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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水稻高光谱遥感数据的犘犔犛波长选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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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武汉地区不同生长状况下的水稻冠层进行了遥感监测，采用偏最小二乘（ＰＬＳ）分析方法分别对水

稻叶面氮含量、叶绿素含量进行了波长选择研究，并通过构建８种波长组合进行ＰＬＳ水稻叶面氮含量反演分

析和比较，选择出最合适的反演波长。多种波长（波段）组合进行叶面氮含量反演的验证表明，采用５５２ｎｍ、

６７５ｎｍ、７５２ｎｍ、７７６ｎｍ的４波长组合是最适合叶面氮含量反演的波长选择结果，同时，采用光谱能量空间变

换的形式能较好地改善波长选择的反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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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光谱遥感技术的精确的光谱信息对于反演

植被叶面重要生物化学成分的浓度或含量，理解

植被的光谱特性及遥感机理，提高植被监测的基

础处理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１］，尤其在农业

生产中具有突出优势［２］。然而，高光谱遥感在对

农作物的遥感监测应用中，一方面充分利用作物

的光谱信息进行反演；另一方面，也面临波段间的

相关性较大所造成的数据冗余问题［３］。在对农作

物的高光谱遥感应用中，针对高光谱波段冗余和

样本数据相对较少的问题，有必要从大量高光谱

波段中选择出最有用的波段或波长，更好地建立

高光谱遥感与农作物的重要生物化学参数之间的

关系。偏最小二乘（ＰＬＳ）方法已被证明是从植被

冠层光谱数据提取叶面属性的最有效的经验方

法，开始较多地应用于对植被和农作物的遥感监

测中，但这些研究多是直接利用ＰＬＳ对高光谱数

据进行回归反演［５］，很少有利用其光谱分析能力

进行波长选择。鉴于此，本文利用ＰＬＳ方法对

氮、水胁迫下的水稻高光谱遥感数据进行了波长

选择研究，建立了多种波段组合模型来验证波长

选择的有效性，为ＰＬＳ在高光谱农作物遥感应

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犘犔犛波长选择

以水稻的光谱数据及其变换形式作为自变量

犡，水稻生物化学参数（氮含量、叶绿素含量）为因

变量犢，采用ＰＬＳ进行波长选择的分析。设原始

的自变量矩阵犡包含狆个变量，因变量矩阵犢包

含狆犻个变量，样本数为犿，对矩阵进行分解，其模

型为：

犡犿×狆 ＝犜犿×犽犘犽×狆＋犈 （１）

犢犿×狆犻 ＝犝犿×犽犙犽×狆犻 ＋犉 （２）

式中，犜、犝 是矩阵犡 和犢 的得分矩阵，含有两两

正交的隐变量，分别为矩阵犡和犢中变量的线性

组合；犘、犙是矩阵犡 和犢 的载荷矩阵；犈、犉为用

ＰＬＳ模型拟合犡和犢所引进的误差；犽为建立模

型所引进的变量的维数。从两组变量分别提取第

一对成分为犜１和犝１：

犜１ ＝狑１１犡１＋狑１２犡２＋…＋狑１狆犡狆 ＝狑
Ｔ
１犡

（３）

犝１ ＝狏１１犢１＋狏１２犢２＋．．．＋狏１狆犢狆 ＝狏
Ｔ
１犢（４）

其中，狑和狏分别为犡 矩阵和犢矩阵元素对应的

权重值。ＰＬＳ方法要求犜１与犝１应尽可能多地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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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各自变量中的信息，而且其相关性达到最大。

由两组变量集的标准化观测数据阵犡 和犢 可以

计算第一对成分的得分向量，记为狋１和狌１，其中狋１

＝犡狑１，狌１＝犢狏１。根据Ｌａｇｒａｎｇｅ乘数法，权重值

狑１是对应矩阵狑
Ｔ
１犡

Ｔ犢狏１的最大特征值θ１的标准特

征向量，而狏１可以由狏１＝犢
Ｔ犡狑１／θ１得到。如果犜１

和犝１的相关性达到最大，那么狋１和狌１就最大可能

地包含了数据矩阵犡和犢 的信息，同时，自变量

的成分狋１对因变量的成份狌１又具有最强的解释

能力。在提取第一个向量狋１后，分别实施犡和犢

的回归，如果回归方程满足预设精度，则算法停

止；否则，利用犡和犢 被狋１解释后的残余信息进

行第二轮的成分提取。如此反复，直到精度满足

要求为止。

由此可见，波长的权值狑（狏可以由狑 得到）

是数据矩阵犡和犢进行特征提取的累积贡献率，

狑的大小反映了该波长有多少信息被映射到了前

犿 个主成分中，即该波长所含有的信息量，因此它

是ＰＬＳ波长选择算法中选择波长的主要依据。

１．２　验证方法

为避免过拟合，检验所建立模型的有效性，

ＰＬＳ所选择的成分数量由ＰＲＥＳＳ的最小值来决

定［６］。具体做法是：首先将第一个样本作为检验

样本，用其余犿－１个样本建模，将检验样本代入

模型，可以求得一个估计值，记为狔１，－１；再将第二

个样本作为检验样本，用其余样本建模，将第二个

样本代入模型求得估计值狔２，－２；如此循环犿 次，

将这犿个残差值平方求和，即为ＰＲＥＳＳ：

ＰＲＥＳＳ＝∑
犿

犻＝１

（狔犻－狔犻，－犻）
２
＝∑

犿

犻＝１

犲２－犻 （５）

ＰＲＥＳＳ值越小，表示模型的预报能力越强，即波

长选择的结果最理想。从中选出相关性较大的波

段和波段范围，作为波长选择的初步筛选结果。

１．３　光谱变换方法

原始光谱反射率有时对植被叶面的化学成分

不够敏感，很多研究通过采用光谱微分的形式来

进行分析，而光谱微分受噪声的影响比较大［７］，因

此，为了使叶面光谱反射率能更好地反映水稻的

生物化学成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噪声的影

响，本文采用对原始光谱反射率进行光谱能量空

间变换的形式来改善ＰＬＳ波长选择的精度。

高光谱分析一般都将光谱间距显示为ｎｍ或

μｍ，通过将其以ｃｍ
－１为单位显示在能量空间上

则有着重要的物理意义，而且可消去由于横坐标

的固定波长间隔造成的不对称［８］：

υ（ｃｍ－
１）＝１００００／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μｍ） （６）

先将光谱反射率求１０的对数，并乘以－１，以使光

谱吸收特征为“正”：

犃（λ）＝－ｌｇ（犚（λ）） （７）

然后将其转换成空间能量空间犃（υ）：

犃（υ）＝１００００／犃（λ） （８）

其中，υ为频率。

２　实验设计和数据测量

２．１　实验设计

本研究的对象为水稻，实验地在武汉华中农

业大学的水稻实验田内。于２００８年７月到９月

分两次采集新鲜的水稻叶面。种植３６个小区，由

４个不同的氮素水平（无氮、缺氮、适量氮、高氮）

组成，３个重复，每种类型的实验田的面积为６ｍ

×１５ｍ。使水稻数据能包含各种生长状态的信

息，从而使选择出的波长能更好地代表水稻这个

整体。将４种不同生长环境下的一共３×４×１５

个水稻样本分成两部分，其中的３×４×１０个样本

作为建模样本，用ＰＬＳ方法波长选择分析建立生

物化学属性和高光谱数据之间的关系模型，剩下

的３×４×５个样本作为观测样本，进行模型反演

和精度评估。

２．２　数据测量

光谱实验在室内暗室环境下进行。将水稻叶

子样本采集后用冰柜保存带回暗室，使用ＡＳＤ野

外光谱辐射仪进行光谱测量。其光谱范围为３５０

～２５００ｎｍ，光谱分辨率是１０ｎｍ，重采样后为

１ｎｍ，视场角为２５°。每个类型的样区采样１０个

样本，每个样本各测３条光谱，取平均值作为该样

区的光谱反射值。在实验室内测定完这些样本的

光谱反射率后，将样本进行抽滤、研磨、离心、定容

后置于分光光度计上，测定其主要的生物化学参

数，包括氮含量和叶绿素犪含量。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叶面光谱分析

叶绿素含量和植被的光合能力、发育阶段以

及氮素状况有较好的相关性，使得叶片含氮量和

叶绿素之间的变化趋势相似，它们通常是氮素胁

迫、光合作用能力和植被发育阶段（特别是衰老阶

段）的指示器［９，１０］。测量结果表明，不同施氮水平

下的水稻冠层光谱反射率存在明显差异，光谱反

射率随着施氮水平的增加明显呈上升趋势，并且

各氮肥处理之间的差异在近红外波段大于可见光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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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段范围，如图１所示。这些结果表明，水稻叶面

的反射光谱在不同施氮水平和水分含量下的动态

变化规律可以为分析和构建叶片氮含量与冠层反

射光谱特征的定量关系奠定基础。

３．２　犘犔犛波长选择

分别计算原始光谱反射率和光谱变换后的光

谱能量空间与水稻叶面的主要化学成分（氮含量、

叶绿素含量）的ＰＬＳ权重狑犚 和狑犃（λ），选出权值

最大的波长以及敏感的光谱波段范围，结果如表

１所示。

图１　四种不同氮素水平的水稻光谱曲线

Ｆｉｇ．１　Ｆ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Ｒｉｃ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ｕｒｖｅ

表１　叶面光谱反射率及光谱能量空间与叶面化学成分犘犔犛权重分析的敏感波长

Ｔａｂ．１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ＰＬ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ｅａ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Ｆｏｌｉａ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ｐａｃｅ

主要化学成分 极大值对应波长／ｎｍ 权值较大波长范围／ｎｍ 原始光谱反射率权值狑犚 反射光谱能量空间变换权值狑犃（λ）

叶面氮含量 ５５２ ５４０～５５３ ０．４０７～０．３５９ ０．４５２～０．４６６

６７５ ６７２～６８３ －０．３５９～－０．３９４ －０．４５２～－０．４９１

７５２ ７４５～７５８ ０．４１５～０．４７７ ０．５０９～０．５２３

叶面叶绿素含量 ５５６ ５４５～５６３ ０．２９５～０．３１２ －０．３０４～－０．３３２

６６０ ６５４～６６３ －０．３４８～－０．３７１ －０．３０４～－０．３３２

７７６ ７７１～７８３ ０．３８７～０．４１１ ０．５０２～０．５２３

　　从表１可以看出，经过反射光谱能量空间变

换的值对权重变化的影响更大，能更好地选择出

精确波长的结果。图２表示反射光谱能量空间变

换的权值狑犃（λ）在全波长范围内（３５０～２５００ｎｍ）

的分布，可以看出，叶面氮含量和叶绿素含量在光

谱区间具有非常接近的权重分布。其中，中心波

长在５４８ｎｍ、６７５ｎｍ、７５２ｎｍ位置的反射光谱对

氮含量ＰＬＳ分析有最大权重值；中心波长在５５２

ｎｍ、６６０ｎｍ、７７６ｎｍ位置的反射光谱对叶绿素含

量ＰＬＳ分析有最大权重值。这些ＰＬＳ权重分析

波长选择的结果跟已有的基于水稻叶面的逐步回

归分析方法进行的波段选择的结果基本相符［１１］。

图２　反射光谱能量空间变换的ＰＬＳ权值随波长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犃（λ）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

３．３　波长（波段）组合模型

通过ＰＬＳ权重分析选择出了对水稻叶面的

重要化学成分（氮含量、叶绿素）最敏感的波长，利

用这些波长可直接构成窄波长组合进行遥感反

演。为了验证ＰＬＳ波长选择结果进行反演的可

行性，综合考虑光谱数据的冗余度和波长或波段

所代表的光谱覆盖范围，将３５０～２５００ｎｍ的光

谱范围分成代表光谱宽波段的３种波段组合，并

与根据ＰＬＳ波长选择结果得到的５种窄波长组

合进行比较。由于水稻叶面的氮含量和叶绿素含

量有极大的相关性，直接利用这８种波长（波段）

组合模型对水稻叶面的氮含量进行反演。具体组

合及依据如下。

１）２１５个波段：由于邻近的光谱波段高度相

关，因此在３５０～２５００ｎｍ光谱范围内从３５０ｎｍ

开始以１０ｎｍ为波段宽度逐步平均，构成２１５个

１０ｎｍ宽度的波段值。

２）１０个波长组合：４１０ｎｍ、４２２ｎｍ、５５６ｎｍ、

６６０ｎｍ、６７５ｎｍ、６９４ｎｍ、７５１ｎｍ、７５５ｎｍ、７５８

ｎｍ、７７６ｎｍ。水稻叶面光谱反射与叶面氮含量相

关性较大的波长主要在可见光和近红外区域。

３）５个波长组合：５５２ｎｍ、６６０ｎｍ、６７５ｎｍ、

７５２ｎｍ、７７６ｎｍ。取水稻叶面光谱反射与叶面氮

含量相关性最大的５个波长，即一个绿色波长、２

个红色波长和２个近红外波长。

４）４个波长组合：５５２ｎｍ、６７５ｎｍ、７５２ｎｍ、

７７６ｎｍ。在５个波长组合中，６６０ｎｍ是对叶面叶

绿素含量更敏感的波长，对氮含量的预测而言，其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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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可由６７５ｎｍ的波长代替。

５）３个波长组合：５５２ｎｍ、６７５ｎｍ、７５２ｎｍ。

这三个波长分别为ＰＬＳ权重分析在绿色波段、红

色波段和近红外波段选择出的权重最大的波长。

６）２个波长组合：６７５ｎｍ、７５２ｎｍ。这两个

波长在“红色边界”附近，也是所有波长中包含信

息最丰富的两个波长组合。

３．４　基于犘犔犛方法的精度评估

每种波长（波段）组合采用原始光谱反射率和

光谱能量空间两种形式分别对训练样本进行

ＰＬＳ建模，获得的反演模型对观测样本进行反演

估算，并采用ＰＲＥＳＳ判别法则来选取每种组合

的ＰＬＳ成分的最佳个数，结果如图３所示，图中

的横坐标表示预测值，纵坐标表示观测值。

图３　６种波长组合的反射率建立的叶面氮

含量的预测值与观测值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ＶａｌｕｅｏｆＦｏｌｉａｒ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６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在变量筛选过程中，向模型引入变量时，

ＰＲＥＳＳ值和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会随着引入个

数的增多而不断减少。当成分数大于１２时，

ＰＲＥＳＳ值的变化趋于稳定，参与建模的最合适成

分个数即为１２。

从表２结果可以看出，水稻叶面的氮含量与

叶面的反射光谱６种波长（波段）组合都有着很高

的相关性，２１５个波段组合的反演的相关性最大，

２个波长组合的相关性最小，而采用光谱能量空

间模型（犃（υ））能明显提高反演精度，尤其当波长

数量较少时，采用这种光谱变换能发挥更好的作

用。ＰＬＳ波长选择的结果组成的２～５个波长组

合具有理想的遥感反演精度（０．６８５～０．７９３）。其

中，采用５５２ｎｍ、６７５ｎｍ、７５２ｎｍ、７７６ｎｍ的４个

波长组合的反演精度达到０．７６８。而再增加一个

表２　不同波长组合的犘犔犛的氮含量浓度反演结果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波长组合数／个 因变量 成分个数 ＲＭＳＥ 相关系数 ＰＲＥＳＳ

２１５ 犆 １２ １２．３３ ０．８９ ７６．６９

犃（υ） １１ ２２．２７６ ０．９０３ ６０．７８

１０ 犆 ７ １８．１７ ０．８３３ ６３．９２

犃（υ） ７ ２２．７５６ ０．８６１ ５４．８１

５ 犆 ５ １９．０２ ０．７９３ ４７．１７

犃（υ） ５ １９．７８ ０．８３１ ４２．３６

４ 犆 ５ ２４．３１６ ０．７６８ ３２．１

犃（υ） ５ ２４．２８ ０．８２７ ２２．８９

３ 犆 ３ ２５．０１１ ０．７５８ １０．５

犃（υ） ３ ３２．４９ ０．７５１ ６．４２

２ 犆 ３ ２９．２０１ ０．６８５ ８．８

犃（υ） ３ ２８．５１９ ０．７６６ ５．３６

波长（５波长组合）对反演的效果并无明显改进，

采用１０波长组合比５波长组合的反演系数仅增

加０．０４。可见，ＰＬＳ方法选择的４波长组合能反

映水稻叶面氮含量的足够多的信息，较好地进行

遥感反演，而且数据没有冗余，是适合水稻叶面氮

含量反演的波长选择结果。

４　结　语

本文采用ＰＬＳ方法对水稻光谱波长的选择

进行了研究，并通过建立多种波长（波段）组合模

型进行氮含量反演对ＰＬＳ结果进行了比较验证。

采用ＰＬＳ方法可以很好地选择出对叶子生化浓

度最敏感的波长，这些波长都处于叶面的重要吸

收反射特征带上。通过对多种波长（波段）组合进

行叶面氮含量反演的实验表明，采用５５２ｎｍ、６７５

ｎｍ、７５２ｎｍ、７７６ｎｍ的４波长组合是比较适合叶

面氮含量反演的波长选择结果，同时，采用光谱能

量空间变换的形式能较好地改善波长选择的反演

效果。ＰＬＳ方法能够克服高光谱遥感农作物监

测中实测数据过少的缺憾，为研究作物的遥感监

测最佳的波长选择提供了依据，对遥感数据的分

析和处理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本文对水稻的不

同生长期的光谱变换、株型结构等没有进行讨论，

事实上，这些因素对波长选择的结果也存在一定

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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