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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人机 DSM 的小麦倒伏识别方法
赵立成，段玉林，史 云，张保辉 ※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 农业农村部农业遥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摘要：【目的】小麦倒伏是造成产量和质量下降并且影响农业机械自动化收割的重要原因。
基于无人机遥感平台获得的数据能够为小麦倒伏提供及时准确的监测结果，为智慧农业智能
化育种、栽培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无人机搭载的消费级相机，获取可见光影
【结果】基于可见光
像结合生成的 DSM 数据，采用随机森林的分类方法进行小麦倒伏识别。

和 DSM 数据获得的小麦倒伏分类总体精度为 98.41%，Kappa 系数为 0.97，相较于仅依靠可
见光谱信息的分类结果具有显著提升，识别结果也更加可靠，能够显著改善小麦倒伏识别效

果。【结论】证明了基于无人机搭载消费级相机获取的 DSM 数据在农作物倒伏识别中的可行
性，提供了一种自动识别小麦倒伏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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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麦（Triticum spp. 或 Triticum aestivum L.）长期以来一直是产量最高的谷物之一［1］。

小麦的高产高效对于解决全球人口粮食问题和实现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倒伏，定义
为地上部分的永久位移 ［2］，是小麦高产、稳产和优质的重要限制因素之一，也是小
麦超高产育种亟待解决的问题 ［3］。研究表明，几乎所有产量和籽粒品质的参数，包
括籽粒长度与籽粒宽度的比例，糊化温度和凝胶稠度，都受到倒伏的显著影响，从而

恶化。在灌浆期提前一天倒伏可导致产量损失 2.66％ ~2.71％，结实率降低 1.8~2.6
个百分点，千粒重减少 0.26~0.32 g，碾米率下降 0.097~0.155 个百分点，垩白粒率

上升 0.13~0.27 个百分点，蛋白质含量上升 0.021~0.024 个百分点，进而降低食用品

质 ［4］。作物倒伏不仅会造成产量和质量的降低，还会影响农业机械的自动化收割［5］。及
时准确地监测小麦倒伏情况对于获取灾害信息、指导灾后处理、定损估产和协助机械
化收割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小麦抗倒伏能力与种植密度（Z）、施氮量（N）、施磷量

（P）、施钾量（K）等多方面因素有关［6-9］。准确地获取小麦倒伏情况有利于建立与栽培
方式之间的联系，从而指导育种栽培和生产管理［10-11］。然而，传统的倒伏信息获取方
法（人工法）需要调查人员深入灾区测量倒伏面积和位置，既费力又主观［12］。对大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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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伏灾害来说，其较低的工作效率往往无法满足实际需求［13］，并且，依靠人工的倒伏评
估，经常导致农业灾害评估中的补偿纠纷［14］。
遥感技术特别是无人机技术的发展为作物倒伏识别提供了新的思路。戴建国等［15］
利用无人机遥感多光谱影像进行棉花倒伏识别研究；田明璐等［16］利用无人机多光谱遥感
进行水稻的倒伏监测研究；郑二功等［17］利用无人机影像进行玉米倒伏研究。Du 等［1］利
用无人机获取的影像识别小麦倒伏情况，生成导航图，指导司机和自动收获车辆根据特
定的倒伏情况调整操作速度，从而减少收获损失。
在小麦倒伏识别研究中，吴尚蓉等［18］ 利用图像的光谱信息进行冬小麦倒伏研究；
杨浩等［19］通过雷达极化特征进行小麦倒伏识别；李广等［20］通过图像的纹理信息进行小
麦倒伏识别研究。作物倒伏的光谱、纹理和雷达极化特征复杂，并且根据作物品种、
栽培方式和生长环境的不同存在一定的差异。作物冠层高度是能够直接表征作物倒伏
情况的关键特征，但目前依据作物冠层高度进行小麦倒伏识别的研究较少。
该研究使用搭载数码相机的无人机遥感平台，利用获取的单张照片生成的数字表面
模型进行田块尺度的小麦倒伏识别研究，为智慧农业育种栽培提供准确依据。

1

研究区与数据

1.1

研究区
研究区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科学研究所牛家凹农场

（35°11′21.73″N，111°5′18.49″E），如图 1。运城全年受季风活动影响，属暖温带大陆性

季风气候。冬季受西伯利亚干冷气流控制，盛行西北季风，气候特点为寒冷、干燥；夏
季受太平洋暖湿气流控制，盛行东南季风，气候特点是高温、多雨，降雨集中且多暴雨

和雷阵雨。年均气温 13.3℃，1 月均温 -2.2℃，7 月均温 27.4℃ ；日照时长 2 039.5 h；霜
冻期为 10 月下旬至次年 4 月上旬，无霜期 212 d［21］。

图1

研究区域（浅绿色为小麦倒伏区域，深绿色为正常小麦，作物间棕色行带为田埂）

Fig.1 Study area（Light green areas show the lodged wheat，dark green areas are normal wheat，and brown lines are ri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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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获取
该研究数据获取平台采用大疆精灵 4 Advanced（图 2），搭载 2.54 cm 2 000 万像素

影像传感器，机身总重量为 1 368 g。数据获取于 2019 年 6 月 1 日 12 点，天气晴朗无云，
航高 30 m，飞行速度为 7 m/s。根据现场调查和目视解译获得的小麦倒伏真值数据如图 3a
所示。

Fig.2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预处理

图2

研究采用的无人机平台（大疆精灵 4 Advanced）

UAV platform used in the study（DJI PHANTOM 4 ADVANCED）

根据获取的单张相片及其写入的 POS（Positioning Orentation System）数据，利用动

态结构（Structure from Motion，SfM）算法进行特征点匹配，通过密集多视角立体匹配

（Dense Multiple View Stereo，DMVS）算法构建点云数据，最终生成研究区正射影像 DOM
（Digital Orthophoto Map）和数字表面模型 DSM（Digital Surface Model）。
2.2

随机森林分类

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是一种优秀的机器学习算法，通过集成学习的思

想将多棵树集成，它的基本单元是决策树，而它的本质属于机器学习的一大分支——

集成学习（Ensemble Learning）方法。随机森林具有极好的准确度，能够运行在大数
据集上，能够处理高维特征而不需要降维等优点。模型训练样本为图 3a 中真值数据的

0.1%。

2.3

精度评价

该研究采用地面真实感兴趣区 ROI（图 3a）的 99.9% 作为验证样本，与分类结果进

行比较生成混淆矩阵。根据混淆矩阵分别计算倒伏、未倒伏和田埂的总体分类精度、制
图精度、用户精度和 Kappa 系数。

3

结果与分析
通过随机森林模型训练后的分类结果如图 3b 所示，其中浅绿色为小麦倒伏区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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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为正常小麦，褐色区域为田埂。

从目视效果上来看，依靠 RGB 可见光谱信息可以识别小麦的倒伏情况，如图 3b 所

示，但是存在较严重的椒盐现象，尤其是在正常小麦生长区域，存在大量的“椒盐斑块”
被识别为倒伏小麦，这与小麦倒伏和正常植株在部分情况下的光谱混淆有一定关系。当
可见光波段加入代表作物冠层高度的 DSM 数据后，如图 3c 所示，整体分类效果明显提
升，减少甚至消除了倒伏识别中的椒盐现象，分类结果更好。在根据光谱信息不同的基
础上，依靠倒伏小麦和正常小麦的冠层高度不同，能够明显识别小麦倒伏的发生，分类
结果更加准确。

图3

小麦倒伏真值数据与分类结果：a. 倒伏真值数据（底图为无人机影像，叠加的色块为真值）；
b. RGB 波段影像分类结果；c. RGB+DSM 波段分类结果
Fig.3

Wheat lodging true value and classification results

对于田埂的识别，由于田埂与倒伏小麦均在冠层高度上低于正常小麦，在加入代表

冠层高度的 DSM 数据后，使得田埂的识别结果发生了一些混淆，少量的田埂被识别为倒

伏小麦，这在仅依靠光谱信息的分类结果中并没有发生。

该研究根据验证样本计算了仅依靠可见光谱信息和增加 DSM 信息后的分类精度，总

体分类精度和 Kappa 系数如表 1，各地物类别的分类精度如表 2。
表1

分类总体精度和 Kappa 系数

Table1 The overall accuracy and Kappa coefficient of classification
波段 / 数据

总体精度（%）

RGB+DSM

98.41

RGB

90.89

Kappa 系数
0.82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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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见光小麦倒伏的总体分类精度为 90.89%，Kappa 系数为 0.82，在增加 DSM 数

据后的分类总体精度为 98.41%，Kappa 系数为 0.97。研究表明由无人机获取的代表作物

冠层高度信息的 DSM 数据能够显著提升小麦倒伏的识别效果，依赖于光谱和高程信息的

倒伏识别精度更高，识别结果也更可靠。
表2

各类别分类精度

Table 2 The accuracy of every classes
RGB

植株状态

RGB+DSM

生产者精度

用户精度

生产者精度

用户精度

倒伏

90.06

88.95

96.84

99.63

正常

91.73

92.34

100

97.57

田埂

75.42

89.83

70.01

99.02

由表 2 的分类精度比较可以看出，在加入 DSM 数据后，对小麦的倒伏和正常植株

的识别精度均有明显的提升，无论是在生产者精度还是在用户精度方面。但在田埂的

识别中，增加 DSM 数据会对田埂的识别造成一些干扰，主要表现在部分田埂被识别为
倒伏小麦，基于可见光和 DSM 数据的田埂识别生产者精度略低于仅依靠光谱信息的识

别效果。但在用户精度方面，加入 DSM 数据后田埂的识别精度明显高于只依靠光谱信
息的识别结果，也就是说，增加 DSM 数据后，对田埂的识别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需
要在光谱和高程 2 个方面满足模型的要求，从而使识别结果在用户精度方面得到进一步

提升。

4

结论
该文提出依靠无人机搭载消费级相机获得的 DSM 数据，结合可见光数据进行小麦倒

伏识别的方法。该方法比单纯依靠可见光光谱数据进行小麦倒伏和正常植株的识别精度

更高。但是在利用该方法时田埂由于其高度与倒伏小麦高度类似，容易对结果产生干扰，
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田埂的识别精度，以保证对小麦倒伏的正确识别。无论从总体精度还
是分类结果的可靠性方面比较，基于无人机获取的可见光数据结合 DSM 数据进行小麦倒
伏识别的结果明显优于仅依靠可见光数据获得的识别结果。该研究证明了基于无人机搭

载消费级相机获取的 DSM 数据在农作物倒伏识别中的可行性，提供了一种自动识别作物
倒伏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该文提出的基于无人机 DSM 进行农作物倒伏识别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研

究区位于平原，整体耕地基准面高程均一，该研究使用了反映小麦冠层表面的 DSM 数据
代表作物冠层高度。在未来的研究中，针对部分地区耕地高程变化的情况，可以考虑使

用时序或在获取耕地基准面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作物倒伏识别研究，进而实现更精
准更智能的倒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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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at lodging identification using DSM by drone
Zhao Licheng，Duan Yulin，Shi Yun，Zhang Baohui※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Key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al Remote Sensing，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Purpose］Wheat lodging is an important cause for yield and quality. It affects
the automated harvesting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he data obtained from UAV platform

can provide timely and accurate monitoring results for wheat lodging，and scientific basi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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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breeding，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and digital agriculture.

［Method］Using the consumer-grade camera equipped with drone，the DSM genera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visible light images was obtained，and the random forest classific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identify wheat lodging.［Resul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wheat

lodging classification using visible RGB and DSM data was 98.41%，and the Kappa coefficient

was 0.97. Compar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using visible spectrum alone，the recognition

results were more reliable and precise，improving wheat lodging recognition.［Conclusion］The

research proves the feasibility of crop lodging recognition using DSM acquired by UAV equipped
with consumer cameras，and proposes a new idea and method to automatically identify wheat

lod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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