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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犎犑１犃／１犅犆犆犇数据进行黄河凌汛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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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ＨＪ１Ａ／１Ｂ卫星ＣＣＤ数据进行黄河凌汛监测，提出了基于主成分分析和决策树的冰凌提取方

法。实验结果显示，利用 ＨＪ１Ａ／１Ｂ卫星ＣＣＤ数据能有效地提取出黄河的冰凌范围，对黄河凌汛监测具有较

大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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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冰对冬季的水运交通、供水、发电及水工建

筑物等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且还会导致冰凌洪水

泛滥成灾［１，２］，因此，监测黄河冰情对于防止凌汛

灾害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常规的黄河冰情

观测手段都是在有限高度、有限范围内来观测凌

情的，无法从全局上观测凌情的现状［３］。采用遥

感技术来监测黄河冰凌可以及时获得大范围河道

的封冻情况，发现在封河、开河时期可能出现的险

情，对已出现的险情进行评估，并采取各种防护措

施［４］。

黄河水利委员会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启用 ＭＯＤＩＳ

数据进行黄河冰凌的日常监测，ＭＯＤＩＳ对内蒙古

河段黄河冰凌的识别非常有效，但是无法满足内

蒙古以外河道宽度较小河段的冰凌监测［５］。杨中

华等利用 ＣＥＢＲＳ卫星数据对黄河冰凌进行监

测，提出了四星三源动态监测模式，利用多源遥感

数据监测黄河冰凌［６］。国外一些学者应用微波遥

感来进行冰凌监测。研究表明，雷达数据能识别

冰凌并区分不同类型的冰凌，但雷达数据对冰凌

和其他地物的区分能力较差［７９］。目前，利用遥感

数据提取黄河冰凌信息的方法主要有目视解译、

非监督分类法、监督分类法、阈值法和封冻指数

法。目视解译精度最高，非监督分类和监督分类

的提取精度较低，光谱阈值法和封冻指数法也具

有较高的精度，但需要用到归一化积雪指数和

ＭＯＤＩＳ第２６波段（１．３８μｍ）的反射率，不适用

于缺少短波近红外波段（０．１６μｍ）的卫星数据，

如ＣＥＢＲＳ数据、ＣＣＤ数据。

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星座 Ａ、Ｂ星于

２００８年９月６日成功发射。在 ＨＪ１Ａ／１Ｂ卫星

上均装载有两台ＣＣＤ相机，其设计原理完全相

同，地面像元分辨率为３０ｍ、４个谱段，联合刈幅

宽度为７００ｋｍ。Ａ、Ｂ星并行观测时间分辨率为２

ｄ。ＨＪ１Ａ和 ＨＪ１Ｂ小卫星组成的小卫星星座同

时具备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非常有

利于进行黄河凌汛的监测。本文以黄河内蒙古河

段为研究区，利用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数

据进行黄河凌汛监测，探讨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

小卫星在黄河凌汛监测中的适用性，为应用环境

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数据开展黄河凌汛灾害监

测奠定基础。

１　数据预处理

本文选择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３月黄河

内蒙古河段凌汛期的 ＨＪ小卫星数据进行研究，

实验数据见表１，数据获取时间分别在封河期、稳

封期、开河期三个时段，主要覆盖了巴彦淖尔、包

头等地区。利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日的 ＨＪ小卫

星ＣＣＤ数据进行分析，并构建冰凌提取算法，选

择其他３幅数据进行实验与验证。由于季节和地

理位置的变化，太阳高度角并不是在任何时间都

是一致的，容易引起不同时相影像灰度值的差距，

会与地物变化引起的影像灰度值变化产生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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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数据使用之前，为了消除以上因素的影响，

需要对卫星影像进行预处理，包括辐射定标、太阳

高度角订正和日地距离订正［１０］。

表１　实验数据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ａｔａ

影像 时间 状态 用途

１ ２００８１２１３ 封河 实验

２ ２００８１２２０ 封河 算法构建

３ ２００９０２０１ 稳封 实验

４ ２００９０３２０ 开河 实验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冰凌光谱特性分析

本文在实测数据的基础上，使用 ＨＪＣＣＤ反

射率数据，利用专家知识对河道周围的典型地物

如冰凌、积雪、水体、沙漠、城镇和耕地进行目视判

别，通过随机取样方式提取了不同时期、不同河段

的样本点，统计分析这些地物的反射光谱特性。

冰凌、积雪、水体、沙漠、城镇和耕地的光谱特性曲

线如封二彩图１所示。

分析样本的光谱显示，冰凌、水体的近红外波

段的反射率比红波段的反射率小，积雪、耕地、沙

漠、城镇的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率一般接近或大于

红波段的反射率；冰凌在可见光波段的反射率总

体大于水体，但冰凌的可见光反射率数值的分布

范围较宽，部分冰凌和水体的可见光反射率接近，

不易区分；积雪在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率

均比其他地物要大。

主成分分析（ＰＣＡ）是在统计特征的基础上进

行的一种多维正交线性变换，数学上称为 ＫＬ变

换，主要用于数据压缩和减少数据的维数［１１］。对

样本进行主成分分析显示，ＨＪ小卫星ＣＣＤ的４

个波段的反射率数据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主成分

分析后的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上的数据集中

了地物的大部分信息，采用随机取样的方式选取

一定数量的冰凌、积雪、水体、沙漠、城镇和耕地的

样本点，统计绘制这些地物在第一主成分和第二

主成分上的亮度值构成的散点图。封二彩图２为

冰凌、积雪、水体、沙漠、城镇和耕地散点图，分析散

点图显示积雪分布在特征空间的右方，分布范围比

较松散；冰凌位于积雪的左下方，水体和冰凌相隔

比较近，位于冰凌的左上方；城镇、耕地、沙漠位于

特征空间的左上方，彼此相隔比较近，分布集中。

２．２　冰凌提取方法

ＨＪ１Ｂ小卫星的红外传感器获取的短波近红

外数据与 ＨＪ１Ａ／１ＢＣＣＤ数据的分辨率相差较

大，而且存在配准困难、同步数据较少的问题，因

此无法有效地获取归一化积雪指数用于冰凌提

取。为了实现在缺乏短波近红外数据的情况下提

取冰凌，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主成分变换和决策

树的冰凌提取方法。决策树是通过对训练样本进

行归纳学习生成决策树或决策规则，然后使用决

策树或决策规则对新数据进行分类的一种数学方

法［１２］。本文提出利用主成分分析后的第一主成

分ＰＣ１、第二主成分ＰＣ２ 和波段差值犅３－犅４ 构

建基于决策树的冰凌提取算法。冰凌提取的具体

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冰凌提取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ｏｆＲｉｖｅｒＩｃｅＭａｐｐｉｎｇ

为了去除距离河道较远的地物对主成分分析

的影响和提高数据处理的速度，首先通过河道掩

膜去除河道外的地物，然后对去除河道以外地物

的ＣＣＤ反射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最后采用如

下规则提取冰凌和积雪。

冰凌：

犅３－犅４ ＞犎１，ＰＣ１－ＰＣ２ ＞犎２ （１）

　　积雪：

犅３－犅４ ＜犎１，ＰＣ１－ＰＣ２ ＞犎３ （２）

其中，犅３、犅４ 为 ＨＪＣＣＤ数据第３、４波段的反射

率；ＰＣ１、ＰＣ２ 为第１、２主成分值；犎１、犎２、犎３ 为

阈值。

由于河道区域的积雪下一般都会有冰凌，因

此本文对河道区域内的冰凌和积雪不进行严格区

分，将积雪视作冰凌的一部分。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首先利用凌汛期冰凌范围最大时的 ＨＪ小卫

星影像计算波段比值（犅３－犅４）／（犅３＋犅４），利用

规则（犅３－犅４）／（犅３＋犅４）＞０初步提取河道范

围，然后对比初步提取的河道范围和 ＨＪ小卫星

彩色合成影像，手工对河道范围进行修正，制作河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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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范围模板影像。利用河道范围模板对实验数据

进行处理，根据本文提出的冰凌算法提取黄河冰

凌，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３．１　参数分析

本文提出的冰凌提取方法中有３个阈值参

数。进行冰凌提取时，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阈值

犎１、犎２、犎３ 的大小。其中 犎１ 受时间、范围的影

响很小，基本可以不进行调整，一般封河期和稳封

期将犎１ 设为０，开河期将 犎１ 设为－１。阈值

犎２、犎３ 的大小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进行调整。一

种方法是目视分析，首先对比原始影像和根据判

别规则式（１）提取的结果，如果较多的冰凌未提取

出来，则减小 犎２，否则就增大 犎２，反复调整，直

至提取的冰凌和实际冰凌范围一致；然后采用同

样的方式对 犎３ 进行调整，如果积雪出现较多漏

提，则减小犎３，出现较多误提，则增大 犎３。另外

一种方法是在实验数据上选取一定数量的冰凌、

积雪、水体和其他地物的样本点，统计样本点犅３

－犅４、ＰＣ１－ＰＣ２ 值的分布，计算冰凌、积雪、水体

和其他地物的犅３－犅４、ＰＣ１－ＰＣ２ 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取冰凌、水体的样本点的犅３－犅４ 最小值作

为犎１，积雪的样本点的ＰＣ１－ＰＣ２ 的最小值作为

犎３，取冰凌样本点的ＰＣ１－ＰＣ２ 最小值和水体样

本点的ＰＣ１－ＰＣ２ 最大值的均值为犎２。

实验显示，阈值犎１ 基本不受时间、区域大小

的影响，犎３ 受影像获取时间、区域大小的影响较

小，犎２ 受影像获取时间、区域大小的影响相对较

大。本文认为，犎１、犎２、犎３ 的默认大小设为０、

３５、４７比较合适。表２为三幅实验影像的冰凌提

取时的阈值大小。

表２　阈值大小

Ｔａｂ．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Ｔａｂｌｅ

影像 时间 犎１ 犎２ 犎３

１ ２００８１２１３ ０ ３５ ５０

３ ２００９０２０１ ０ ４０ ５３

４ ２００９０３２０ －１ ４８ ５４

３．２　精度评价

封二彩图３为黄河凌汛封河期获取的２００８

年１２月１３日的 ＨＪ卫星ＣＣＤ数据的冰凌提取

结果。从图上可以看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至五

原县处于封河状态，并且河道明显扩宽，出现大面

积岸冰。五原县有２５ｋｍ河道还没有封河，但也

有岸冰出现。五原县至乌特拉前旗也处于封河状

态，河道也因出现冰凌而变宽。乌特拉前旗以下

处于段封状态，河道周围有少量岸冰，河道略微扩

宽，提取结果和地面监测的凌情信息基本一致。

封二彩图４为黄河凌汛稳封期获取的２００９

年２月１日的 ＨＪ卫星ＣＣＤ数据的冰凌提取结

果。分析结果显示，从磴口至包头黄河已完全封

冻，磴口至锦杭后旗段部分岸冰上有积水，磴口至

乌特拉前旗河道平均宽度达到４０００ｍ左右，乌

特拉前旗至包头的河道宽度相对较窄，部分河道

有少量清沟，冰凌提取结果与实际的凌情完全

一致。

封二彩图５为黄河凌汛开河期获取的２００９

年３月２０日的 ＨＪ卫星ＣＣＤ数据的冰凌提取结

果。结果显示，五原县至乌特拉前旗段还有大量

岸冰，不过主河道已开河，乌特拉前旗至包头段已

经开河，主河道上的冰盖已完全融化，岸冰大部分

已消失，该情况与地面凌汛的监测结果完全吻合。

本文采用指标识别率和正确率对提取的冰凌

范围进行精度评价，识别率指正确识别出的冰凌

占图像中总的冰凌数量的比例，正确率指正确识

别出的冰凌占识别出的冰凌数量的比例［１３］。目

视解译具有更高的地物识别精度，可作为精度评

价的参考数据［１４］。结合黄河水利委员会公布的

凌情信息目视解译，并勾画出冰凌分布范围图作

为实际冰凌的分布范围，则封二彩图３、彩图４、彩

图５的冰凌提取精度的识别率分别为９２．３％、

９３．３％、９５．６％；正确率分别为８２．５％、８８．１％、

８４．４％，可见，冰凌提取的识别率均达到９０％以

上，正确率均达到８０％以上。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主成分分析和决策树的冰凌

提取算法能有效地区分大部分冰凌与其他地物提

取的黄河冰凌，该方法只需要可见光和近红外波

段的反射率，能够在缺少短波近红外数据的情况

下进行冰凌提取，适用于其他波段设置和 ＨＪ小

卫星类似的卫星，如ＣＥＢＲＳ、ＳＰＯＴ、ＥＴＭ。实

验显示，本文方法的精度能够满足黄河凌汛监测

的需要。当冰凌厚度较大、反射率较高时，提取精

度较高，但是当冰面被融水覆盖或者冰凌厚度非

常小时，提取精度较低，原因是冰凌表面被冰融水

覆盖或者厚度很小时，反射率会很低，和水体非常

接近，导致很难与水体区分开。封河期与开河期

的提取精度一般比稳封期的精度低，因为开河期

与封河期的冰水混合像元较多。同时阈值大小的

设置对提取精度有一定的影响，且该方法的自动

化程度还不够高。ＨＪ小卫星数据同时具有较高

的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覆盖范围广，能够实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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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黄河凌汛的实时动态监测，因此，利用 ＨＪ小

卫星数据提取黄河凌情信息具有较大的应用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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