％、６５％和６２％。

从图３中还发现，由于ＧＬＡＳ波形在坡地上

被展宽，导致某些样地内ＬｉＤＡＲ预估的森林冠

层高度高于实测值；同时，对其他一些样地，Ｌｉ

ＤＡＲ预估的森林冠层高度低于实测值。结合Ｌｉ

ＤＡＲ数据分析发现，这些样地对应的 ＧＬＡＳ激

光数据大部分是在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获取的，与

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的野外调查相隔２～４ａ，这期

间树木的增长量可能导致了ＬｉＤＡＲ估测值与实

测值之间的误差。另外，季节的差异也可能是误

差的来源之一。两次野外调查都是在树木未落叶

季节进行的，而部分激光光斑是在落叶季节获取

的，其中落叶树反射的第一回波来自无叶片的树

冠，这样也可能造成ＬｉＤＡＲ估测与实测森林冠

层高的误差，进而影响回归模型的精度。

图３　不同地形坡度组实测冠层高度与ＬｉＤＡＲ预测冠层高度的相关性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ａｎｏｐｙ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ｌｏｐ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４　结　语

　　本文以吉林长白山林区为例，对ＩＣＥＳａｔ

ＧＬＡＳ完整波形数据在坡地森林冠层高度反演的

应用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① 在０～

１５°地形坡度范围内，ＩＣＥＳａｔＧＬＡＳ完整波形数

据能够合理地反演森林冠层高度，解释能力在

５１％～９０％之间。在相对平坦的地区，大光斑Ｌｉ

ＤＡＲ系统在反演森林冠层高度方面具有很大的

应用潜力。② 当坡度范围超过１５°时，地形对ＩＣ

ＥＳａｔＧＬＡＳ波形的影响很大，模型对变量的解释

能力显著下降。

为提高ＩＣＥＳａｔＧＬＡＳ数据反演森林冠层高

度的精度，特别是在地形起伏比较大的区域，建议

改善ＩＣＥＳａｔＧＬＡＳ波形数据处理的方法，尽可

能剔除噪声，增强有用信息；更全面地考虑地形的

影响因素，改善估测模型，削弱地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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