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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精确识别高光谱遥感图像上的地物，使用交叉相关光谱匹配方法获取光谱整体形态的最大偏移

量，通过对比分析吸收谷位置变化获取吸收谷位置的最大偏移量，在此基础上确定吸收谷位置的偏移范围；然

后使用穷举法，进行基于整体形态和偏移范围内局部吸收谷位置的识别。在云南中甸普朗斑岩铜矿区的高光

谱遥感图像的实际应用表明，该方法的识别结果比仅考虑整体形态的识别结果具有更高的可靠性，能进一步

证实识别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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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高光谱遥感具有波段多、范围窄、近似连

续等特点，且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地表信息，因而

在地表物质的识别与分类方面具有多光谱遥感无

可比拟的优势［１２］，其应用领域已涵盖了岩矿识

别、植被类型区分、生态环境监测等方面。应用中

涉及地物识别与分类结果的精度时，阀值的选择

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同的阀值会产生不同的

结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文献［３］给出了一种基

于穷举法的高光谱遥感图像地物识别方法。为了

进一步精确识别地物光谱，特别是整体形态相似

的光谱，除研究其整体形态外，还必须研究其局部

吸收特征。光谱吸收特征参数包括吸收谷位置、

吸收深度、吸收宽度、吸收面积、吸收对称性

等［４６］。通过定量化这些参数，可对其光谱进行识

别［７９］。野外地物光谱，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显

得很复杂，其明显特征是吸收带的形状和吸收谷

位置可能发生变化或偏移。

１　方　法

基于穷举法的高光谱遥感图像地物识别方

法，是一种直接对校正后图像的像元进行识别的

方法。首先在特定研究目的下，列举出所有与研

究区地物有关的可行参考光谱（包括不同环境条

件下的同一地物光谱），建立光谱库；然后通过计

算，从光谱库中获取遥感图像上像元光谱的最佳

匹配参考光谱，从而达到识别图像上像元的目

的［３］。

１．１　交叉相关光谱匹配
［１０，１１］

交叉相关光谱匹配是通过计算一个测试光谱

（像元光谱）和一个参考光谱（实验室或像元光谱）

在不同匹配位置的相关系数，来判断两光谱之间

的相似程度。测试光谱和参考光谱在每个匹配位

置犿的相关系数表达式如下：

狉犿 ＝

狀∑
狀

犽＝１

犚狉犽犚狋犽－∑
狀

犽＝１

犚狉犽∑
狀

犽＝１

犚狋犽

狀∑
狀

犽＝１

犚２狉犽－ ∑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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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 ）狉犽［ ］
２

狀∑
狀

犽＝１

犚２狉犽－ ∑
狀

犽＝１

犚（ ）狉犽［ ］槡
２

式中，犚狉、犚狋分别是参考光谱和测试光谱；狀为两

光谱重合的波段数；犿 为光谱匹配位置即两光谱

错位的波段数。

为方便起见，假定光谱轴不动，沿光谱轴方向

移动参考光谱，并规定短波方向移动为负，向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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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移动为正。据此，向短波移动一个波段，则犿

＝－１；向长波移动一个方向，则犿＝１；两个光谱

没有任何波段相对错位，则犿＝０。

通过计算可得到所有匹配位置犿 的相关系

数，比较这些相关系数的大小，得到最大相关系数

时的犿值，这个犿 值就是这两个光谱的偏移值。

如果两种光谱是完美匹配，则它们在犿＝０的相

关系数为１，偏移值为０。

１．２　吸收谷位置的确定

吸收谷位置的确定，是在包络线去除算法［１２］

基础上实现的。在光谱曲线上，获取绘制包络线

的所有端点后，沿波长增加方向进行连接，可形成

包络线。于是，这些端点在原始光谱曲线上的反

射率与在包络线上的对应值是相同的。所以，在

包络线去除归一化后的曲线上，这些端点的对应

值都为１。同时可知，每相邻两个端点之间就有

一个吸收谷，吸收谷中最小反射率处的波长即为

该谷的吸收谷位置（波长）［４］。

确定吸收谷位置的步骤如下。

１）获取绘制包络线的端点，通过插值得到绘

制包络线的数据；

２）通过光谱曲线数据与其包络线数据的关

系计算，得到包络线去除归一化后曲线的数据；

３）沿波长增加方向，在包络线去除归一化曲

线上寻找所有反射率值为１的点，将这些点对应

的波长保存在数组犃中；

４）按数组犃中点的次序，比较包络线去除归

一化曲线上每相邻两波长范围内所有反射率值，

反射率最小处的波长，即为其中一个吸收谷位置

波长。按此方法，寻找到所有的吸收谷位置波长。

１．３　吸收谷位置的匹配

吸收谷位置的匹配识别，是通过以下两项规

则实现的：① 参考光谱和像元光谱对应的吸收谷

位置的波长差在吸收谷位置偏移范围之内；② 以

两光谱对应的吸收谷位置为中心，在参考光谱的

每一个吸收谷波段范围内，计算参考光谱和像元

光谱的相关系数，并保证该值大于指定的阀值。

这里，吸收谷波段范围指吸收谷位置的左右两端

反射率极大值点的波长范围。

这两项规则的前提是两光谱都有对应吸收

谷，如果只是一光谱在某处有吸收谷，另一个光谱

在该处偏移范围内没有吸收谷，则该处吸收谷不

能参与匹配。

第一项规则保证了对应吸收谷位置波长的一

致，第二项规则保证了对应吸收谷形态的一致。

吸收谷形态包含了光谱吸收特征的参数，如吸收

深度、吸收宽度、吸收对称性等，所以尽管没有直

接对吸收深度等参数进行量化匹配，但是吸收谷

形态的匹配涵盖了这些吸收特征参数的匹配。

２　应用与分析

２．１　吸收谷位置偏移范围的确定

在云南省中甸普朗斑岩铜矿区，笔者选取了

一些典型环境下的地物，使用美国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Ｐｒｏ野外光谱仪，进行了不同高度的光谱测试。

图１（ａ）～１（ｅ）分别是野外典型环境下５种地物

在两个测高下的光谱曲线，每种地物的两条曲线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该地物光谱曲线的吸

收特征和整体形态的最大变化程度。由于野外大

气水汽吸收干扰和仪器噪声的影响，在１３５０～

１４５０ｎｍ、１８００～１９７０ｎｍ和２３８０～２５００ｎｍ

处，光谱反射率波动很大。在寻找吸收谷极值点

时，可据受影响程度，少用或不用３个波段内数

据［１２］。表１是这５种地物的光谱信息，在３个影

响波段内吸收谷位置的部分波长也被列举出。

一般地物光谱曲线整体错位都很小，对局部

吸收谷位置的影响较小。因此，局部吸收谷位置

的偏移主要由吸收谷自身位置漂移引起。本研究

中使用的吸收谷位置的最小偏移范围定为

－１７ｎｍ～１７ｎｍ。

２．２　结果分析

实验图像数据来自于２００５年９月美国ＥＯ１

卫星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数据，范围为云南省中甸普朗斑岩

铜矿区的部分区域（图２（ａ）），识别前经过了辐

射、大气和几何校正。最终采用的最佳匹配参考

图１　５种地物的野外光谱曲线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ｖｅＦｉｅｌｄＧｒｏｕ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ｓ

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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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５种典型地物及其光谱信息

Ｔａｂ．１　Ｆｉｖ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测试地物
地理位置（经度／

纬度／高程）
对象描述 光谱文件名 测高／ｃｍ 吸收谷位置波长／ｎｍ 整体偏移量／ｎｍ

石 英 闪

长 玢 岩

露头

Ｅ９９°５９′２３．０″

Ｎ２８°ｏ０２′１８．３″

３９３５ｍ

表面有强烈褐铁矿

化，呈褐红色
ｐｌ．０１１

ｐｌ．０１６

２０

１００

４９１，９６１，１４１７，１９２０

４８８，９５２，１４１５，１９２３
２

土壤

Ｅ９９°５９′２３．１″

Ｎ２８°０２′１８．４″

３９４０ｍ

上有小草
ｐｌ．０３６

ｐｌ．０４１

３０

１５０

６７０，１１７７，１３４４，１４１７，１７７８

６７５，１１７２，１３４２，１４１９，１７７３
１

石 英 闪

长 岩 露

头

Ｅ９９°５９′２３．２″

Ｎ２８°０２′１８．４″

３９４６ｍ

局部有弱风化，表面

有硅化钾化，可见褐

铁矿和苔藓

ｐｌ．０７６

ｐｌ．０８１

２０

１５０

４９１，１４１９，１７６５，１９２７

４９９，１４２３，１７８２，１９１９
４

腐殖土

Ｅ９９°５９′２３．２″

Ｎ２８°０２′１８．３″

３９５２ｍ

内有枯叶、潮湿
ｐｌ．１０６

ｐｌ．１１１

５０

２００

５０８，１４２１

５１６，１４１２
１

草

Ｅ９９°５９′２３．２″

Ｎ２８°０２′１８．３″

３９５７ｍ

较新鲜
ｐｌ．１６７

ｐｌ．１８９

２０

２００

４５０，６６８，１４２１

４５１，６６８，１４２３
０

光谱信息如表２，其曲线如图３，与遥感图像数据

为同时间段获取的数据。

表２中参考光谱的文件名与图３中文件名一

致，识别前对参考光谱中野外大气水汽影响的三

个区间波段的数据进行了处理。表２中，有８种

地物是岩石，是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识别

岩石。在野外调查中最常见的是不同蚀变类型的

石英闪长玢岩，为了准确识别它们，选用了３种蚀

变类型的石英闪长玢岩（编号为１、２和３）。图２

（ｂ）为识别结果信息ＲＧＢ图，图中色标号与表２

中参考光谱编号一致，图中像元数为对应表２中

参考光谱被识别出的总数目；图２（ｃ）为识别结果

信息相关系数灰度图，越亮表示相关系数越大。

表２　参考光谱信息表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

编号 光谱文件名 地物名称 对象描述

１ ｐｌ．００６ 石英闪长玢岩 表面有褐铁矿、微量辉铜矿

２ ｐｌ．００８ 石英闪长玢岩 表面粘土化

３ ｐｌ．０１６ 石英闪长玢岩 表面褐铁矿化，有孔雀石

４ ｐｌ．０２１ 石英二长岩 表面有强烈褐铁矿化、硅化

５ ｐｌ．０２５ 砂板岩 自然露头，部分风化

６ ｐｌ．０３６ 土壤 上有小草

７ ｐｌ．０７１ 针叶矮灌木 叶面新鲜

８ ｐｌ．１０６ 腐殖土 有枯叶，地潮湿

９ ｐｌ．１２１ 土壤 地潮湿，有小草

１０ ｐｌ．１３１ 高山杜鹃树 叶面较新鲜

１１ ｐｌ１．００３ 深灰色角岩 路边人工露头，新鲜，有硅化

１２ ｐｌ１．０１０ 栎树 叶面新鲜

１３ ｐｌ１．０１５ 大理岩 自然露头

１４ ｐｌ１．０２１ 石英二长斑岩 风化面，表面有灰色苔藓

图２　高光谱遥感图像及其识别结果信息图

Ｆｉｇ．２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

　　由图２可知：① 图２（ａ）和图２（ｂ）中大部分

地物区域的位置和轮廓大致相同；② 图２（ｂ）中

每个参考光谱对应的像元数无特别较小值，尤其

是野外常见的石英闪长玢岩对应的像元数都较

大；③ 图２（ｃ）中无明显的大片相关系数小的区

域。据统计，约８０％像元的相关系数超过０．６５，

被识别出是岩石的像元中约７５％的相关系数超

过０．６５。这些说明选取的１４种参考光谱是适合

的，识别结果是满意的。

为检验识别结果的准确度，我们对比分析了

３０多个野外实地地物及其在图像上的识别结果，

选出５个代表性实地地物，如图２（ｂ）和２（ｃ）所示

圈定点（犃、犅、犆、犇和犈）。表３为这５个点的实

验结果表，其中犆犗为图２（犮）中圈定点处像元光谱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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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参考光谱曲线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ｕｒｖｅｓ

在全波段范围内的相关系数；犆犔为圈定点处像元

光谱进行吸收谷位置匹配时得到的各个相关系

数。表３中５个圈定点经检验，与实际地物基本

一致。但是，对于犆犗中相关系数较小的犃 点

（０．５８６３），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其识别效果不

好。经分析可知，犃实地的岩体为石英闪长玢岩，

表面为黄铁矿和褐铁矿，而犃的识别物为表１中

１号地物，也为石英闪长玢岩，但表面为褐铁矿和

微量辉铜矿，表面矿物不同可能是导致两者光谱

整体相关性较小的原因。

由犆犔栏数据可知，犃和它的识别物的三处吸

收谷位置波长（９６０ｎｍ 附近、１４２０ｎｍ 附近、１

９２０ｎｍ附近）反映的都是表面矿物的Ｆｅ３＋吸收

谱带，这三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８８７３、０．８９３５

和０．８９９８，表面局部吸收谷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这些为两者表面矿物含有Ｆｅ３＋（或褐铁矿）提供

了证据。

由此说明，尽管由于野外环境及地物表面矿

物等方面的影响，造成整体形态上像元光谱与其

最佳匹配参考光谱的相关系数较小，但从光谱局

部吸收特征的一致性上，能进一步证实两光谱对

应地物的相似性。

表３　试验结果表

Ｔａｂ．３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ｖ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ｓ

圈定点
ＲＧＢ图中被识

别出的代号

地理位置

（经度／纬度）
实地地物描述 犆犗 犆犔

犃 １ Ｅ１００°９′５″／Ｎ２８°４０′１４″
石英闪长玢岩，表面有黄铁矿，部

分被氧化成褐铁矿
０．６２３０

０．９０１３，０．８８７３，

０．８９３５，０．８９９８

犅 ７ Ｅ１００°１２′１２″／Ｎ２８°３９′４３″ 矮灌木 ０．９０１２
０．９４０５，０．９５８９，

０．９５５０

犆 ８ Ｅ１００°１２′２９″／Ｎ２８°３９′３３″ 腐殖土，内有少量枯叶 ０．８５３６ ０．９３２７，０．９３０１

犇 ３ Ｅ１００°４′５８″／Ｎ２８°３８′３０″
石英闪长玢岩，表面有少量孔雀石

和植被腐烂物
０．７５９１

０．９２２５，０．９００５，

０．９１８０，０．９１６０

犈 １４ Ｅ１００°８′１１″／Ｎ２８°３７′１９″
石英二长斑岩，表面有少量苔藓、

植被等腐烂物
０．８２１１

０．９３００，０．９１８６，

０．９２５４，０．９１８８

３　结　语

为了精确识别地物，本文采用穷举法，从光谱

整体形态和局部吸收谷位置进行高光谱遥感图像

地物识别研究。其中，吸收谷位置的匹配是通过

计算像元光谱和参考光谱的对应吸收谷位置（波

长）偏差和对应吸收谷波段范围内光谱形态的相

关系数，来判定这两光谱的匹配效果。在云南中

甸普朗斑岩铜矿区的应用中，该方法能避免单纯

通过基于整体形态进行识别的不足，比如有些像

元光谱与其最佳匹配参考光谱的相关系数较小，

可能误认为其识别效果不好。但是由于野外环境

复杂，需做的工作还很多，从光谱吸收特征进行识

别的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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