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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监督分类方法提取出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影像中的刺槐林区域，将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归一化水分指数

ＮＤＷＩ、土壤调节植被指数ＳＡＶＩ、修正的土壤调节植被指数ＭＳＡＶＩ和ＫＴ变换应用于刺槐林影像，用聚类分析

将刺槐林分成４个等级的树冠活力。实测结果表明，通过树冠活力来分类，ＮＤＷＩ分类精度最高，达到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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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河三角洲，人工刺槐是首要的造林树种，

自然保护区的人工刺槐林于１９７５年形成以后，面

积和蓄积量都居首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人工刺

槐林受到自然（如病虫害、干旱、风暴潮等）、人为

（石油开发带来的污染等）因素的影响，健康状况

下降，许多地方出现大面积枯梢、甚至死亡［１］，给

黄河三角洲林业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

树冠测量已经被广泛地用来作为森林健康和

活力的指标，当自然或者人为压力影响到森林的

时候，森林衰退的第一个标志常常就是树冠［２］。

近年来，更多、更复杂的图像处理方法被广泛用于

检测病虫害等引起的森林变化，各种数学方法和

ＧＩＳ技术也为森林的遥感监测提供了新的活

力［２６］。目前，利用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ＥＴＭ＋数据监测

森林冠层动态和健康主要集中在由林火、病虫害、

风倒等引起的林冠变化方面，也有一些涉及干旱

等因素引起的林冠变化［７］。国内外还鲜见利用遥

感技术来监测刺槐林冠枯梢和死亡的研究。

１　实验数据及预处理方法

１．１　数据收集

刺槐的集中采样时间为２００７年６月下旬，采

样前先通过非监督分类提取出刺槐林４种健康状

况，选取靠近路边容易到达的包括４类健康状况的

共４０个样地进行采样，用ＧＰＳ记录每个采样地４

个角点的精确位置。选取样地时，尽量选取附近

１００ｍ范围内刺槐的健康状况接近的区域，参考美

国农业部林业局各指标测量方法［８］，测得１０ｍ×

１０ｍ样方内所有树的胸径、树高、枝下高、冠幅、枯

梢高、枯梢直径郁闭度和样方郁闭度、林下植被覆

盖率。为了减少误差，每个样地的数据均由两个身

高相当的人测量，然后取平均值。并采集了９０～

１００ｃｍ土壤样本。总共采集了４２１棵树的数据，剔

除掉胸径远小于整个样方内胸径均值的树（用

ＳＰＳＳ对每个样地的胸径作直方图，均值减去标准

方差得到剔除的小树）和断顶的树。通过野外采样

数据和林冠属性表（表１）计算出剩下的３７６棵树的

活冠比、树冠死亡率。样方的林冠指标取所有树的

平均值。室内实验测定了４０个土壤样本全盐量。

表１　林冠属性

Ｔａｂ．１　Ｃｒｏｗｎ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树冠属性 描述

活冠比 犪／（犪＋犫）

犪为活冠的高度（死亡的树枝不被包含在里面）；犫

为树干高

树冠死亡率 活着的树叶轮廓占估计的原始树叶轮廓＝犪／犫

犪为目前活着的树叶轮廓；犫为估计的原始树叶

轮廓

郁闭度
估计树冠容量包含的生物量，包括树叶、树枝和

再生，通常是按５％分级从５％～９５％表示

　　２００４年，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黄

河三角洲范围内布设了１８口地下水水位观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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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０４年５月开始每５ｄ获得各井位的地下水

位。根据地下水水位观测资料，范晓梅利用

ＭＯＤＦＬＯＷ软件模拟得２００４０５０５开始的相隔

１５ｄ的３６０ｄ地下水水位
［９］。

１．２　数据预处理

对于１９９９０６２５的ＴＭ影像用１∶５万地形

图进行几何校正，采用二次多项式内插方法。

２００７０５１４的 ＴＭ 影像以１９９９０６２５ＴＭ 影像

为基准影像进行配准。ＲＭＳ一般控制在０．３像

元以内，个别为０．５像元。

采用ＥＮＶＩ４．５软件进行遥感影像的处理和

分析。为了提高运算效率，首先需要提取刺槐林

区域，将１９９９年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 影像裁剪后分成８

类：刺槐林、旱地作物、芦苇草甸、柽柳灌丛、坑塘、

水库、居民地道路、翅碱蓬群落。进行分类后处

理：主／次要分析—类别集群—类别筛选—类别集

群。参考１９９９年前后的 ＴＭ 影像，手动增加减

少漏分多分的刺槐林区域，最终得到更精确的分

类结果。对分类后的影像进行精度评价，精度实

际评价点参考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的野外实地植被考

察点进行选取，５１２个参考点用来评价分类精

度，分类总体精度为 ９１．６６％，Ｋａｐｐａ系数为

０．８７９。将提取出的刺槐林区域转换成矢量图导入

到ＡｒｃＧＩＳ，删掉小于１ｈｍ２ 的刺槐林斑块，因为

这些小斑块对空间上刺槐林的健康变化贡献不

大，而且在野外很难精确地给它们定位。

美国农业部林业局（ＵＳＦＳ）开发的林冠条件

分级向导（ＣＣＲＧ），用５个树木活力指标（活冠

比、冠幅、郁闭度、死亡率、光照透过率）来估量森

林健康［８，１０］。当光照透过率小于５０％的时候，光

照透过率不被用来作为指标分级［３］。研究区的刺

槐林郁闭度基本都在５０％以上，只有（近）死亡的

光照透过率大于５０％，因此本研究只选用了前４

个指标来分级。根据ＣＣＲＧ（表２）分类范围把４

个林冠指标分成条件１，２或３，然后用可视化林

冠等级［６］结合指标条件计算出每个位置的健康等

级，得出４０个野外点刺槐林冠健康等级。

表２　犆犆犚犌树木活力指标和林冠条件分类阈值

Ｔａｂ．２　ＣＣＲＧＴｒｅｅＶｉｇｏ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条件１ 条件２ 条件３

活冠比 ≥３５．１％ １５．１％～３５％ ０～１５％

冠幅 ５～３０ｍ ２．５～４．９ｍ ０～２．４ｍ

郁闭度 ≥５０．１％ ２０．１％～５０％ ０～２０％

死亡率 ０～５％ ５．１％～２５％ ≥２５．１％

２　遥感监测方法

２．１　图像增强技术

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是一个综合的植被

指数，能反映植被的叶绿素、叶片水分含量等信

息，ＮＤＶＩ＝（ＮＩＲ－犚）／（ＮＩＲ＋犚）。美国学者提

出了土壤调节植被指数（ＳＡＶＩ）和修正后的土壤

调节植被指数（ＭＳＡＶＩ），这两种 ＶＩ都是以 ＮＤ

ＶＩ为基础，尝试减少土壤背景的影响，ＭＳＡＶＩ又

是对ＳＡＶＩ的进一步修正。ＳＡＶＩ式中的犔是减

少土壤背景影响而设的一个土壤调节参数

（Ｈｕｅｔｅ建议的最佳值为０．５
［１１］），它的取值主要

取决于植被的密度，但犔一旦取定值，处理植被

变化大的图像，减少土壤影响的效果就受到影响。

植被水分指数ＮＤＷＩ是基于短波红外（ＳＷＩＲ）与

近红外（ＮＩＲ）的归一化比值指数：ＮＤＷＩ＝ （ＮＩＲ

－ＳＷＩＲ）／（ＮＩＲ＋ＳＷＩＲ），与 ＮＤＶＩ相比，它能

有效地提取并反演植被冠层的水分含量［１２１３］；在

植被冠层受水分胁迫时，ＮＤＷＩ能及时地响应。

缨帽变换（ＫＴ变换）是一种通用的植被指数，可

以被用于ＬａｎｄｓａｔＭＭＳ或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数据。

经过各种因素的考虑，本研究选用了ＮＤＶＩ、

ＳＡＶＩ、ＭＳＡＶＩ、ＮＤＷＩ和 ＫＴ变换估量植被的

活力。

２．２　健康分类

调查发现，有些区域刺槐林在２００７年已经变

成芦苇草甸和旱地作物等，而且也有１９９９年以后

种植的刺槐林区域。因此，为了获得１９９９年和

２００７年同时存在的刺槐林区域，需要对１９９９年

提取的刺槐林矢量图切割２００７年 ＴＭ影像。

利用波段运算工具对切割后的刺槐林进行

ＮＤＶＩ，ＳＡＶＩ，ＭＳＡＶＩ，ＮＤＷＩ变换后生成单波段

影像，然后用最优分割法将植被指数值分为５个

阈值范围，基于分类阈值通过决策树分类得到５

类影像。与２００７年原始影像进行对比，其中一类

与２００７年变成了旱地作物等的区域吻合。将其

余下４类健康类别导出为矢量图，然后用这些矢

量图去切割指数变换后的单波段影像就分别得到

了４个聚类的影像，计算它们的平均值（表３）。单

个像素植被指数值越大，表明植被越多或者越健

康。因此，对４个聚类的平均值进行降序排列后，

分别对应于健康、轻度枯梢、中度枯梢、重度枯梢

或死亡，植被健康和指数存在正相关关系。

ＴＣＴ变换后的影像作动态聚类分析，最终只

能得到分为３类的影像，３类分别对应于健康／轻

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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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对２００７０５１４影像进行犖犇犠犐、犖犇犞犐、

犕犛犃犞犐和犛犃犞犐植被指数变换后各聚类的平均值

Ｔａｂ．３　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Ａｆｔｅｒ

Ｍａｙ１４，２００７，Ｉｍａｇｅｗａ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健康 轻度枯梢 中度枯梢 重度枯梢

ＮＤＷＩ ０．０４８５９２ －０．０２１２７ －０．０８４３６ －０．１６２６４

ＮＤＶＩ ０．４６２３２７ ０．３９０８１２ ０．３２２９７２ ０．２３９８９５

ＭＳＡＶＩ ０．６２３２５３ ０．５４６１５４ ０．４６８２９８ ０．３６２０６８

ＳＡＶＩ ０．６９５９３６ ０．５８９７９５ ０．４８７８５５ ０．３５９９１６

度枯梢、中度枯梢、重度枯梢或死亡；ＫＴ变换很

难分出健康和轻度枯梢。也可以看出很明显的关

系，聚类的平均值显示湿度和亮度是负相关的。

结合地面观察结果，更健康的刺槐林区域颜色更

深、更潮湿，枯梢越严重的刺槐林区域更明亮、更

干燥。显然，湿度和刺槐林健康存在正线性关系，

而亮度和刺槐林健康存在负线性关系。虽然绿度

聚类平均值呈减少趋势，但是不存在线性关系，而

且相对于湿度和亮度，绿度是一个比较窄的阈值

范围。考虑到这些因素，绿度波段不能反映健康

状况。按降序排列湿度聚类平均值，湿度聚类平

均值最大和亮度最小的聚类被定为健康／轻度枯

梢（这里健康和轻度枯梢合并为一类），依此类推，

次之的为中度枯梢，湿度聚类平均值最小和亮度

最大的聚类为重度枯梢或死亡（表４）。

表４　对２００７０５１４犔犪狀犱狊犪狋犜犕影像的

刺槐林出现缨帽变换后聚类的平均值

Ｔａｂ．４　ＴＡＢＬＥ５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ａｓｓｅｌｅｄＣａｐ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Ｒｏｂ

ｉｎｉａ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ｙ１４，２００７，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Ｉｍａｇｅ

健康／轻度枯梢 中度枯梢 重度枯梢

亮度 １７６．００ １８１．８１ １９７．９９

绿度 ２３．６８ １２．２７ １３．４３

湿度 －６８．３２ －７５．０１ －８１．６８

　　未作过变换处理的刺槐林影像，由于第六波

段分辨率太低，不作分析。对波段１～５和７作动

态聚类分析得到４类，波段１，２，５和７中４个聚

类平均值存在线性关系。两个中红外波段５和７

受水分吸收的影响，植被含水量增加，吸收更多的

能量，导致光谱反色率降低。因为健康的植被相对

于受损严重的植被表现出更暗和更湿润，因此波段

１，２，５和７最小聚类均值被赋予健康，依次类推，聚

类均值分别赋予其他健康类别（表５）。

２．３　分类精度比较

考虑到一些可能的空间误差、比如配准误差，

ＧＰＳ定位误差，把每个采样点建立３０ｍ的缓冲

区，利用缓冲区和健康类别叠加，如果采样点缓冲

区与相同的健康类相交，这个点被认为是正确的

匹配。建立采样点的交叉表，计算得出每种分类

方法的总精度和 Ｋａｐｐａ系数（表６）。最终得出

ＮＤＷＩ是最精确的健康分类方法，总精度达８２．

５％。ＫＴ变换不能准确分出健康和轻度枯梢类

别，精度不及未处理过的影像。

表５　２００７０５１４犔犪狀犱狊犪狋犜犕刺槐林

应用没有变换的聚类均值

Ｔａｂ．５　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ＷｈｅｎｎｏＴｒａｎ

ｓｆｏｒｍ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Ｒｏｂｉｎｉａ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ｙ１４，２００７

健康 轻度枯梢 中度枯梢 重度枯梢

波段１ ８３．４６ ８７．６５ ８８．６３ ９３．６８

波段２ ３８．８０ ４０．９４ ４１．７７ ４５．１１

波段３ ３４．９５ ４０．５ ４０．３３ ４７．３７

波段４ ８９．４６ ７７．０２ ９１．０３ ８４．６

波段５ ８５．４３ ９３．４９ ９７．１３ １１１．３８

波段７ ３３．６２ ４１．４ ４１．６５ ５３．６

表６　６种分类方法的总精度和犓犪狆狆犪系数

Ｔａｂ．６　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Ｃｏｈｅｎ’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Ｋａｐｐ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ｘＨｅｍｌｏｃｋ

Ｈｅａｌｔｈ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ＮＤＷＩ ＮＤＶＩ ＭＳＡＶＩ ＳＡＶＩ ＴＣＴ 原始

精度 ８２．５％ ６２．５％ ７２．５％ ５７．５％ ６７．５％ ６７．５％

Ｋａｐｐａ ０．７６２ ０．５０５ ０．６３３ ０．４４７ ０．４５８ ０．５５６

　　删除掉１９９９年存在而２００７年不存在的非刺

槐林区域（其他类），最终得到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７年

同时存在的近乎纯的刺槐林区域３５８２ｈｍ２。三

角洲刺槐林的４类健康矢量图如图１。

图１　刺槐林健康分类图

Ｆｉｇ．１　Ｒｏｂｉｎｉａ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Ｆｏｒｅｓｔ

Ｈｅａｌｔｈ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结论与讨论

选取一年中最低水位时刻（１２月）的地下水数

据，５０ｍ×５０ｍ栅格的ＤＥＭ，得出１２月的地下水

埋深。选择黄河三角洲黄河故道附近、马场附近、

仙河附近、孤岛林场近乎纯人工刺槐林地作为实验

区，聚类统计分析４０个采样点的土壤含盐量数据，

得到４个区域的土壤含盐量范围。数据显示，孤岛

林场的地下水埋深低水位时基本都小于１．８ｍ，而

含盐量大于０．４％，有些区域含盐量在０．６％以上。

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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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滨海地区盐碱土分级标准（０～１００ｃｍ），

属于重度盐碱地和滨海盐土，相应的孤岛林场刺槐

林中度枯梢和重度枯梢或死亡的刺槐林占４５％和

１１．７％。黄河故道中度枯梢和重度枯梢或死亡的

刺槐林占２５．６％和１２．７％，这些地方地下水埋深也

是小于１．８ｍ，土壤主要为重度盐碱地（０．４％～

０．６％）。马场附近刺槐林健康和轻度枯梢占４７．１％

和３９．２％，这个区域的地下水埋深基本都大于１．８

ｍ，土壤为中度盐碱地（０．２％～０．４％）。仙河附近

刺槐林健康和轻度枯梢占５４．７％和３４．７％，地下水

埋深大于２．２ｍ，土壤为轻度盐碱地和中度盐碱地

（０．１％～０．４％）。可见，地下水埋深高、土壤含盐

量大是影响刺槐健康生长的重要原因，刺槐在低水

位时期地下水埋深大于１．８ｍ时的中度和轻度盐

碱地生长良好，反之则生长不好。滨海地区地下水

水位在夏季时略高于海水水位，地下水向海排泄。

在冬季部分地区地下水水位低于海平面，出现海水

入侵。黄河来水偏少，海潮的顶托作用相对增大，

引起海水倒侵，增加了地下水的矿化度，该种原因

引起人工刺槐林死亡以孤岛林场最西边表现最为

明显。

运用几个植被指数绘制森林健康地图并且利

用实地采样的ＣＣＲＧ比较了不同森林健康地图，

发现ＮＤＷＩ植被指数产生最精确的刺槐林地健

康地图，原因可能是健康叶片海绵状的叶肉组织，

在其全部空间都充满了水分而膨胀时，对任何辐

射能都是一种良好的反射体。吸收可见光中的蓝

光和红光，反射绿光。当水分代谢受到妨碍，植物

开始衰蔽时，叶内就逐渐毁坏，接着植物逐渐枯

死，从而导致叶片对近红外辐射的反射能力减小，

对中红外辐射的反色能力增强。采用这种类型的

分析方法，上述提到的几个空间误差必须要考虑

到，为此我们建立了缓冲区。森林健康的现象通

常呈现出一个连续范围内的逐步过渡，因此类别

的边界应该是类别间的过渡带。从影像中得出的

森林健康制图有很多用途，这些技术也能应用于

过去或未来的影像，可以用来比较时间上的变化。

土壤数据和地下水数据与刺槐林健康分类数

据进行空间统计相关分析，中度和轻度盐碱地刺

槐林生长良好，重度和滨海盐碱地刺槐林健康状

况差，地下水埋深深的地区刺槐林生长良好，地下

水埋深浅的地区刺槐林健康状况差。通过刺槐林

的健康情况与环境因子的分析，能够更好地理解

刺槐林的健康和环境因子的动态关系。这些信息

可能也有助于研究人员在决策时确定研究点的位

置。刺槐林健康状况的数据也可能成为未来森林

演替模型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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