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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遥感在塑料大棚识别中的方法研究
周 洁 1，范熙伟 2※，刘耀辉 2，3

（1.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昆明 650500；2.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北京 100029；3. 昆士兰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布里斯班 4067）

摘要：【目的】快速、准确地获得塑料大棚覆盖面积、位置分布等地理信息，对政府统筹规
划、农业产值估算、环境资源保护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方法】利用无人机高分辨率遥感
数据，以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可乐村塑料大棚区为研究区域，分别采用基于像元和面向对
象的方法，对研究区进行分割、分类、面积提取，结合研究区背景资料和实地调研结果，
比较两种方法的精度，并计算了该研究区塑料大棚的面积。【结果】塑料大棚面积的面向
对象提取总体精度为 94.6%，Kappa 系数为 0.9133；而基于像元监督分类方法提取总体精
度为 68.3%，Kappa 系数为 0.5848。面向对象方法提取的面积与实地测量提取面积相比仍

然存在一定的误差，在总面积上的差值为 3.925 m2，累积差值为 22.475 m2。若按差值比例

来计算，大棚的估计面积为（26.371 42 万 ±410.737）m2，满足精度要求。【结论】面向对
象方法精度远远高于基于像元方法的精度，且能有效抑制“椒盐现象”，极大降低“同物

异谱”、“同谱异物”的影响，提高了分类的精度。该文研究成果为无人机遥感在塑料大棚
识别应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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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塑料大棚俗称冷棚，是一种新兴的保护地栽培设施。由于其具有建造容易、使

用方便、降低气候环境的限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等优点 ［1-3］，被世界各国普遍使用

推广，近年来以每年 20% 速度持续增长 ［4］。但同时，塑料大棚改变了地表的能量平
衡和水循环模式，对局地气候、水文循环乃至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废
弃的塑料薄膜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得土壤质量下降 ［5-6］。因此，快速准确地获得塑料

大棚覆盖面积、位置分布等地理信息，对农业规划、环境资源保护等方面具有积极
意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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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塑料大棚覆盖面积信息获取以人工实地测定为主，该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时间，且无法获得准确的地理位置分布信息，因此无法满足海量数据实际生
产需求。
近年来，随着航空、航天遥感技术的迅猛发展，不同平台、不同传感器、不同分辨
率的遥感影像数据不断满足不同领域的应用需求［8］。国内外许多学者将遥感技术应用于
塑料大棚检测提取研究，作了大量相关工作。根据所使用的遥感影像数据类型的不同，
可将研究工作分为两种：基于中低分辨率遥感影像大棚检测提取研究［9-13］和基于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大棚检测提取研究［14-17］。中低分辨率遥感影像具有幅宽大、价格低廉甚至免
费等优点，适用于大范围、大面积的塑料大棚检测，但存在空间分辨率较低、重访时间
长等缺点，不适合小区域塑料大棚面积的精确提取。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可以更清楚
地表达地物目标的空间结构特征及表面纹理信息，分辨内部更精细的地物组成、地物边
缘等信息［18-19］，但也存在数据价格昂贵等弊端。
无人机遥感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20］。相比传统的卫
星遥感和载人飞机，无人机遥感具有经济便捷、机动灵活、操作简便、实时性强、影像
分辨率高等一系列优点。无人机影像经过几何校正和拼接后得到的正射影像具有很高的
空间位置精度，可以实现对某一重点研究区域遥感影像超高时间、空间分辨率的快速获
取，能迅速且准确地完成对研究区塑料大棚的检测提取［7，21-22］。
文章利用无人机高分辨率遥感数据，以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可乐村某塑料大棚区为
研究区域，分别采用基于像元法和面向对象法，对研究区进行分割、分类、面积提取，
结合研究区背景资料和实地调研结果，对比分析了两种方法的精度。

1

研究区概况及实验数据

1.1

研究区域概况
该文研究区为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斗南镇可乐村。该村地处昆明市呈贡区西部，距

昆明市区 12 km。海拔 1 900~2 000 m，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降雨量 800~1 000 mm
米，全年无霜期 320 d，年日照量 2 311 h，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交通便利，区位优势

突出。该村主要以花卉、蔬菜种植为主，塑料大棚种植已成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支

柱
1.2

实验数据

1.2.1 数据获取

该研究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在可乐村塑料大棚区域使用小型旋翼无人机进行遥感图

像的获取，无人机型号为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 Phantom 3 Professional。此款无人

机搭载了 HD 高清相机，配有 GPS 和 GLONASS 双卫星导航系统。无人机自带的光学成
像相机其镜头由 9 组 9 片玻璃镜片组成，包含两片非球面镜片，拍摄视场角为 94°，其焦
距为 4 mm，最大光圈 F 2.8，曝光时间为 8 s 至 1/8 000 s 可调。此外，相机感光元件的尺

· 97 ·

中国农业信息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寸为 0.001 58 mm，拍摄有效像素 1 240 万，图像大小为 4 000×3 000 像素，空间分辨率
达 0.2 m。其他相关性能参数见表 1、表 2。
表1

Phantom 3 Professional 飞行器参数

Table 1 Key aircraft parameters of Phantom 3 Professional
性能指标

数值

性能指标

数值

起飞重量

1 280 g

最大飞行海拔高度

6 000 m

最大上升速度

5 m/s

飞行时间

23 min

最大下降速度

3 m/s

工作环境温度

0~40℃

最大水平飞行速度

16 m/s

GPS 模块

GPS/GLONASS 双模

表2

Phantom 3 Professional 相机参数

Table 2 Key camera parameters of Phantom 3 Professional
性能参数
影像传感器
镜头
ISO 范围
照片分辨率

参数值

1/2.3 英寸 CMOS；有效像素 1 240 万（总像素 1 276 万）
FOV 94°20 mm（35 mm 格式等效）f/2.8；对焦点无穷远

100~3 200（视频）；100~1 600（照片）
4 000×3000

无 人 机 拍 摄 起 始 位 置 为 24.875°N，104.237°E， 海 拔 1 928.4 m。 飞 行 高 度 距 地 面

140 m，工作范围为 700 m×700 m。作业起始时间为北京时间 2018 年 12 月 21 日 13 点 42

分，结束时间为 13 点 49 分。一架次共拍摄了 130 张高清可见光真彩色遥感影像，每张
相片图像大小为 4 000×3 000 像素，所有相片总大小为 607 MB。
1.2.2 数据拼接

研究中所采用的无人机影像后处理软件为 EasyUAV 快拼软件。该款软件主要包括

数字正射影像图（Digital Orthophoto Map，DOM）、数字表面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真实三维密集点云、真三维模型

的生成几个模块。将无人机获取的遥感图像导入软件后建立工程文件，同时导入由上述
公司提供的无人机相机检校文件，EasyUAV 即可自动完成研究区 DOM、DSM 和 DEM 的
生成。

将无人机获取的 130 张遥感影像进行拼接处理，得到的研究区 DOM 图如图 1 所示。

其中，图像大小为 1.949 1 万 ×1.865 2 万像素，文件大小为 369 MB，空三中误差为 0.55
916 象元，满足该研究影像的精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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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Fig.2

2

研究方法

2.1

基于像元法监督分类

图1

研究区 DOM 图

图2

大棚放大细节图

The DOM image of the study area

The magnification of the greenhouse in detail

监督分类（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也称为训练分类法，是以建立统计识别函数为

理论基础，根据典型样本训练方法实现地物分类的技术。要求训练区域具有典型性和代

· 99 ·

中国农业信息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表性。判别准则若满足分类精度要求，则此准则成立；反之，需重新建立分类的决策规
则，直至满足分类精度要求为止。
基于像元法监督分类的原理是基于影像的光谱特征来进行分类，基本单元是像元，
不考虑地物的形状、纹理、上下文等相关特征，主要依靠像元的灰度值来进行地物的
区分。
2.2

面向对象信息提取
面向对象信息提取主要包括两个关键性技术：影像分割和影像分类。eCognition 是当

前应用最广泛的基于面向对象分类方法的遥感信息提取软件。
2.2.1 影像分割

面向对象的遥感分析是处理高分辨率影像的最佳途径之一，而影像分割是面向对象

遥感分析的基础，分割结果决定后期特征识别与专题信息提取的精度。影像分割就是将
图像划分为一个个大小不等、互不相交的小区域的过程，这些小区域具有相同的光谱特
征和属性。影像分割算法包括点分割算法、边缘分割算法和区域分割算法，其中应用较
为广泛的是区域分割算法中的多尺度分割方法，该算法采用自下而上的分割方式，首先
将影像分割为像元大小的对象，根据对象的颜色和形状等特征将相邻相似的对象逐级合
并，直到达到设定的分割尺度阈值，从而完成对影像的分割。其中最佳分割尺度的确定
是多尺度分割算法中最关键的步骤，若分割尺度较小，影像中单个地物被分割成多个细
小斑块，破坏了地物的完整性，增强了小目标的干扰作用，影像被“过分割”；若分割尺
度过大，影像被分割成大对象，许多地物未与其周围环境区分割开，影像“欠分割”。
“过
分割”或者“欠分割”都不利于分割对象对地物的真实表达［23］，进而影响到地物的提取
精度。不同类型的数据、不同的分类任务需要在不同的尺度下进行分析，多尺度分割为
方便的调整特定影像分析任务所需要的影像对象尺度提供了可能［24］。分割尺度以能最大
程度适合该研究区地物类型的提取为最优，如图 3 所示为最优分割尺度函数示意图。

ឈ͑Ԩϡ

္˅బ͞
Ѵҧࡏग

Ѵҧᤇग

Ѵҧˈᡤ
ࠌᬍऌႁబ͞
Ѵҧࡏगᔽڒ

Fig.3

图3

Ѵҧࡏग

最优分割尺度示意图

The image of optimal segmentation scale

多尺度分割算法中尺度参数的设置对分割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对影像中地物异质
性条件的不同，尺度参数设置需进行相应的调整，通常情况下，影像对象内部的异质性
较小，地表相对均一时，该参数设置为较大值；反之，设置小值。所以多尺度分割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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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尺度参数值设置没有同一的标准，往往凭借实验经验设置，这也正是该算法的弊端。

多尺度分割算法中对影像的均质性采用 Color（颜色）和 Shape（形状）两个参数度

量。颜色标准是对影像光谱（色彩）特征的度量，通过设置不同波段的权重值可以调节

各个波段的比重；形状特征的度量又包括 Smoothness（光滑度）和 Compactness（紧致

度）两个参数，其中光滑度指影像中对象边缘的光滑度，紧致度指影像对象之间的紧致
程度。

2.2.2 影像分类

eCognition 中有隶属度和最邻近两种分类器。面向对象的最邻近方法是在传统的最邻近

方法中将对象信息代替经典分类方法中的光谱信息进行分类［24］。此方法不仅利用影像的光
谱信息，还充分考虑了地物的形状、纹理、上下文等空间信息，极大提高了分类精度。
2.3

精度评价
在遥感信息提取完成后，需要对提取结果进行精度评价，以判断提取结果的准确性

和差异性。该研究在拼接后的 DOM 图像上采集样本点，将实地调研与目视解译结合起来
确定样本点类别，利用混淆矩阵来评价研究区各类地物提取精度。主要评价指标有：生
产者精度、用户精度、总体精度和 Kappa 系数。

生产者精度 PPA，它是指某一类别的正确分类数 Xii 占参考数据中该类别像元总数

（Xi）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PPA=

Xii

×100%

Xi

（1）

用户精度 PUA，它是指某一类别的正确分类数 Xii 占分为该类别的像元总数（Xj）的比
例。计算公式为：
PUA=

Xii
Xj

×100%

（2）

总体精度 POA，它是指总分类正确数占总抽样数 N 的比例，它反应分类结果总的正确
程度。计算公式为：
k

POA=

∑Xii

i=1

N

×100%

（3）

Kappa 系数：所有真实参考的像素总数乘以混淆矩阵对角线的和，再减去某一类中

真实参考像素数与该类中被分类像素总数之积之后，再除以像素总数的平方减去某一类
中真实参考像素总数与该类中被分类像素总数之积对所有类别求和的结果［23］。它是测定
两幅图之间吻合度和精度的一种指标，定义为：
k

Kappa=

k

N ∑Xii-∑（Xi+×X+i）
i=1

2

k

i=1

N - ∑（Xi+×X+i）

（4）

i=1

式（4）中，N 表示样本总数，k 表示分类类别数，Xii 表示被准确分类类别数，Xi+ 表
示混淆矩阵中每一列的样本数，X+i 表示每一行的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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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基于像元法监督分类
该研究的基于像元监督分类使用 ENVI 5.1 软件，具体按照以下 5 个步骤进行。

（1）类别定义

通过目视判读及野外实地调研结果，将待分类研究区分为 4 种类型进行样本选择和

图像分类工作：即塑料大棚、房屋、植被、道路。
（2）样本选择

为完成监督分类，需要在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中进行训练样本的选择。该研究选取

ENVI 遥感图像处理平台，利用其中的 ROI（Region Of Interest）工具进行训练样本的选择。
按照上述提到的 4 种类别，每种类别选择若干个典型区域作为样本。ENVI 中采用 J-M 距

离（Jeffries-Matusita distance），转换分离度（Transformed Divergence）参数表示，最为常
用的是基于条件概率的 J-M 距离［25］。其表达式为：

1

JMij=｛
∫［√
（p（x |ωi） - √（p（x |ωj）］2dx｝2
x

（5）

式子中的 ωi 和 ωj 为两种地物的分类类别。可分离度的数值在 0~2 之间，数值越大，

可分离度越高。计算结果为塑料大棚与房屋的可分性值为 1.46~1.72，塑料大棚与道路的

可分性值大于 1.91，塑料大棚与植被的可分性值为 2.00。因此除了目视解译，上述统计

值也同时说明使用监督分类时，塑料大棚和房屋之间将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类误差。
（3）分类器选择

一般根据待分类图像的复杂度和分类精度需求等确定选用哪一种分类器。监督分类
器以经典统计算法或贝叶斯理论为基础，这类分类器主要有：平行六面体分类器、最小
距离分类器、马氏距离分类器和最大似然分类器，这类分类器的普遍问题是对分类训练
样本的要求高，通常要求特征样本空间服从正态分布，而实际应用中特征空间数据往往
具有高维异构特征，很难满足这类分类器的需求；基于神经网络分类器包括神经网络分
类器、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这类分类器以神经元结构为原型，属仿生算法，其中卷积
神经网络分类器属深度学习分类器，是近年来兴起的面向大数据的处理算法，该算法在
图像分类中要求大量训练样本对分类器进行迭代学习运算，因此在地学应用中面临样本
需求量过大，分类算法训练成本高的问题；基于机器学习分类器包括支持向量机、模糊
分类，这类分类器在遥感数据分类中应用较多，算法精度高、训练样本门槛低，但是运

算效率低是其主要不足。考虑到该文分类采用的图像仅有红、绿、蓝 3 个波段，且图像

中的地物类别较为简易，该研究选择最大似然法进行图像分类。
（4）影像分类

使用 ROI 提取的监督分类样本和最大似然法分类器，即可对 EasyUAV 软件拼接输出

的 DOM 真彩色遥感图像进行分类，图 4 为分类结果，其中塑料大棚用红色表示、道路用
灰色表示、房屋用蓝色表示、植被用绿色表示。从监督分类结果图 4 和图 1 研究区 DOM

真彩色图像对比可以发现，道路、植被类型与真彩色图像的空间分布较为一致。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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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异物同谱的影响，部分以红色为代表的塑料大棚被错分到了房屋中，道路和植被之
间也存在误分。同时，分类结果中存在严重的“椒盐现象”。

Fig.4

图4

基于像元分类结果

The image of the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result

（5）精度评价
为评价监督分类方法提取房屋数据的精度，考虑到分类使用的无人机遥感图像空

间分辨率优于 5 cm，这里通过目视解译的方式，同时结合实地考察若干采样点的形式

进行地表类型真值的提取。通过 ROI 工具提取各种类别若干个采样样本后（尽量与分
类样本有所区别，其中房屋类别中所有的房屋都进行提取），使用 ENVI 中的混淆矩阵

（Confusion Matrix）工具基于分类后图像和上述提取的 ROI 真值进行分类结果的验证。

图 4 可以看出，基于像元分类结果与无人机航拍 DOM 图所呈现的大棚分布和走向几

乎一致，可以清晰展示研究区的基本概况。但分类结果中存在明显的“椒盐现象”，也存
在部分的错分、误分现象。
3.2

面向对象方法

3.2.1 面向对象分割

在进行图像分割时，考虑每个编辑层对分类结果的重要性和适宜性，给每个编辑层

赋予不同的权重，这里每个编辑层的权重都赋为 1，使红、绿、蓝 3 个图层均同等重要

地参与运算。再考虑不同类别地物的特征和分类要求，给图像设置一个分割的尺度参数。
通过对比不同尺度下分割对象边界与地物实际边界的吻合程度来确定最优分割尺度，同
时考虑到研究区地物相对单一，故将分割尺度设为较大值。

试验采用控制变量法。首先固定形状因子为 0.1，紧致度因子为 0.5，共设置 5 个分

割尺度，分别为 200，500，750，1 000，2 000。试验影像在不同尺度下的分割效果如

图 5 所示。可以看出：当分割尺度为 200 时，许多均质斑块被分割成几个对象而过于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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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属于过分割；当分割尺度为 500 时，分割得出的对象边界与地物的实际边界吻合较

好；当分割尺度为 750、1 000 时，部分塑料大棚未完全分割开；当分割尺度为 2 000 时，
得到的分割对象较大，单个对象中地物不均一。因此，确定最优分割尺度为 500 时生成
的对象大小较为理想。

Fig.5

图5

不同尺度下相同异质性因子分割结果对比

The comparison of segmentation results of the same heterogeneity factors at different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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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分割尺度外，还需设置形状因子（Shape）和紧致度（Compactness）因子以保证分

割结果不会太破碎。图 6 是在影像给定相同的分割尺度 500 条件下，通过改变不同的形状

因子和紧致度因子，最终选择最优的分割尺度参数。对比图像可以看：将形状因子设置过
大，图像“欠分割”；将形状因子设置过小，图像“过分割”，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大棚的

提取。当形状因子和紧致度因子均设置为 0.5 时，对本影像中的大棚分割效果较好。因此，
该文的最优分割尺度为 500，形状因子 0.5，紧致度因子 0.5。具体细节信息如图 6 所示。

Fig.6

图6

相同尺度下不同异质性因子分割结果对比

The Comparison of segment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heterogeneity factors at the same scale

面向对象多尺度分割将研究区地物分割成若干个二维的多边形。分割地物对象的几
何特征提取就是基于地物对象矢量对象建立遥感图像的几何特征提取模型，提取影像的
长宽比、形状指数、矩形拟合度等几何特征。
分割地物对象的长宽比计算公式为：
RL/W=L / W

（6）

式（6）中，L 指分割地物对象外接椭圆的长轴长度，W 指分割地物对象外接椭圆短轴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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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分割结果细节放大对比（左图分割得过于破碎）
The magnified comparison of the two segmentation results

分割地物对象的形状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Shape Index=

la
4× √A

（7）

其（7）中，𝑙a 表示分割地物对象的周长，A 指分割地物对象的面积。

矩形拟合度描绘了一个分割地物对象与矩形的相似程度。此值通过计算一个与分割
地物对象相等的矩形面积得到，矩形的长宽与分割地物对象的长宽相等。当一个分割地
物对象与矩形完全一致时，拟合度为 1，完全不相等时，其拟合度为 0。分割地物对象的
几何特征提取结果如图 8 所示。

Fig.8

图8

分割地物对象的形状特征

The shape features of object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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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面向对象分类

该研究采用监督分类方法，选用最邻近分类器对研究区进行分类。首先根据前面的

研究成果，将研究区分为塑料大棚、房屋、植被、道路 4 类；其次选择适当的样本，使

用最近邻加权（Nearest Neighbor Configuration）工具配置最邻近特征，特征选择波段均值

和标准差特征参与分类；最后，面向对象分类结果如图 9 所示，其中大棚用红色表示、
道路用灰色表示、房屋用蓝色表示、植被用绿色表示。

Fig.9

图9

面向对象分类结果图

The image of the object oriented classification

图 9 可以看出，面向对象分类结果与无人机航拍 DOM 图所呈现的大棚分布和走向几

乎一致，且无明显的“椒盐现象”，但也存在少量的错分、误分现象。

通过图 10 可以看出，面向对象分割效果明显优于基于像元法。基于像元法分类结果

中，错分、漏分现象较为频繁，且存在严重的“椒盐现象”；面向对象法有效地减少错
分、漏分现象，抑制了“椒盐现象”，极大地提高了分类精度。

Fig.10

图 10

两种分类结果细节放大对比图

The magnified comparison of the two classific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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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精度评价
为了对分类精度进行评价，该研究将研究区基本背景、实地调研结果与影像目视

判读结合起来，选取了多个样本数据，并对这些样本数据与分类结果一致性进行比较。
所选取的精度验证样本在研究区的分布如图 11 所示，定量精度评价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

Fig.11

图 11

精度验证样本分布图

The samples distribution of accuracy verification

表3

分类结果精度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像元法

%
面向对象法

类名
塑料大棚

生产者精度

用户精度

生产者精度

用户精度

64.8

70.3

94.3

91.8

73.2

66.4

89.3

84.9

68.7

房屋
植被

59.3

57.9

道路

Table 4

81.2

表4

87.8

83.5

90.1

87.1

分类结果精度评价

The evaluation of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精度

总体精度（%）

Kappa 系数

基于像元法

68.3

0.584 8

面向对象法

94.6

0.9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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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可以看出，基于像元最大似然法分类结果的总体精度为 68.3%，Kappa 系数为

0.5848；面向对象最邻近分类法分类结果的总体精度为 94.6%，Kappa 系数为 0.9133。面
向对象提取方法精度明显高于传统的基于像元提取方法。

根据前文分类结果图直观对比及上述定量精度评价分析认为，出现错分现象是由于
地物之间光谱相似性造成。一方面，地物光谱相似性越高，出现错分现象就越严重，这
是基于传统的像素分类方法对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同物异谱”、“同谱异物”现象难以克
服的问题。另一方面，基于传统的像素分类方法所使用的是光谱亮度差异作为区分不同
地物的分类标准，这将产生“椒盐现象”，即分类结果出现众多小斑点，这些都严重影响
地物提取的精度。
面向对象方法不仅仅利用影像的光谱特征，还充分利用形状特征、纹理特征和上下
文特征等细节信息，极大提高了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数据使用率，充分挖掘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所包含的丰富地物信息，有效提高了分类精度。
3.4

地物信息提取分析
该研究采用面向对象方法提取各类地物的面积如表 5 所示，其中：塑料大棚面积

26.371 42 万 m2，房屋面积 4.123 67 万 m2，植被面积 11.073 49 万 m2，道路面积 3.178 88 万 m2，

总面积 44.747 46 万 m2。

表5

面向对象提取面积统计

Table 5 The statistics of object-oriented extraction areas

万 m2

类别

塑料大棚

房屋

植被

道路

总面积

面积

26.371 42

4.123 67

11.073 49

3.178 88

44.747 46

实地测量了 13 个塑料大棚面积，将其作为样本数据，与面向对象方法提取的面积作

对比，对提取面积的精度做验证，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表6

实地面积与面向对象提取面积对比

Comparison of measurement and object extraction area

样本编号

实测面积（m2）

提取面积（m2）

差值

1

96

98.13

2.13

2.13

2

103.75

101.29

-2.46

2.46

差值累积

3

125

126.75

1.75

1.75

4

288.08

287.14

-0.94

0.94

5

249.4

250.15

0.75

0.75

6

180.68

179.26

-1.42

1.42

7

90.85

93.36

2.51

2.51

8

90.8

92.12

1.32

1.32

9

343.62

346.92

3.3

3.3

10

192.4

189.99

-2.41

2.41

11

184

185.44

1.44

1.44

12

186.75

185.81

-0.94

0.94

13

384.8

383.69

-1.11

1.11

总和

2 516.125

2 520.05

3.925

2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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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的对比结果表明，面向对象方法提取的面积与实地测量提取面积相比仍然存在

一定的误差，在总面积上的差值为 3.925 m2，累积差值为 22.475 m2。若按差值比例来计

算，大棚的估计面积为（26.371 42 万 ±410.737）m2，满足精度要求。

4

结论
准确、高效的塑料大棚面积提取方法，是塑料大棚遥感估算的重要技术之一。研究

利用无人机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分别采用基于像元法和面向对象法，进行塑料大棚识别
提取方法研究探讨。通过试验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塑料大棚面积的基于像元提取总体精度为 68.3%，面向对象提取总体精度为

94.6%。面向对象提取方法精度明显高于传统的基于像元提取方法。

（2）与传统基于光谱特征像元的面积提取方法相比，面向对象分类方法充分考虑地

物自身光谱、形状、纹理、结构等信息，有效地抑制了“椒盐现象”，极大降低了“同物
异谱”、“同谱异物”的影响，提高了分类的精度。
随着高分辨率遥感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像分辨率越来越高，带来了更加丰富且复杂
的地物信息，这使得面向对象分类方法比基于像元分类方法有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但
面向对象分类方法的分割和分类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操作者的先验知识和经验，分类结
果的精度也受到分割质量和分类规则有效区分的影响。如何实现快速、准确、自动化提
取地物信息，是当前乃至今后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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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thod of UAV remote
sensing in plastic greenhouse
Zhou Jie1，Fan Xiwei2※，Liu Yaohui2，3

（1.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ic Science，Kunming 650500，China；
2. Institute of Geology，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29，China；3.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School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Brisbane 4067，Australia）

Abstract：［Purpos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overall plans，
estimate the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by quickly and
accurately obtaining the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of the covering area and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plastic greenhouse.［Method］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AV remote sensing，the
details contained in remote sensing images are increasingly rich. In this paper，we used UAV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data，which was taken in the plastic greenhouse zone of Kele
Village，Chenggong District of Kunming，Yunnan Province，to split，classify，and extract

the plastic greenhouse area. The pixel-oriented method and object-oriented method were used
in our study. Finally we compared the accuracy of the two methods and calculated the area of

the plastic greenhouse in the study area.［Result］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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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extraction is 94.6% with a Kappa value of 0.9133，the overall accuracy of pixel extraction
is about 68.3% with a Kappa value of 0.5848. The area extracted by the object-oriented method

still has some error comparing to the measured area in the field. The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area
is 3.925 m2，and the cumulative difference is 22.475 m2. The estimated area of the greenhouse

is 263 714.2±410.737 m 2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ratio，which meets the accuracy

requirements.［Conclusion］The accuracy of object-oriented method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ixel-oriented method. Object-oriented metho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salt and pepper

phenomenon”，which greatly reduces the“synonyms spectrum”and“foreign body in the same

spectrum”
，and finally improves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ur results could provide a guidance
for the methods of UAV remote sensing identification in plastic greenhouse.

Key words：UAV；object-oriented method；plastic greenhouse；remote sensing；area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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