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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灌丛化草原分布特征的遥感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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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灌丛化草原在中国内蒙古干旱、半干旱草原区广为分布。为了探究灌丛化草原的分布状况，该文利用高
空间分辨率（5.8 m）卫星资源三号遥感影像，结合地面调查，研究了内蒙古镶黄旗境内灌丛化草原的分布特征。
以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NDVI）阈值法提取植被覆盖区域后，分别采用基于像
元的监督分类方法（支持向量机、最大似然和马氏距离）和面向对象方法进行灌草镶嵌斑块和草地斑块的辨识，
并对分类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在 3 种基于像元光谱信息的监督分类算法中，支持向量机算法对灌丛化
草地的识别精度相对较高，表现在这一类型的生产者精度和用户精度均大于另外 2 种算法，并且，该算法的总体
分类精度也最高（81.15%），明显优于最大似然（73.33%）和马氏距离（61.77%）。然而，融入了空间信息进行分
类的面向对象方法（合并尺度 97）的总体识别精度高达 89.24%，并且随着对象合并尺度的增大，灌丛化草地的错
分和漏分比例明显降低。这一结果表明利用草本与灌丛像元的空间纹理属性差异，能够有效削弱噪声，提高识别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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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草地的灌丛化在全球范围尤其是干旱半
干旱地区普遍发生[1]。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等
因素的影响，中国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地区的灌丛化
现象也十分普遍，以锦鸡儿属（Caragana）等灌木组
成的灌丛群落在这些区域广泛分布，改变了原有草地
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群落结构以及土壤养分[2-3]，
从而显著影响了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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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碳储量[4-5]，进而影响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因此，查清这一地区灌丛化草原的分布和成因，对
正确评估灌丛化的生态学效应以及保护和恢复区
域生态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传统的野外调查方法难以及时、准确地获取灌
丛化草原的分布信息，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为监测
这一重要植被类型的分布及其变化提供了可能。不
同时空、光谱分辨率的遥感影像数据已广泛应用于
热带稀树草原[6-7]以及北极苔原地区[8-9]的灌木入侵
研究，实现了灌木分布范围的变化检测。目前，基
于高空间分辨率影像的灌丛识别方法，主要有 2 类：
一类是基于单个像元的分类方法，常采用某一固定
阈值或监督分类方法，通过比较训练样本和影像像
元的光谱特征相似性，提取灌木像元[10-12]。一些研
究还表明：利用季相差异即植物物候特征也可以有
效监测北极苔原地区的灌木入侵 [13]，但是这一方
法的应用前提是背景地物单一，并且其物候特征与
入侵灌木差异显著。另一类是面向对象的分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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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由于该方法充分利用了影像空间结构和纹理信
息，从而避免分类结果产生大量椒盐噪声。
Laliberte 等[14]和 McGlynn 等[15]已经利用该方法成
功提取了美国新墨西哥州 Chihuahuan 荒漠草原的
灌木分布信息。
目前，国内对灌丛化草原的遥感辨识研究尚无
报道。本研究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典型草原为研究
区域，结合地面调查，开展了基于高空间分辨率影
像数据的灌草镶嵌体遥感辨识，以获取灌丛化草地
分布特征。由于灌丛化草原是灌草镶嵌特体，其纹
理特征与纯草地斑块差异显著，因而考虑纹理特征
的面向对象方法从理论上来说要优于仅依赖像素
光谱特征的传统分类方法。通过比较基于像元的解
译方法和面向对象方法的优劣，以期为遥感监测这
一特殊植被类型的分布及其变化提供实践依据。需
要指出的是：文中所述的灌丛化草地类型，指的是
灌草镶嵌体，即一个最小处理单元中往往包含了灌
木和灌木周围的草本；而和灌丛化草地相对应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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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型，指的是没有木本植物分布的纯草本植被。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研究区为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镶黄旗，该
旗位于锡林郭勒盟西南部，113°22′～114°45′E，
41°56′～42°4′N。地处阴山山脉向内蒙古高原过渡
带之间，平均海拔 1 322 m，属中温带干旱大陆性
气候。北部位于浑善达克沙地西南边缘，多为固定、
半固定沙丘；南部以低山、丘陵为主，总面积为
5 172 km2。研究区的地理位置以及调查点的分布情
况如图 1a 所示，采用随机布点方式，在镶黄旗境
内共调查了 55 个样点（每个样点调查 3～9 个样地，
共 260 个），记录经纬度和灌木盖度。这一典型草
原区的植物群落主要由克氏针茅、糙隐子草、冷蒿
组成（图 1b）；小叶锦鸡儿灌丛广泛分布于中东部
和北部草原区，大面积连续分布的灌草镶嵌体构成
了灌丛化草地这一特殊植被类型（图 1c）。

a. 研究区及调查点
a. Study area and survey sites

b. 典型草原景观
b. Typical steppe landscapes

c. 灌丛化草原
c. Shrub

Fig.1

1.2

图 1 研究区概况
General situation of study area

影像数据预处理
采用资源三号（ZY-3）5.8 m 分辨率的多光谱
数据，选取与地面调查同期的 2013 年 7、8 月期间
（2013/07/03&2013/08/26 各两景）四景无云影像（产

品等级 1A），覆盖镶黄旗 90%区域。
影像数据预处理包括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几
何校正、镶嵌和裁剪，得到 4 个波段的高分辨率反
射率数据。辐射定标系数和波谱响应函数来源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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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网站，几何校正采用地形图与
影像对应的特征点坐标作为控制点，大气校正使用
ENVI5.0 软件的 FLAASH 大气校正模块进行处理，
镶嵌过程使用 ENVI 影像镶嵌模块的自动颜色平衡
功能来消除不同时相影像的反射率差异，裁剪工作
也在 ENVI5.0 中进行。
1.3 分类方法
本文首先采用 NDVI 阈值法提取影像的植被覆
盖区域，然后在植被覆盖区域对灌丛化草地进行分
类识别。由于不同影像数据的差异性较大，阈值的
选取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本文通过选取植被区与
非植被区的各 50 个实际调查点，调整 NDVI 阈值
得到最佳的划分精度，最后选取 NDVI>0.42 的区域
为植被覆盖区。在植被覆盖区域，首先利用支持向
量机[16]、最大似然[17]和马氏距离[18]3 种基于像元的
监督分类算法对影像植被覆盖区域进行分类处理，
计算分类精度；然后利用 ENVI FX 模块中提供的面
向对象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并与 3 种传统的基于像
元的分类器进行比较，寻找识别灌丛化草地的最优
算法。
自 20 世纪末发展起来的面向对象的分类技
[19]
术 ，不再以像元为图像处理的最小单位，而是利
用相邻像元间的互相关系，结合临近像元形成待处
理的最小对象单元。该方法发展迅速[20-25]，克服了
传统的基于像素光谱信息分类方法的局限性，可根
据实际状况生成不同尺度大小的对象单元，继而可
在不同空间尺度下进行遥感图像分类。
面向对象分类方法分为 2 个步骤：第一为对象
的发现，第二为对象的特征提取与分类。ENVI FX
模块通过将图像进行分割再合并来形成对象，首先
利用一阶导数将图像转化为梯度图像，然后使用分
水岭分割算法对梯度图像进行分割，最后采用 Full
Lambda Schedule 算法将分割块合并生成对象。该
模块的图像分割等级为 1～100，等级越低，分割越
细。本文选择的分割等级为 50。模块中合并阈值同
样分为 100 个等级，等级越高合并阈值越大，生成
的对象也就越大，本文通过结合目视判断以及分析
合并结果，确定适用的最大合并尺度为 97。对象的
特征提取由 ENVI FX 模块自动完成，即自动将每个
对象的光谱属性、纹理属性和空间属性进行计算并
保存。其中，光谱属性包含每个波段的最小值、最
大值、平均值和标准差；纹理属性则为卷积核范围
内的平均灰度值范围、平均灰度值、平均灰度变化
值以及平均灰度信息熵；空间属性包括对象的面
积、周长、紧密性和延伸性等信息[26]。由于不同合
并尺度的对象纹理特征差别较大，因此本文均匀地
选取了从小到大 3 个不同合并尺度（35、66 和 97）

进行尝试。对象的分类模式包括监督分类和规则分
类，本文依据实地调查数据选取相应的训练样本，
使用监督分类模式中的支持向量机算法对影像进
行分类识别。
1.4 精度验证方法
类型精度是通过分类图像中的类别与验证样
本上对应类进行对照来确定，并采用混淆矩阵表
示。对比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混淆矩阵计算出总体精
度、生产者精度、漏分误差、用户精度、错分误差
和 Kappa 系数，比较这些值的大小。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于像元的灌丛化草地识别
在植被覆盖区，采用影像中 4 个波段的光谱反
射率做为输入参数，以单个像素为基本处理单元，
分别利用 3 种经典的针对多光谱高空间分辨率数据
的监督分类算法（支持向量机、最大似然和马氏距
离），进行灌丛化草原分布的遥感识别。将研究区
的植被区域分成两类，分别为灌丛化草地和草地
（包括小部分耕地）。图 2 为分类结果图，图中红
色部分为提取出的灌丛化草地像元，绿色部分为草
地像元。通过对比 3 种方法提取出的灌丛化草地分
布图，能够清楚地发现：在北部灌丛化草地分布密
集区，图 2a 中的灌丛化草地斑块分布较为连续，
而图 2b 和图 2c 中的灌丛化草地分布则呈明显的块
状，尤其是在西北部。

Fig.2

图 2 基于像素的灌丛化草地分类图
Images of pixel-based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in
study area

进一步利用 160 个随机调查的数据点分别对 3
种算法的分类结果进行精度检验，表 1 列出了灌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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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草地和草地的分类精度（生产者精度和用户精
度）、误分比例（漏分误差和错分误差）、总体精
度和 Kappa 系数。可以看出，支持向量机算法对灌
丛化草地的识别精度相对较高，表现在灌丛化草地
的生产者精度和用户精度均大于另外 2 种算法。从
漏分和错分现象来看，支持向量机算法的漏分误差
为 26.70%，最大似然和马氏距离算法的漏分误差则
分别达到了 37.96%和 54.65%；而支持向量机算法
的错分误差也是最低的。另外，3 种方法的总体分
类精度从高到低依次是：支持向量机、最大似然和
马氏距离；相应的，支持向量机算法的 Kappa 系数
也高于另外 2 种算法。这一结果表明，支持向量机
算法对灌丛化草地的辨识较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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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光谱属性差别很小，而纹理属性由于面积的
增大，变化更加明显。当合并尺度较小，即单个对
象的面积较小时，灌丛化草地斑块和纯草地斑块的
纹理特征难以表达，而当合并尺度增大后，灌草混
合像元和纯草像元之间的纹理属性差异充分显现，
降低了二者的误分比例。

表 1 基于像元的灌丛化草地分类精度验证
Table 1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of pixel-based classification
for the two category (shrub and grassland).
支持向量机
最大似然
马氏距离
Support vector
Maximum
Mahalanobis
machine
likelihood
distance
灌丛化
灌丛化
灌丛化
草地
草地
草地
草地
草地
草地
Grassland
Grassland
Grassland
Shurb
Shurb
Shurb
生产者精度
Producers
accuracy/%
漏分误差
Omission/%
用户精度
Users
accuracy/%
错分误差
Commission
/%
总体精度
Overall
accuracy/%
Kappa 系数
Kappa
coefficient

2.2

73.30

89.01

62.04

84.62

45.35

78.20

26.70

10.99

37.96

15.38

54.65

21.80

86.96

76.93

80.13

69.03

67.53

58.86

13.04

23.07

19.87

30.97

32.47

41.14

81.15
0.6231

73.33
0.4666

61.77
0.2355

面向对象的灌丛化草地识别
在植被覆盖区域内，通过对影像数据进行分割
和 3 个不同尺度的合并，并选择光谱属性和纹理属
性作为输入的属性参数，利用监督分类算法完成了
面向对象的影像分类，结果如图 3 所示。与 3 种基
于像元的分类结果类似，灌丛化草地主要分布于中
东部和北部地区；但是，在面向对象分类结果中，
北部沙地南缘的灌丛化草地斑块分布更为密集和
连续。表 2 进一步给出了三种不同合并尺度得到的
分类结果精度。整体看来，灌丛化草地的生产者精
度都达到了 88%左右，但用户精度相差较大，即错
分情况较为明显。随着合并尺度从 35 增大到 97，
灌丛化草地的错分误差从 28.66%降低到了 9.31%，
总体的识别精度从 76.62%提升到了 89.24%，Kappa
系数提高了 0.2522。说明通过增大对象的合并尺度，
可以降低错分误差，提高识别精度。合并尺度不同，

图 3 面向对象（合并尺度 97）的灌丛化草地分类图
Fig.3 Images of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object-oriented (combined scale 97) method
表 2 面向对象的灌丛化草地分类精度验证
Table 2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of object-oriented
classification for two category (shrub and grassland).
合并尺度 97
合并尺度 66
合并尺度 35
Combined
Combined
Combined
scale 97
scale 66
scale 35
灌丛化
灌丛化
灌丛化
草地
草地
草地
草地
草地
草地
Grassland
Grassland
Grassland
Shurb
Shurb
Shurb
生产者精度
Producers
accuracy/%
漏分误差
Omission/%
用户精度
Users
accuracy/%
错分误差
Commission
/%
总体精度
Overall
accuracy/%
Kappa 系数
Kappa
coefficient

2.3

87.45

91.02

88.29

67.99

88.99

64.26

12.55

08.98

11.71

32.01

11.01

35.74

90.69

87.89

73.39

85.31

71.34

85.37

9.31

12.11

26.61

14.69

28.66

14.63

89.24

78.14

76.62

0.7847

0.5629

0.5325

分类结果比较分析
通过比较表 1 和表 2，可以看出：相比基于像
元的分类方法，面向对象分类方法能够明显提高灌
丛化草地的辨识精度，并且总体精度和 Kappa 系数
也明显较高，但还是存在一定的漏分和错分误差。
这是由于各个区域的草本和灌丛化草地长势不同，
加上每块草场的放牧程度的差异，导致了相同类别
中异质性的提高，增加了误分的比例，增大了分类
的难度。影像方面，由于云等因素的影响，产生了
图像噪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分类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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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分析 2 类方法的分类结果，通过将
2 类算法中分类精度最高的两幅分类图（支持向量
机和合并尺度 97 的面向对象）做差，来分析分类
结果的空间差异。如图 4 所示，绿色区域为 2 种算
法分类结果一致的区域；蓝色区域表示仅支持向量
机的分类结果为灌丛化草地，而面向对象的分类结
果为草地；红色区域则正好相反。可以看出，大部
分区域的分类结果相同，而在北部和东南灌丛化草
地分布密集区，面向对象分类结果中的灌丛化草地
斑块分布更为连续、集中。另外，西北部分地区二
者的分类结果差别也较大，由于缺乏实地验证数据，
因而二者在该地区的分类准确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丛识别，以期得到准确的灌丛盖度，监测内蒙古典
型草原地区的灌丛分布状况。

[1]

[参 考 文 献]
Naito A T, Cairns D M.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global
shrub expansion [J]. Prog Phys Geog, 2011, 35(4): 423－
442.

[2]

熊小刚，韩兴国. 运用状态与过渡模式讨论锡林河流
域典型草原的灌丛化[J]. 草业学报，2006，15(2)：9－
13.
Xiong Xiaogang, Han Xingguo. Application of state and
transition models to discussing the thicketization of
steppe in Xilin River Basin, Inner Mongolia[J]. 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 2006, 15(2): 9－1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

张宏，史培军，郑秋红. 半干旱地区天然草地灌丛化
与土壤异质性关系研究进展[J]. 植物生态学报，2001，
25(3)：366－370.
Zhang Hong, Shi Peijun, Zheng Qiuhong. Research
progress in relationship between shrub invasion and soil
heterogeneity in a natural semi-arid grassland[J]. Chinese
Journal of Plant Ecology, 2001, 25(3): 366－370. (in

注：图中绿色区域表示两种方法的分类结果一致，蓝色区域表示仅支持
向量机分类结果为灌丛化草地，红色区域表示仅面向对象分类结果为灌
丛化草地。
Note: The green colour indicates the area identified as shrub based on both
the object-oriented method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the blue indicates
the area identified as shrub only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and the
red indicates the area identified as shrub only based on the object-oriented
method.

支持向量机与面向对象（合并尺度 97）
分类结果差异图
Fig.4 Comparisons between images of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the Object-oriented (combined scale 97)
method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4]

Letters, 2011, 14(7): 709－722.
[5]

图4

3

结

Gómez-Rey M X, Madeira M, Gonzalez-Prieto S J, et al.
Soil C and N dynamics in a Mediterranean oak woodland
with shrub encroachment[J]. Plant and soil, 2013,
371(1/2): 339－354.

[6]

论

本文使用了传统的基于像元的方法（支持向量
机、最大似然和马氏距离）和面向对象分类方法对
典型草原地区的灌丛化草地分布进行了遥感辨识。
结果表明：面向对象分类同时利用了光谱属性和纹
理属性，对于灌丛化草地的识别精度很高
（89.24%）。另外，研究还发现通过增大对象的合
并尺度，可以充分利用对象的纹理特性，降低错分
比例（错分误差降低了 19.35%），提高识别精度（总
体精度提高了 12.62%）。由于本文利用了 ENVI FX
模 块 完 成 的面 向 对 象 分类 ， 后 续 研究 可 以 使 用
eCognition 软件进行分类比较，了解参数和算法的
选择是否对识别精度有较大影响。另外，本文的研
究中没有考虑混合像元问题，即 5.8 m×5.8 m 像元
内灌丛所占的比例，下一步工作将考虑亚像元的灌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Eldridge D J, Bowker M A, Maestre F T, et al. Impacts of
shrub encroachment on ecosystem structure and
functioning: towards a global synthesis[J]. Ecology

Archer S, Scifres C, Bassham C, et al. Autogenic
succession in a subtropical savanna: conversion of
grassland to thorn woodland [J]. Ecological Monographs,
1988, 58(2): 111－127.

[7]

Fensham R, Fairfax R, Archer S. Rainfall, land use and
woody vegetation cover change in semi‐arid Australian
savanna [J]. Journal of Ecology, 2005, 93(3): 596－606.

[8]

Jia G, Epstein H, Walker D. Controls over intra-seasonal
dynamics of AVHRR NDVI for the Arctic tundra in
northern Alask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9]

Mcmanus K M, Morton D C, Masek J G, et al.
Satellite-based evidence for shrub and graminoid tundra
expansion in northern Quebec from 1986 to 2010 [J].

Sensing, 2004, 25(9): 1547－1564.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12, 18(7): 2313－2323.
[10] Brandt J S, Haynes M A, Kuemmerle T, et al. Regime
shift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Alpine meadows
converting to shrublands in the southern Himalayas[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13, 158: 116－127.

第 11 期

董

洲等：内蒙古灌丛化草原分布特征的遥感辨识

[11] Tape K, Sturm M, Racine C. The evidence for shrub
expansion in northern Alaska and the Pan-Arctic [J].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06, 12(4): 686－702.
[12] Wigley B J, Bond W J, Hoffman M. Thicket expansion in
a South African savanna under divergent land use: local
vs. global drivers?[J].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10,
16(3): 964－76.
[13] Boelman N T, Gough L, Mclaren J R, et al. Does NDVI
reflect variation in the structural attribute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ing shrub dominance in arctic tundra?[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11, 6(3): 035501.
[14] Laliberte A S, Rango A, Havstad K M, et al. Objectoriented image analysis for mapping shrub encroachment
from 1937 to 2003 in southern New Mexico[J].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2004, 93(1): 198－210.
[15] Mcglynn I O, Okin G S. Characterization of shrub
distribution using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Ecosystem implications for a former Chihuahuan Desert
grassland [J].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2006,
101(4): 554－566.
[16] 张锦水，何春阳，潘耀忠，等. 基于 SVM 的多源信息
复合的高空间分辨率遥感数据分类研究[J]. 遥感学
报，2006，10(1)：49－57.
Zhang Jinshui, He Chunyang, Pan Yaozhong, et al. The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RS Imag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SVM method with the multi-source data[J].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2006, 10(1): 49－57.(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7] 骆剑承，王钦敏，马江洪，等. 遥感图像最大似然分
类方法的 EM 改进算法[J]. 测绘学报，2002，31(3)：
234－239.
Luo Jiancheng, Wang Qinmin, Ma Jianghong, et al. The
EM-based maximum likelihood classifier for remotely
sensed data[J]. Acta Geodaetica et Cartographica Sinica,
2002, 31(3): 234 － 23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8] 李玉榕，项国波. 一种基于马氏距离的线性判别分析
分类算法. 计算机仿真[J]. 2006，23(8)：86－88.
Li Yurong, Xiang Guobo. A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Mahalanobis
Distance[J]. Computer Simulation, 2006, 23(8): 86－8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9] Baatz M, Schäpe A. Object-oriented and multi-scale
image analysis in semantic networks[C]//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perationalization of remote sensing, 1999:
16－20.

157

[20] Blaschke T. Object based image analysis for remote
sensing[J]. ISPRS journal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2010, 65(1): 2－16.
[21] 曹宝，秦其明，马海建，等. 面向对象方法在 SPOT5 遥
感图像分类中的应用——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J]. 地
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6，22(2)：46－54.
Cao Bao, Qin Qiming, Ma Haijian, et al. Application of
object-oriented approach to SPOT5 image classification:
a case study in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ity[J].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06, 22(2): 46－5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2] 陈云浩，冯通，史培军，等. 基于面向对象和规则的
遥感影像分类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31(4)：316－320.
Chen Yunhao, Feng Tong, Shi Peijun, et al. Classification
of remot sensing image based on object oriented and
class rules[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06, 31(4): 316－32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3] 仇江啸，王效科. 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面向对象
城市土地覆被分类比较研究[J]. 遥感技术与应用，
2010，25(5)：653－661.
Qiu Jiangxiao, Wang Xiaok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object-based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in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ry of urban areas[J].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010,
25(5): 653－661.(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4] 张建国，李宪文，吴延磊. 面向对象的冬小麦种植面积遥
感估算研究[J]. 农业工程学报，2008，24(5)：156－160.
Zhang Jianguo, Li Xianwen, Wu Yanlei. Object oriented
estimation of winter wheat planting area using remote
sensing data[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08, 24(5): 156－16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5] 常春艳，赵庚星，王凌，等. 滨海光谱混淆区面向对
象的土地利用遥感分类[J]. 农业工程学报，2012，
28(5)：226－231.
Chang Chunyan, Zhao Gengxing, Wang Ling, et al.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RS object-oriented method in
coastal spectral confusion region[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2, 28(5): 226－23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6] 邓书斌. ENVI 遥感图像处理方法[M]. 北京：科学出版
社，2010.

158

2014 年

农业工程学报

Remote sensing identification of shrub encroachment in grassland in
Inner Mongolia
Dong Zhou1,2,3, Zhao Xia4, Liang Dong1,2, Huang Wenjiang2,3 , Peng Dailiang3, Huang Linsheng1,2
※

(1.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Computing & Signal Process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2.School of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Digital Earth
Science,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nd Digital Eart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4, China; 4.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Vege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3, China)

Abstract: Shrub encroachment has been a wide phenomenon across the arid and semi-arid grasslands in Inner
Mongolia, China. Although numerous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this phenomenon on community
composition, ecosystem structure, and nutrient cycling, reports o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shrub encroachment
are limited. A recent development in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enables accurate assessment of shrub distribution and
its dynamics at large scales. In this paper, the combined ground survey in Xianghuangqi, four satellite images
(with spatial resolution of 5.8 m) of ZY-3, covering nearly the whole area and taken between July and August in
2013,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shrub distribution in this regio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shrub here indicated
the shrub-grass mosaic due to the mixed pixel effect, and the identification was weak when the coverage of shrub
was on low levels. The NDVI threshold method was first used to extract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area, and then
three traditional pixel-oriented methods (Support vector machine, Maximum likelihood and Mahalanobis
distance), compared with the object-oriented method, were used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images. Object-oriented
method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in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is not based on the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pixel, but relies on the image object with spatial texture and shape and size characteristics. Ground
survey data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accuracy level of these methods. It indicated that the shrub recognition
accuracy by us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 algorithm is the highest among the three pixel-oriented methods, with
higher producer accuracy and user accuracy than the other two algorithms. Furthermore, the overall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is algorithm is 81.15%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aximum likelihood (73.33%) and the Mahalanobis
distance (61.77%). However, the overall recognition accuracy by using the object-oriented approach (combined
scale 97) was up to 89.24%. It also reveal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shrub omission and commission decreased
while the combined scale of object increased.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object-oriented method, with high
accuracy level, is much more favorable in shrub extraction from grassland background.
Key words: remote sensing; ident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typical steppe; shrub encroachment identification;
object-oriented;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