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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SPA 和 PLS 法提高冬小麦冠层全氮高光谱
估算的精确度
白丽敏，李粉玲*，常庆瑞，曾 凤，曹 吉，芦光旭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陕西杨陵 712100）
摘要: 【目的】 冠层高光谱全波段信息可以在小麦拔节期快速无损地估算叶片的氮含量。本研究结合连续投影
算法 (SPA) 和偏最小二乘 (PLS) 技术，筛选了冬小麦拔节期冠层光谱对叶片氮含量的敏感特征波段，以期为冬
小麦关键生育期氮素含量的遥感估算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方法】 以陕西关中地区 2015—2016 年冬小
麦小区试验为基础，基于连续投影算法 (SPA) 提取冬小麦叶片全氮含量的冠层光谱敏感波段，并结合偏最小二
乘 (PLS) 回归法建立基于敏感特征波段的冬小麦拔节期叶片氮含量估算模型。 【结果】 SPA 算法从冬小麦
338～2510 nm 的冠层光谱中优选出了 1985 nm、2474 nm、1751 nm、1916 nm、2507 nm、1955 nm、2465 nm 和
344 nm 共计 8 个叶片全氮含量的敏感特征波段，波段数目下降了 98.9%，有效降低了光谱信息的冗余；基于敏
感特征波段构建的叶片氮含量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和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0.82 和 0.28，模型验证方程
的决定系数和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0.84 和 0.21，模型的相对预测偏差大于 2，具有较高的精度和良好的预测能
力。 【结论】 与常用植被指数的叶片氮含量估算模型相比，连续投影算法 (SPA) 结合偏最小二乘 (PLS) 方法的
叶片氮含量估算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强，可以作为冬小麦拔节期叶片氮含量的高光谱估算方法。
关键词: 冬小麦；高光谱；拔节期；连续投影；偏最小二乘回归法

Increasing accuracy of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 for total nitrogen of winter
wheat canopy by use of SPA and PLS methods
BAI Li-min, LI Fen-ling*, CHANG Qing-rui, ZENG Feng, CAO Ji, LU Guang-xu
( 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orthwest A &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s】 Canopy hyper-spectral reflectance has been used for the estimation of nitrogen in the
key growing stages of crop rapidly and non-destructively. In this paper, the successive project algorithm (SPA)
and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were used to help screening more sensitive wave bands, so as to increase the
accuracy of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 in the estimation of nitrogen contents in winter wheat at jointing stage.
【Methods】 Based on a plot experiment of winter wheat in Guanzhong area of Shaanxi Province in
2015–2016, the canopy spectrum sensitive wave bands of leaf nitrogen contents of winter wheat were
calculated by SPA. The leaf nitrogen contents estimation model of winter wheat based on the sensitive feature
bands at the jointing stage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PLS regression method. 【Results】 Through the SPA, 8
sensitive feature wave bands of leaf nitrogen contents were selected in canopy spectrum ranging from 338 nm to
2510 nm of winter wheat, including 1985 nm, 2474 nm, 1751 nm, 1916 nm, 2507 nm, 1955 nm, 2465 nm and 344 nm.
The result decreased the number of bands by 98.9%, and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redundancy of spectral
information. The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and root-mean-square error of the leaf nitrogen contents regression
model that was established by PLS based on the sensitive feature bands were 0.82 and 0.28, respectively. The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verification equation of model was 0.84, the root-mean-square error was 0.21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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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idual prediction deviation was large than 2,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model had high precision and good
prediction ability.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the leaf nitrogen contents estimation model developed using
common vegetation indices, the SPA combining with PLS has higher precision and more stability, which can be
used as the hyper-spectral reflectance estimation method for the leaf nitrogen contents of winter wheat at the
jointing stage.
Key words: winter wheat; hyper-spectral; jointing stage; successive project algorithm;
partial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氮素是作物生长发育、产量以及品质形成的主

投影算法 (SPA) 筛选冬小麦拔节期冠层光谱对叶片

要营养元素，掌握作物关键生育期的氮素丰缺状况

氮含量的敏感特征波段，并结合偏最小二乘 (PLS)

是指导农业生产科学施肥、作物长势监测以及产量

技术，进行冬小麦拔节期的叶片氮含量估算，以期

预报的先决条件。利用现代高光谱遥感技术进行作

为冬小麦关键生育期氮素含量的遥感估算提供理论

物氮素含量的快速、无损、准确监测是当前精准农

依据和技术支持，为冬小麦后期生长的田间管理提

业研究的重要领域 [1–3]。研究表明利用单一敏感波段

供科学的指导性建议。

构建作物氮素含量的估算模型精度较差，利用多个
敏感波段以及敏感波段之间的组合构建光谱指数能
有效减少土壤环境和大气条件对冠层光谱的影响，
进而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 [4–7]，如 Wright 等 [5]建立了
基于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 和归一化绿波段差值植
被指数 (GNDVI) 的小麦叶片氮素含量二次多项式估
算模型；冯伟等 [6]、胡昊等 [7]研究表明红边位置参数

1

试验设计与信息采集

1.1

试验设计
本研究冬小麦种植小区试验在陕西省咸阳市乾

县三合村开展，土壤类型为红油土，质地为壤土，
土壤基本肥力状况为：土壤有机质 13.36 g/kg、全氮

与叶片氮含量可达到极显著水平，可以利用 REP IE 、

0.48 g/kg、有效磷 13.54 mg/kg、速效钾 182.88

SD r -SD b 和 FD 7 2 9 等参数对小麦叶片氮含量进行监

mg/kg、速效氮 44.86 mg/kg。供试品种为关中地区常

测。但是，这些单一敏感变量仅利用了全光谱信号
的部分敏感波段，而忽略了冠层高光谱连续信号中
其他有效敏感波段对叶片氮含量的贡献。因此，如
何充分利用冬小麦冠层全波段光谱信息来进一步优

见品种‘小偃 22’。试验共设 36 个试验小区，每个
小区面积为 36 m2 (6 m × 6 m) 。试验设计氮 (N)、磷
(P)、钾 (K) 3 种养分处理，6 个施肥梯度，每个梯度
设置 2 个重复。氮肥标准施入量为 150 kg/hm2，施肥

化小麦氮素定量分析模型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如杨

梯度为不施氮、1/4 标准氮 (严重缺氮)、1/2 标准氮

宝华等提出的竞争性自适应重加权算法与相关系数

(缺氮)、3/4 标准氮 (少量缺氮)、标准氮 (适宜氮) 和

法相结合的算法，就从 2151 个原始波段中选出了

5/4 标准氮 (过量氮)，记作 N 0 、N 1 、N 2 、N 3 、N 4 、

30 个敏感波段建立了精度更高的小麦氮含量预测的

N5，肥源为尿素 (纯氮含量为 46%) 。磷处理与钾处

非线性回归模型[8]，但该模型不仅复杂，且所筛选的

理均施纯氮 75 kg/hm2，养分试验设置梯度与氮肥相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高。

同。磷肥试验不施钾肥，磷肥标准量为 90 kg/hm 2 ，

连续投影算法 (SPA) 是一种使矢量空间共线性

6 个梯度记为 P0、P1、P2、P3、P4、P5，肥源为过磷酸

最小化的前向变量选择算法 (该算法的迭代原理以及

钙。钾肥试验不施磷肥，标准钾肥施入量为 60 kg/hm2，

具体步骤参见文献 [9]) 。它能够从全波段光谱信息中

施肥梯度记作 K0、K1、K2、K3、K4、K5，配施肥料

筛选出具有最低信息冗余度的光谱变量，保证所选

硫酸钾。各肥料作为底肥一次施入，不追肥，田间

择的特征波段之间共线性最小，从而减小模型建立

管理按大田管理方式进行。

过程中的拟合复杂程度，加快拟合运算速率。同时

1.2

该算法所筛选出的敏感特征波段具有重要性顺序，

冠层高光谱和叶片全氮测定
在冬小麦拔节期，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利用

能直接反映所筛选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

便携式非成像全光谱地物波谱仪 (SVC HR-1024I，

因此在高光谱信息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关注[10]。但该算

SVC) 在 10:30—14:00 之间进行冬小麦冠层光谱测

法在作物氮素营养监测中的应用还未见报道。本研

定。SVC 可获取目标地物在 350～2500 nm 波长范围

究旨在利用冬小麦冠层全波段光谱信息，结合连续

内 1024 个波段的光谱数据，其中 350～1000 nm 波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1180

24 卷

段范围内光谱分辨率 ≤ 3.5 nm，采样间隔 1.5 nm；

层光谱和叶片氮含量有效样本 56 个。冬小麦拔节期

1000～1850 nm 波段内光谱分辨率 ≤ 9.5 nm，采样

叶片氮含量最小值为 1.26%，最大值为 3.25%，平均

间隔 1.5 nm；1850～2500 nm 波段内光谱分辨率 6.5 nm，

值为 2.53%。将样本数据依据叶片氮含量实测值的大

采样间隔 2.5 nm。测量前进行标准白板校正，观测

小进行排序，按照 5∶1 抽取 45 个样本作为建模

时传感器垂直向下，距离冠层 130 cm，视场角 25°，

集，11 个样本作为验证集，建模集和验证集样本数

设置 1 次采样重复 10 次，以其平均值作为该观测样

据均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点的光谱反射率。每个小区均匀采集 3 个样点，以

2.4

样点光谱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样区的冠层光谱反射
数据。测定光谱的同时选取有代表性小麦植株
20 株，采集其叶片带回实验室杀青、烘干、粉碎，
称取 0.2 g 左右干样，用浓 H2SO4 在有催化剂的条件
下消煮，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叶片全氮含量。

2

数据处理与建模方法

2.1

冠层光谱数据预处理
高光谱数据蕴含着丰富的地物反射信息，同时

模型精度检验指标
本研究采用决定系数 (R2)、均方根误差

(RMSE)、相对预测偏差 (RPD) 和相对预测误差
(REP) 4 个指标进行模型检验，其计算公式见参考文献[17]。
当 R 2 和 RPD 的值越大，RMSE 和 REP 的值越小，
说明模型精度越高。其中 RPD 的评价标准采用
Chang 等 [18]提取的阈值划分方法，RPD > 2.0 表明模
型拥有极好的预测能力；1.5 < RPD < 2.0 表明是可以
接 受 的 模 型 ， 且 模 型 能 够 粗 略 估 测 样 本 ； RPD <
1.5 表明模型不具备预测能力。

也包含了大量的噪声，严重影响了地物反射光谱中
的吸收特征，降低了数据的分析精度[11]。本研究首先
将冠层光谱重采样为 3 nm，对重采样后的光谱数据
进行 Savitzky-Golay (SG) 平滑处理，剔除了光谱曲
线上的细小噪声，提高光谱数据的信噪比。

2.2

氮含量估算理论与方法

2.2.1 叶片氮含量遥感估算原理 构成健康绿色植物
的生物化学成分主要包括叶绿素和其他色素 (胡萝卜
素和叶黄素等)、水、蛋白质、淀粉、蜡、木质素和
纤维素等结构化的生物化学分子。当植物体内某些
营养元素缺乏或者过量时，造成植株体内相关生物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于 SPA 算法的特征波段提取
本研究中冠层光谱的范围为 338～2510 nm，共

包含 725 个波段。利用连续投影算法，在 MATLAB
中对重采样和平滑预处理后的全波段冠层高光谱数
据进行叶片氮含量的敏感特征波段提取。经重复抽
样和检验，在 RMSE 达到最低值 0.08 时，优选出了
冠层光谱对叶片氮含量敏感的 8 个特征波段，光谱
波段数目下降了 98.9%。优选出的特征波段按照重要

化学成分的变化，从而引起对该类生化成分敏感的

性顺序分别为 1985 nm、2474 nm、1751 nm、1916 nm、

冠层光谱曲线吸收波段出现波动 [12] 。植被生化组分

2507 nm、1955 nm、2465 nm 和 344 nm。这些敏感

遥感监测的关键就是筛选对这些变化敏感的光谱波

特征波段反射率与叶片氮含量的相关性如表 1 所示，

段[13]。作物氮素含量高光谱估算就是基于对氮素组分

表 1 敏感特征波段反射率与叶片氮含量的相关性

敏感的反射光谱或吸收光谱以及光谱指数，探寻其
与氮含量之间的定量关系[14]。

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reflectance of sensitive bands
and leaf nitrogen contents

2.2.2 叶片氮含量估算方法 偏最小二乘回归 (PLS)

序号 No. 波段 Wave band (nm)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兼具了主成分分析、多元回归和典型相关分析的优

1

1985

–0.78**

2

2474

–0.74**

佳的建模精度和更好的估测效果[15–16]。本研究首先在

3

1751

–0.76**

MATLAB 环境下，通过编程实现基于 SPA 算法的冬

4

1916

–0.36**

小麦拔节期叶片氮含量敏感特征波段的提取，基于

5

2507

–0.70**

这些敏感波段反射率，在 MATLAB 软件中采用偏最

6

1955

–0.74**

小二乘 (PLS) 回归法进行叶片氮含量的估算建模。

7

2465

–0.78**

8

344

–0.83**

点，在最大限度消除变量之间共线性的同时，保证
各主成分对因变量具有最好的解释性，从而取得最

2.3

建模和检验样本提取
试验获得研究区 2015—2016 年冬小麦拔节期冠

注（Note）：**—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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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入选敏感特征波段反射率与叶片氮含量均呈负相

波段的优先顺序，各敏感特征波段所对应标准化系

关关系，并且都通过了 0.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

数的绝对值先下降后上升，与敏感特征波段与叶片

中 344 nm 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最高为 0.83，1916 nm

氮含量的相关性变化趋势相同。

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最低为 0.36。按照优选特征波段

3.3

的顺序，各特征波段反射率与叶片氮含量的相关性
呈现先下降后逐渐上升的趋势。

3.2

基于 PLS 的叶片氮含量估算模型检验
利用检验样本对敏感特征波段反射率建立的

PLS 回归模型进行精度检验，验证集中的实测值与

基于 PLS 的叶片氮含量估算

预测值的拟合决定系数为 0.84，均方根误差为

将连续投影算法优选出的 8 个敏感特征波段作

0.21，预测相对误差为 0.09，预测相对偏差为 2.45，

为模型的输入变量，实测叶片氮含量作为响应变

表明通过 SPA 结合 PLS 方法建立的敏感特征波长与

量，利用 PLS 进行叶片氮含量的预测建模，预测方

叶片氮含量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具有极好的样本预

程为：

测能力。实测值与预测值的空间分布如图 1 所示，

y = 3:38 ¡ 6:43x 1 ¡ 3:44x 2 ¡ 2:60x 3 + 6:03x 4¡
(1)
2:67x 5 ¡ 5:49x 6 ¡ 6:62x 7 ¡ 26:38x 8

模拟方程的斜率为 0.98，接近于 1∶1 线。

3.4

基于常用植被指数的叶片氮含量估算

式中，xi 为筛选出的敏感特征波段的反射率；i 为敏

为了更好地检验本研究中叶片氮含量估算模型

感波段所对应的序号。所建 PLS 模型的决定系数为

的精度，本研究基于常用的植被指数构建冬小麦叶

0.82，建模的均方根误差为 0.28，表明预测方程具有

片氮含量的估算模型 (表 2)，与本研究中的 PLS 回归

较高的估算精度。所建 PLS 回归模型各变量的标准

进行对比。

化系数依次为–0.14、–0.07、0.12、0.15、–0.05、

3.4.1 基于植被指数的叶片氮含量估算 本研究所选

–0.11、–0.13 和–0.28。一般情况下，估算模型标准

植被指数中除了 VOG 3 之外，其他植被指数与冬小

化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该变量对模型的贡献性

麦拔节期叶片氮素含量的相关系数均高于绝对值

越大，其中 344 nm 波长反射率的贡献性最大，2507 nm

0.7，并均通过了 0.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中

波长反射率的贡献性最小。总体上，按照敏感特征

ND705 与叶片氮含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为 0.90。利

3.5

SPA 模型
Model

3.5

1∶1

3.5

1∶1

2.5

2.5

y = 0.98x

2.5
VOG3 模型
Model

3.5

3.0

3.5

2.0
3.5

1∶1

3.0

2.5

ND705 模型
Model

3.0

3.5

1∶1

3.0

2.5

2.5

y = 0.97x
R2 = 0.16
RMSE = 0.51

2.0
2.5

3.0

3.5

2.0

2.5

NRI 模型
Model

3.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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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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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1.02x
R2 = 0.58
RMSE = 0.3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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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1.01x
R2 = 0.49
RMSE =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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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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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E = 0.33

R2 =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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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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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VI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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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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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质量分数实测值 Measured N contents (%)

2.5

y = 0.98x
R2 = 0.37
RMSE = 0.37

2.0
2.0

2.5

3.0

图 1 不同模型冬小麦叶片氮含量预测值与实测值相关性
Fig. 1 Correlation of the measured leaf nitrogen contents with the predicted ones using differ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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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植被指数及其计算公式

也最佳，其检验样本实测值与预测值的拟合决定系

Table 2 Typical vegetation indices and expression

数 (R2) 最高，为 0.58，检验方程的 RMSE 最小，为

植被指数 Vegetation index

0.31。基于 ND 7 0 5 植被指数叶片氮含量估算模型的

计算公式 Formula

RPD 为 1.61，RPD 值大于 1.5 小于 2，且具有较大的

比值植被指数 RVI

R800/R670

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

(R800 – R670)/(R800 + R670)

红边光谱比值植被指数 VOG3

(R734 – R747)/(R715 + R720)

红边归一化植被指数 ND705

(R750 – R705)/(R750 + R705)

氮素反射指数 NRI

(R570 – R670)/(R570 + R670)

决定系数和较小的均方根误差，依据本研究所参照
的模型精度评价标准，这一植被指数对冬小麦叶片
氮含量的估算模型可以判断为具有粗略估测样本的
能力。而基于 NDVI、RVI、VOG3 和 NRI 四类植被

注（Note）：Ri—第 i 波段的反射率 The reflectance of band i.

指数对冬小麦叶片氮含量估算模型检验的 RPD 值均
小于 1.5，决定系数较小且均方根误差较大，认为这

用以上植被指数进行冬小麦叶片氮含量的估算模型

四类植被指数与冬小麦叶片氮含量之间所建立的线

构建 (表 3)。5 类植被指数对叶片氮含量的估算都更

性回归模型不具备样本预测能力。

适合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表达，其中基于 ND705 的估算

SPA 结合 PLS 建立的冬小麦叶片氮含量估算模

模型拟合决定系数最高，为 0.81；VOG3 的模型拟合

型的拟合决定系数为 0.82，均大于植被指数所建模

决定系数最低为 0.34，5 类模型建模的均方根误差

型的拟合决定系数。SPA 结合 PLS 的估算模型在模

在 0.22～0.48 之间。

型精度检验中，检验方程的决定系数较植被指数估

3.4.2 基于植被指数估算模型的检验 对基于植被指

算模型更高，且均方根误差更小，模型评价指标

数的冬小麦叶片氮含量估算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

RPD 值大于 2 (RPD = 2.45)，说明估算模型具有极好

图 1 所示和表 4 所示。相对于建模精度，各模型检

的样本预测能力。通过验证集中估算模型实测值与

验结果的拟合方程决定系数略有下降，其中基于

预测值的空间分布来看，SPA 结合 PLS 模型的估算

ND705 的叶片氮含量估算模型的检验结果最佳，R 为

值与实测值的空间分布更接近于 1∶1 线。综上所

0.58，RMSE 为 0.31，REP 为 0.12，RPD 为 1.61，

述，通过 SPA 方法优选敏感特征波段，建立基于

1.5 < RPD < 2.0 表明该指数所建立的估算模型具有粗

PLS 回归法的叶片氮含量估算模型的精度显著提

略估测样本的能力；VOG 3 检验的 R 最小为 0.16，

高，模型具有更好的样本预测能力。

2

2

RMSE 为 0.51， REP 为 0.20， RPD 为 0.97， 且
RPD 小于 1.5，表明该指数所建立的估算模型没有样

讨论

4

本估测能力。

3.5

由于冬小麦在不同生育期的氮吸收存在差别，

模型精度对比

其氮素积累量在起身后开始增加。小麦生育期中拔

本研究所涉及的各类估算模型的检验结果如

节期是最为关键的时期，拔节期小麦氮素积累量占

表 4 所示。基于植被指数的叶片氮含量估算模型中

总积累量的近一半[19]，对拔节期小麦生长状况的监测

以 ND705 表现最佳，该植被指数与叶片氮含量的相关

可以为小麦后期生长的田间管理提供有效的指导性

系数最大，为 0.90，估算模型的决定系数为 0.81。

建议。

基于 ND705 植被指数的叶片氮含量估算模型检验效果

基于连续投影算法优选出的敏感特征波段，剔

表 3 基于植被指数的叶片氮含量的预测模型
Table 3 Prediction models of leaf nitrogen contents based on vegetation indices
植被指数 Vegetation index

方程拟合 Equation

R2

RMSE

比值植被指数 RVI

Y = –2.61 + 5.77 x

0.68

0.27

0.83**

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

Y = 1.40 + 0.05 x

0.79

0.22

0.89**

红边光谱比值植被指数 VOG3

Y = 1.86 – 3.76 x

0.34

0.48

红边归一化植被指数 ND705

Y = –0.42 + 4.35 x

0.81

0.22

0.90**

氮素反射指数 NRI

Y = 0.48 + 5.94 x

0.53

0.34

0.73**

注（Note）：**—P<0.01.

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0.23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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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冬小麦叶片氮含量的估算模型检验

氮含量敏感特征波段的筛选，基于提取的叶片氮含

Table 4 Tests of leaf nitrogen content prediction models

量敏感特征波段反射率，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算法

模型 Model

R2

RMSE

REP

RPD

进行叶片氮含量的估算模型构建。结果表明，利用

NDVI

0.50

0.33

0.13

1.48

SPA 结合 PLS 方法所构建的叶片氮含量估算模型结

RVI

0.49

0.34

0.13

1.46

构简明，有效降低了光谱波段之间的共线性，同时

VOG3

0.16

0.51

0.20

0.97

ND705

0.58

0.31

0.12

1.61

NRI

0. 37

0.37

0.15

1.32

较高的估算精度和良好的预测能力，可用于拔节期

SPA

0.84

0.21

0.09

2.45

叶片氮含量的遥感估算。

保证了各敏感特征波段对叶片氮含量的贡献性。所
构建模型的决定系数和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0.82 和
0.28，检验模型的相对预测偏差 (RPD) 大于 2，具有

除了不相关、低贡献的波长变量，能够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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