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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白山森林冠顶高度激光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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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激光雷达与光学遥感相结合进行区域林分冠顶高度联合反演，提出了大脚印激光雷达ＧＬＡＳ脚点

波形数据处理和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森林冠顶高度反演算法，并建立了区域尺度不同森林类型林分冠顶高度

ＧＬＡＳ＋ＭＥＲＳＩ联合反演模型，制作了长白山地区森林冠顶高度图。

关键词：森林冠顶高度；星载激光雷达；ＧＬＡＳ；ＦＹ３ＡＭＥＲＳＩ；长白山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Ｐ２２５．１

　　目前，激光雷达正逐渐成为森林生态测量的

重要手段［１］，而根据光学遥感反演区域尺度植被

生物生理参数是目前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将两

者有效结合，进行区域尺度林分冠顶高度反演，具

有重要意义［２４］。

本文以吉林长白山林场为实验区，分别对大

脚印激光雷达ＧＬＡＳ脚点波形和ＦＹ３ＡＭＥＲＳＩ

２５０ｍ数据进行处理，反演得到离散的森林冠顶

高度，建立了区域尺度不同森林类型林分冠顶高

度ＧＬＡＳ＋ＭＥＲＳＩ联合反演模型。

１　研究区和数据获取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长白山林区，东

经１２７°４０′～１２８°１６′、北纬４１°３５′～４２°２５′之间。

该地带属于寒温带森林生态系统，是图们江、鸭绿

江、松花江的三江发源地，１９６０年建立自然保护

区，面积２１．５万ｈｍ２，平均海拔５００～１０００ｍ，主

峰白头山海拔２７４４ｍ。该地区属于受季风影响

的大陆山地气候，年平均温度－７℃～３℃，日照时

间每年２３００ｈ，年平均降水量７００～１４００ｍｍ，

主要集中在６～９月份。长白山植被随海拔高度

变化的垂直分层分布情况十分明显。海拔

１０００ｍ以下以阔叶林为主；１１００ｍ左右为针阔

混合林带；１１００～１８００ｍ是以云杉、冷杉林为主

的暗针叶林带；１８００～２０００ｍ 是岳桦林带；

２０００ｍ以上是高山苔原景观带。地势比较平缓，

多缓坡，陡坡（≥３５°）地少且主要分布于长白山的

天池、南岗山和老岭等地［５，６］。

１．２　数据获取

本文所用的ＧＬＡＳ数据为２００８年的Ｌ３Ｆ的

１０６４ｎｍＧＬＡ０１回波波形数据与ＧＬＡ１４地理

位置数据。研究区的ＧＬＡＳ数据覆盖情况如图１

所示，右下方为实验样区位置图。

图１　研究区域ＦＹ３Ａ／ＭＥＲＳＩ＋ＧＬＡＳ数据及野外

实验样区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ＭＥＲＳＩ＋ＧＬＡＳＤａｔａ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ｅｌｄ

ＳａｍｐｌｅＡｒｅａｉｎ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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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用的ＭＥＲＳＩ数据是０．４７～０．８６５μｍ

之间的犅１～犅４ 波段（见图１），获取时间为２００９

０９１６，晴朗无云，数据经过地理精校正、大气校

正、投影变换等预处理，并计算了植被指数、覆盖

度和叶面积指数（ＬＡＩ）等参数。

如图１中右小图所示，选择长白山森林生态

系统定位站附近的５个ＧＬＡＳ脚点位置作为此

次野外实验的样区。考虑到仪器较重、携带不方

便，选择其中距离道路较为便捷的样区２、样区３、

样区４和样区５进行实地测量。同时，在各样区

设置１０ｍ×１０ｍ大小样方３个，用于进行传统

方法的林木参数测量。在精确的星载激光雷达

ＧＬＡＳ数据脚点位置，通过地基激光雷达扫描仪

Ｒｉｅｇ１ＬＭＳＺ３６０ｉ实地测量获取ＬｉＤＡＲ点云数

据，提取树高参数最大值，验证星载ＬｉＤＡＲ森林

冠顶高度算法的精度。选用的ＬＡＩ数据为文献

［７］的ＬＡＩ观测数据。利用ＤＥＭ 计算研究区坡

度及描述坡度变化的地形指数参数。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犌犔犃犛脚点林分冠顶高度算法

首先，应用波形数据处理算法［８，９］对原始数

据进行处理。波形数据处理算法主要包括波形提

取、高斯滤波、噪声估计、高斯回波分解与拟合、信

号始末位置确定、地面回波位置确定与结果订正

等步骤。

波形数据提取主要是为了获取无云影响的有

效回波。然后，通过选用与激光发射脉冲宽度（４

ｎｓ）一致的高斯函数作滤波器，实现平滑滤波。噪

声估计采用直方图法［８］进行。然后，采用文献

［１０］方法进行高斯回波分解，求取主要波峰（如冠

顶与地面等）位置，并应用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

非线性拟合对波形数据进行有效拟合。

由于接收的回波信号存在一些波动，需要通

过反复实验，利用噪声估计结果（背景噪声特征参

数）对信号始末位置进行确定，式（１）、（２）为回波

信号稳定通过某一阈值的确定方法。如果波形数

据的值大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ｔａｒｔ，则为其开始位置；如果

小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ｅｎｄ，则为信号结束位置。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ｔａｒｔ＝ｍｅａｎｎｓｓｔａｒｔ＋４×ｓｄｅｖｎｓｓｔａｒｔ （１）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ｅｎｄ＝ｍｅａｎｎｓｅｎｄ＋４×ｓｄｅｖｎｓｅｎｄ （２）

　　地面回波位置确定的方法是从信号结束位置

开始逆向搜索，判断主要波峰位置与信号结束位

置的间隔距离，如果大于激光脉冲的半宽则将其

视为地面峰位置。

２．１．１　平缓地区森林冠顶高度及校正

首先，由提取出的信号初始位置（冠顶回波）

与地 面 回 波 位 置，可 以 计 算 出 回 波 的 距 离

（Ｒａｎｇｅ）。林分高度的计算是回波始末距离与记

录间隔大小（ＢｉｎＳｉｚｅ）的乘积，即

犎 ＝Ｒａｎｇｅ×ＢｉｎＳｉｚｅ （３）

　　为了克服在缓坡或粗糙度较大的情况下，地

表回波出现的展宽及波峰初始位置的前展，需对

树高（犎）进行校正。本文采用文献［８］的校正方

法，即利用ＳｉｇＥｎｄ０与ＳｉｇＥｎｄ之间的距离差。校

正后树高（犎′）为：

犎′＝ 犎－（ＳｉｇＥｎｄ－ＳｉｇＥｎｄ０） （４）

２．１．２　坡度较大地区森林冠顶高度提取

坡度达到一定程度会对大脚印ＬｉＤＡＲ回波

产生很大影响［１１］。一般地，当坡度大于２０°时，地

面回波峰位置不明显，因此，直接从波形数据中提

取树高比较困难。本文应用质心地形指数法：

犎 ＝犪０（狑犮－犪１×犵＋犪２犾） （５）

其中，狑犮 为波形质心到回波信号结束位置的距

离，质心位置在其波形面积的１／２处；犵为地形指

数，单位为ｍ；犾为波形边缘长度，单位为 ｍ；犪０、

犪１、犪２ 分别为系数。

２．２　犕犈犐犛犐犔犃犐与覆盖度计算

以实验区 ＭＥＩＳＩ数据植被指数（ＮＤＶＩ）为自

变量，以地面实测 ＬＡＩ为因变量，建立 ＬＡＩ与

ＮＤＶＩ之间的关系模型：

ＬＡＩ＝犪×ｌｎ（ＮＤＶＩ）＋犫 （６）

所得ＬＡＩ结果经过验证可用于区域尺度森林冠

顶高度反演。

２．３　犌犔犃犛与 犕犈犚犛犐联合反演模型

ＬｉＤＡＲ固有的离散性使其在空间尺度上的

应用受到限制，因此，需要联合光学遥感进行联合

反演。在植被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大部分叶面积

与株高是同步增长的。因此，文献［１２］提出了作

物高度与覆盖度及 ＬＡＩ的转换关系，其表达

式为：

犎 ＝犃犎 ×
ＬＡＩ

犉
（７）

式中，犎 为作物高度；ＬＡＩ为叶面积指数；犉为覆

盖度；犃犎 为特定系数。

实际上，ＬＡＩ与生物量地面测量方法中，异速

生长测量法便利用了植物单元各种测量因子（如

茎直径、冠幅直径、植株高度等）与叶面积的变异

关系来测量ＬＡＩ和生物量。研究表明，冠幅直径

和植株高度能够更好地体现植被的结构形态特

征，从而建立更直观的 ＬＡＩ与地上生物量估测

１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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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因此，植株高度与ＬＡＩ及植被覆盖度之间的

相关性，能够为植被高度的空间外推提供可解释

的生物物理意义。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ＬＡＩ计算结果

根据ＬＡＩ测量数据与 ＭＥＲＳＩＮＤＶＩ数据，

建立不同森林密度ＬＡＩＮＤＶＩ关系模型，如表１

所示，针叶林犚２达到０．７５４４，阔叶林犚２达到

０．５３９３；混交林犚２为０．４３７９。可见，两者具有

一定的相关性，可进行空间上的 ＬＡＩ计算。据

此，计算得到吉林长白山ＬＡＩ分布图（见图２）。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在东南部和长白山森林生态

系统定位站附近林区ＬＡＩ较高，其他地区次之，

其空间分布较为合理。

表１　不同森林类型犔犃犐与 犕犈犚犛犐犖犇犞犐关系模型

Ｔａｂ．１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ｏｆＬＡＩｗｉｔｈＭＥＲＳＩＮＤＶＩ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ｅｓｔＴｙｐｅｓ

森林类型 关系模型 犚２
样点

数量

针叶林 ＬＡＩ＝３５．２６７×ｌｎ（ＮＤＶＩ）＋２４．８１５０．７５４４ １０

阔叶林 ＬＡＩ＝５．８０７８×ｌｎ（ＮＤＶＩ）＋７．２３７１０．５３９３ ６

混交林 ＬＡＩ＝１９．３２４×ｌｎ（ＮＤＶＩ）＋１６．６２５０．４３７９ １２

　　不同森林类型的ＬＡＩ的变化范围不同。利

用 ＭＥＲＳＩ反演的２５０ｍＬＡＩ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针叶林变化范围为１．１～７；阔叶林为０．３～

５．８，直方图统计９９％以上在３～５．８之间；混交

林变化范围为１～１０，直方图统计９８．９％以上为

３～１０之间。与文献［７，１３］的反演结果基本

一致。

图２　吉林长白山ＬＡＩ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Ｉｉｎ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将 ＭＥＲＳＩＬＡＩ２５０ｍ结果扩展到１０００ｍ

分辨率，并与ＭＯＤＩＳ的ＬＡＩ产品进行比较，两者

在空间分布上基本一致，且大部分针叶林与阔叶

林的ＬＡＩ差值在－１～１之间（见图３），混交林的

差值较大，主要可能是由 ＭＯＤＩＳＬＡＩ产品本身

的误差及混交林ＬＡＩ与ＮＤＶＩ关系较差所引起。

总的来说，基于ＦＹ３ＡＭＥＲＳＩ的２５０ｍＬＡＩ结

果较为满意。

图３　长白山 ＭＥＲＳＩＬＡＩ与 ＭＯＤＩＳＬＡＩ差

值直方图

Ｆｉｇ．３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ＲＳＩＬＡＩ

ａｎｄＭＯＤＩＳＬＡＩ

３．２　犌犔犃犛脚点森林冠顶高度计算结果

图４是研究区 ＧＬＡＳ脚点的森林冠顶高度

结果，结合森林分布图可看出，空间分布上冠顶高

度较高的地区与研究区的森林分布呈现了很好的

一致性：２０ｍ高度的森林分布在东南南部的长

白山林区，那里森林分布茂密，且生长年限较长，

这也与该区域森林生物量值较高相一致；而农田、

草地等区域的值较低。

图４　ＧＬＡＳ脚点森林冠顶高度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ｃａｎｏｐｙ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ＬＡＳ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为了对ＧＬＡＳ波形数据提取的森林冠顶高

度进行精确验证，以减少目视估计所带来的误差，

本文进行了“星地”激光雷达森林冠顶高度提取

对比分析。在满足一定的条件时，地面激光雷达

Ｒｉｅｇ１ＬＭＳＺ３６０ｉ可扫描的半径范围可达到２００

ｍ，满足ＧＬＡＳ光斑７０ｍ的大小范围。

从图５可以看出，除样点１由于坡度在２０～

２２０１



　第３６卷第９期 董立新等：吉林长白山森林冠顶高度激光雷达与 ＭＥＲＳＩ联合反演

２５°之间，其算法订正结果与实测结果差距较大

外，其他样点结果精度较高。由于地基激光雷达

扫描仪比较重、体积大，在林区内大量多点测量比

较困难，加之地基激光雷达点云数据处理较为费

时，因此，此次实验只对与ＧＬＡＳ激光雷达点地

理位置精确匹配的林区进行测量，大量的地基激

光雷达点云数据的积累和处理需要更多的工作。

图５　“星地”激光雷达森林冠顶高度结果验证

Ｆｉｇ．５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Ｃａｎｏｐｙ

Ｈｅ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ＬｉＤＡＲ

３．３　犌犔犃犛与 犕犈犚犛犐联合反演结果

利用式（７），建立了不同森林类型森林冠顶高

度与ＬＡＩ／ＦＣ比值之间的关系模型（见表２）。

表２　不同森林类型冠顶高度联合反演模型

Ｔａｂ．２　ＧＬＡＳ＋ＭＥＲＳＩ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ｎｏｐｙ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ｏｒｅｓｔＴｙｐｅｓ

森林类型 关系模型 犚２
样点

数量

针叶林 犎＝２１．７１×ｌｎ（ＬＡＩ／ＦＣ）－３０．６４７ ０．６５３ １２

阔叶林 犎＝３８６．５４×ｌｎ（ＬＡＩ／ＦＣ）－６７９．１９０．５２０２ ６８６

混交林 犎＝１７．９０５×ｌｎ（ＬＡＩ／ＦＣ）－１５．２６７ ０．３１４ ６０１

　注：犎 为激光雷达 ＧＬＡＳ森林冠顶高度；ＬＡＩ与 ＦＣ分别是

ＭＥＲＳＩ反演叶面积指数与覆盖度。

　　可见，针叶林的森林冠顶高度与ＬＡＩ／ＦＣ的

关系比较好，阔叶林次之，针阔混交林的关系较

差。分析其原因，可能与针阔混交林的ＬＡＩ及覆

盖度的生物物理特性有关，因此，在林种比较纯的

情况下，两者表现出比较好的关系，而针阔混交林

关系较差也在情理之中。

利用以上不同森林类型的关系模型，结合森

林类型覆盖图，对吉林长白山林区的森林冠顶高

度进行空间外推，结果见图６。图６中，白色区域

为非林区，可见，森林冠顶高度较高的区域分布在

东南部和长白山森林保护区，这也与该区域森林

生物量较高相一致。该结果与 ＧＬＡＳ脚点结果

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进一步的验证工作仍在继

续进行。

图６　ＧＬＡＳ＋ＭＥＲＳＩ联合反演森林冠顶高度图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ＣａｎｏｐｙＨｅ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ＧＬＡＳ＋

ＭＥＲＳＩＪｏｉｎ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４　结　语

１）不同地形条件下ＧＬＡＳ森林冠顶高度的

结果具有较高的精度，质心地形指数法估算坡度

较大地区森林冠顶高度具有较广的应用前景，对

区域尺度森林结构参数和生物量估算具有很大应

用潜力。

２）ＦＹ３ＡＭＥＲＳＩ数据有４个波段空间分辨

率为２５０ｍ，可获取性较之ＥＴＭ／ＴＭ 要容易，是

空间扩展比较理想的光学数据源。

３）就空间分布格局而言，联合反演的区域尺

度森林冠顶高度与土地覆盖类型分布非常一致，

从而可以更好地参与其他森林生物物理参数的定

量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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