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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我国新发射运行的ＨＪ－１Ａ星ＨＳＩ数据，利用高光谱分辨率的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数据进行了ＨＪ一１Ａ星
ＨＳＩ的光谱模拟，提取ｒ红谷位置、红边位置、红边斜率和红边振幅等４个主要的红边参数，对真实与模拟
环境星ＨＳＩ数据的红边参数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以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数据为参照检验了环境星ＨＳＩ红边参数的
真实性。研究结果显示，环境星ＨＳＩ与模拟ＨＳＩ的红边范围光谱反射率平均相关系数为０．９４６，标准差为
０．０１１，为极显著相关，两种数据在红边范围内的光谱反射率变化高度一致；４个红边参数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０．４１４，０．５４３，０．８０８和０．８０２，并且随植被覆盖度的变化旱现出明湿的规律性，模拟与真实红边参数差
值标准差分别为５．７５，１．８６，５．７ｅ１和０．０２４，认为环境星ＨＳＩ的红边参数可以较好反映该Ⅸ域植被变化所
造成的红边光谱特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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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厌域，这一区域的光谱信息可以用于研究植被的生理、

引

言

生化参数等状态信息【３ｊ，植被红边参数（如斜率、位置等）在
植被生长受到胁迫时都会发生变化【４Ｊ，当植被叶绿素含量

“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星座”Ａ和Ｂ两颗卫星于

高、生长旺盛时，红边位置向长波方向移动（红移）；当植被

２００８年９月６日在太原Ｉｉ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运行后可实

遭受病虫害或者因物候变化等因素导致叶绿素含晕减小时，

现灾害与环境的快速监测和预报，对我国的防灾减灾起到不

红边位置向短波方向移动（蓝移），这为红边Ⅸ域的定量遥感

可替代的作用【ｌ—Ｊ。本次发射的ＨＪ—ｌＡ卫星除ＣＣＤ相机外，

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红边参数足高光谱数据在植被监测中

还携带有超光谱成像仪（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ｅ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

的特有指标，有着传统多光谱数据所不具备的优势，日前红

ＨＳＩ）传感器，超光谱成像仪通过士３０。侧摆实现了对全球重

边参数已经广泛的应用于估计植被叶绿素含量与密度、氮素

复观测，重访周期为９６ ｈ，其空间分辨率为１００ ｍ，幅宽为

营养状况、叶面积指数等的监测中。因此，红边参数作为环

５０

境星ＨＳＩ数据的重要指标，也将广泛的应用于植被监测。

ｋｍ，具有１１５个工作谱段，光谱范围在０．４５９～０．９５６

ｔａｎ，平均光谱分辨率为４．３２ ｎ／ｎ，且随波长的增加光谱分辨

遥感数据是否达到设计指标的要求，其产品是否真实地

率逐渐降低。该传感器与目前应用广泛的Ｅ（）ｓ ＭＯＤＩＳ、

反映实际情况，必须进行真实性检验，前面几代对地观测系

ＥＯ－１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等相比，虽光谱范同窄，但光谱分辨率有所

统的经验说明真实性检验对产品的可靠性和应用至关重

提高，对物体识别和信息提取能力强，适用于开展多种专题

要［ｓ］。特别是环境星这样刚投入运行的卫星，还没有开展星

研究，如植被生长状况监测、大气成分探测及水环境监测

上标定ｒ作，真实性检验必不可少。为检验环境星ＨＳＩ红边

等。ＨＪ一１Ａ卫星采用近中午太阳同步轨道，轨道高度为６５０

参数在植被监测中的＿口，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利用ＥＯ－Ｉ

ｋｍ。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高光谱数据对环境星ＨＳＩ的光谱反射率进行了模
红边是指绿色植被在６７０～７８０ ｎｍ时的光谱反射率快速

拟，并与同期获取的环境星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对其红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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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个像元。

数的真实性进行检验。

（２）波段反射率模拟

１研究区域与数据

为模拟ＨＪ—ｌＡ高光谱成像仪数据，首先用获取的Ｈｙｐｅ．
ｒｉｏｎ图像各像元的连续的反射率曲线，计算出对应的ＨＪ一１Ａ
高光谱成像仪各通道的地表反射率，计算方法如下

１．１研究区
本文以吉林省洮南县为中心的一景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数据与环

＾＝＾ｎ碍ｘ。ｉ

境星ＨＳＩ数据的共同覆盖范围为实验氏进行研究，实验区中

】２＇／ｒｎｉｎ．Ｊ

心位置为Ｅ１２１。５７’３５”，Ｎ４５。５１’０３”，实验区空间分布及遥感
数据如图１所示。

＾ｔ＾ｆｎ缸．ｉ

Ｒ＝∑，（Ｊ：Ｉ）ｒ（Ａ）／∑，（Ａ）

（１）

＾２＾ｍｉｎ．ｊ

式中，Ａ为波长，Ａ咖ｊ为第Ｊ通道的起始波长，．＝Ｉ一。』为Ｊ
通道的终止波长，ｒ（Ａ）为对应Ａ波长的地表反射率，，（Ａ）为
波谱响应函数，这里是利用高斯函数模拟的岛光数据谱成像
仪１３５个通道的光谱响应函数

，’（Ａ）：｛一（ｈｒ；沪巡
√７ｒ

ｕ

Ａ）２（

式中，Ａ。为中心波长，△为高光谱传感器的光谱分辨
率。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数据的窄间分辨率为３０ ｍ，而ＨＪ－１Ａ ＨＳＩ数
据的空间分辨率为１００ ｍ，为在空间尺度上保持一致，对模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

拟的ＨＳＩ数据进行了降分辨率处理，采用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的方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ａ

输出１００ ｍ分辨率的模拟ＨＳＩ数据。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ｍ寥

（３）红边参数的提取
图１中的环境星ＨＳＩ和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数据分别为第１０５／
７０／４０和第５１／３１／２１波段的假彩色合成。实验区由北向南依
次覆盖了乌兰浩特市东南部、洮南市西部和突泉县东北部，
实验区内主要土地覆盖类型为耕地，另有少量草地、居民地
和林地。
１．２

为了定量分析红边特性，采用倒高斯模型模拟红边光谱
特性［１ ４‘。倒高斯模删能够很好地模拟植被地物在６７０～７８０

咖的反射率光谱，其定义如下

胁）一Ｒ。一（Ｒｓ—Ｒ０）ｅＸｐ（１笱型）（３）
其中Ｒ。是红肩处的光谱反射率，Ｒ是叶绿素吸收谷的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光谱反射率，Ａ。是叶绿素吸收红谷的光谱位置，砧是红边光

ＥＯ－１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发射升卒，其上搭载的Ｈｙ－
ｐｅｒｉｏｎ成像光谱仪为第一个星载民用成像光谱仪，运行７年

来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森林［６｜、农业［７｜、水质㈨及其他地表特

谱位置，口是倒高斯模型的方差项，也是植被地物光谱红边
光谱位置与红谷光谱位置之差，对应的是红边吸收谷的宽
度，通过拟合函数的计算，得到下面４个红边参数（图２）。

征参数的监测与反演。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影像数据以推扫方式获取的１８０ ｋｍ×７．５ ｋｉｎ
条带状影像，１０ ｎｌｎ光谱分辨率，１—７０波段覆盖３５６

１ ０５８

ｎＩｎ的可见光和近红外Ⅸ域，７１～２４２波段覆盖８５２～２

５７７

ｎｎｌ的短波红外波段。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数据质量评价研究表明，影
像信息主要集中于ＶＮＩＲ和ＳＷＩＲ波长范周的约９４个波段
内，该范嗣内影像质量高，能发挥高光谱分辨率优势，并为
正确还原光谱信息提供可能［９］，因此可作为参照检验环境星
红边参数的真实性。
（１）数据的获取与预处理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ｄ ｅｄｇ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ＩＵ—Ｉ ＨＳＩ

本研究所使用的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数据由ＥＯ－１网站下载（ｈｔ－
ｔｐ：／／ｅａｒｔｈ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ｕｓｇｓ。ｇｏｖ），数据的获取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７

本文使用的的ＨＪｌＡ－ＨｓＩ数据为１Ｂ产品，时相为２００９

月２５日。
对影像进行绝对辐射值转换，采用像元灰度斜率阈值法
进行坏线修复［１０］，用全局去条纹法【ｌ“去除或修复影像中的
条纹，采用移动线性拟合与插值方法（ｍｏｖｉｎｇ

２．３环境星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ｌｉｎｅａｒ

年７月２６ Ｉ＝ｔ，轨道号为４５４／５８。
对数据进行ｒ辐射标定、垂直条纹去除、大气纠正和几

ｆｉｔｔｉｎｇ

何精纠正等处理。其中，采用产品中提供的参数将ＤＮ值产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纠正Ｓｍｉｌｅ效应Ｌ１２］，使用ＦＬＡＡＳＨ（ｆａｓｔ

品转换为绝对辐射亮度值；采用全局去条纹法对影像中的垂

Ｌｉｎｅ－ｏｆ－ｓｉｇｈ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ｈｙｐｅｒｅｕｂｅｓ）ｔ１３Ｊ

直条纹进行去除；大气纠正采用常用的ＦＬＡＡＳＨ模型Ｌｌ ５｜，

模型逐像元对影像进行大气纠正，得到各波段的地表反射

经过辐射标定和大气纠正最后得到了环境星ＨＳＩ数据１１５

率，以１：１０万地形图为参照对影像进行几何精纠正，误差

个波段的地表反射率。几何纠正使用ＥＲＤＡＳ遥感图像处理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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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７

软件，以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模拟的环境星ＨＳＩ数据为参考图像进行

相关。从相关系数及其空间差异上来看，两种数据的红边光

了真实环境星数据的儿何纠正，纠正后几何误差小于１个像

谱反射率变化非常一致。

元。

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来看，旱地的相关性较高，相关系
使用处理后的环境星ＨＳＩ数据依据（３）～（５）式进行了４

种红边参数的计算（图３）。

数一般在０．９７队上，水田等河符地区的相关性较低，相关系
数在０．９２～ｏ．９５之问，相关系数小于０．９２的像元主要出现
在不同覆被类型的边缘或地区破碎的地区，这主要是由２种
数据在获取时的宅问尺度差异造成的，这种差异尤法通过像
元分辨率的变化进行完全消除，并在地表覆被破碎地区表现
的更为突出。
２．２倒高斯模型拟合效果评价
对于每一个红边光谱曲线，它与倒高斯模型的拟合都有
一个相关系数。以真实ＨＪ—ｌ ＨＳＩ数据和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模拟ＨＳＩ
数据为埘象，逐像元进行红边光谱与倒离斯模型的相关系数
计算，相关系数的空问分布及其直方图如图５和图６所示。

ｖｉｅ，．３

Ｒｅｄ

ｅｄｇ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ＩｌＪ一１ ＨＳＩ
ｌ ０００

从图２和图３中可以看出，真实与模拟的ＨＪ一１ Ａ ＨＳＩ

８００

红边参数都随植被覆盖类型变化呈现出明显的窄问差异性。

最６００

总体上，随着植被覆盖度的提高．都表现出窑【谷与红边位置

星４００

向长波方向移动、红边斜率和振幅增大的趋势。

２００
０

２真实性检验

０．９６

０．９７

０ ９８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真实性检验是用独立的方法来评价遥感数据产品、反演

Ｆｉｇ．５

产品及应用产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以及满足传感器设计指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００

ＨＪ一１ Ａ ＨＳ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ａｕｓｓ ｆｉｔ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ｄ

标要求的程度Ｌｌ引。红边参数是利用环境星ＨＳＩ数据开展植

０．９９

ｇｏｅ衔ｃｉｅｎｔ

ｅｄｇｅ

ａ啪

“：０·９９０；ｄ：０．００３

被监测的主要手段之一，本文通过环境星ＨＳＩ红边参数与同
期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数据模拟的ＨＳＩ红边参数问的比对进行该产品
的真实性检验。
２．１红边反射率一致性分析
红边范嗣内光谱反射率的变化特征决定红边参数，因此
首先对红边光谱范围内（６５６～８３４ ｎｍ）的真实与模拟ＨＪ一１
ＨＳＩ光谱反射率进行了逐像元的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与其直
方图如图４所示。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Ｊ－Ｉ Ａ ＨＳＩ（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Ｆｉｅ．．６

ｂｙ Ｈｙｐｅｒｉｏｎ）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ａｕｓｓ ｆｉｔ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ｄ

ｅｄｇｅａ嘲
ｐ：０．９９８；ｉｆ：０．００１

对ＨＪ－１ ＨＳＩ，相关系数的均值为０．９９０，标准差为
０．００３；对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模拟ＨＳｌ数据，相关系数的均值为
０．９９８，标准差为０．００１。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ｐ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ｄ ｅｄｇｅ

ａ代ａ

ｐ：０·９４６；口：０．０１ｌ

从共性上来看，两种数据的高斯拟合相关系数都基本服
从正态分布，相关系数均值都大于０．９９，可得出两个结论：
（１）环境星ＨＳＩ红边反射率曲线符合倒高斯模型变化，其变
化趋势总体上是合理的；（２）使用倒高斯模剐来拟合红边光

ＨＪ一１ ＨＳＩ与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模拟数据在红边范围内光谱反射

谱参数是可行的，提取的参数可以真实的反映两种数据的红

率的平均相关系数为０．９４６，标准差为０．０１１，表现为极显著

边光谱反射率特征。从差异性上来看，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模拟ＨＳ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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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倒Ｇａｕｓｓ拟合相关系数均值比真实ＨＳＩ数据稍高。标准

差值的均值为３．４ｅ～，标准差为５．７ｅ～，真实ＨＳＩ的红边斜

差更小，因此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模拟的ＨＳＩ数据红边光谱反射率变

率比模拟结果偏小；对于红边振幅，差值的均值为０．０３６，标

化比真实ＨＳＩ数据更符合倒高斯模璎。

准差为０．０２４，真实ＨＳＩ的红边振幅比模拟结果偏小。４种

２．３红边参数分析

红边参数真实值与模拟值差值的标准差均远小于其值域分布

进行ｒ真实ＨＳＩ与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模拟ＨＳＩ红边参数的散点

范围，可以得出其分布集中、波动程度小的结论。

制图与相关性分析（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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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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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昏７

０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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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卜ｌ ＨＳＩ

基于图８从空间上来看，差值较大的像元主要出现在地
块破碎地区、地物的边界和特殊土地覆盖区域（如水体）。前

真实ＨＳＩ与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模拟ＨＳＩ红边参数的相关系数来
看，红谷位置、红边位置、红边斜率和红边振幅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０．４１４，０．５４３，０．８０８和０．８０２，在本研究大样本量
（２８ ０００）的情况下，均达到了极显著相关，因此以Ｈｙｐｅｒｉｏｎ

模拟ＨＳＩ红边为真实参考的情况下，ＨＪ一１ ＨＳＩ红边参数与
区域植被变化所造成的红边光谱特征变化相一致，可以用来
较好的监测地表植被状态变化。
对真实环境星ＨＳＩ及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模拟的４种红边参数进
行了差值计算（图８）及其直方图分析（图９）。

两个区域出现差值较大像元分布的原因是空间配准问题，受
几何纠正的精度和纠正时采样方法的影响，导致计算差值时
对不同地物（覆盖）类刑的像元进行了运算，同时两种数据在
获取时的空间尺度差异使其光谱差异在地表覆被破碎地区表
现的更为突出。后一区域出现差值较大像元是因为研究所使
用的ＨＪ星ＨＳＩ数据与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数据的获取时间相差了１
天，一些短时间的地表覆盖变化也会导致红边参数的局部变
化，如一些水体表面的出现（消失）和作物的收获等。另外大
气条件的变化也是红边参数差异（特别是系统差异）的一个重
要原因。
从相关性及差值分布两个方面的分析结果来看，以Ｈｙ—
ｐｅｒｉｏｎ模拟红边参数为参照，环境星ＨＳＩ红边参数产品可以
反映地表植被的差异及夺间变化，真实性较高。
２．４不同植被覆盖度下的变化
为讨论在不间植被覆盖度情况下ＨＪ一１ ＨＳＩ红边参数的

Ｆｉｇ．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ｄ ｅｄｇ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Ｈ卜ｌ ＨｓＩ

从图９来看，真实ＨＳＩ与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模拟ＨＳＩ红谷位置、

０

０．２

红边位置、红边斜率和红边振幅的差值大体服从正态分布，
形态略有变化。对于红谷位置，差值的均值为２５．３０，标准差

ｏ．３

０．４

№１０

ｒｅｄ ｅｄｇ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ｉｍｄｅｒ

对于红边位置，差值的均值为２０．７０，标准差为１．８６，真实

１：Ｒｅｄ ｖａ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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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

０．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为５．７５，真实ＨＳＩ的红谷位置向长波方向偏移了约２５ ｎｍ；
ＨＳＩ的红边位置向长波方向偏移了约２１ ｒｉｍ；对于红边斜率，

ｏ．５

ＭＤⅥ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ＤＶＩ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凼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２：Ｒｅｄ ｅｄｇ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３：Ｒｅｄ ｅｄｇｅ ｓｌｏｐｅ；４：Ｒｅｄ ｅｄｇｅ ｓｗ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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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变化，研究以０．０５为步长，分析了ＮＤ、厂Ｉ从０．２０～

表明使用环境星ＨＳＩ红边反射率变化符合倒高斯模型，可使

０．７５的范围内不同阈值区环境星ＨＳＩ红边参数与模拟数据

用倒高斯模型拟合来获取红边光谱参数。

红边参数的相关系数，各红边参数相关系数随ＮＤＶＩ阈值增
大的变化如图１０所示。

（３）以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模拟的ＨＳＩ数据为参照，红谷位置、红
边位置、红边斜率和红边振幅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４１４，

从图ｌｏ可以看出，红谷位置在ＮＤＶＩ阈值小于０．５时，

０．５４３，０．８０８和０．８０２，均达到ｒ极显著相关，ＨＪ一１ ＨＳＩ红

相关系数一直稳定在０．４１～ｏ．４３，此后随ＮＤＶＩ阈值的增大

边参数与区域植被变化所造成的红边光谱特征变化相一致，

开始增大，当阈值增大到０．６０～ｏ．６５时相关系数达到最大，

可以用来较好的监测地表植被的状态变化。

为０．４８。此后相关系数开始下降，逐步回落到阈值小于０．５

（４）以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模拟的ＨＳＩ数据为参照，研究显示环境

的相关系数水平，因此红谷位置在一定的植被覆盖度下有更

星ＨＳＩ红边参数表现出一定的系统误差，具体表现为红谷位

高的应用效果；红边位置在ＮＤＶＩ阈值小于０．４０时，相关系

置和红边位置向长波方向偏移，偏移量分别为２５和２１

数一直保持在０．５４左右，此后随阈值的增大相关系数逐步

而红边斜率和红边振幅则与参考值相比总体偏小。

ｎｌｘｌ，

增高，当阈值达到０．７５时相关系数达到０．７０，因此红边位

（５）根据不同植被指数变化条件下ＨＪ一１ ＨＳＩ的４种红边

置在高植被覆盖区有更好的应用效果，并且植被覆盖度越

参数与参照值的相父系数变化分析，红符位臂在一定的植被

高，应用效果越好；红边斜率与红边振幅的相关系数变化表

覆盖度下有更高的应用效果，红边位置在高植被覆盖区有更

现非常一致，在ＮＤＶＩ小于０．５的阈值范围内，相关系数一

好的应用效果，并且植被覆盖度越高，应用效果越好；而红

直保持在０．８０～ｏ．８１之间，此后随ＮＤＶＩ阈值的增大开始

边斜率与红边振幅在植被覆盖度变化较大时可以更好的反映

下降，当阙值达到０．７５时，相关系数降到了０．６８，因此红边

植被状态差异。

斜率与红边振幅在植被覆盖度变化较大时可以更好的反映植
被状态差异。

从ＨＪ星ＨＳＩ数据产品的真实性检验工作上来说，本研
究只做ｒ很小一部分工作，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斤展系
统、全面的验证，包括。

３结论与展望

（１）更大光谱范ＨｊＩ的验证：本研究仅以对植被监测较为
重要的红边参数为对象进行＿ｒ真实性检验，然而红边反射率

本研究以相近时间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模拟的环境星ＨＳＩ数据为
参考，进行了环境星ＨＳＩ红边参数产品的真实性检验。结果

只是ＨＪ星ＨＳＩ光谱信息中的一部分，还需要系统的开展研
究，分析其不同波谱范围内光谱数据产品的真实性。

表明，对红谷位置、红边位置、红边斜率和红边振幅４种红

（２）更大卒问范围的验证：拓展验证的范围，系统的布

边参数，ＨＪ星ＨＳＩ红边参数产品与Ｈｙｐｅｒｉｏｎ模拟结果基本

设研究区或实验区，分别实现【日内和全球尺度ＨＳＩ高光谱数

一致，可以较真实的反映研究区内植被状态的空『日Ｊ差异，具

据产品验证。

体表现在：

（３）与不同类刑数据的对比验证：开展环境星ＨＳＩ与多

（１）２种数据在红边范围内光谱反射牢的相关系数均值
为０．９４６，标准差为０．０１１，在群体上表现为极娩著相关，在

种经过验’证并已成熟应用的高光谱传感器数据产品的对比验
证，同时加强地面观测数据支持下的验证。

红边范围内的光谱反射牢变化表现的非常一致。

致谢：感谢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提供研究所用的ＨＪ－

（２）研究逐像元进行ＨＪ一１ ＨＳＩ红边光谱与倒高斯模型

１Ａ ＨＳＩ数据。

的相关系数计算，平均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０，标准差为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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