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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单次无人机影像的果树精准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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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利用单次无人机飞行生成的正射影像和数字表面模型（DSM）对果树进行
精准识别。【方法】首先利用无人机正射影像计算 5 种归一化植被指数，并讨论 5 种植被

指数提取植被区域的精度，选用结果最好的植被指数对研究区植被进行提取；之后根据
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和已知果树直径范围对果树进行初识别确定果树实际位置和半径；再
将识别到的果树叠加到 DSM 中，利用果树在 DSM 中最大值和果树临近区域 DSM 最小值

求取果树高度；最后根据果树高度范围对初识别的果树进行再识别，提高果树识别精度。

【结果】该方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县里德利市郊区的一个果园进行运用研究，发
现 MRENDVI 植被指数对研究区内植被提取精度最高；利用提取植被区域后影像和果树冠

层的直径范围对果树进行初识别的精度为 94.8%；利用果树初识别影像与 DSM 影像结合求
取果树高度，并根据果树高度范围对果树进行再识别后，果树识别精度提高了 5%，达到
99.8%。【结论】该方法原理简单，对果园果树识别有较高精度，有效消除了果园周围其他树
木和果园内部草丛对果树正确识别的影响，有较高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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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果树的种植和管理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

世界果树种植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3%~4%［1］。准确识别果树并统计果树数量对监

测果树长势、果园产量估算以及种植管理至关重要。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果树统计费时
费力且主观性强的特点，遥感技术以其经济性强、持续性好、可靠性高的特点，可以
提供大面积、长时期必要的果树信息数据，成为保证果树数量可持续统计的重要方
式［2］。
利用遥感技术对果树进行识别并统计的理论基础是提取果树在影像中的光谱特征。

Wulder 等［3-5］对高分辨率卫星影像进行了系列研究，假设波段组合后的影像局部峰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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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树的位置，利用局部最大滤波器即可识别树的位置。Gebreslasie 等［6］研究发现，利用
局部峰值识别并定位单株树木的方法其实质是基于高斯滤波器平滑卫星影像以消除噪声，
同时还提出采用半变异函数来确定局部峰值检测窗口的大小。
然而，考虑到果树树冠的大小和形状，要对果树进行精准识别并计数需要较高空间
分辨率的遥感影像，这使得空间分辨率较低的卫星影像在此方面的应用得到很大限制。
随着无人机遥感技术的发展，使得利用无人机获取果园尺度高空间、高时间和多光谱分
辨率影像成为可能；同时，无人机影像处理过程中利用 SFM 方法［7-8］产生的密集点云可

以生成质量较高的数字表面模型（Digital Surface Model，DSM）影像［9-10］，也为利用遥感
技术进行植被识别与计数提供了新的可靠数据源。Wan 等［11］提出了一种利用无人机可见
光和多光谱影像对油菜花的开花数量进行统计的方法，但该方法需要分类数据做配合提
供油菜花丛的位置信息。Wu 等［12］将无人机影像与深度学习结合对小麦抽穗数量进行识
别，得到了较好识别精度，但该方法使用的前提是需要人工事先勾画小麦生长区，而且

应用区域受限于训练样本区域。Harris 公司［13］发布了普适性较强的 Count Crops Tools 工

具，该工具仅需输入作物的最小和最大直径就能对作物进行自动识别和计数，考虑到果
树之间通常有较明显的间隙，可以单独区分，因此该方法被认为在果树识别与计数方面
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由于遥感影像通常只能表达作物冠层顶部信息，该方法在
果树识别中不可避免地会将果园中的杂草和果园旁的其他树木误识别为果树，从而影响
统计精度，使其在实际果园管理中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

目前还没有利用 DSM 影像进行作物识别的研究，但已有部分研究利用无人机 DSM

求取作物高度。Ziliani 等［14］利用无耕种时期的无人机数字表面模型作为基底数据，利用

获取的植被生长期无人机数字表面模型与基底数据做差求取植被高度，但该方法需要在

无耕种时利用无人机获取 DSM，无法利用单次无人机数据计算植被高度，对于已种植果
园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

文章通过对目前研究现状的分析，首次将无人机密集点云产生的 DSM 影像作为辅助

数据加入到果树识别与计数研究中，结合利用果树冠层直径对果树的识别算法，可以在
不用人为对影像研究区进行勾画的情况下利用单次无人机拍摄的一组数据（DSM 和正射
影像）实现对果树的识别与计数。

1

研究区与数据

1.1

研究区概况
该文选择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县里德利市郊区的一个果园，中心坐标为

北纬 36°34′33″，西经 119°26′06″。该果园旁边有高大乔木和低矮灌木，果园中间也有成

簇的杂草丛，是进行果树精准识别理想的研究区域（图 1）。
1.2

数据获取及预处理

该研究所用数据由旋翼无人机搭载 MicaSense 公司的 RedEdge 相机采集。拍摄时间

为 2017 年 10 月 19 日，无人机飞行高度 3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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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选用 Agisoft PhotoScan Profession 软件来处理无人机影像，处理过程包括特征点

提取、特征点匹配、密集点云生成、DSM 和正射影像生成。最终获得的影像空间分辨率

为 0.01 m。

Fig.1

2

图1

研究区果园无人机影像

Image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in the orchard of study area

果树识别及计数方法
该研究目的是利用高分辨率无人机遥感影像对果树进行识别。目前，无人机影像主

要是普通数码相机提供的可见光影像和 RedEdge 相机提供的多光谱影像，这 2 种数据在

生成正射影像的同时都会依据影像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密集点云生成 DSM 影像。因此，将
分别对这 2 类数据进行研究，利用植被指数对植被区域进行提取，将非植被区域设置为

背景，消除其对果树识别时产生的影响。

将消除非植被区域的植被指数影像作为输入影像，果树直径范围作为输入参数，利

用 ENVI5.5 软件的 Count Crops 工具，获得初步识别的果树影像。由于该方法会将果树直

径范围内的其他树种和草丛误识别为果树，因此需要对产生的结果进行二次处理，从而
提高果树的识别精度。

研究将初步识别的果树影像与无人机处理后同步生成的 DSM 影像叠加，以每一棵识

别到的果树范围作为一个搜索窗口，搜索其在 DSM 影像中的相应位置，然后向外扩展一

个像素形成新的计算窗口。假设搜索窗口中最大值为植被最高点的海拔高度，计算窗口
中最小值为植被临近地表的海拔高度，求取两个高度的差值即可计算出植被的高度。利
用果树的高度范围和求取的植被高度数据，对初步识别出的果树进行再次识别，最终确
定果树的位置和数量。具体流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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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2.1

图2

果树精准识别流程

Flowchart of fruit trees accurate detection

植被指数计算
利用图像光谱信息进行目标识别的第一步是利用图像光谱特征减少信息量［15］。由于

该研究是针对果树的识别，因此选择能增强植被特性的植被指数来对研究区内的植被进行
提取，同时去除非植被区域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形成植被影像，提高植被识别精度。

目前，基于可见光影像和多光谱影像的植被指数有 40 多种［16］，它们的提出都对应

不同的作物性质反演，例如植被健康程度、植被叶绿素含量和植被过火面积等。为了使

该方法有更好的收敛性，后续流程能平稳运行，提高方法的普适性，该研究计算了 5 种

基于可见光（2 种）和多光谱影像（3 种）的归一化植被指数（详见表 1），并对植被指
数在研究区植被的识别精度进行了分析讨论。
表1

5 种植被指数及其表达形式

Table 1 Five vegetation indices and their band-specific formulations and associated principal reference
植被指数名称

计算公式

影像类型

参考文献

归一化差值指数

可见光

Woebbecke 等［17］

绿叶指数

可见光

Louhaichi 等［18］

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

多光谱

Rouse 等［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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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植被指数名称

影像类型

参考文献

绿波段归一化植被指数

多光谱

Gitelson 等［22］

红边归一化植被指数

多光谱

Sims 等［23］

2.2

计算公式

基于果树树冠直径的果树初步识别
ENVI5.5 软件以及配套的 IDL87 编程软件提供了一种基于作物冠层直径范围的作物

识别计数方法（函数）［13］。该方法以遥感影像的像元分辨率为计量依据，以一定容差范
围内的聚类像元为对象对作物进行识别并统计。该文基于该方法以及编程函数对植被指
数影像中的果园进行初步识别，编程函数表达形式如下：

outCrops=ENVIAgCropCount（Input，Minimum_Crop_Diameter，
Maximum_Crop_Diameter，$

GAUSSIAN_FACTOR，$
/INCLUDE_EDGES，$

INTENSITY_THRESHOLD，$

NUMBER_OF_INCREMENTS，$

OUTPUT_NCROPS=outputNumCrops，$
PERCENT_OVERLAP）

该函数中，ENVIAgCropCount 为调用的函数名；outCrops 代表函数的输出对象，该对

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作物位置影像，另一部分为包括作物中心坐标以及冠层直径的
数据库；Input 代表输入的栅格影像，该研究采用阈值分割后的植被指数影像；Minimum_

Crop_Diameter 为果树冠层的最小直径（单位：m）；Maximum_Crop_Diameter 为果树冠层的

最大直径（单位：m）；GAUSSIAN_FACTOR 为高斯平滑因子；/INCLUDE_EDGES 为可选
择输入，代表作物识别时是否包括影像边缘的作物；INTENSITY_THRESHOLD 为作物强

度阈值，用于影像像元的聚类分析；NUMBER_OF_INCREMENTS 为搜索步长；OUTPUT_
NCROPS 为 输 出 的 作 物 数 量， 并 将 结 果 储 存 到 outputNumCrops 变 量 中；PERCENT_
OVERLAP 为作物重叠度。

2.3

利用初步识别的果树位置求取果树高度

该研究利用 IDL87 的 ENVIAgCropCount 函数生成了作物位置影像和包括作物中心坐

标以及冠层直径的数据库，并将该位置信息影像叠加到无人机同步生成的 DSM 影像中，

根据 DSM 影像分辨率和输出数据库中的果树中心坐标以及冠层直径信息，可以得到研究
区果树海拔数据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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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中，D（u）代表果树的像素集合，d 为识别到的果树的直径，PPI 为

DSM 影像的空间分辨率，R 为识别到的果树的半径所对应的像素数量，o（x，y）为识别
到的果树中心坐标。

根据果树的邻近空间关系［24-25］，将果树的半径向外扩展一个像素，形成新集合。该
集合表示识别到的单棵果树和其最邻近的地表的海拔数据集。
（3）
此时，果树高度即可表示为：

（4）

式（4）中，H 代表果树高度，hmax 代表数据集 D（u）中的最大值，hmin 代表数据集

D′（u）的最小值。
2.4

利用果树高度信息对果树进行再识别
在纵向空间中，果树的高度通常介于高大乔木与低矮灌木之间，形成其独特的纵

向特征。依据此特性，以果树高度范围为阈值，利用 DSM 和位置信息求出的高度数据

进行二次识别，剔除不符合果树高度范围的对象，生成全新的果树位置影像并统计果树
数量。
（5）
式（5）中，Hmin，Hmax 分别为果树高度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3

结果与分析
为了评价该文提出的方法对果树进行识别的精度，该研究利用无人机拍摄生成的可

见光、多光谱和 DSM 影像进行了果树识别实验。实验包括植被指数筛选、基于果树冠层

直径的果树初识别、基于果树初识别结果的果树高度计算和果树二次识别等分析，并基
于实验误差对方法可行性进行了讨论。
3.1

植被指数选择
该文计算了 5 种植被指数，并依据植被指数的特性来提取植被区域，从而消除非植

被区域对果树识别产生的影响。为了筛选出识别植被最佳的植被指数，通过目视解译和
定量评价 2 个角度分别对 5 种植被指数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图 3 为从研究区选取的示例区域原始图与 5 种植被指数在该区域的植被识别结果。

结果发现，基于多光谱影像的 MRENDVI 对植被的识别结果最好，植被区域识别较为完

整，几乎没有误识别区域，可以作为植被识别的最佳特征指数。对于可见光影像，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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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很高的识别精度，可以作为可见光影像对植被识别的特征指数。但 GLI 会将部分行

垄间的非植被区域误识别为植被，这可能是因为地物散射造成的可见光影像噪声引起的。
而 NDI、NDVI 和 GNDVI 这 3 个指数的识别结果都掺杂着大量的植被阴影，无法满足研

究对植被识别的需求。

图 3 原始影像与 5 种植被指数提取植被区域结果：（a）原始影像；（b）NDI 提取的植被区域；（c）
GLI 提取的植被区域；（d）NDVI 提取的植被区域；（e）GNDVI 提取的植被区域；（f）MRENDVI 提
取的植被区域
Fig.3

Original Image and vegetation area extracted from five vegetation indices

目视解译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主观性。为了更加客观地比较 5 种植被指数对植

被识别的优劣，该研究选用 Matusita 距离法［15，26］ 来定量化描述植被区域和非植被区域
植被指数频率直方图的差异性，进而比较植被区域和非植被区域的非相似性，从而评价 5
种植被指数的识别精度。计算公式如下：

（6）
式（6）中，DistM（v，s）代表 Matusita 距离，v（x）代表植被区域频率直方图，s（x）

代表非植被区域频率直方图。

表 2 为 5 种植被指数对植被区域进行识别后，植被区域和非植被区域频率直方图的

Matusita 距离值。研究发现该结果与人工目视解译结果高度吻合。MRENDVI 的 Matusita
距离值最大，为 0.43，说明识别到的植被区域和非植被区域有高度的非相似性，可以作

为植被识别的一种重要指数。GLI 的 Matusita 距离为 0.40，说明 GLI 也具有植被识别能力，

但效果不如 MRENDVI，这是因为 GLI 本质是一种将可见光波段中的绿波段增强的指数，

该指数虽然很大程度上突出绿叶在影像识别中的贡献，但不可避免地会将影像中其他绿

波段反射率较高的像素点识别为植被。NDI、NDVI 和 GNDVI 的 Matusita 距离值相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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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0.29、0.23 和 0.22，说明这 3 个指数识别的植被影像和非植被影像的非相似性不高，
在该研究中不适合作为植被识别的植被指数来使用。
表2

植被区域与非植被区域频率直方图的 Matusita 距离

Table 2 Matusita distance of the histograms of vegetation area and non-vegetation area
植被指数
Matusita 距离

NDI

GLI

0.29

0.40

NDVI
0.23

GNDVI
0.22

MRENDVI
0.43

根据上述比较分析，该研究最终选择 GLI 为可见光影像的植被识别指数，MRENDVI

为多光谱影像的植被识别指数。为了对该文提出的研究方法进行更加科学地分析，研究
选用了 MRENDVI 提取的植被区域进行后续操作。
3.2

果树初识别及高度

研究将已知的果树冠层直径范围（1.5~2.5 m）输入到 ENVIAgCropCount 函数中，得

到初识别的果树影像。

如图 4 所示，果园中果树识别较为完整可靠。对识别到的果树对象计数，共识别到

3 191 棵果树。该方法仍将一些杂草和果园周围的其他树木识别为果树。同时，果园中的
果树有部分漏识别，主要原因是部分果树已经枯萎（图 5（a）），无明显冠层，研究区内
这种情况的果树共有 86 棵，该研究中不再把此类果树加入到实际果树计数中。还有部分

漏识别是因为冠层长势较差，直径太小，未在输入的已知果树直径范围内（图 5（b）），

该情景漏识别的果树共有 7 棵（占总果树数量的 0.2%），这也是 ENVIAgCropCount 函数

存在的局限性之一。对于该情景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寻求扩大果树直径范围和识别精度
之间的平衡。

Fig.4

图4

果树初识别结果以及局部特征

Fruit trees preliminary detection results and cert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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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掉已枯萎的果树，通过目视解译，研究区内共有果树 3 034 棵，识别精度为 94.8%。

图5

两种果树漏识别示例：（a）枯萎果树漏识别；（b）未在已知冠层直径范围内果树漏识别
Fig.5

Two kinds of examples of non-detection in fruit trees

为了进一步提高果树识别精度，该文利用无人机同步生成的 DSM 影像和果树高度求

取方法计算了研究区内识别出的果树高度，如图 6 所示。研究发现，果园内果树的高度
普遍在 1.8~2.5 m 区间内，这与该果园果树实际高度吻合。果园西侧误识别为果树的乔木

高度普遍大于 2.8 m，果园东侧和南侧误识别为果树的灌木的高度普遍高于 0.5 m 且低于

1 m，果园中果树间误识别为果树的草丛高度则接近 0 m，它们的高度与果树高度形成了
鲜明对比。

图6

Fig.6

3.3

果树高度示意图
Height of fruit trees

果树再识别
研究利用计算出的果树高度和果树再识别方法，将 1.8~2.5 m 作为果树的高度范围，

对果树初识别的结果进行二次识别，并根据识别后对象的数量进行计数统计，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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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7 所示。从图 7 中发现，识别到的果树均在果园范围，且均匀整齐排列，这与现实

情况相符。果园以外其他植被的误识别和果园内部果树间草丛误识别基本消除，这说明
该方法对于提高果树识别精度有较明显的效果。但对果园中的果树有部分漏识别，这主
要是因为 ENVIAgCropCount 函数进行初识别时对部分果树未识别（详见 3.2 节），说明该

方法对漏识别果树没有补救措施，需要在日后研究中进一步改进。通过果树高度对果树
再次识别后，共识别 3 027 棵果树，与实际 3 034 棵果树相比，识别精度为 99.8%。相较

于初识别结果，精度提高了 5%。由于研究区中混杂非果园植被区域面积有限，造成该方

法识别精度提高受到限制，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对该方法进行改进，进一步提高该方法对
果树的识别精度和普适性。

Fig.7

4

图7

果树识别结果

Fruit trees detection results

结论
为了能更加方便、准确地在宏观尺度对果树进行识别，该文基于现阶段作物识别和

无人机应用的研究现状，首次将无人机影像拍摄的正射影像和 DSM 相结合，提出了一种
利用单次无人机影像的果树精准识别方法。该方法通过对无人机生成的正射影像进行植

被指数计算，提取研究区内的植被区域；根据植被区域和果树冠层直径范围对果树进行
初步识别；基于果树位置和无人机生成的 DSM 影像计算果树高度；最后依据果树高度范
围实现对果树的精准识别。

该方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县里德利市郊区的一个果园中进行了应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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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利用该方法对果树进行精准识别，精度达到了 99.8%，较果树初识别结果精
度提高了 5%。识别误差来源主要是果树初识别过程中漏识别的果树。该方法基本消除了

果树初识别过程中，果园周围植被和果园内部草丛被误识别为果树的误差，但对于初识
别过程中漏识别的果树还无法进行补救，需要进一步提高该方法的识别精度。
该文提出了一种利用果树基本表型参量实现果树精准识别的方法，具有较高的普适
性和可推广性。该方法的提出促进了利用无人机遥感影像对植被表型参量的反演从二维
尺度走向了三维空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未来可以将该方法与人工智能技术
相结合，实现更加快速、准确的果树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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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te detection of fruit trees using a set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imageries
Li Fugen1，2，Duan Yulin1※，Shi Yun1，Wu Wenbin1，Huang Ping3

（1.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
China；2. The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nd Digital Eart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3.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ichu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Chengdu 610066，China）

Abstract：［Purpose］Fruit trees detection is essential for monitoring the growth of fruit trees，
estimating the yield of orchards and planting management for orchards. We proposed a method
to accurately detect fruit trees using a set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imageries

（including an orthophoto imagery and digital surface model（DSM））.［Method］Firstly，five
normalized vegetation indices are calculated using a UAV orthophoto image. We discussed the

accuracy of extracting vegetation area from five vegetation indices and chose the best vegetation
area that extracted by one of the five vegetation indices in the study area. Secondly，the actual

position and radius of fruit trees are determined by preliminary detection of fruit trees based on

the spatial resolution of images and the specified canopy diameter range of fruit trees. Thirdly，
combing preliminary detection of fruit trees and DSM，the height of fruit trees is calculated by the
difference of the maximum value of fruit trees area and the minimum value of adjacent area of fruit
trees in DSM. Finally，according to the height range of fruit trees and the preliminary detection

of fruit trees，we are able to accurately detect the fruit trees.［Result］The method was applied

to an orchard in the suburb of Ridley City，Fresno County，California，USA. It was found that
Red Edge Normalized Vegetation Index（MRENDVI）had the highest accuracy in extracting

vegetation area of this study. Then the image of vegetation area and the specified diameter range
of fruit tree canopy were used to preliminarily detect the fruit trees. The accuracy of preli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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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fruit trees is 94.8%. Then the preliminary detection of fruit trees and DSM image

were combined to calculate the fruit trees height，and the height range of fruit trees was used to

accurately detect the fruit trees. The accurcy of fruit trees detection increased from 5% to 99.8%.

［Conclusion］The method，which is simple in principle，has high accuracy in the fruit trees

detection. It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error detection due to the other trees around the orchard
and grass in the orchard according to specified diameter range of fruit trees canopy. This proves
that the method has high universality.

Key words：fruit trees detection；UAV imagery；digital surface model（DSM）；fruit trees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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