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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在耕地类型分类中的应用
孙玉璟
渊山东省高唐县国有旧城林场袁山东高唐 252800冤

摘要 耕地是人类在地球上赖以生存的主体袁耕地面积对粮食产量的保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遥在卫星或航拍得到的遥感图像中提
取耕地类型是遥感图像分类中的难点遥本文分析了基于遥感图像的耕地类型识别与分类的重要性袁并列出耕地类型分类的主要算法袁为提
高耕地利用率尧促进农业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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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我国大面积的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袁并且土
地沙漠化尧地震尧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出现袁导致可耕地
面积不断减少遥加上我国地少人多的基本国情袁党中央也提

出了野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冶袁这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的底线袁是试点的大前提袁决不能逾越遥可见袁耕地面积问题
仍是国家战略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面临的首要问题 遥
[1]

像中耕地区域袁并利用有效的分类算法对耕地类型进行分

类遥传统的遥感图像分类方法大致分为 2 类院基于监督学习
分类方法和基于非监督学习分类方法遥这 2 类分类方法的依
据是训练数据是否有标记信息[6]袁即遥感图像中像素点对应
的实际分类袁若有则为监督学习袁若没有则为非监督学习遥
基于监督学习分类方法首先要人工标注出每条数据对

目前袁我国可耕地面积没有统一的测算方法袁并且不同

应的分类和遥感图像中对应每个像素所属的分类袁并分配

区域采用的测算方法各不相同袁使得可耕地类型的判断和

一个标签袁作为训练数据遥创建一个训练过程的模型袁利用

可耕地面积的统计具有较大难度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

模型对遥感图像的每个像素做出分类袁当分类不正确时反

发展袁利用计算机算法自动识别和分析卫星拍摄的不同地区

馈纠正袁通过持续的训练使分类结果达到期望的分类袁当错

的遥感图像袁可以提取出可用耕地的类型袁并对每种类型的

误率较低或达到最大的训练次数即可停止遥随着深度学习

耕地面积进行估算遥政府管理部门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耕
地制定合理的种植策略袁可以增加单位耕地面积的产量袁提

的快速发展袁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用神经网络进行分类遥深

高可耕用土地的利用效率[2]遥利用遥感图像还能够及时检测

度学习框架中的神经网络能够自动提取输入遥感图像中
的特征袁通过分类算法利用训练好的网络对大量的特征信息

潜在的自然灾害袁帮助人们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以减

分类袁并将土地类型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出层输出遥常见的

少风沙尧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或地质灾害对可用耕地的破坏袁

监督学习分类算法还包括决策树算法尧KNN 算法尧支持向量

避免可用耕地的减少[3]遥因此袁利用遥感图像对土地资源实
时检测和分类十分重要遥

机 SVM 等遥遥感图像测试图 Stockton 如图 1 所示遥

1 遥感技术
遥感技术是从卫星尧飞机或其他飞行器中收集地表物
体的电磁辐射信号袁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成像袁并探测地球
资源和环境的技术[4]遥遥感技术广泛应用于土地资源动态监
测尧农林作物遥感估产尧自然灾害的遥感监测尧空气与海洋
环境监测尧军事及其他领域中遥
传统的遥感图像均是利用卫星拍摄的遥感图像袁卫星遥
感图像具有大面积同步监测尧获取信息速度快尧数据量大的
特点袁但会受电磁波波段尧大气环境和地表覆盖物的影响袁
卫星发回的遥感图像通常需要几何纠正尧去雾处理等图像处
理技术才能使用遥近年来袁随着无人机技术的成熟袁部分要
求精度较高的遥感图像采用了无人机低空拍摄遥感图像遥
无人机遥感技术能够克服传统遥感图像获取成本高尧分辨
率低尧气候影响大等缺点袁在某些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遥
遥感技术在农业或耕地上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土壤演
变尧耕地提取及分类尧种植信息提取等方面[5]遥
2 耕地分类原理

基于遥感技术的耕地类型分类是利用土地分类和分布
的知识袁结合遥感图像中光谱信息和空间信息袁识别遥感图
作者简介

孙玉璟渊1974-冤袁女袁山东聊城人袁助理工程师袁从事园林种
植尧技术推广工作遥
收稿日期 2019-01-04

196

图 1 遥感图像测试图 Stockton
基于非监督学习的分类方法是按照野物以类聚冶的思
想袁不需要标注每个像素所属的分类袁利用设定的规则计算
机算法自动将遥感图像中相似光谱的像素点划分为一类袁
划分的依据是地物的光谱理论遥遥感图像中的同类地物具有
相同的表面结构特征尧植被覆盖袁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光谱特
征袁属于同一个分类曰不同的地物袁光谱信息特征不同袁属于
不同的分类遥分类的结果是将遥感图像上的所有像素点都映
射到不同的类别中袁所有的像素分类应满足同一类别像素间
的差别尽可能小且不同类别像素间的差别尽可能大的要
求袁由于没有标签信息袁所以无法评估非监督学习的分类结
果遥常用的非监督学习方法包括 k-means 聚类算法尧分级集
群法尧动态聚类法等遥

孙玉璟院遥感技术在耕地类型分类中的应用
一般衡量分类结果的精确性常采用空间精度与定量精

度 2 种评价标准遥空间精度根据已有的调查数据选取的检
验样本袁计算混淆矩阵获取精度等系数袁对可用耕地的分类

结果进行评价遥定量精度采用计算耕地提取面积与统计面
积的一致性进行评价遥
3 结语
本文针对可用耕地计算中出现的问题袁结合遥感图像袁
利用监督学习算法和非监督学习方法袁提供了不同的可用
耕地类型和面积计算算法遥可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袁组合或改
进已有的分类算法袁提高可耕地资源遥感图像的分类效果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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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偏小曰三是高压边缘型冰雹天气多为局地热对流天气袁
属热力不稳定而非对流不稳定袁对比地面要素变化袁高压边
缘型 驻V 为负值袁温度变化明显较小遥
4 结语

延边地区冰雹天气影响系统分别为低槽冷锋型尧高空
冷涡型尧高压边缘型袁冰雹多发生在四面环山中间平坦地

带袁与地形强迫抬升有关曰0 益层高度一般为 2 700耀3 900 m袁

-20 益层高度一般为 5 500耀7 300 m袁0 益层至-20 益层厚度为
2 900耀3 400 m曰上冷下暖尧850 hPa 和 500 hPa 温差跃22 益尧

CAPE 值一般大于 400 J/kg尧0~6 km 垂直风切变逸7 m/s尧抬
升凝结高度 730耀960 hPa尧自由对流高度 660耀990 hPa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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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渊1冤崇左市近 61 年的年平均气温波动幅度不是很大袁

在依1.5益范围内曰年平均气温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袁气候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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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提高耕地类型的分类精度和计算效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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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生成有利环境条件曰从雷达反射率因子看袁0 益层回波强
度逸45 dBZ袁-20 益层回波强度一般为逸35 dBZ袁回波强度

45 dBZ 高度 5.8 km 以上曰卫星云图上冰雹云 TBB 在 210 K 左
右曰地面要素方面袁冰雹出现前后气压上升 0.5耀1.5 hPa袁气
温下降 2耀5 益袁风速加大 3耀4 m/s袁相对湿度增加 17%耀2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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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率为 0.015 7 益/a遥M-K 检验表明袁崇左市年平均气温在
1990 年发生向暖突变袁这与年平均气温的 5 年滑动平均曲
线在 1990 年冷暖变化分界点一致遥

渊2冤崇左市各季节的增暖进程存在明显差异袁春季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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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a 为小波实部的等值线图袁b 为小波模的等值线图遥

图 4 1957要2017 年崇左市平均气温 Morlet 小波分析
相对于其他季节上升缓慢袁夏尧冬季的增温速率相近袁秋季
的增温速率最快遥冬季平均气温的年际变化幅度最大袁夏季
平均气温的年际变化幅度最小遥夏尧秋季的季平均气温上升
趋势显著袁对全年平均气温增加趋势的贡献大遥
渊3冤崇左市年平均气温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规律袁近

61 年来以 5 年以下的振荡周期为主袁20 世纪 70要90 年代

呈现出 8 年及 14 年左右的周期变化袁且以 8 年左右的周期
变化最为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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