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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图像非监督分类在退田还湖区
钉螺孳生地监测的初步应用
赛晓勇

徐德忠

闰永平

【摘要】

张治英

蔡凯平

李岳生

周晓农

目的探讨退田还湖前后集成垸试点植被类型的变化及植被类型与钉螺孳生地活螺密

度之间的关系。方法应用遥感技术将集成垸试点退田还湖前后标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图非监督分
类后进行比较，结合现场调查确定植被类型。结果

退田还湖前各钉螺孳生地平均ＮＤｖＩ值介于

１２６～１８３之间，植被类型以水稻、棉花和油菜为主；退田还湖后平均ＮＤＶＩ值介于１５２～１９３之间，植
被类型以意大利杨树（意杨）林、芦苇和杂草为主；发现钉螺孳生面积由６４．６４％上升为６６．４７％；各钉
螺孳生地～般以多种植被混合为主，很少有单一植被类型，活螺密度以意杨林、芦苇混合类型最高，其
次为意杨林、杂草混合类型，最后为单一芦苇类型。结论单纯运用非监督分类不能识别植被类型；
意杨林、芦苇和杂草与活螺密度关系密切，还应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血吸虫病；遥感技术；非监督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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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遥感技术由于其特有的优势被不断地

应曲线进行分析，与实际调查数据比较后确定最终

应用于虫媒传染病（如血吸虫病、登革热、疟疾等）的

地物类别。为了揭示退田还湖前后植被类型的变

研究。遥感图像处理中非监督分类（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化，及植被类型与钉螺孳生地活螺密度之间的关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又称聚类分析或

应用非监督分类对退田还湖试点集成垸的钉螺孳生

空间集群，是按照像元灰度值向量或波谱样式在特

地进行了初步研究，旨在明确退田还湖前后集成垸

征空间聚集的情况划分类别，通过对各类的光谱响

钉螺孳生地植被类型的变化。

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资助项目（２００１ＢＡ７０５８０８）
作者单位：７１００３３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预防医学系流行病学教研
室（赛晓勇、闫永平、徐德忠、张治英）；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蔡凯
平、李岳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周晓农）
通讯作者：闫永平，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ｙｐｉｎｇ＠ｆｍｍｕ．ｅｄｕ．ｃｎ

资料与方法

１．现场的选择：湖南省华容县集成垸位于长江
下游南岸，属“冬陆夏水”，是典型的双退试点之一，
选择集成垸为研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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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螺情资料：收集２００３年春季系统抽样结合环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４次、集中极限（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境抽样方法调查的孳生地钉螺分布情况，包括钉螺

９５％，对集成垸ＴＭ３４５伪彩色复合图根据光谱反

密度、孳生地面积；所有螺情资料均由华容县洪山头

应值进行非监督分类，将其地表景观分为１０类（图

镇血吸虫病防治站提供。

１

３．空间结构数据库资料：集成垸的１：１０ ０００原

Ａ）。将分类结果与ＴＭ３２１真彩色复合图（图１

Ｂ，其中ＴＭ３一红、ＴＭ２一绿、ＴＭｌ一蓝）进行比较。

始地形图购自湖南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用
ＭＡＰＩＮＦ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２．应用于钉螺孳生地植被量和植被类型的识

７．０制作集成垸

别：将生成的集成垸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３年卫星图片进

０００矢量化地形图。并用全球定位仪测定各孳

行非监督分类，将合成的伪彩色图与钉螺孳生地的

生地中心位置的经纬度，经纬度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会

矢量图重叠比较，结合现场调查确定植被类型。将

同洪山头镇血吸虫病防治站工作人员现场采集。

退田还湖前后标化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１：１０

４．遥感卫星图片的处理：遥感图像取自２００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图进行非监督分类结果如

０４—１５和１９９４—１０—３１陆地卫星５（１ａｎ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图２示，通过比较发现第４、５、７、８、９、１０类较退田还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ｍａｐｐｅｒ，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ＴＭ）查螺季节经过集成

湖前面积增加（表１）；ＮＤＶＩ值除４、６、１０类外均有

垸上空时拍摄的遥感数据，包括７个波段（ＴＭｌ～

增加。

ＴＭ７）。当天天气晴朗，含云量低，数据质量好。资
料购自中国科学院遥感卫星地面站。

５．卫星图片的地理配准：将卫星图片与地形图

表ｌ

退田还湖前后集成垸ＮＤｖＩ非监督分类面积变化

类别颜色撼黪糯豁攒。黼。
红色

２

绿色

４７３６

３

３

蓝色

４３９６

他垢Ｍ ０

４

橙色

３７４１

７

５

彩色合成根据Ｌａｎｄｓａｔ．５所载传感器ＴＭ的波谱范

粉色

３６５３

６

淡蓝色

３０２４

围及各波段对地表的识别特征，结合本研究的目的，

７

墨绿色

３５３１

２

８

黄色

３８７８

３

９

砖红色

４５０５

０

黄绿色

标系统，从而可以有效地利用遥感信息，提取与血吸

虫病相关环境因素的遥感替代指标。遥感图像的伪

以配准的Ｌａｎｄｓａｔ一５ ＴＭ图片的ＣＨ３、ＣＨ４、ＣＨ５波

段伪彩色合成生成ＴＭ３４５复合图像。
６．遥感图像的分析及评价：①遥感图像的非监
督分类：将ＴＭ３４５复合图在ＥＲＤＡＳ ＩＭＡＧＩＮＥ ８．５

软件支持下，用ＩＳＯＤＡＴＡ法根据合成图片的光谱
反应值对地表景观进行非监督分类；②非监督分类
结果的评价：分类要求其结果各类之间能够很好的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Ｄ）

，卯铝＂ 弘 ¨％ 蛇乃酾ｗ卯拐”¨姐鼢

４７７９

Ｏ

７

ｌ墨挪ｍⅢｍ

３

８

ｍ姗瞄ｍ

Ｍ＂ 坫伸插垢 ４

ＴＤ分析显示，总体分离率均＞１８００。除相邻
两类之间ＴＤ值＜１７００外，非相邻类间ＴＤ值均＞
１７００，分类效果较好。结合现场调查，钉螺孳生地退
田还湖前后植被类型及所在类别见表２。
表２

区分，各类之间无混杂，特别是非相邻的两类之间。

计算两类间的分离率（ｔｒａｎｓｆｏｍｅｄ

９８４

ｍ

ｌ

进行配准，使遥感图片与地形图具有相同的地理坐

钉螺

退田还湖前后钉螺孳生地植被类型及类别
退

前

孳生地１酉再１面罚趸ｒ—葙聂

退

后

蜀犷而而面—１磊

值，以评价两类间的分离率。根据Ｊｏｎｅｓ的判定标
准ｕ１：ＴＤ值在０～２０００之间，当ＴＤ＜１７００时，表示
两类不能分开；反之则能够区别开来。

７．钉螺孳生地地表特征的识别：在ＥＲＤＡＳ
ＩＭＡＧＩＮＥ ８．５软件支持下，将建立的矢量图与非监

督分类结果重叠，结合现场考察进行识别，退田还湖
带来的地表特征的影响主要是植被量和植被类型的
变化。
结

果

１．应用于ＴＭ３４５伪彩色复合图像：在ＥＲＤＡＳ
８．５软件支持下采用最大重复轮次（ｍａｘｉｍｕｍ

表３

２００３年集成垸钉螺孳生地植被与活螺密度（只／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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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植被类型以意大利杨树（意杨）林、芦
苇和杂草为主；由退田还湖前后各钉螺
孳生地ＮＤｖＩ值看，除３、６变化不大外，

其余各点ＮＤＶＩ值退田还湖后均有较
大幅度增加。根据分类结果合成１９９４
年和２００３年集成垸钉螺分布图３示（蓝
色部分为钉螺孳生范围，１９９４年ＮＤＶＩ

值介于１２６～１８３；２００３年ＮＤＶＩ值介于
１５２～１９３），发现钉螺孳生面积由
６４．６４％上升为６６．４７％。
分析２００３年集成垸钉螺孳生地植

被与活螺密度的关系（表３），发现各钉
螺孳生地以多种植被混合为主，很少有
图１

集成垸ＴＭ３４５伪彩色（Ａ）与ＴＭｌ２３真彩色（Ｂ）
复合图非监督分类结果比较

单一植被类型，如意杨林＋芦苇、意杨
林＋杂草、芦苇＋杂草等。活螺密度以
意杨林＋芦苇最高，其次为意杨林＋杂
草、芦苇。值得一提的是，意杨林＋芦
苇、意杨林＋杂草、芦苇三种类型钉螺孳

生地植被类型不同，但ＮＤＶＩ值相同验
证了ＮＤＶＩ值与植被类型之间是非特
异的。
讨
图中各点为各钉螺孳生地的中心位置

图２

退田还湖前后ＮＤｖＩ非监督分类结果示意图

论

１９９８年我国实行退田还湖的治水

方针对血吸虫病的传播影响因素——植
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采用遥
感图像的非监督分类进行了初步分析。

选用的陆地卫星５号的专题制图仪有７
个波段，６个波段分辨率达到３０ ｍ，是陆
地卫星多谱扫描仪中分辨率最高的一
种。其中１～５波段可用于植物的监测：

第１波段可区别土壤、植被；第２波段可
分析植被状态；第３波段可分析植被类
型；第４波段可分析确定生物量；第５波
段可用于植被类型分析。非监督分类和
监督分类是遥感图像分析中常用的方
图３

１９９４年（Ａ）和２００３年（Ｂ）集成垸钉螺
分布合成示意图

法。非监督分类不需要提前选择分类的
实验区，避免了监督分类中常遇到的如
训练区数据无法获得或训练区太小不能

具体考察钉螺孳生地，发现退田还湖前各钉螺
孳生地均列入５～９类，平均ＮＤＶＩ值介于１２６～１８３

之间，植被类型以水稻、棉花和油菜为主；退田还湖
后均列入４～９类，平均ＮＤＶＩ值介于１５２～１９３之

在卫星图片上显示等问题‘２｜，仅凭遥感影像中各类
地物光谱特征的分布规律，采用聚类分析达到区分
的目的，常常形成过渡类或类间错分，因而常将监督
与非监督分类结合起来以提高分类的准确性‘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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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外应用非监督分类方法较多，如姜庆

的植被类型结合现场考察发现：主要植被类型为意

五等Ｈ ｏ在应用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遥感图像分别研究江西

杨林、芦苇、杂草等，提示这三种类型与钉螺孳生密

蚌湖及安徽贵池血吸虫疫区钉螺孳生地的地物属性

切相关，应进一步深入研究；活螺密度以意杨林＋芦

时，即先采用非监督分类方法对遥感影像进行分类，

苇最高，其次为意杨林十杂草、芦苇，提示意杨林与

然后到现场调查确定不同类别的地物属性；也曾利

活螺密度密切相关。另外，退田还湖带来的植被的

用ＴＭ３、４、５波段对水体识别效果较好¨ｏ。Ｂａｕｒｅ，

变化分为两部分：自然变化和人为因素。葛继华

Ｂｕｒｋ№１在利用遥感图像对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森林资

等一１研究钉螺分布与滩地植被的关系时发现除农作

源进行调查时先应用监督分类将树种分成大类，然

物种植区外，杂草滩、芦苇滩、意杨林滩及柳林滩均

后将其分成若干亚类，平均正确率为６４％～８０％。

有钉螺分布，但以芦苇滩及意杨林滩活螺密度最高，

如Ａｂｄｅｌ—Ｒａｈｍａｎ等。川在其研究中对Ｌａｎｄｓａｔ一４、５

与本研究结果类似。人为因素如种植意大利杨也可

ＴＭ图像进行缨帽转换，根据生成的亮度、绿度及湿

使植被类型发生变化，意大利杨与活螺密度之间的

度三个特征分量图像对地表景观进行分类，分析其

关系还应排除人为因素研究。

与埃及血吸虫流行的关系，提取其中４类与血吸虫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钉螺孳生地的数目较

流行有关的景观特征用于进一步的研究中；Ｇａｄａｌｌａｈ

少，未对活螺密度与植被类型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行

等哺１在对Ｌａｎｄｓａｔ图像进行非监督分类研究加拿大

深入地研究；研究结果只能说明集成垸退田还湖前

马尼托巴湖植被分布图的过程中，以一系列航拍图

后的变化；由于无法获得１９９４年各螺点的螺情资

片为辅助对分类结果进行了校正；Ｂａｕｒｅ，Ｂｕｒｋ¨１在

料，未对１９９４年集成垸钉螺孳生地植被与活螺密度

利用遥感图像对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森林资源进行调

的关系进行分析；选择的卫星图片为退田还湖前５

查时，除应用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的６个原始数据外还结

年（１９９４年）及退田还湖后５年（２００３年）的各一张

合对原始数据缨帽转换后的前三个特征分量（亮度、

图片，代表性有待加强。

绿度及湿度）及三个能反映森林叶盖特征的植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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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是一种较为实用的方法；对集成垸钉螺孳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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