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0卷，第8期
2 0 1 0年8月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Spectroscopy and Spectral Analysis

V01．30，No．8，pp2205—2210
August，2010

利用Hyperion数据进行环境星HSI红边参数真实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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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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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星座”A和B两颗卫星于

2008年9月6日在太原Ii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运行后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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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替代的作用【l—J。本次发射的HJ—lA卫星除CCD相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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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I)传感器，超光谱成像仪通过士30。侧摆实现了对全球重

复观测，重访周期为96 h，其空间分辨率为100 m，幅宽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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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逐渐降低。该传感器与目前应用广泛的E()s MODIS、

EO-1 Hyperion等相比，虽光谱范同窄，但光谱分辨率有所

提高，对物体识别和信息提取能力强，适用于开展多种专题

研究，如植被生长状况监测、大气成分探测及水环境监测

等。HJ一1A卫星采用近中午太阳同步轨道，轨道高度为650

km。

红边是指绿色植被在670～780 nm时的光谱反射率快速

上升厌域，这一区域的光谱信息可以用于研究植被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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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生长旺盛时，红边位置向长波方向移动(红移)；当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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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边位置向短波方向移动(蓝移)，这为红边Ⅸ域的定量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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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特有指标，有着传统多光谱数据所不具备的优势，日前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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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状况、叶面积指数等的监测中。因此，红边参数作为环

境星HSI数据的重要指标，也将广泛的应用于植被监测。

遥感数据是否达到设计指标的要求，其产品是否真实地

反映实际情况，必须进行真实性检验，前面几代对地观测系

统的经验说明真实性检验对产品的可靠性和应用至关重

要[s]。特别是环境星这样刚投入运行的卫星，还没有开展星

上标定r作，真实性检验必不可少。为检验环境星HSI红边

参数在植被监测中的_口，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利用EO-I

Hyperion高光谱数据对环境星HSI的光谱反射率进行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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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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真实性进行检验。

1研究区域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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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星HSI数据的共同覆盖范围为实验氏进行研究，实验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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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1 Location of experimental m-ea

and remote sensing inm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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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ion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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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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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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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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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ar f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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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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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逐像元对影像进行大气纠正，得到各波段的地表反射

率，以1：10万地形图为参照对影像进行几何精纠正，误差

<1个像元。

(2)波段反射率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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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碍x。i ^t^fn缸．i

R=∑，(J：I)r(A)／∑，(A) (1)

】2'／rni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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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7r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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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的HSI数据进行了降分辨率处理，采用aggregate的方式

输出100 m分辨率的模拟HSI数据。

(3)红边参数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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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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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谱反射率，A。是叶绿素吸收红谷的光谱位置，砧是红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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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2 Simulated red edge parameters of IU—I HSI

2．3环境星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的HJlA-HsI数据为1B产品，时相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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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精纠正等处理。其中，采用产品中提供的参数将DN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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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条纹进行去除；大气纠正采用常用的FLAASH模型Ll 5|，

经过辐射标定和大气纠正最后得到了环境星HSI数据115

个波段的地表反射率。几何纠正使用ERDAS遥感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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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以Hyperion模拟的环境星HSI数据为参考图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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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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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3 Red edge parameters of IlJ一1 HSI

从图2和图3中可以看出，真实与模拟的HJ一1 A H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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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上，随着植被覆盖度的提高．都表现出窑【谷与红边位置

向长波方向移动、红边斜率和振幅增大的趋势。

2真实性检验

真实性检验是用独立的方法来评价遥感数据产品、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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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要求的程度Ll引。红边参数是利用环境星HSI数据开展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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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p and its histogram

of spectral reflectance in red edge a代a

p：0·946；口：0．01l

HJ一1 HSI与Hyperion模拟数据在红边范围内光谱反射

率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946，标准差为0．011，表现为极显著

相关。从相关系数及其空间差异上来看，两种数据的红边光

谱反射率变化非常一致。

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来看，旱地的相关性较高，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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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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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600

星400
200

0

0．96 0．97 0 98 0．99 1．00

Correlation goe衔cient

Fig．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HJ一1 A HSI and its

gauss fit spectral reflectance in red edge a啪
“：0·990；d：0．003

Fie．．6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HJ-I A HSI(sim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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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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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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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光谱反射率特征。从差异性上来看，Hyperion模拟HSI数

万方数据



2208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第30卷

据的倒Gauss拟合相关系数均值比真实HSI数据稍高。标准

差更小，因此Hyperion模拟的HSI数据红边光谱反射率变

化比真实HSI数据更符合倒高斯模璎。

2．3红边参数分析

进行r真实HSI与Hyperion模拟HSI红边参数的散点

制图与相关性分析(图7)。

n昏7 Scatter plot of red edge parameters between

simulated and actual Kl-1 II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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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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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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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5．75，真实HSI的红谷位置向长波方向偏移了约25 nm；

对于红边位置，差值的均值为20．70，标准差为1．86，真实

HSI的红边位置向长波方向偏移了约21 rim；对于红边斜率，

差值的均值为3．4e～，标准差为5．7e～，真实HSI的红边斜

率比模拟结果偏小；对于红边振幅，差值的均值为0．036，标

准差为0．024，真实HSI的红边振幅比模拟结果偏小。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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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可以得出其分布集中、波动程度小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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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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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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2 o．3 0．4 o．5 0．6 0．7

MDⅥthresholds

№10 Variation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for different

red edge indices imder different NDVI threshol凼

1：Red vale position；2：Red edge position：

3：Red edge slope；4：Red edge swing

J，

O

×4
斗譬-u=—琶L

}譬茄j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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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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的范围内不同阈值区环境星HSI红边参数与模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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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lo可以看出，红谷位置在NDVI阈值小于0．5时，

相关系数一直稳定在0．41～o．43，此后随NDVI阈值的增大

开始增大，当阈值增大到0．60～o．65时相关系数达到最大，

为0．48。此后相关系数开始下降，逐步回落到阈值小于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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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应用效果；红边位置在NDVI阈值小于0．40时，相关系

数一直保持在0．54左右，此后随阈值的增大相关系数逐步

增高，当阈值达到0．75时相关系数达到0．70，因此红边位

置在高植被覆盖区有更好的应用效果，并且植被覆盖度越

高，应用效果越好；红边斜率与红边振幅的相关系数变化表

现非常一致，在NDVI小于0．5的阈值范围内，相关系数一

直保持在0．80～o．81之间，此后随NDVI阈值的增大开始

下降，当阙值达到0．75时，相关系数降到了0．68，因此红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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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被状态差异。

3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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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对红谷位置、红边位置、红边斜率和红边振幅4种红

边参数，HJ星HSI红边参数产品与Hyperion模拟结果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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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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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边范围内的光谱反射牢变化表现的非常一致。

(2)研究逐像元进行HJ一1 HSI红边光谱与倒高斯模型

的相关系数计算，平均相关系数为0．990，标准差为0．003，

表明使用环境星HSI红边反射率变化符合倒高斯模型，可使

用倒高斯模型拟合来获取红边光谱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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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3，0．808和0．802，均达到r极显著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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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变化。

(4)以Hyperion模拟的HSI数据为参照，研究显示环境

星HSI红边参数表现出一定的系统误差，具体表现为红谷位

置和红边位置向长波方向偏移，偏移量分别为25和21 nlxl，

而红边斜率和红边振幅则与参考值相比总体偏小。

(5)根据不同植被指数变化条件下HJ一1 HSI的4种红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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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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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应用效果，并且植被覆盖度越高，应用效果越好；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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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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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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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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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更大卒问范围的验证：拓展验证的范围，系统的布

设研究区或实验区，分别实现【日内和全球尺度HSI高光谱数

据产品验证。

(3)与不同类刑数据的对比验证：开展环境星HSI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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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感谢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提供研究所用的HJ-

1A HSI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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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on of HJ--1 HSI Red Edge Parameters Based on Spectral

Reflectance of Hyperion

MENG Ji-hual一，WU Bing-fang¨。NIU Li-mingI，DU Xinl，CHEN Xue-yan91，ZHANG Fei-feil

1．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ring 100101，China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mote Sensing Science，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To validate the HJ一1A HSI red edge indices，spectral reflectance data from EO-1 Hyperion of close date were used tO

simulate the band reflectance of HJ—lA HSI．Four red edge indices(red vale position，red edge position，red edge slop and red

edge swing)were extracted from both simulated and actual HJ—lA HSI band reflectance．Comparisons of the 4 red edge indices

between simulated and actual HJ—lA HSl were made to validate the red edge indices product of HJ-1A HSL The average correla-

tion coefficient of red edge reflectance between actual and simulated HJ—lA HSI iS 0．946 and its standard deviation iS 0．01 1，

thus a high consistency could be found．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red edge indices between simulated and actual HJ一1A Hsl

were 0．414，0．543，0．808 and 0．802 for red edge position，red vale position，the red edge swing and red edge slop respectively．

An obvious regular varying trend was fclund for these 4 red edge indices along different vegetation cover fraction．Th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differentialimages between real and simulated HJ-1A HSI red edge indices are 5．75，1．86，5．7 e—and 0．024．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red edge indices from ILl—lA HSI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from simulated indices from Hyperion；the vege-

tation variation could be effectively reflected in HJ一1 A HSI red edge indices．

Keywords HJ一1 HIS；Red edge indices；Validation；Hyp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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