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卷南 方 农 业 学 报·230·

3校

南方农业学报 Journal of Southern Agriculture 2020，51（1）：230-236
ISSN 2095-1191；CODEN NNXAAB
http://www.nfnyxb.com
DOI：10.3969/j.issn.2095-1191.2020.01.030

收稿日期：2019-04-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5140）；公益性行业（气象）科研专项（GYHY201506018）；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类

校外（野外）实习实践考察项目（YWKC2017A10）；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910300285）
作者简介：*为通讯作者，江晓东（1976-），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气象研究工作，E-mail：jiangxd@nuist.edu.cn。梁金晨（1994-），

研究方向为农业气象，E-mail：2540101642@qq.com

基于高光谱遥感数据的水稻叶温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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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水稻叶温与冠层反射光谱间的关系，为水稻叶温的模拟与监测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利用

FieldSpec Pro FR光谱仪和Raynger ST红外温度探测仪测量水稻抽穗期冠层的反射光谱和叶片温度，分析原始反射

光谱、一阶微分光谱、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比值植被指数（DVI）、再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RDVI）和转换型土壤

调整指数（TSAVI）与叶温的关系。【结果】叶温的变化直接影响水稻冠层光谱的反射率，影响水稻红边特征。一阶微

分光谱与叶温存在极显著相关性（P<0.01，下同），990 nm处相关系数（0.889）最高，885 nm处相关系数（-0.893）最低。

选取叶温敏感波段光谱组合计算植被指数，发现RDVI和TSAVI与叶温的关系呈极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724和

0.733。由RDVI和TSAVI建立经验模型，结果显示由TSAVI建立的叶温估算模型效果更好，其验证样本的决定系数为

0.610，相对误差为1.97%，均方根误差为2.546。【建议】综合考虑多种预处理方法，最大程度还原光谱信息；优化特征

波长的提取，提高建立模型的精度；基于高光谱技术，实现冠层叶温的无损监测。

关键词：水稻；叶温；高光谱遥感；植被指数；模型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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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 leaf temperature inversion based on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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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Wen-yi，MIAO Dan-shu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al Meteor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Forecast and Evaluation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Nanjing 210000）

Abstract：【Objective】The canopy reflectance spectra of rice at different leaf temperatures were measur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f temperature and canopy reflectance spectra，which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imu-
lation and monitoring of rice leaf temperature.【Method】The reflectance spectra and leaf temperature of canopy in rice
heading stage were measured by FieldSpec Pro FR spectrometer and Raynger ST infrared temperature detector. Original
reflection spectrum，first-order differential spectrum，normalized vegetation index（NDVI），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DVI），re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RDVI），and converted soil adjustment index（TSAVI）and leaf tempe-
rature relationship were analyzed.【Result】The change of leaf temperature directly affected the reflectance of rice canopy
spectrum and affected the red edge characteristics of rice. There was high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rst-order
differential spectroscopy and leaf temperature（P<0.01，the same below）.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t 990 nm was the
highest（0.889），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t 885 nm was the lowest（-0.893）. Vegetation index were calculated by
spectral combination of leaf temperature sensitive ba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VI and TSAVI and leaf temperature
was highly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0.724 and 0.733，respectively. The empir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RDVI and TSAV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del established by TSAVI had better effects.
Its determinant coefficient for sample detection was 0.610，relative error was 1.97% and root mean square error was
2.546.【Suggestion】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multiple pre-processing methods to maximize spectral information；
optimize the extraction of characteristic wavelengths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model building；and the non-destructive
monitoring of the canopy leaf temperature should be realized based on the hyperspectral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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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叶温是反映植物的生理过程及其

对外界环境响应程度的参数，是植物与外界环境进

行能量交换的重要指标，也是植物研究中常用指标

（Chen et al.，2014）。因此，叶温的变化不仅可用于

评估植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强度（Rogers et al.，

2017）、环境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姚振坤等，2010），以

及研究植物与环境间能量和辐射传递中复杂的物理

过程（Bian et al.，2017），还可结合遥感等技术对植

物生理状况进行研究和预测（程高峰等，2008；刘亚

等，2009）。【前人研究进展】随着遥感技术迅速发展，

许多学者利用高光谱技术对植物的生理指标进行模

拟和反演。辛明月等（2015）通过相关分析提取水稻

冠层反射光谱中最优光谱波段和植被指数，建立叶

面积指数（LAI）估算模型。张晶等（2018）通过对比

Savitzky-golay平滑（S-G）、标准正态变换（SNV）、多

元散射校正（MSC）及一阶微分（FD）等不同预处理

方法以确定敏感波段，利用SPA提取特征波长，建立

PLS和支持向量机（SVM）预测模型估测甜菜叶片氮

素含量。王仲林等（2019）通过计算8种不同形式的

宽窄波段组合的植被指数，构建玉米氮素含量估测

模型，其决定系数为0.92，均方根误差为90%。杨晨

波等（2019）利用连续投影法（SPA）筛选冬小麦光谱

特征波长，结合多元线性回归法（MLR）构建冬小麦

地上干生物量估测模型，其决定系数达0.96，均方根

误差为9.2%。周龙飞等（2019）使用一阶微分和小波

变换处理，通过偏最小二乘法（PLS）构建倒伏玉米

叶面积密度（LAD）诊断模型。【本研究切入点】目前，

基于高光谱技术研究水稻的生理特性主要集中于水

稻叶片叶绿素含量、氮素含量及LAI反演模型（陈瑛

瑛等，2018；刘科等，2018；刘怡晨等，2018），而应用

高光谱技术对水稻冠层温度的研究较少。【拟解决的

关键问题】在水稻抽穗期开展水稻叶温和冠层反射

光谱观测，研究冠层反射光谱对水稻叶温变化的响

应，通过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比值植被指数

（DVI）、再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RDVI）和转换型土

壤调整指数（TSAVI）建立水稻叶温估算模型，以期

为探究水稻冠层叶温与光谱的关联提供理论支持。

1 田间数据及光谱数据的获取及处理

1. 1 田间观测试验

于2017年8月14—15日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

京落桥农业气象试验基地（东经118°40 ′，北纬32°

12 ′，海拔5 m）进行水稻田间观测。该时期处于水稻

抽穗期，水稻品种为南粳5055，种植方式为直播稻。

试验田总面积约1100 m2，水稻播种密度为2.5×105

株/ha。将试验田均匀分为11份，每份田块面积为

10 m×10 m，采用美国ASD公司生产的FieldSpec

Pro FR光谱仪测定，视场角为25°，测量范围为350~

2500 nm。选择晴朗无云的天气进行冠层反射光谱

测量，测量时间为中午12：00（太阳高度角>45°），测

量时探头垂直向下，距冠层垂直高度0.6 m。每小区

进行3次测量，每次测量5次重复，取平均值作为该小

区的光谱反射率值。每次采集目标光谱前后均进行

标准白板校正。在冠层光谱观测的同时，采用Rayn-

ger ST手持式红外温度探测仪对水稻冠层顶部叶温

进行测量，每小区进行3次测量，测量冠层光谱测量

位置处旗叶叶温（℃），测量时探头垂直向下，距离叶

片高度0.2 m。

1. 2 数据处理

1. 2. 1 一阶导数光谱计算 由于光谱数据采集受

外界因素的影响，为最大程度地获取有效光谱信息，

需对原始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本研究采用一阶微

分处理，由于稻田背景的光谱信息相对于水稻光谱

信息的变化更加平缓，通过一阶微分处理能最大程度

地减少外部因素的影响，完整保留水稻冠层光谱信

息（刘芬等，2017）。光谱数据的一阶导数计算方法为：

R'（λi）=
dR ( λ i )

dλ
=

R ( λ i +1) - R ( λ i -1)
λ i +1 - λ i -1

式中，λ为冠层反射光谱波长，i为光谱波段。

1. 2. 2 植被指数计算 根据导数光谱数据和水稻

叶温数据，通过相关分析筛选光谱对叶温敏感波段，

并选用NDVI、DVI、RDVI和TSAVI等方法计算植被

指数，具体见表1。

1. 2. 3 模型建立与检验 以植被指数中与叶温相

关性最显著的指数作为叶温反演模型自变量，建立

叶温反演经验模型。采用交叉验证，将2017年8月14

日测定的叶温与冠层光谱数据作为训练集，进行模

型建立。将2017年8月15日测定的叶温与冠层光谱

数据作为测试集，对反演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均方根

误差（RMSE）和相对误差（RE）对模拟值与实测值的

符合度进行分析，RMSE值越小，表明模拟值与实测

值的偏差越小，模型的预测精度越高。

1. 2. 4 统计分析 对水稻一阶导数光谱、植被指

数与冠层叶温进行相关分析，并在Matlab R2015b中

进行叶温经验模型建立和交叉验证。

梁金晨等：基于高光谱遥感数据的水稻叶温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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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光谱数据的水稻叶温相关分析
及水稻叶温反演

2. 1 不同水稻叶温冠层反射光谱及红边特征对比

从反射光谱曲线（图1）可看出，不同叶温下水

稻冠层光谱的变化趋势一致，均具有一般绿色植物

“绿峰”“红谷”及高反射平台的反射特征；不同叶温

间冠层反射率在近红外区出现明显差异，28、30、32

和34 ℃叶温的近红外平台反射率平均值分别为

0.45、0.51、0.57和0.61，平台反射率随着叶温的升高

而逐渐升高。当叶温逐渐递增时，近红外平台反射

率的增加逐渐减缓，28 ℃到30 ℃增加了0.06，30 ℃

到32 ℃增加了0.05，32 ℃到34 ℃增加了0.03。

红边是绿色植物最明显的光谱特征，常通过红

边位置、红边幅值和红边面积来定量描述植被光谱

红边特征。红边位置是红光范围（680~760 nm）内

反射一阶导数光谱最大值所对应的波长，红边幅值

是红光范围内一阶导数光谱的最大值，红边面积

是红光范围的一阶导数光谱曲线所包围的面积。由

图2可知，水稻红光波段的一阶导数光谱具有明显双

峰现象，主峰主要位于730 nm处，次峰主要位于718

nm处，随着叶温的升高，双峰现象更加明显。28、

30、32和34 ℃叶温的红边位置分别为729、735、736

和730 nm，随着叶温的升高，红边位置向长波方向偏

移，即“红移”，当叶温上升至34 ℃时，红边位置向短波

方向偏移，表现为“蓝移”；随着叶温的升高，红边幅

值分别为0.913、1.019、1.203和1.214，红边面积分别

为0.410、0.451、0.520和0.551，均出现“红移”现象。

2. 2 冠层反射光谱与水稻叶温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对水稻叶温与光谱各波段的相关系数（图3）进

行分析发现，水稻光谱与平均叶温相关性变化曲线

的变化趋势在350~450 nm持续下降，450~700 nm为

负相关，700 nm之后相关性快速升高，760 nm后逐

渐稳定，780 nm之后的近红光波段冠层光谱与叶温

的相关性呈显著相关（P<0.05，下同），其中在945 nm

处达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562。从图3可看出，水稻

光谱与叶温相关性仅在945和1120 nm两个波段附近

达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从水稻叶温与一阶微分

光谱各波段的相关系数（图4）可看出，相对于水稻叶

温与原始反射光谱相关系数，在350~670 nm及850~

1000 nm波段处有更多波长叶温与一阶反射光谱相

关性达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在990 nm处相

关系数最高，为0.889，在885 nm处相关系数最低，

为-0.893，在650~850 nm波段及1200 nm后原始反射

光谱与一阶导数光谱均未达显著相关。对比图3和

图4，发现在近红光波段处，一阶光谱与叶温的相关

性明显高于原始光谱与叶温的相关性，说明对反射

植被指数
Vegetation index
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

差值植被指数 DVI

再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 RDVI

转换型土壤调整指数 TSAVI

定义公式
Define formula

NDVI=
ρNIR - ρRED
ρNIR + ρRED

DVI=ρNIR - ρRED

RDVI= NDVI × DVI
TSAVI=

a ( ρNIR - aρRED - b )
aρNIR + ρRED - ab

a、b为土壤线的斜率和截距（a=1.243，b=1.625）

绿色植物的灵敏指示参数，与叶绿素含量
相关性高（Jordan，1969）

适用于各种植被覆盖情况（Roujean and Breon，1995）
在NDVI的基础上修正了土壤环境的影响（Baret et al.，2002）

参数意义
Parameter meaning

应用于检测植被生长状态、植被覆盖度和消除
部分辐射误差等（Kaufman and Tanré，1992）

表 1 植被指数计算方法及参数意义
Table 1 Calculation method and significance of vegetation index

图 1 不同叶温下的水稻冠层反射光谱曲线
Fig.1 Curves of rice canopy reflectance spectra at different

leaf temperatures

图 2 不同叶温下的水稻一阶导数光谱
Fig.2 First derivative spectra of rice at different leaf tempera-

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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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进行一阶微分处理能较好地降低环境因素的

影响。

2. 3 植被指数与叶温的相关分析

对表1的植被指数进行计算，并根据图4选取叶

温变化特征波长进行组合（885 nm，990 nm），研究

各植被指数与叶温变化的关系。结果显示，只有

NDVI未达显著相关水平，相关系数为0.411，RVI、

RDVI、TSAVI与叶温的相关性均达显著相关水平，

相关系数分别为0.639、0.724和0.733，其中RDVI和

TSAVI达极显著相关水平（P<0.01，下同），与叶温的

相关性最佳。

2. 4 基于植被指数建立叶温估算模型

2. 4. 1 叶温估算模型 由上述分析可知，TSAVI和

RDVI的相关性较高，说明采用这两个植被指数对叶

温进行模拟具有较好精度。因此基于TSAVI和

RDVI指数，选用2017年8月14日的叶温与冠层光谱

数据作为建模样本建立叶温反演模型（表2），综合考

虑两个模型的确定系数（R²）及RMSE，最佳的模拟结

果应是选择R2相对较大而RMSE相对较小。因此，选

择 由 RDVI 建 立 的 方 程 y=5770.137x2-748.965x +

53.615（建模样本R²=0.544，RMSE=2.443）和TSAVI

建立的方程y=0.0007x2+0.0067x+29.8645（建模样本

R²=0.632，RMSE=2.458）进行模拟。

2. 4. 2 模型检验 根据交叉验证，通过2017年8月

15日测得的叶温与冠层光谱数据对反演模型进行检

验。由图5和表3可知，由RDVI建立的方程其模拟值

与实测值的R2为0.544，达极显著相关水平，RE为

植被指数
Vegetation index

RDVI

TSAVI

方程
Equation

y=20.738e4.920x

y=150.822x+18.695

y=11.638ln（x）+60.175

y=5770.137x2-748.965x+53.615

y=80.267x0.380

y=29.911e0.001x

y=0.036x+29.919

y=0.0007x2+0.0067x+29.8645

建模样本

R²

0.522

0.524

0.518

0.544

0.516

0.529

0.537

0.632

RMSE

2.489

2.495

2.514

2.443

2.507

2.449

2.463

2.458

图 3 水稻叶温与光谱各波段的相关系数
Fig.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leaf temperature and

spectrum bands of rice

图 4 水稻叶温与一阶微分光谱各波段的相关系数
Fig.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leaf temperature and

first-order differential spectrum of rice

表 2 植被指数和叶温的关系模型（n=11）
Table 2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vegetation index and
leaf temperature（n=11）

图 5 不同叶温模型模拟值与实测值的相关性
Fig.5 Correlation between simulated values and measured values of different leaf temperatur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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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均方根误差为2.567；由TSAVI建立的方程其

模拟值与实测值的R2为0.610，达到极显著相关水

平，RE为1.97%，RMSE为2.546。两种模型模拟结果

的RE和RMSE较为接近，但由TSAVI建立的方程模

拟结果的相关性更显著，因此使用TSAVI模拟的叶

温模型能很好地反演叶温变化。

3 讨论

叶温作为植物的重要生理指标，其变化与气孔

的开闭、叶片水含量、光合活性及酶活性的变化密切

相关（吴冰洁等，2015；周宁等，2017），同时作物的反

射光谱能较好地反映作物基本生理特性，因此，本研

究分析了水稻冠层反射光谱与叶温间的关系，并根

据光谱数据对叶温进行反演。

水稻为喜温作物，温度变化会直接影响水稻的

生长，其在抽穗期最适生长温度为28~32 ℃（霍治国

和王石立，2009）。在本研究中，反射光谱近红外区

的反射率随着叶温的升高而升高，与王平荣等

（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且随着叶温的升高，光谱

反射率增加的幅度越来越小，34 ℃时反射率仅增加

0.03；对比水稻的最适生长温度，说明过高的温度会

抑制叶片光合作用强度，与谢晓金等（2010）的研究

结果一致。同时，红边参数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随

着叶温的升高而发生“红移”现象，当叶温升高到

34 ℃时，超过水稻的最适生长温度，红边参数出现

“蓝移”现象，与周峰等（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通

过对原始光谱及红边参数的对比分析，证明通过高

光谱数据研究水稻叶温的可行性。

关于叶温的高光谱反演研究，许改平等（2014）

发现随着叶温的升高，叶片反射率逐渐上升。黄春

燕等（2014）研究发现620和850 nm单波长光谱参数

及RVI、NDVI与冠层叶温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

NDVI和RVI与冠层叶片温度的相关性高于620和

850 nm单波长光谱参数与冠层叶片温度的相关性，

说明相较于单波长光谱参数，植被指数能更好地反

映植被温度信息。本研究通过对原始光谱导数处理

筛选光谱对叶温的敏感波段，发现885和990 nm的近

红外波段水稻冠层反射光谱与叶温的相关性最显著，

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与黄春燕等（2014）

在850 nm波长处研究结果一致，但在620 nm波长处

无明显相关性，主要原因是试验作物、试验仪器和环

境的不同；根据前人研究选用DVI、NDVI、RDVI和

TSAVI等4种光谱指数，其中RDVI由DVI和NDVI组

合计算，综合了两者的优点，更适用于水稻的冠层光

谱研究，而基于土壤线的TSAVI能减少土壤背景的

影响。结果显示，相对于DVI和NDVI，TSAVI和RD-

VI对叶温的相关性更好，其中TSAVI的相关系数最

大；根据敏感波段计算植被指数，构建叶温反演模

型，对比由RDVI和TSAVI分别构建的模型，发现由

TSAVI构建的模型对叶温的模拟效果更好。

虽然本研究基于光谱数据成功地建立了水稻

叶温反演模型，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在对原始数据

进行预处理时，只考虑稻田背景的光谱信息对原始

光谱的影响，而忽略了作物叶片表面散射的影响，因

此应优化光谱原始数据的预处理方法，如多元散射

校正、聚类算法等，综合各种预方法最大程度地还原

冠层光谱信息。另外，在提取与叶温相关性最显著

的植被指数时，对叶温敏感波段内特征波长的筛选

方法过于简单，可结合标准误差及相对误差等统计

学参数优化特征波长的选取，提高模型的精度。

4 建议

4. 1 综合考虑多种预处理方法，最大程度还原光谱

信息

光谱数据的精度会直接影响模型对作物生理

指标的反演精度，而在测量光谱数据时，稻田环境、

叶片本身的表面散射及作物茎秆等均会直接或间接

影响光谱数据的准确性，因此在建立模型之前，对光

谱数据进行预处理是必不可少的操作。不同的预处

理方法能降低不同因素对光谱信息的干扰，其中，微

分处理能降低稻田背景光谱信息的影响，多元散射

校正能有效消除散射影响，聚类算法能减少作物茎

秆、穗粒等对光谱信息的影响。综合多种预处理方

法，可还原最准确的光谱信息。

4. 2 优化特征波长的提取，提高建立模型的精度

特征波长会直接影响植被指数的大小，进而改

变叶温与植被指数间的相关性，改变叶温的建模方

式，影响最终模型的准确性。首先根据预处理结果，

提取叶温的敏感波段，在对特征波长进行提取时可

对叶温敏感波段内的全波长进行组合计算植被指

数，将所有的植被指数组合情况纳入考量，再通过决

定系数、标准误差和相对误差确定最终的特征波长，

提高植被指数与叶温的相关性水平，增加模型精度，

优化反演结果。

表 3 水稻叶温实测值与模拟值拟合评定指标（n=11）
Table 3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measured value of the leaf
temperature of rice and the simulated value（n=11）

方程 Equation
y=5770.137x2-748.965x+53.615
y=0.0007x2+0.0067x+29.8645

R²
0.544
0.610

RE（%）
1.94
1.97

RMSE
2.567
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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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基于高光谱技术，实现冠层叶温的无损监测

高光谱遥感技术以其光谱分辨率高、光谱信息

量大等特点和优势，对植被的生长变化具有高度的

敏感性，在农业监测方面展现出快速精确的特点，成

为研究作物生理和生长的重要手段。通过高光谱数

据反演叶温能减少因直接接触对水稻造成的损伤及

增大测量区域的优点，避免人为测量可能出现的误

差，且减少人工测量的工作量，为水稻叶温的模拟与

监测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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