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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人机影像的作物土壤水分亏缺反演方法
陈 震，马春芽，孙 浩，程 千，段福义 ※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河南新乡 453002；2. 农业农村部节水工程重点实验室，
河南新乡，453002；3. 河南省节水农业重点实验室，新乡 453002）

摘要：【目的】基于无人机影像进行作物土壤水分亏缺反演研究有利于提高农田集约化管理
【方法】文章以冬小麦为例，
效率，提升农田精准灌溉水肥空间分布信息高效获取技术水平。
采用大型喷灌机变量灌溉的方式，设置 3 个灌溉水平和 6 个不同施肥处理；利用无人机携带

热红外、可见光、多光谱相机，规划航线飞行采集影像数据，结合田间布点取样校准，反演
冬小麦长势；根据获取的无人机遥感影像，经图像拼接、数据提取等处理，获得田间不同试
【结果】水分亏
验小区光谱数据，计算植被指数，反演水肥指标，构建土壤水分反演模型。
缺情境下，灌水的多少直接影响冬小麦的生理生长指标，灌水量越多，冬小麦株高和叶面积
发育越好；3 个灌溉水平处理间冠层温度差异在 2~5℃ ；植被指数与灌溉处理一致性较好，

而不同的施肥处理反演效果不理想。【结论】热红外影像反演作物冠层温度计算得到的作物
水分亏缺指数可以展现冬小麦作物水分亏缺空间分布，作物水分亏缺指数与土壤水分平均含

水率有很好的相关性。无人机遥感在田间水肥管理的应用有效提升了大田时空数据的获取能
力，下一步应开展水肥时空变异性研究，探讨水肥精准施用技术，从理论和技术两方面着手提
升精准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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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农业逐步向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其核心是农业信息数据的获取和利用。目

前，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信息数据的获取手段不断丰富，从田间传感器到卫星遥感，
实现了从点到面不同尺度的全覆盖［1-2］，为精准农业、智慧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数据
支撑。目前农业在种植和收获方面基本实现了精准播种和收割，而在作物种植的过程管
理方面，特别是水肥管理方面尚未全面实现精准管理，而水肥管理贯穿作物生育期全过
程，水肥精准管理是当前研究热点［3-4］，也是现实生产管理中面临的难题。近年来，无
人机低空遥感得到推广及使用［5-7］，获取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特别适用于田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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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尤其是热红外遥感影像在反演冠层温度上表现突出

。众多研究表明，冠层温

度很大程度反映了叶片需水信息，通过冠层温度计算的作物水肥亏缺指数（CWSI）揭示
了作物旱情［8-10］，但在土壤水分反演精度上还有待提高。研究［3，11-12］表明植被指数可以
有效揭示作物长势，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演水肥信息，其在高光谱应用方面已取得一定进
展［7，13-15］。但是在可见光和多光谱应用上，水肥精准反演尚处于探讨阶段，缺乏足够的
数据支撑不同水肥处理条件下，利用无人机高分辨率遥感数据衡量土壤水肥信息指数变
化。文章在无人机遥感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不同水肥处理情境下，通过无人机遥感获取
热红外、可见光、多光谱数据在水肥反演不同植被指数的敏感性问题，构建大田土壤水
分的精准反演模型，指导大田精准灌溉。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该试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新乡综合试验基地（图 1）开展，试验采用大型平移式喷

灌机变量喷洒水肥，平移式喷灌机共 3 跨，每跨 49.5 m，喷头采用 Nelson R3000，沿喷

灌机桁架方向每一跨下面的喷头采用的喷嘴分别为 23 号、19 号、21 号，实现了沿跨体
方向变量灌溉，即 3 个灌溉水平处理。试验设置 6 个不同的施肥处理，喷灌机每一跨

覆盖面布置 6 个喷施氮肥处理，每个处理 4 个重复，共设置 24 个试验小区，小区规格

4 m ◊ 4 m，3 跨共 72 个小区。灌溉试验在拔节期到乳熟期利用大型喷灌机以 5% 速率在

2019 年 3 月 10 日和 3 月 28 日共进行 2 次。

Fig.1

图1

试验区和试验布置

Loc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site and the field plots

施氮肥分 4 个时期进行，施肥量通过喷洒施肥速率来控制，分别在冬小麦的播种期

（基肥）、返青期（运行速率 60%）、拔节期（运行速率 80%）、抽穗期（100%）进行。
不同处理及具体施氮浓度见表 1、表 2，其他肥料参考当地及相关文献资料统一施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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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灌溉水平对应喷嘴型号和流量

Table 1 The irrigation treatments with spraying nozzle
灌溉处理

IT1

IT2

IT3

0.9

0.5

0.7

23

喷嘴型号
单喷头流量（m³/h）

表2

19

21

不同处理喷施氮肥浓度

Table 2 Spraying nitrogen concentration under fertigation treatments
处理
氮肥浓度（mg/L）

1.2

FTX1
0.5

FTX2

FTX3

1

2

FTX4
3

FTX5
4

FTX6
5

数据采集
遥感影像的获取采用大疆 S1000 系列八旋翼无人机和精灵 4 PRO 无人机信息采集系统，

在 S1000 八旋翼无人机系统上安装了分辨率为 640 ◊ 512 FLIR-Tau2 热红外相机和 Survey3 多

光谱相机。在试验小区内用黑白板设置 18 个地面控制点（GCPs）均匀分布在 72 个小区中。
数据采集包括无人机遥感影像和田间取样，根据不同的生育期和灌溉水平开展，飞行日期
同步开展田间数据采样，部分日期见表 3。飞行数据主要包括热红外、RGB、RGN 影像，取

样数据包含株高、叶面积、冠层温度、0~100 cm 土层深度的土壤含水量、地上生物量。
表3

冬小麦生育期飞行和采样主要日期

Table 3 Summary of field campaigns for the wheat experiments
飞行日期

田间取样日期

生育期

2019-03-09

2019-03-09

拔节期

2019-03-15

2019-03-26

2019-04-02

2019-04-25

2019-04-29

2019-03-16

2019-03-25

2019-04-02

2019-04-25

2019-04-29

拔节期
抽穗期
抽穗期
开花期
乳熟期

影像数据的获取主要是通过大疆 GSP 地面站软件规划航线自主飞行获取，飞行高度

50 m 和 30 m，每次飞行采集数据的时间集中在 11：00—14：00。

土壤水分的采集采用 Trime 管 TDR 测量和取土烘干法（2019 年 3 月 16 日和 4 月 29

日）。株高和叶面积的监测在 3 个灌溉水平分别取 6 个小区测样，株高和叶面积采用米尺

测量，从小区的对角线随机选取植株进行采样，叶面积采用叶片的长 × 宽 ×0.7。土壤

中氮肥的测量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量硝态氮含量，土样前处理采用震荡 30min 后取上
清液，重复 3 次取均值作为样品硝态氮含量。

1.3

图像处理和数据分析

飞行获取的影像采取 Pix4D 软件拼接，大疆精灵 4 PRO 获取的 RGB 图像和 Survey3

多光谱相机获取的 RGN 图像都自带 POS 信息，直接在 Pix4D 处理得到二维正射影像和
数字表面模型（DSM）。FLIR Tau2 热红外相机自身没有获取 POS 数据，影像采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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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OS 获取系统，根据热红外定时拍照同步记录 POS 信息到 SD 卡，导出到 TXT 文本；
FLIR Tau2 热红外相机拍摄的照片为 RAW 格式，经过 Maxlm 转换为 TIFF 格式，转换的
图片和 POS 文本导入到 Pix4D Mapper 中处理，处理后根据质量报告，加载相机优化参

数，再重新配置相机参数和优化处理，直到质量报告参数合格。

Survey3 多光谱相机影像获取后每一组照片由 TIFF 和 RAW 两个文件组成，需要先处

理和校准，通过 survey3 相机提供的处理和校准流程进行，处理和校准后的图像可以直接
导入 Pix4D 中拼接处理。具体影像处理流程如图 2 所示。

Fig.2

图2

无人机影像处理流程

Schematic diagram of methodology to process UAV images

处理后的正射影 TIFF 格式影像分辨率热红外 3.4 cm，RGB 影像 0.9 cm，RGN 影像

2.3 cm，利用 ArcMap10.2 处理，提取每一个试验小区，然后计算相应的指数（表 4）。
表4

评价冬小麦长势及水肥信息的植被指数

Table 4 Spectral vegetation indices used to evaluate winter wheat water and fertilizer
指数缩写

指数全称

公式

VARI

Visible Atmospherically Resistant Index

VARI=（G-R）/（G+R-B）

Excess Red Vegetation Index

ExR=（1.4R-G）/（G+R+B）

ExGR

Excess Green minus Excess Red

ExGR=ExG-ExR

MGRVI

Modified Green Red Vegetation Index

RGBVI

Red Green Blue Vegetation Index

RGBVI=（G2-B×R）/（G2+B×R）

Crop Water Stress Index

CWSI=（Tcanopy-Twet）/（Tdry-Twet）

ExG
ExR
ExB

GRVI
GLI

IKAW
CWSI

NDVI

Excess Green Index

Excess Blue Vegetation Index
Green Red Vegetation Index
Green Leaf Index

Kawashima Index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ExG=2G-R-B
ExB=（1.4B-G）/（G+R+B）
GRVI=（G-R）/（G+R）
MGRVI=（G2-R2）/（G2+R2）
GLI=（2G-R-B）/（2G+R+B）
IKAW=（R-B）/（R+B）
NDVI=（NIR-R）/（NIR+R）

注：表 4 中 G 表示绿波波段，R 表示红波波段，B 表示蓝波波段，NIR 表示近红外波段，Tcanopy 表示冠层温度，
Twet 表示田间土壤水分饱和区域冠层气温，Tdry 表示田间干旱区域冠层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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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1

灌溉处理指数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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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灌溉水平处理条件下，冬小麦在拔节期后的生长发育趋势见图 3。试验跟踪测样

发现株高从试验开始呈逐渐增高趋势，从返青期直到 4 月底达到峰值，不再增长，在 3

月份小麦株高从 18 cm 长到 40 cm。3 个灌溉处理结果显示，灌水亏缺的越多，对株高的
影响越大，IT2 灌水量最少，平均的株高明显低于其他的 2 个处理。3 个灌溉处理条件下

的株高很好地对应了灌溉水平。数据显示同样在水分亏缺条件下，灌水越多冬小麦发育
越好。

Fig.3

图3

不同灌溉处理条件下株高和叶面积

Plant height and leaf area in different irrigation treatments

叶面积数据显示同样在水分亏缺条件下，灌水量直接影响了叶面积的生长发育，叶

面积到 2019 年 4 月 12 日左右逐步达到峰值，峰值 20 cm2。叶面积和株高一样，在灌水

存在梯度的情境下，叶面积也明显存在着梯度。灌水量的亏缺越严重，对株高和叶面积
影响越大，水分亏缺条件下，灌水量对株高和叶面积的生长呈正相关。同样灌溉处理条
件下，叶面积较株高对水分更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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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4

不同灌溉处理条件下冠层温度、CWSI 和土壤含水量
Temperature，CWSI and SWC in different irrigation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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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为不同灌溉处理条件下冠层温度，作物水分亏缺指数（CWSI）和土壤含水量

（SWC）差异。通过无人机携带热红外相机采集冠层热红外影像，采用热红外相机本身的

反演温度公式，结合地面布置的温度校正点，校正后得到冠层气温影像，在 ENVI 中提取

每个试验小区处理的冠层气温数据显示：两次灌水（3 月 10 日和 3 月 28 日）情境下，3

个灌溉水平下冠层温度存在变化。在 3 月 10 日拔节期第一次灌水前，3 月 9 日通过无人

机数据测量冠层气温。在灌水前，植株生长发育比较好的区域平均冠层气温较高，通过

上面的株高和叶面积等数据看，3 月 9 日 3 个小区的冬小麦生长发育差异不显著；灌水

后，冠层气温和土壤水分含量受到灌水量影响，出现显著差异，IT1、IT2、IT3 的冠层平

均气温分别为 31.6、30.2、29.4℃ ；灌水多的区域冠层气温较灌水少的区域平均冠层气温
低 2~5℃。每个处理小区的平均气温及 CWSI 见图 4，灌溉后，灌水量的不同对冠层温度
及 CWSI 的影响显著，IT1 采用 23 号喷嘴灌水量最多，其冠层温度及 CWSI 最低，IT2 采

用 19 号喷嘴灌水量最少，冠层温度及 CWSI 最高。3 月 26 日，IT2 灌水处理下平均 CWSI
达到 0.57，超过 0.5 的干旱预警线，水分亏缺较严重。3 月 28 日喷灌机以 10% 速率灌水

后，4 月 2 日采集的冠层气温及 CWSI 较 3 月 26 日下降，水分亏缺缓解，但 3 个灌溉处

理间的差异愈发显著。不同灌溉处理条件下的试验结果说明，平均冠层温度以及 CWSI
与土壤水分含量呈一定负相关关系。

冠层气温的差异直接决定了 CWSI 的差异，CWSI 的计算原理显示，根据干旱及湿润

区冠层气温的差异，能反映作物缺水指标，并显著地呈现缺水导致的差异。冠层平均气

温在 3 月 16 日后却下降，意味着冠层覆盖地面，叶片生理活动旺盛。灌水越少导致小麦
在拔节期后株高和叶面积正常生理生长受的影响越大。

试验数据分为 3 个灌溉水平时，通过无人机采集影像并提取每个小区的光谱数

据，当 72 个小区归类到 3 个 IT1、IT2、IT3 灌水分区时，结果发现（图 5），通过多光谱

波段计算的指数在 3 个灌水分区中有明显差异。NDVI、GNDVI、RVI、WRRVI、CVI、

OSAVI 等相关指数与灌水量呈正相关；NGRDI、GRVI、MGRVI 与灌溉量呈负相关。这

些指数单从灌水数据上考虑，都可以体现灌水的差异性。具体表现为长势的差异直接反
映在不同波段的光谱中，通过不同波段的光谱运算可以有效呈现灌水差异导致的指数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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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图5

不同灌溉处理条件下植被指数分布

Indices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irrigation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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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处理结果
考虑到试验处理，6 个不同的追施氮肥处理条件下，热红外、可见光、多光谱相

机采集的影像提取数据后，反演到施肥处理层面，该文中计算的相关指数没有体现出
施肥处理产生的差异性。冬小麦自身生理生长指标在不同的施肥处理条件下，也没
有体现出相关的规律性。通过取土样测硝态氮含量（图 6），土壤中平均硝态氮含量

与施肥处理相关性并不明显。产量及其地上生物量与灌溉处理有一定的相关性，但
在施肥处理方面相关性不显著。该文利用地上生物量与光谱影像数据开展相关性分
析， 利 用 的 指 数 没 有 很 好 地 体 现 出 不 同 施 肥 处 理 条 件 下 冬 小 麦 生 长 指 标 的 规 律 性
差异。

Fig.6

2.3

图 6 不同施肥处理下产量和土壤硝态氮分布
Yield and soil nitrate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fertilizer treatments

灌溉水平与 CWSI、土壤含水率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数据拟合和相关性分析，如图 7 所示，一些指数能体现不同灌溉水平差异性，

热红外影像提取的冠层温度、CWSI 与冬小麦根层平均土壤含水率（SWC）之间有一定的
相关性。

如图 8 所示，采用统计方法分析 SWC 和 CWSI 的关系，线性拟合结果显示 R2 达到

0.470 5，非线性拟合 R2 达到 0.508 5，多项式拟合 R2 值更高。说明通过 CWSI 反演平均

土壤含水率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作物水分亏缺指数不仅反映了作物叶片表面的水分亏缺，
同时间接地反映了土壤水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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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土壤水分、硝态氮与冠层温度、CWSI 和 NDVI 的相关分析

Fig.7

Analysis of scatter matrix among SWC，NO-，TC，CWSI

Fig.8

图8

CWSI 与 SWC 拟合

The fitting between CWSI and S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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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讨论
通过热红外影像获取的冠层温度计算得到的 CWSI 可以有效地反演作物水分亏缺情

况，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无人机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量大，分辨率高，可以很
好地体现数据的空间变异性，完全可以作为农田水肥高效管理信息数据重要来源。

通过光谱遥感数据反演不同施肥处理条件下冬小麦生长的差异，结果显示不理想，
没有体现不同施肥处理导致生理生长指标呈现相关差异。分析发现存在多方面原因：
（1）冬
小麦的施肥仅为追施氮肥，采用喷灌机喷洒的方式，肥料首先喷洒到冬小麦冠层，存在
冠层截留的现象，致使氮素没有及时运移到土壤中，通过取土样测硝态氮含量无法准确
反映施肥量的差异；（2）喷洒溶于水的尿素，受光照等影响存在挥发及叶片表面吸收
等原因而流失一部分，致使到达土壤中的氮素含量不均匀；（3）土壤中基肥含量不均
匀，导致不同试验处理小区喷洒不同浓度的氮肥，取样测量的结果无法呈现不同施肥处
理的差异性；（4）存在取样点代表性不好及人为操作测样出现测量误差的原因；（5）文
中采用的光谱波段计算的植被指数没有涉及到氮素敏感波段，且光谱获取的冠层数据与
土壤中的数据本身存在很大差异，很难仅通过冠层几个波段光谱数据反演土壤中氮素
情况。
该文发现土壤水分反演具有一定代表性，而由于肥料的多因素相互作用，很难用
光谱直接反演土壤中肥料含量。由于该试验没有测量叶片中氮素含量，没有通过光谱数
据反演叶片中氮素含量，是导致光谱反演氮素效果不理想的一个原因，下一步研究中
应侧重解决叶片中元素反演问题。此外，文中没有涉及到热红外与多光谱影像数据联合
构建植被指数，下一步研究将加强不同影像数据联合构建植被指数反演水肥时空分布
差异。
此外，文中光谱数据采集在连续性方面有所欠缺，没有涉及到冠层温度日变化，通
过热红外获取一日内不同时间段冠层温度空间分布数据反演大田土壤水分空间变异性，
根据连续不间断的日影像数据反演水肥时空变异性，将是下一步水肥精准管理的重要关
注点。该研究为大型喷灌机的水肥管理提供参考，无人机遥感是集约化农田智慧化管理
的便捷手段，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精准管理决策，提升现代农业信息化水平。

4

结论
热红外影像获取的冠层温度可以有效反演作物水分亏缺，作物水分亏缺指数能够间

接反演土壤水分含量，从而展现土壤水分亏缺的空间分布特征，能够作为大田精准水分
管理的决策依据。
光谱数据反演土壤中肥料的空间分布比较复杂，特别是大田影响因素多，涉及范围
广，仅通过冠层的影像数据很难直接反演土壤中的肥料空间变化。
该研究以大型喷灌机喷洒尺度为研究对象，对精准农业实际应用具有参考意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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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遥感应用到田间水肥管理是获取大田时空数据的有效方式，适合推广应用。
下一步应注重水肥反演的理论模型精准性研究，采集连续热红外、高光谱数据影
像，多波段影像数据联合构建植被指数模型，探索不同元素敏感性指标，开展水肥时空
变异性研究，探讨水肥精准施用技术，从理论和技术两方面着手提升农田水肥精准管理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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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This research aim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ensive management of

farmland and upgrade the efficient acquisition technology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of

precision irrigation water fertilizer in farmland.［Method］Taking winter wheat as an example，

the lateral-moving sprinkler irrigation machine was applied，and the variable irrigation was set up

3 different irrigation water and 6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s. Flight planning was carried out

to collect image data with the UAV system，including thermal infrared，visible light and multispectral camera. The UAV system images were combined with field sampling calibration to inverse

winter wheat growth. The obtained remote sensing image from UAV were processed for image
mosaic，and many vegetation indices were calculated by data extraction processing to obtain
the field different treatments spectral data. After that，the water fertilizer index was inverted

to build soil moisture inversion model.［Result］In the situation of water stress，the amount

of water irrig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physiological growth index of winter wheat. The canopy

temperature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variables was 2~5℃ . The consistency of crop index and

irrigation treatment was good，but the inversion effect of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was not
ideal.［Conclusion］The crop water stress index，which is obtained from the thermal infrared

image and is calculated from the canopy temperature，can show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inter
wheat canopy water stress. The consistency of crop moisture deficiency index and soil moisture
construction model is good，but the correlation of water fertilizer information under different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conditions of spectral image data inverse is not significant. The UAV system

remote sensing will be applied to the field water fertilizer management，which is a very effective
mean to obtain field space-time data. The next step should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accuracy

of water fertilizer inversion，the collection of continuous thermal infrared and high-spectral
data images，and the multi-band image data joint construction of crop index model，in order to

explore different water and fertilizer sensitive indices. Meanwhile，water and fertilizer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After that，precise irrigation of theory and
technology will be used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precision agricultur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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