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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偏振光谱成像探测在生物医学、计算机视觉、遥感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与传统强度高/多光谱图像相比，除了提供强度光谱信息、空间信息之外，还提供

了背景和目标的偏振度、偏振方位角光谱信息，所提供的信息更加丰富，且提供

的偏振信息相比普通强度高/多光谱信息更加有利用目标的分类、检测等任务，在

复杂环境甚至存在干扰的伪装隐藏目标的识别、检测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本论

文对典型背景和目标建立偏振光谱 BRDF 建立模型，并在如何将偏振光谱信息在

目标分类上的应用方面展开了研究。主要贡献点有： 

(1) 介绍偏振光谱 BRDF 辐射控制方程和探测的基本理论，并基于该理论用搭

建的偏振高光谱成像系统构建了背景和目标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同时包含目标表

面的偏振光谱图像信息及真实辐射量信息； 

(2) 提出基于 LS-SVM 的土壤背景偏振光谱 BRDF 建模方法。在详细分析土

壤背景偏振光谱 BRDF 与探测角、探测方位角之间的定量关系的基础上，对标量

BRDF 光谱和偏振度光谱分别建模实现土壤背景的偏振光谱 BRDF 建模。 后与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建模结果进行比较得出：基于 LS-SVM 的建模方法在精度、

抗噪声性能上优于人工神经网络； 

(3) 提出遗传和 LM 算法相结合算法反演目标的偏振光谱 BRDF 模型参数。以

涂层目标为探测目标，同样通过建立标量 BRDF 光谱和偏振度光谱模型来实现了

偏振光谱 BRDF 建模。首先使用遗传算法获得非线性模型的近似 优参数解，作

为参数初始值，然后再使用 LM 进行参数精确计算。建模结果与实验测量结果接

近，建模达到了较好的精度； 

(4) 研究基于分类器学习将偏振光谱信息用于目标分类。基于分类器学习的目

标分类方法主要分别将标量 BRDF 光谱信息和偏振度光谱信息用于目标分类，并

且在决策级实现基于 D-S 理论的融合，所采用的标量 BRDF 光谱和偏振度光谱特

征在不同的天气条件下较为稳定。融合分类结果与基于图像灰度(DN)光谱特征和

未引入偏振特征的分类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来体现偏振信息在图像分类上的优势； 

(5) 研究模型建立将偏振光谱信息用于目标分类。基于模型建立的方法是建立

较为准确的偏振光谱BRDF模型来描述不同探测几何条件下目标的non-Lambertian

特性，在获得待分类图像的同时获得对应的探测几何条件，并提取待分类图像中

的偏振光谱 BRDF 与利用模型获得的偏振光谱 BRDF 按照一定的判定准则进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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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划分，同时在决策级实现基于 D-S 理论的融合。基于模型建立的分类方法克服

了由于偏振光谱BRDF参数对探测几何条件的敏感性而造成分类精度下降的影响。 

 

关键词：偏振光谱，建模分析，融合分类，建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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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ts of attentions have been taken on imaging spectropolarimetric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relams ranging from biomedical, computer vision, to remote sensing, etc. Imaging 

spectropolarimetric technique can supply richer information, and add extra polarimetric 

information when comparing to conventional hyper/multi-spectral imaging. Spectal, 

spatial, and polarimetric information would be acquired simultaneously. Polarimetric 

information captured by imaging spectropolarimetric technique could enhance the 

contrast between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And moreover, it also helps us to classify 

targets, separate interested targets, and identify camouflage targets in complex 

environment more correctly and effectively. The spectropolarimetric BRDF 

characteristics for various typical background and foreground are studied, and followed 

by spectropolarimetric BRDF models are built. Finally, its appilication in targets 

classification is also studied. The main contributions are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1) The spectropolarimetric BRDF governing equation and principle of 

measurement are discussed, and the derived measurement approach to build dataset that 

includes rich background and targets is used.  

(2) Spectropolarimetric BRDF modeling approach based on LS-SVM regression 

for soil background is proposed. And after carefully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tropolarimetric BRDF and detection geometry (mainly the angles of observation 

and azimuth angle), the spectropolarimetric BRDF modeling is achieved by modeling 

scale spectral BRDF and degree of polarimetric components using LS-SVM regression 

respectively. In the end, the modeling results based 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 

are compared, and they demonstrate the proposed method behaves more accurately and 

robustly. 

(3) A new parameters retrival method to obtain the non-linear model parameters is 

proposed. Painted targets are selected, and models of the spectral BRDF and degree of 

polarimetric components are built respectively to achieve the modeling of 

spectropolarimetric BRDF for painted targets,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background. The 

new method that combines the LM and GA is ultilized to retrieve the non-linear model 

parameters. The initial value of LM is automatic got using GA instead of manully gu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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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final value is achieved by using LM. Model predicted values are close to the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value, and the modeling results are with low errors.  

(4) Two viewpoints on how to ultilize the spectropolarimetric information in 

classification is studied. One is based on classifier learning, while the other is based on 

spectropolarimetric BRDF model building. As for the method that is based on classifier 

learning, we mainly input spectral BRDF and spectral degree of polarimetric into two 

different SVM classifiers. The final classification results are achieved by fusion in the 

decision level using D-S rule. The adapted features are stable to different solar intense. 

The advantage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are highlighted when compar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using feature that is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polarimetric 

information.  

(5) As for the method that is based on model building, models are built using 

methods based on the previous discussed charpters in this thesis. Non-Lambertian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ested targets are described by the built spectropolarimetric BRDF 

model. Detection geometry is obtained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acquirision of 

unclassified scenes. The extracted spectropolarimetric BRDF feature of unclassified 

samples is compared to the modeled spectropolarimetric BRDF and then they a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a customize rule, and finally classification fusion is achieved in 

the decision level as same as the method based on classifier learning. This classification 

method overcomes the drawbacks of effection detection of geometry to the correction of 

classification. 

 

Keywords: spectropolarimetric; modeling analysis; fusion class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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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引言 

随着遥感探测技术及成像技术的发展，对地物的观测已经由单波段遥感发展

到多波段遥感，达到了基于波谱特征识别地物的目的[1,2]。而传统的多波段传感器

在利用多波段、多时相、高光谱的遥感数据来提高遥感对地物识别能力时，大部

分都是采用垂直对地观测的方式，只能获取目标的二维平面信息。然而无论大气

还是地物都不是理想的朗伯表面，它们的反射都是材料波谱特性和空间结构特点

的函数，单一方向遥感只能得到地面目标一个方向的投影，缺乏足够的信息来同

时推断一个像元的主要目标波谱和空间结构，丢失了结构信息，从而使定量遥感

非常困难。与单一方向遥感相比，多角度观测在多个不同方向位置对地面固定目

标进行观察，使得对目标的观测信息得以丰富，有利于提取关于目标的详细三维

空间结构信息，为定量遥感的实现提供了新的途径[3,4]。 

传统的遥感仪器多以目标的反射辐射或自身的辐射强度来推断目标的状态和

性质，并没有对遥感信号的偏振特性加以重视，而将其作为一种“噪音”来处理。但

随着空间遥感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注意到地表或大气中的目标地物，在反射、

散射和透射电磁辐射的过程中，会产生由材料表面的光学特性决定[5,6]的偏振特征，

这也正是其能为遥感中提供额外信息的基础。偏振遥感的独特之处是可以解决传

统光学遥感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通过测量目标辐射和反光的偏振强度值、偏振

度、偏振方位角、偏振椭率和辐射率，它可以解决传统光度学探测无法解决的一

些问题,具有比辐射测量更高的精度[7]，偏振信息在遥感领域中的重要性已得到

NASA 的认可。在探测目标地物的二向性反射的同时，可以通过对地物的偏振探

测获得目标地物偏振态的三维空间分布。不同地物或同一地物不同状态（如介质

特征、结构特征、粗糙度、土壤含水量等）产生不同的偏振态，且与波长密切相

关，构成了偏振二向反射光谱，因此探测目标地物偏振信息正成为遥感目标识别

的新手段[8-12]。研究表明利用偏振成像可以有效地消除背景噪声，可以增加目标物

的信息量，在某种程度上能大大提高目标探测和地物识别的准确度，是其他探测

手段无法替代的新型对地探测技术，在目标检测、分类、识别[8,9,13-23]、水色遥感
[24-28]、恶劣条件下（如水下、尘雾天气等）成像图像的增强[29-31]、计算机视觉[9,15,32-34]、

工业监视、智能交通[35]、医学诊断[36,37]、石油污染监测[38]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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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1.2 偏振探测国内外研究及应用现状 

由于偏振光成像技术目前属于目标探测识别中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并具有

很大的应用和发展潜力，因此国外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

探索。美国的很多大学，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波士顿大学，以及加

拿大的卡尔加里大学，英国的南安普敦大学在这方面都取得了一些引人注意的成

果。在可见光方面，法国研制的 POLDER[39,40] (Polarimetric and Directionality of the 

Earth’s Reflectance ) 在日本的 ADEOS 上运行了 8 个月，获取的数据在矢量大气辐

射传输理论的建立、水生植被双向反射系数获取和云层热力学相参数估计等方面

都取得了很多先进成果。在偏振图像分析、目标识别的算法，偏振光探测器件设

计等方面也有相关研究报道[15,16,34,41,42]。在军事应用上，与主动雷达扫描方式不同，

偏振成像设备体积较小、功耗低，探测对象可以是物体主动发射或者反射的电磁

波中的偏振部分，便于自身的隐蔽。因此，偏振光应用的研究也倍受重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了初期探索，特别是从 1997 年至今 SPIE 会议将偏振遥感作为

一个单独的研究专题，在偏振理论和模型、偏振探测仪器和设备及偏振遥感在农

业、地理、海洋、军事等领域的应用专题。美国的 Egan[10,11,43-53]等对 C-130 和 B-52

飞机进行线偏振光特性研究,实验数据表明飞机不同位置的偏振光的光谱分布不一

样，机身亮处在绿光波长上偏振度 大，暗处偏振度 大出现在红外谱段，机身

偏振度远远大于天空，因此可以将二者区分。Egan 对伪装隐蔽在沙滩和树木背景

下的士兵及军用车辆进行偏振和光度测量。美国海军和空军研究室(Naval Research 

Lab. and Air Force Research Lab.)的 Priest[54]、Goldstein[55,56]等领导的小组于 2000

年给出黑体、白体及 12 种不同颜色的铝板与入射角、波段的关系，对有不同颜色、

反射率和表面涂料的面板材料做测量和分析，研究表明在这种环境下使用偏振检

测相对光度检测具备优势，如果同时使用偏振探测和传统辐照探测，能够识别大

多数军事目标；2002~2008 年，Air Force Research Lab 的 Goldstein[57-61]等人分析了

三种半导体物质(镓砷，硅，碲锌镉)、植被、水泥、橡胶、汽车涂层等的偏振特性

与波段、与入射角的关系。加拿大 Quebec[62]海军研究中心和法国 Brest 的激光和

光谱测量实验室[63]利用偏振激光雷达研究了水下消偏振因素和散射体之间的关

系。G.orssell[64]和 Y. Aron; Y. Gronau[65]分别对车辆和帐篷做了野外偏振成像实验，

可以辨别出常规遥感手段所无法识别的伪装目标。瑞典的 Goran Forssell 和 Eva 

Hedborg Karlsson[66]利用红外偏振成像仪检测伪装网覆盖下的金属目标，随后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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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野外的步兵地雷和被伪装网覆盖的地雷进行了被动红外偏振成像检测。结

果表明，通过目标的偏振信息可以有效地提高伪装检测能力。法国的 Sebastien 

Breugnot[67]等人利用偏振成像仪分析了不同材料在 809nm 波段的偏振特性对所采

集的偏振图像进行 RGB 伪彩色融合，结果发现融合后的偏振图像能够更好地表征

目标的物理特性。荷兰物理电子研究所和丹麦防卫研究所利用偏振成像技术探测

散落在草丛中的地雷，他们通过在普通红外成像仪加装偏振镜头方式，采集地雷

的偏振图像，发现偏振图像中地雷与背景的对比度远远高于强度图像，便于对地

雷的检测。 

在国内，偏振成像技术的研究起步晚、研究少，总的看来，我国在偏振成像

技术、偏振光物体识别方面还处于发展阶段，有很多理论与实验的问题需要进一

步地研究[68,69]。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遥感重点实验室的李小文院士等人提出了新的

基于核驱动的二向反射分布函数 (Bidirectional Reflectance Distribution Functions, 

BRDF) 模型，并用该模型反演叶面积指数、树木几何形状等，但是它们主要是利

用多角度波谱信息和普通的强度信息来进行植被参数的反演，并没有将偏振信息

应用到定量遥感上[4]。1995 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金锡

锋在中科院长春净月潭遥感实验站的资助下，开展了偏振光的三维测量仪器研究，

并申请专利。东北师范大学的赵云升、宋开山、赵虎教授[27,28,70-75]等利用线偏振光

入射，研究植物单叶、土壤、植被、岩石等典型地物和目标的偏振特性，分析偏

振反射比与入射、反射几何条件之间的定性定量关系，建立了典型地物偏振反射

数据数据库。近年来该小组在水体悬浮泥沙含量、水体叶绿素含量及水体油面污

染[27,28,76,77]等方面进行了偏振探测研究，并取得了一些较好的成绩。中国科学院安

徽光学仪器研究所完成了地面偏振成像光谱仪器样机的研究，并研制了可调波段

偏振 CCD 相机机载原理样机。孙晓兵、乔延利教授[71,72,78-84]等人利用自制的地面

多波段偏振 CCD 相机原理样机采集偏振图像，并将偏振图像和普通灰度图像进行

对比分析，指出偏振度图像容易分辨对比度较小的灰度图像，且边缘信息得到了

增强，还指出表面较暗的目标一般具有较大的偏振度，人造目标的偏振度一般要

大于自然目标，但是他们并没有给出偏振度图像与测量物体表面粗糙度、观测角

等依赖关系的定量描述。近年来，他们完成了三路并行无人机载偏振 CCD 相机的

光机结构设计，满足了无人机飞行试验要求，但还未见到成功用于偏振载荷无人

机飞行的相关报导 [85]。此外西北工业大学控制与信息研究所偏振光谱研究组
[13,36,86,87]、国防科技大学[69,88,89]、北京大学的对地探测与 3S 集成应用分室[90]等一

些高校也开展有关偏振信息在复杂环境下的目标检测、目标自动分类、伪装目标

识别、仿生导航等方面的应用研究[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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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偏振光谱二向反射测量及模型发展现状 

§1.3.1 偏振光谱二向反射测量发展现状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在 BRDF 方面展

开研究。为了能够获取目标和背景的 BRDF 数据库，人们尝试着设计各种实验测

量方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92]，随着偏振光谱信息在遥感、医学、目标探测与

识别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偏振光谱 BRDF 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偏振

光谱 BRDF 的测量采用的实验仪器主要有野外光谱仪(如 ASD、Ger 等)，这种实验

测量能获取较宽的波谱范围，甚至可达全光谱，且能较为准确的获得目标的辐射

量信息；或者可以采用获得空间信息的成像 CCD，为了获得各波段的偏振 BRDF，

通常使用液晶可调谐滤光片(Liquid Crystal Tunable Filters, LCTF)或声可调谐滤光

片(Acousto-Optic Tunable Filters, AOTF)，该方法主要的优点是能获得目标的空间

信息，但由于成像仪受噪声、曝光时间、暗电流等影响，无法获得目标的准确辐

射量，且受滤光片的限制，通常光谱范围也很有限[93]。多角度的实现是偏振光谱

BRDF 测量的关键技术，目前常见的实现方式是通过测角装置，其主要包括机械转

动和光学映射两种情况。 

  

(a)                       (b)                      (c) 

图 1-1 几种常见的室内外 BRDF 实验系统，(a)为 FIGOS；(b)为 LAGOS；(c)为 RIT 偏振

光谱 BRDF 室外实验系统 

 

机械转动装置，可以通过电机带动探测器围绕垂直轴和水平轴转动，实现对

上半球空间的 BRDF 采样[94,95]。1995 年苏黎世大学遥感实验室(Remote Sensing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Zurich)[94,96]构建了测量 BRDF 的外场实验系统(Dual-view 

Field-goniometer System FIGOS)，该系统包括天顶拱形、方位导轨和机动滑块三部

分，可以在天顶角[-75°,75°]、方位角[0°,360°]的空间范围采集高光谱 BRDF 数据，

如图 1-1a 所示；该实验室同时也搭建了与室外实验系统相类似的室内系统 

(Laboratory -goniometer System LAGOS)，如图 1-1b 所示。该实验系统利用 Ger3100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绪论 

 5

光谱仪作为探测器，只能获取点的辐射量信息，不能获取实验场景或实验目标的

空间信息。这些测量装置都在高的角度分辨率和快速的采集速度下对室内外材料

进行半球空间的精确测量。2005 年罗切斯特理工大学数字成像与遥感实验室

(Digital Imaging and Remote Sensing (DIRS) Laboratory,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 James R. Shell II 等人[41,42]提出了利用三角架和偏振 CCD 相机进行

室外偏振光谱 BRDF 的测量，该系统结构简单，经济实用，便于携带且测量准确，

但是该系统只能获得半球空间中的某些位置点的偏振光谱 BRDF 数据，其系统实

物图如图 1-1c 所示。 

光学映射装置通过椭圆凹面镜和平面镜等装置将目标散射的整个半球空间的

光线都反射到 CCD 传感器中，然后通过角度映射函数将散射角转化到传感器坐标

系统中，实现对目标 BRDF 数据采集[97-99]。光学映射装置没有任何移动部件，就

可以进行快速、准确和高角度分辨率的 BRDF 数据采集，相比机械转动装置实现

多角度测量，这种装置的采集速度和角度精度都要高得多(如图 1-2 所示)，这种实

验获取方法大大减少了此前介绍多角度 BRDF 获取的时间。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

是需要事先精确知道探测目标表面的几何结构，探测器得到的图像中的每一像元

对应都具有不同角度的 BRDF 实验测量值，且该角度是与探测目标表面的几何状

态是一一对应的[95]。 

 
(a)                     (b) 

图 1-2 光学映射实现多角度 BRDF 测量工具原理(a)与装置(b) 
 

BRDF 的测量可以在室内光源等可控条件下，也可以在户外较为复杂的条件。

对于室内测量，技术相对比较成熟，通常的测量仪器包括光源、探测器和测角装

置。实验中大多采取固定光源位置，而通过测角装置来改变探测器的方位角和天

顶角在上半球空间对目标进行采样。光源一般采用卤素灯、激光或其它一些波段

范围较宽且分布均匀的光源，这样可以利用光谱滤光片来选择波长，以便获取多

光谱/高光谱 BRDF 数据。相比于实验室的测量，室外测量会更加复杂。由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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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空间不均匀性以及天气状况的影响，这都给室外实验的进行增添了很大的

困难。室外测量主要包括地面测量和航空航天遥感测量，而地面测量又可以分为

固定和移动传感器两种测量装置。图 1-3 所示为几种常见的偏振光谱 BRDF 成像

的实验系统，有地面的测量系统，也有基于航空平台的测量系统。 

 
(a)                              (b) 

 
(c)                                  (d) 

图 1-3 几种常见不同平台的偏振光谱 BRDF 实验测量系统；(a)(b)为基于 LCTF 实现多光

谱的地面测量系统； (c)(d)为是采用滤光片转轮实现多波段机载测量系统 

 

国内有关 BRDF 及偏振光谱 BRDF 的测量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是也

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北京师范大学的遥感与 GIS 研究中心和中科院物理遥感所

共同合作，在 90 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 BRDF 研究工作，目前也建立了外场实验系

统(Rotating bracket multiangular viewing equiment，如图 1-4a 所示)和航空多光谱成

像系统(Airborne Multiangle TIR/VNIR Imaging System, AMTIS) ，外场实验系统可

以在主平面和交叉主平面的[0°,65°]天顶角范围(间隔为 5°)内进行实验，航空多光

谱成像系统可以在可见光、近红外和热红外波段的 9 个探测角方向完成多波段

BRDF 数据采集[100]。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研制的地物二向性反射比测

量装置，如图 1-4(b)所示。该仪器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包括光源系统、二向反射

光度计系统和控制系统。光度计的方位角为 0°~350°，有 A(630~690 nm)、

B(760~1100nm)两个波段；以镍钨灯作为光源，在 0°~60°范围内每隔 10°为一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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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入射方位；探测架上设有 7 个探测头，探测头的间隔为 10°,其范围是 0°~60°；

同时该设备还配有偏振镜头，能够任意角度旋转，可从多个观测点全方位地测量

地物反射辐射。数据的快速采集与处理均有电子控制板与微机自动完成，数据以

表格或曲线等形式输出，并可做各种统计分析[28,101]。安徽光机所和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合作在 90 年代就建立了 BRDF 室内激光测定系统[102,103]，后来又研制了室外

多角度 BRDF 测量系统，如图 1-4(c)所示。该系统的多角度实现装置和 FIGOS 类

似，包括一台自动测量架和 2 台野外型光谱仪，其中一台光谱仪固定在测量的测

量实验，另一台光谱仪放置在地面上同时测量漫反射板的辐射量，如图 1-4(c)所示，

天顶角测量范围为[-75°,75°]，方位角为[0°,360°]。系统于 2006 年 8 月进行了第一

次室外实验，取得了较好的结果[104]；2003 年安微光机所研制成功了机载多波段偏

振 CCD 相机，获取了航空偏振图像[85]。上海技物所在 20 世纪初和美国 Ger 公司

联合建立了一套机载多角度多光谱成像仪原理样机，可以获取 9 个角度的可见光、

近红外和热红外图像[105]。西北工业大学控制与信息研究所搭建了 Ger2600 偏振光

谱仪和基于 LCTF 和 CCD 的高精度偏振光谱成像仪相结合的方便快速的偏振光谱

BRDF 探测实验系统，该系统利用 VariSpec 液晶可调滤光片，实现快速获取可见

光至近红外波段高分辨率的偏振光谱图像，并且同时获取多角度探测目标的空间

信息和辐射量信息(如图 1-3b)[92,106]。另外，还有一批高校与研究机构在 BRDF 实

验仪器和测量方法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a)                       (b)                         (c) 

图 1-4 国内多角度实验测量系统 

 

§1.3.2 偏振光谱二向反射模型发展现状 

除了可以利用实验测量的方法来获得 BRDF 数据之外，通过各种不同的 BRDF

模型的数学函数式也可以获取目标和背景的 BRDF 数据。对于 BRDF 模型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在定量遥感中植被几何参数反演、地面参数反演等、计

算机视觉、计算机图形学中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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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型有数百种之多，因计算 BRDF 的角度不同

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大体上可以分为统计经验模型、物理模型和经验/半经验模

型等 3 类。物理模型研究得 为深入，理论基础完善，代表着 BRDF 模型研究的

主流方向，其模型参数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并对光与地表物体的作用机理进行

了数学描述，主要有辐射传输模型、几何光学模型、混合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模型 4

类。辐射传输模型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是辐射传输方程，优点在于能考虑多次散射

作用，对均匀植被尤其在红外和微波波段较重要；其缺点是其三维空间微分方程

过于复杂，通常只能得到数值解，并且没有很好地考虑 BRDF 各向异性[113]。几何

光学模型的适用性更加广泛，主要考虑地物的宏观几何结构，把地物假定为具有

已知几何形状和光学性质、按一定方式排列的几何体，根据几何光学原理，分析

几何体对入射光线的截获和遮阴以及地表的反射来确定植被冠层的方向反射。但

是当材料表面的小面元尺寸与波长成比例或小于波长时，基本的光线模型就不适

用了[92]；计算机模拟模型的理论是基于 Monte-Carlo 方法，应用计算机模拟给定分

布函数，是一种具有统计特征的数学方法[114]。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此类模型还可

以作为验证其他模型的工具。但是此类方法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需要消耗很大

的计算机资源和计算时间，并且需事先预知概率密度函数；半经验模型抓住了影

响 BRDF 的主要因子，既利用了测量数据，又引入了物理基础原理，具有更广泛

的通用性，也是一种直观、简单、有效而有发展前途的模型。半经验模型发展到

已经有多种多样的模型来模拟不同的目标和背景。 

接下来综述几种常见的 BRDF 模型及适用的目标类型。 初的 Lambert 模型

是为了描述理想漫反射表面，认为目标表面的散射特性是不依赖于观测几何位置，

而这种理想的朗伯体是不存在的。对于背景材料(如草坪、土壤、沙漠等)的半经验

模型， 常采用的是基于核驱动模型，该模型总共有通过面散射核、体散射核及

漫反射项，通过不同的组合可以用来模拟不同植被的 BRDF 模型[115,116]；土壤的模

型主要是基于 Hapke 及其发展模型[117,118]、Phong 模型及其改进模型[119,120]、Walthall

及其改进模型[121]等；而 Otterman 模型[122]和 Staylor-Suttles 模型[123]都是用来模拟

土壤、沙漠及干旱地区等环境，这些背景模型大多被用来处理真实遥感数据，并

且得到较好的结果；对于目标表面散射特性模拟，Ward 模型[124]可以有效的模拟光

滑的金属表面及各向异性的表面散射特性； Torrance-Sparrow 模型 [125] 和

Cook-Torrance 模型[126]是基于 V 型槽结构的基础上，模型中包括遮蔽和掩饰效应，

可以很好的模拟具有 V 型结构的目标表面，在计算机图形学中应用广泛，

Torrance-Sparrow 模型可以拟合具有非镜向峰值目标散射特性，Cook-Torrance 模型

可以有效模拟铜、金等金属的散射特性，同时对一些塑料、陶瓷等非金属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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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较为有效[127]；另外在计算机图形学中较为广泛应用的解析模型还有一些将

BRDF 描述为在小波基、球谐函数、Zernike 等基本函数上的不同线性组合来描述，

通常这些基本函数在空间中表现为特定的形状，且这些基本函数可以是与波长相

关[107]；Maxwell-Beard 模型[128]和 Sandford-Robertson 模型[129] 早分别是用来模拟

涂层表面和航空红外信号，目前它们的应用范围却非常广泛，只是后者不能模拟

极化效应；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五参数模型，用来模拟粗糙表面的反射情况[102]，

现在又发展了一些基于小面元模型的涂层目标的模型，这些模型将反射分为组合

成不同系数的镜面和漫反射两项函数项，用不同的参数反演方法进行模型反演
[130,131]。关于多波段的 BRDF 的建模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对不同的波段分别进行建

模来实现多波段 BRDF 建模，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思含等[132]在基于核驱动的 BRDF

模型中，将波长参数引入到核函数中，这样反演得到的模型参数与波长无关，而

只与冠层结构等相关的参数。 

以上讨论的模型都是关于标量 BRDF 模型，并没有考虑光与目标、背景表面

作用后的偏振态变化。为了能够描述目标和背景表面的偏振 BRDF 特性，就需要

将 BRDF 模型推广到偏振 BRDF 模型高度。当入射光与测量目标表面作用时，不

仅要考虑强度变化，而且要考虑光的偏振态变化。但相对于 BRDF 建模研究，偏

振 BRDF 的模型研究开展得较少。Richard G. Priest [133,134] 从小面元模型、遮蔽函

数和菲涅尔反射出发，通过坐标变化并利用琼斯矩阵将菲涅尔反射转化为偏振矩

阵形式，然后组合各种小模型建立偏振光谱 BRDF 模型，建立了基于小面元的偏

振 BRDF 模型。该模型的参数包含描述目标表面的粗糙度、折射率等具有明确物

理意义的参量，且这些参数在不同的波段也不相同[134]。并且当考虑到小面元之间

的遮蔽与掩盖影响时，模型变得更加复杂，此时模型参数反演也变得更加困难。 

James R. Shell II (DIRS,RIT)[135]在室外遥感的情况下，通过对偏振光谱 BRDF

的强度( 也即标量 BRDF )、偏振度 (Degree of Polarimetric, DoP )和偏振方位角 

(Orientation of Polarimetric, Orientation )三个分量分别进行建模来实现偏振光谱

BRDF 建模，其中强度分量采用上面讨论的已有的标量 BRDF 模型；通过分析偏

振度分量与探测几何条件(太阳入射角、探测角及探测方位角)之间的关系，建立了

偏振度分量近似的模型；偏振方位角分量模型则是通过分析小面元反射和坐标转

化而建立的，完全通过分析实验数据之间的关系而建立的，因而较为简单但精度

大体来说不高。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冯巍巍[130][131]等人虽然提出了

多参量偏振双向反射分布函数模型，并用遗传算法等及其改进算法反演得到模型

参数，但由于只对其中的标量分量(也即 f00 参数)进行模型建立，并未对其中的偏

振分量建模，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算成是偏振 BRDF 的模型建立。西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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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信息研究所的杨铁恒等[92,136]考虑到偏振方位角分量(Orientation)实验测量

值存在误差较大，只对强度分量(f00)和偏振度分量(DoP)分别建模，强度分量(f00)

采用通用的 Wathall 模型[121]，通过详细分析实验测量数据与太阳入射角、方位角、

探测角、波长等之间的关系，发现探测目标的偏振度(DoP)与相位角之间存在着较

大的关系，提出基于相位角的 5 次多项式偏振度(DoP)分量模型，该模型具有简单、

精度较高优点，在较大探测几何范围内与实验测量值吻合得都较好，因而在对精

度要求不是苛刻时可以选用。东北师范大学的吴太夏、赵云升等[137]对 0°、90°偏

振光入射到土壤表面后的对土壤反射后的偏振反射比进行了基于 Hapke 模型的建

立。 

§1.4 论文研究内容及结构 

偏振光谱图像与传统强度高/多光谱图像相比，除了提供强度光谱信息、空间

信息之外，还提供了背景和目标的偏振度、偏振方位角光谱信息，所提供的信息

更加丰富，且提供的偏振信息相比普通强度高/多光谱信息更加有利于目标的分类、

检测等任务，在复杂环境甚至存在干扰的伪装隐藏目标的识别、检测等都具有很

好的应用前景。本文针对偏振光谱信息在目标分类上的应用方面展开了研究。对

于典型背景和目标的偏振光谱 BRDF 特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考虑到背景和

目标之间偏振反射特性存在较大差异，不能用统一的模型进行描述，分别对背景

和目标的偏振二向反射特性进行模型建立。对背景的模型建立采用较为简单但有

效的基于 LS-SVM(Least square-Support Vector Machine)方法，对目标则将其理解为

其表面是由不同法向方向的微小面元的组合而成，在对其模型参数反演时，提出

遗传 LM(Levenberg-Marquardt)的优化方法。针对偏振光谱 BRDF 信息在目标分类

上的研究，首先分别将强度光谱信息(f00λ)和偏振度光谱(DoPλ)信息输入基于 SVM

的分类器，并在决策层实现了分类融合；其次考虑到训练样本和待分类图像之间

的探测几何条件不一致性会对分类引起的误差，采用基于模型建立的方法实现目

标分类。该方法首先对待分类目标和背景建立偏振光谱 BRDF 模型，该模型具有

描述目标的 non-Lambertian 特性的能力。在获得待分类图像的同时获得对应的探

测几何条件，并提取待分类图像中的偏振光谱 BRDF 与利用模型获得的偏振光谱

BRDF 按照一定的判定准则进行类别划分， 后同样在决策级实现基于 D-S 理论

的融合。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七个部分，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就偏振光谱信息及在图像分类、目标识别等上的利用及研究

现状、国内外发展进行了概述，同时给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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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偏振光谱 BRDF 理论及其户外实验测量。主要介绍偏振光谱 BRDF

的理论，将光用 Stokes 矢量形式描述，介绍了从标量 BRDF 到矢量 BRDF 的推导

过程。同时还介绍了标量辐射控制方程到矢量辐射控制方程的过程，及由此导出

的相对测量实验方法。本章同时还介绍了本课题组自行搭建的偏振光谱 BRDF 实

验系统。 

第三章：土壤背景偏振光谱 BRDF 的模型建立。主要研究背景偏振光谱 BRDF

的模型建立。针对背景各向异性差异不明显，较为均匀等特点，采用基于 LS-SVM

回归的方法对其进行建模。建模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很好的描述背景在 2π空间范

围的偏振光谱二向反射特性； 

第四章：涂层目标偏振光谱 BRDF 的模型建立。针对涂层伪装木标具有较强

的 non-Lambertian 特性，目标表面可以看成由许多不同法向的微小平面组成。采

用基于小面元的模型对目标表面进行建模。在模型参数反演过程中，提出遗传 LM

算法来获得非线性模型的参数。首先使用遗传算法计算近似 优参数解，作为参

数初始值，然后再使用 LM 进行参数精确计算，建模结果表明，本文所用的基于

小面元模型能较好的满足模型精度要求，且提出的非线性参数求解方法具有良好

性能。 

第五章：偏振光谱信息用于目标分类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两种利用偏

振信息的方法。其一是基于分类器学习的方法，另一是基于模型建立的方法。两

种方法均在决策级上使用基于 D-S 证据理论实现融合，均综合了标量 BRDF 光谱

分类结果和偏振度光谱分类结果。基于分类器学习的分类方法分别将标量 BRDF

光谱信息和偏振度光谱信息用于目标分类，并且在决策级实现基于 D-S 理论的融

合，所采用的标量 BRDF 光谱和偏振度光谱特征在不同的天气条件下较为稳定，

后与基于图像灰度(Digital Number, DN)光谱特征和未引入偏振特征的分类结果

进行比较分析来体现偏振信息在图像分类上的优势；基于模型建立的方法是建立

偏振光谱 BRDF 模型描述不同探测几何条件下目标的 non-Lambertian 特性，在获

得待测图像的同时获得对应的探测几何条件，并提取待测图像中的偏振光谱数据

与利用模型获得的偏振光谱数据按照一定的判定准则进行类别划分。基于模型建

立的分类方法克服了由于偏振光谱 BRDF 参数对探测几何条件的敏感性而造成分

类精度下降的影响。 

第六章：总结与展望。总结了本论文的贡献和创新，并对论文所研究的内容

和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看法。 

附录：典型背景和目标偏振光谱 BRDF 数据库介绍及使用手册。介绍了自行

构建偏振光谱 BRDF 数据库及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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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给出了论文各章节之间的关系。 

 
图 1-5 各章安排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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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偏振控制辐射方程及偏振光谱 BRDF 户外实验

测量 

§2.1 引言 

研究表明利用偏振成像可以有效地消除背景噪声，提高图像对比度。偏振光

谱图像能较强地抑制背景，突出伪装目标，描述伪装目标细节特征，根据伪装目

标与背景偏振信息的差异进行伪装目标检测，在目标检测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

景。几乎所有的文献都明确指出伪装目标的偏振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探测波

长、光照条件、探测方向、伪装目标的粗糙度、涂层厚度等条件[69,83,138]，但都没

有对这种关系进行定量描述。若探测条件不合适，很可能会导致伪装目标与背景

呈现出相似的偏振特性，即使引入了偏振信息，同样导致检测的失败。因而展开

伪装目标呈现的偏振特性对于波长、入射及探测关系的定量研究是回答“用偏振信

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进识别结果”等问题的基础。 

本章从基于电磁波传输理论模型的控制辐射方程着手，分析了偏振信息的定

量化研究。分别介绍了偏振光谱 BRDF 的概念、偏振控制辐射方程、以及根据控

制辐射方程导出的实验测量， 后还介绍了我们搭建的基于液晶可调滤光片的偏

振高光谱成像探测实验系统。 

§2.2 偏振光谱 BRDF 及偏振控制辐射方程[42,92,136,139] 

探测器接收到的能量是和测量目标表面及内部特性是紧密相关的，在讨论探

测器接收的能量情况及各部分能量的解析表达式之前，我们事先介绍偏振光谱

BRDF 的定义。 

§2.2.1 偏振光谱二向反射分布函数 

目标的反射特性(Reflectance Characteristics)是指目标表面反射出的光的辐射

能量与入射到目标表面的辐射能量的比值，是表征目标表面特性的物理量[139]。当

目标表面为理想镜面反射时，只有在镜向才能接收到目标表面的能量；而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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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为理想朗伯体时，探测器在整个半球空间接收到的辐射量是不依赖于探测器

的方位。但通常情况下，实际的目标是介于两种极端情况之间，也即不同方位角

下的探测器接收到的目标表面的辐射量是不同的。二向反射分布函数(BRDF)[140]

参数刻划了目标表面的不同入射方位和反射方位组合的反射特性，BRDF 同时也是

关于波长的函数，值得注意的是，与反射特征参数不同，BRDF 是具有单位的物理

量。偏振光谱 BRDF (Spectropolarimetric Bidirectional Distribution Functions)是标量

BRDF[140]更为一般的性质，它同时考虑了散射的偏振特性，定量描述了探测目标

光谱及偏振的空间散射分布特性，同时也获得任意入射角和散射角的偏振 BRDF

随波长的变化规律。能很好地将材料的反射特性和散射特性及偏振特性有机的统

一于同一概念中，它表示一个基本的光学特性，是对于某一入射方向光波在表面

半球空间的反射能量及偏振态变化的分布。 

r

i


r i

dA

Ẑ

 
图 2-1 BRDF 几何位置关系 

它由反射介质的表面粗糙度、介电常数及辐射波长和偏振等因素决定，与入

射辐射的空间分布无关。偏振光谱 BRDF 是标量 BRDF 的更一般形式，它除了能

量化方向散射的大小之外，还可以给出散射的偏振特性，可以表示为： 

, ; ;( , ) ( , , ; ) ( , )i i r i r i id L d E          
 

r iF            (2-1) 

其中  为波长， , ;( , , )r i i r rd L     


表示沿着 ( , )r r  方向出射的辐射亮度，

;( , )i i id E   


表示沿着 ( , )i i  方向入射到被测表面的辐照度。采用 Stokes 矢量来描

述入射和反射偏振光，此时可将(2-1)写成 Stokes 矢量形式为(忽略 V 分量[13,41])： 

0 000 01 02

1 10 11 12 1

20 21 222 2

L Ef f f

L f f f E

f f fL E

    
        
        

                  (2-2) 

上式中 L0、L1 和 L2 分别为反射辐射亮度的 Stokes 矢量参数，E0、E1 和 E2 分

别为入射辐照度的 Stokes 矢量参数，矩阵 f00元素就等于标量 BRDF 值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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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偏振控制辐射方程[92,139] 

探测器接收到的关于探测目标表面反射的包括辐射强度信息、偏振态等信息，

归根结底可以理解为光子与探测目标表面及内部的散射行为。探测目标表面一般

是较为粗糙的，可以理解为具有不同法向的微小面元组合而成，探测器接收的光

能量只来自于合适法向的微小面元的散射。太阳光在到达探测目标表面时，会与

大气层发生散射、吸收等作用，当光子与小面元进行相互作用时，其中只有一部

分光子会进入目标表面，或被吸收，或与目标内部发生作用后冲出目标表面进入

探测器，该部分能量反映了探测目标的内部组成结构信息。因而针对光子与测探

目标之间的散射行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探测器接收的信息，进而更加

有效的指导实验展开研究。反过来，通过研究探测器接收的强度信息和偏振信息

等，也可以分析探测目标的表面状态和内部结构。 

控制辐射方程[135,139](Governing Radiometric Equation)描述了太阳光—探测目

标表面—探测器之间的能量传输情况及太阳光在大气传输过程中的散射吸收情

况。而偏振控制辐射方程是更一般的方程，不仅考虑了太阳光传输过程中的辐射

量变化情况，同时也考虑其偏振态变化。针对太阳光的偏振控制辐射方程的研究，

一方面对太阳光在传输过程、与探测目标相互作用中的能量传递情况有定量的理

解，另一方面同时为实际遥感中偏振信息的定量及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i
Lt


Lu


Lr


Lrs


Lrss


Ls


Ls


 
图 2-2  探测器接收光线示意图 

在可见光遥感区域，到达探测目标表面的能量主要来自两部分，如图 2-2 所示，

太阳直射 Lr


和大气散射 Ls


。到达传感器的总辐射 Lt

可以近似分解为三部分：(1) 

经目标散射后直接到达探测器的太阳光 Lr


，包含太阳光经目标表面及内部发生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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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的能量 rsL


、 rssL


，其中 rssL


所占比例很少，在可见光范围内，很少考虑；(2) 目

标反射的天空散射光 sL

；(3) 经大气散射后，直接沿着目标－探测器方向进入探测

器的太阳光 uL

，该部分的能量所占比例也较少。不论地面或目标的反射情况以及

大气状况如何，上述三种辐射的大小都是依次递减的，并且这三种辐射都是关于

入射角、反射角和方位角的函数。 

我们先考虑标量 rL 的产生过程，再将其推到矢量形式：假定外大气层的太阳

辐照度为 sE ，在沿着太阳到目标的路径传播时，其透过率为 i 。当入射光经目标

表面的二向反射后，沿着目标到探测器的路径传播时，其透过率为 r 。于是 rL 可

以表示为： 
( ) ( , , ) cos ( ) ( )r r r r i r i i i s iL f E                           (2-3) 

将式(2-3)中的标量 fr用其 Muller 矩阵 Fr形式，Es用其 Stokes 矢量形式 sE


代人

式(2-3)可得到对应的 rL


： 

( ) ( , , ) cos ( ) ( )r r r r i r i i i s iL E        
 

F                  (2-4) 

在式(2-3)和(2-4)中，我们必须要考虑其中的坐标变换。因为 BRDF 是按目标

表面的法线方向定义的，而这个方向通常情况下是与天顶方向不一致。需要通过

坐标变换使目标表面法线方向与天顶方向达到一致。由于这里旨在描述辐射传播，

我们只考虑法线方向与天顶方向一致的情况[140]。 

同样也先考虑标量 sL 的产生过程，再扩展到其矢量形式：假设天空散射光为

i
sL ( i 表示不同的方位位置)，通过入射角余弦的修正和表面 BRDF 对这些散射光

的反射，并对反射后的天空散射光在上半球空间内积分，就可以得到目标表面反

射的总散射光。然后，总散射光经过从目标到传感器的传播削弱过程， 终到达

传感器的就是 sL 。因此， sL 可以表示为： 

( ) ( , , ) cos ( , )i

i

s r r r i r i s i iL f L d       



                (2-5) 

其中 sini i id d d    。将式(2-5)被积函数中标量 fr用其 Muller 矩阵 Fr形式，

i
sL 用其 Stokes 矢量形式 i

sL 


代人式(2-5)就可得到对应的 sL


： 

( ) ( , , ) cos ( , )i

i

s r r r i r i s i i iL L d       



 


F               (2-6) 

这里没有推导出 uL 及矢量 uL


的表达式，因为它的表达是相当复杂，且在实际

测量过程中往往被忽略。一般地，根据其几何关系， uL 及 uL


简写为： 
( , )u u rL L                                         (2-7) 

( , )u u rL L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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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得知 rL 和 sL 与其标量 fr 直接相关，而其矢量形式也与

对应的 Muller 矩阵 Fr直接相关。对于理想的漫反射朗伯反射目标表面，其标量 fr

是不具有方向性的，也即与探测几何条件、光源几何位置是无关的，可以用朗伯

表面的 BRDF( rf   )来代替，在计算 rL 和 sL 时，只需知道大气的衰减因子 ，

因而朗伯反射的假设大大地简化了辐射方程形式。但自然界中的 99%以上的目标

表面都呈现非朗伯特性，自然也不能用朗伯表面的 fr 来代替。由以上式子可以推

知，辐射控制方程可以表示为： 

t r s uL L L L    

cos cos i

i

r r i i s r r i s i uf E f L d L     



                 (2-9) 

由(2-9)式可推导得出标量 fr的表达式为： 

cos

cos

i

i

t r r i s i u

r
r i i s

L f L d L

f
E

 

  





  




                      (2-10) 

与其对应的矢量辐射控制方程为： 

t r s uL L L L  
   

 

cos cos i

i

r r i i s r r i s i uE L d L     



   
 

F F       (2-11) 

由于外大气层的太阳辐射可以认为是随机偏振的，所以只需考虑它的标量大

小，即 Stokes 矢量的第一个元素。因此 sE


可以用其标量形式 Es代替，在 rL


的表达

式中只考虑偏振 BRDF 矩阵的第一列元素。而在偏振遥感中，也只能反演出偏振

BRDF 的第一列元素，称这列元素为偏振 BRDF 的 Stokes 矢量表示形式。于是，

由(2-11)可以推导得出： 

00

10

20

cos cos i

i

r i i s t r r i s i u

f

f E L L d L

f

     



 
      
  


 

F          (2-12) 

所以，偏振光谱 BRDF 的 Stokes 矢量表示形式为： 

00

10

20 ( )

cos

cos

i

i

t r r i s i u

r i i s

L L d Lf

f
E

f


 

  





   
   
  


 

F

                 (2-13) 

此式即为偏振光谱BRDF的辐射控制方程，是从标量BRDF的表达式(2-10)中的

标量形式用其Stokes矢量形式描述而推导出，因而两表达式形式也是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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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偏振光谱 BRDF 的实验测量[41,92,106] 

由 2.2 节讨论可知，由于外大气层的太阳光是非偏振光，矢量 sE


可以只用其

第一个元素 sE 来表示，因此偏振遥感只能反演出 ( , , , )r i r   F 的第一列元素，称

这列元素为偏振 BRDF 的 Stokes 矢量表示形式。由式(2-13)可知： 

 

00

t s
10

s
20

f
L L

f
kE

f


 
   

  

 
                        (2-14) 

其中 cosr i ik    ，可知 k 是与大气环境、太阳高度角、探测角等相关的量，

且忽略偏振控制方程中的第三部分辐射量。由偏振光谱 BRDF 的辐射控制方程可

知， rL

需要在太阳光照射下测量得到， sL


则需要通过阴影技术测量得到，而 uL


在

地面遥感中近似为零，可以忽略不计；分母中的参数都是未知的，我们采取间接

测量的方法得到分母中的参量。也即在相同测量条件下时，分母是不依赖于测量

目标，只依赖于测量时的大气环境及光照。因而可以测量利用已知 f00 近似朗伯体

的定标白板间接求得分母参数。 

假设某定标材料的偏振光谱 BRDF 为： 

 

00_ref

t_ref s_ref
10_ref

s
20_ref

f
L L

f
kE

f


 
   

  

 
                    (2-15) 

令 sE kE ， t_refL 和 s_refL 分别为 t_refL


和 s_refL


的第一个元素，那么由上式可得： 
t_ref s_ref

00_ref

L L
E

f


                           (2-16) 

所以，相同测量条件下目标的偏振光谱 BRDF 为： 

 

 00
00_ref t st s

10
t_ref s_ref

20

f
f L LL L

f
E L L

f


        
  

  
          (2-17) 

偏振光谱 BRDF 的偏振度和偏振方位角为： 

( ) ( )

( )
( )

2 2
10 20

00

f f
DoP

f
 





                       (2-18) 

( )1
( )

( )

1
tan

2

20

10

f
Orientation

f






  
  

 
                 (2-19) 

自然背景的反射光中，与人造目标相比，其多次散射光占主要成分，因而背

景 DoP 相对较小，DoP 参量能较好区分目标与背景，且能够清晰地表达粗糙背景

的纹理特征[106,136]；而 Orientation 则描述了不同材料的表面取向，在不同材料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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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处变化较大，能够很好区分目标和背景材料及提取边缘信息，但 Orientation 参

数受噪声影响较为明显[106]。由(2-17)式可知，比较测量法中要求定标材料的 BRDF

值 00_reff 为已知，而朗伯板的 BRDF 恒为 π (  取为 0.98)。 

由于椭圆偏振成分很少，Stokes 矢量的 S0 还可以近似表示成两个正交线偏振

状态光强之和，S1 为水平偏振方向与垂直偏振方向的差值，S1 为 45°偏振方向与

135°偏振方向的差值，则目标的偏振光谱 BRDF 实验计算式为： 

 
   

00

10
t_ref t_ref s_ref s_ref

20

f

f
I I I I

f



  

 
       
  

 

        
   

   

2t_0 s_0 t_45 s_45 t_90 s_90 t_135 s_135

t_0 s_0 t_90 s_90

t_45 s_45 t_135 s_135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2-20) 

其中下标 和分别表示水平和垂直的偏振方向，即 0°和 90°。因此对于某个

探测位置单个光谱波段的偏振 BRDF 数据，至少需要 4 组(阳光下和阴影下的两个

正交偏振方向)定标材料数据和 8 组(阳光下和阴影下的四个偏振方向)目标材料数

据。 

户外实验集中在中午 12 时前后 1~2 小时内完成，此时在实验采集过程中，太

阳高度角的变化可以认为近似不变化。我们同时采集探测目标的图像数据和光谱

仪数据，获得目标的真实辐射量、空间信息及偏振光谱信息。我们通过改变探测

器的几何位置来获得目标的多角度偏振光谱 BRDF 测量值[16]，如图 2-3 所示。在

每一几何位置时，同时采集不同偏振角度的 CCD 相机数据和光谱仪数据。 

 

 
图 2-3 多角度偏振光谱 BRDF 实验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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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偏振光谱 BRDF 户外实验系统 

由本课题组搭建的基于 LCTF 的高精度偏振光谱成像系统具有几个主要组成

部分：物镜镜头、LCTF 及其控制器、Relay Lens 、Qimage 16-bit 高精度相机，其

相应的系统实物图 2-4 所示。该系统所有部件集成在基座上，由便携式计算机及蓄

电池供电，整体结构紧凑、灵巧，特别适合野外作业，而且响应时间较短、重量

轻，也适合搭载在无人机上进行航空作业。 

由于 CCD 相机无法直接获得探测目标的辐射量，只能通过灰度值(Digital 

Number DN)来反映，考虑到灰度值受暗电流、成像环境等的影响较大，因而在构

建系统时，同时使用了能获得目标辐射量值的Ger 2600便携式野外高光谱仪(图 2-5

所示)，因而本课题组构建的偏振光谱系统能同时获得目标表面的辐射量、空间信

息及偏振光谱信息[92,106]。 

 

图 2-4 高精度偏振光谱成像系统 

 

 
图 2-5 Ger2600 野外光谱仪 

 

实验系统采用美国 CRI 公司生产的 Vari spec 液晶可调谐滤光片(LCTF)，相比

机械转轮滤光片，它具有速度快、控制精确等优势[99]。本实验系统采用的 LCTF

同时具有滤光片和偏振片的功能，其内部结构如图 2-6 所示，它总共由 6 Lyot 单元

级联组成。每一 Lyot 玻片单元具有 a 为偏振片，b 为相位延迟器，c 为液晶。LCTF

是根据液晶电控双折射效应制成的新型分光器件，它具有光调制、偏振和滤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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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是传统光谱分析技术中所用的分光器件如光栅、棱镜等所不能比拟的。LCTF

在 400~720nm 范围内的光谱响应曲线如图 2-7 所示。当波长小于 500nm 时，光的

透过率是较小的，不到 30%，因此在该范围内的成像质量相对较差，受噪声的影

响也较为明显[36]。LCTF 放置在成像镜头前面，通过旋转 LCTF 的不同方向在可见

光至近红外波段(400~720nm)进行偏振光谱成像。LCTF 控制器通过 USB 与计算机

相连，光谱分辨率可通过控制程序自定义设置。 

 

图 2-6 6 个 Lyot 级联成的 LCTF 结构 

 
图 2-7 LCTF 在波长 400~720nm 的透过率 

§2.5 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偏振光谱 BRDF 的定义，从基于标量 BRDF 的辐射传输理论

的辐射控制方程着手，讨论了探测器接收到的各个部分辐射量表达式；并讨论了

各个部分辐射量的矢量表示形式，继而将其扩展到基于偏振光谱 BRDF 矢量辐射

控制方程。依据该矢量传输方程导出偏振光谱 BRDF 的户外实验测量原理及实验

操作流程。本章中同时还介绍了本课题组构建的高精度偏振光谱实验系统及各个

组成部分的工作原理，该系统通过基于 LCTF 来实现偏振高光谱图像，同时利用

野外光谱仪获得目标表面的辐射量，因而构建的系统不仅能获得目标表面的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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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空间信息、光谱信息，同时能获得偏振光谱信息及真实辐射量信息，获得

信息量非常丰富，为其在复杂环境下的目标检测、伪装目标的检测、识别、分类

等的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本章 后还介绍了利用该系统在近似认为太阳高度角

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移动探测器来改变探测几何位置来实现多角度采集，用以分

析探测目标表面的偏振光谱 BRDF 特性及其描述模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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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于 LS-SVM 背景偏振光谱 BRDF 建模分析 

§3.1 引言 

地球表面或大气中的目标在反射、散射、透射及发射电磁辐射的过程中，由

于物体表面结构、内部构成、以及入射角度不同，反射电磁波不仅强度发生变化，

而且会产生由它们自身性质决定的偏振态的变化。同非偏振探测相比，偏振探测

能够提供更多区分目标的特征信息，而且偏振探测并不需要很高的辐射量测量精

度就可以达到相对较高的精度[52]。偏振信息在环境监测、土壤分类、目标判别
[12,141,142] 等都显示出了很好的优势。利用偏振信息来反演地物的结构、化学成分、

水分含量、岩石中金属含量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39]。偏振探测为地物识别提供

新的手段，大量对地偏振实验证实偏振信息在土壤植被分类、大气溶胶及海水表

面状态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74]。 

BRDF 能够较为全面的描述探测目标的空间散射分布特性，偏振特性是探测目

标本身所具有的较为稳定的特性，不同性质的目标之间偏振特性差异较大，特别

是前景和背景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偏振光谱 BRDF 是研究目标在较高的波长分

辨率下获得探测目标表现出的偏振二向反射特性，不仅获得对应波长偏振 BRDF

的空间分布，同时也获得任意入射角和散射角的偏振光谱 BRDF 随波长的变化规

律，研究目标的偏振光谱反射特性在地物遥感、计算机图像处理、目标识别、物

质分类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对探测目标进行每个角度及方位的测量，显然是

不切实际，也是不必要的，因而利用有限的测量实验值建立描述模型，并推广到 2π

空间是非常必需的。目前采用的模型主要是针对单波段。现有的关于在不同入射

和观测方向上探测目标偏振光谱反射特性变化的定量研究还较少，至今仍没有很

好的物理模型来描述地物的偏振二向反射特性[143]。 

本章以典型的土壤背景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试验采集的数据，详细分析探

测目标的偏振光谱 BRDF 与观测角度、探测方位角及波长之间的关系。基于已经

测量得到的数据集，将其中一部分作为训练集，一部分作为测试集，采用 LS-SVM

方法对训练集样本进行回归，得到 LS-SVM 参数。通过分别对偏振光谱 BRDF 的

强度分量和偏振度分量采用 LS-SVM 回归得到模型来建立偏振光谱 BRDF 模型，

后建模评价在测试集中完成，通过模型结果和实验结果分析比较，表明采用的

模型能很好的满足精度要求，同时明显优于基于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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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ANN)的建模结果。且基于 LS-SVM 回归的建模方法，相比“黑匣子”神

经网络等的建模方法，具有以下较好的优势 [144,145]：(1) 在小样本的条件下，

LS-SVM 的泛化能力明显比 BP 网络强；(2) LS-SVM 每次计算得到的回归式具有

确定的解析式；(3) 相比神经网络需用所有的训练样本来产生结果，LS-SVM 用到

的只是“支撑向量”的样本，因而即使样本维数很高，也不会给存储和计算带来麻烦。 

§3.2 LS-SVM 回归[144,145] 

给定训练样本集为 1{ , }N
i i id x ，其中 p

i x 表示训练样本是 p 维输入向量；

i i id y z  ， id 是标量测量输出值，表示系统输出 iy 受到噪声 iz 影响。回归的

目的是为了构建表示输出 iy 和输入 ix 向量之间的函数 ( )y f x 。定义如下方程： 

1

( ) ( )
h

T
i i

i

y w b b


    x w φ x            (3-1) 

其中 1 2 1 2[ , ,..., ] , [ , ,..., ]T T
h hw w w    w φ 。 ( )φ  表示的是 p h  的映射，该映射

将输入空间映射到有限维的特征空间的非线性映射，特征空间的维数较 p 高。

LS-SVM 与标准的 SVM 之间 大的区别就是 LS-SVM 的约束是等式约束，如式

(3-3)，而不是非等式约束，且损失函数是为 小二次平方函数，如式(3-2)。式(3-2)

和(3-3)分别表示的是回归的优化问题及其约束条件。 

2
1

, , 1

1 1
( , ,... )

2 2min
N

T
p N i

b e i

J e e C e


  
w

w w w          (3-2) 

( )T
i i id b e  w x                       (3-3) 

C  为常数，其作用是平衡回归曲线的光滑度和训练样本的回归误差。从

式(3-2)和(3-3)可得 Lagrangian 式为： 

1

( , , ; ) ( , ) { ( ) }
N

T
p i i i i

i

L w b e J e b e d  


    w w x     (3-4) 

根据 Karush-Khun-Tucker(KKT)条件，并消去其中w , e，α ,b 解由下式(3-5)一

系列线性方程给出： 

1

0 1 0

1
T

b

C

     
     

      Ω I




α d

                   (3-5) 

1 2[ , ,.... ]Nd d dd , 1 2[ , ,... ]N  α , 1 [1,...,1]


, ( , ) ( ) ( )T
ij i j i jK    x x x x ,

( )K  为核函数，Ω为核矩阵。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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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N

i i
i

y K b


  x x                        (3-6) 

本章中，我们通过实验测量得到有限土壤偏振光谱 BRDF 样本(这里总共有 21

组样本)，选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训练样本(11 组)得到(3-6)的回归方程；选取其余

的样本(10 组)作为测试样本来进行回归性能的评价。将建立的回归解析式作为土壤

偏振光谱 BRDF 数学模型，将有限测量条件得到的偏振光谱 BRDF 推广到 2π空间

任意测量几何条件下的偏振光谱 BRDF。 

§3.3 土壤背景偏振光谱 BRDF 与探测几何关系分析 

从偏振 BRDF 定义式(2-1)，我们可以得出偏振 BRDF 与入射角、探测器观测

角、方位角、波长等存在关系。同时，我们也知道偏振光谱 BRDF 满足互易性。

因而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主要分析土壤偏振光谱 BRDF 与观测角及方位角之

间的关系，观测角的范围为 0º～55º，考虑到土壤背景具有较好的各向同性性质，

因而实验测量过程中我们分析方位角 180º~360º 范围。为了研究不同波长土壤偏振

光谱 BRDF 和观测角、方位角之间的关系，应当在实验测量过程中保持入射角保

持不变，因而户外实验测量时间集中在正午十二时前后一小时，此时太阳光高度

角和方位角可以近似认为不发生变化。采集数据的时间为 2008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16 日之间。实验测量当天天气晴朗，光照较好，并且忽略太阳光入射角对于实

验测量数据的影响。一般而言，较为干燥的土壤可以近似认为朗伯体[70]。实验所

采用的土壤为褐色土壤，其所含有机物成分含量较高。实验测量前将土壤进行晾

干、研磨处理，使其含有少量水分。 

§3.3.1 探测器观测角 

从图 3-1a 中可以看出，f00λ随着观测角变化很小，总体来说，土壤背景表现为

朗伯体性质。实验测量之前，土壤先被太阳晾干，因而其含水量是非常少的。土

壤 f00 曲线在不同的波长相差较为明显，且在不同的波长，随观测角的变化规律一

致。不同探测角度下的土壤 f00 随着波长变化趋势是一致的，除了幅值大小不同。

也就是说，偏振光谱 BRDF 定义式中的波长变量和探测角变量是相互可以分离的。

在波长从 400~720nm 之间，土壤背景 f00 基本单调递增。 

如图 3-1b 所示，相比土壤 f00 参数，f10 参数在波长小于 550nm 时受噪声的影

响更大些，随波长的变化关系较为混乱，变化关系不明显。土壤 f10λ参数随着观测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三章 基于LS-SVM背景偏振光谱BRDF建模分析 

 26

角的变化相比较 f00λ参数要更加明显些，当波长较大时这种变化也更明显。而且我

们也可以注意到，当出现 f00λ 参数较大时对应的观测角时，f10λ 参数往往较小，反

之亦然。 

土壤 f20 参数不论随观测角的变化关系还是随波长的变化关系都很不明显，且

动态范围也较大(图 3-1c)。相比较 f00λ与探测角之间的关系，偏振度 DoP(λ)对于探

测角更加敏感(图 3-2d)。随观测角变化明显，表现为先递增后递减，基本上为一单

峰曲线。探测角从 0°变化到 40°时，土壤背景偏振度基本上随着探测角的增大而增

大，且在 40°左右达到 大值；当探测角从 40°变化到 55°时，偏振度从 大值较

快的衰减。当波长 λ<500nm 时，不同探测角度下的 DoP(λ)由于受到噪声影响较大，

表现异常。总体来说，土壤背景的偏振度很小， 小值为 0.02，接近于 0， 大值

也不过 0.16，说明土壤背景反射光中线偏振光部分很少，基本上为非偏振光。DoP(λ)

在不同波长的值相差较为明显，说明 DoP(λ)和波长大小有关。在不同的波长时，和

f00λ表现一致，不同观测角下 DoP(λ)随波长的变化规律一致。 

土壤 Orientation 参数在测量观测角及波长范围内都很杂乱，变化规律也很不

明显(图 3-1e)。针对以上土壤偏振光谱 BRDF 及导出参数随探测角、波长之间的变

化关系可知，对其中的 f00λ参数和 DoP(λ)参数进行建模是现实可行的，且在进行图

像分析时，该两参数对应的图像特征也是 为明显的[106]。因而在这之后，若不加

以说明，偏振光谱 BRDF 指的是 f00λ参数和 DoP(λ)参数，而非所有的五参数。 

§3.3.2 探测器方位角 

土壤背景基本表现为朗伯体性质，因而 f00λ随探测方位角的变化也不明显，也

即 f00λ 在不同的探测方位角基本保持不变。当探测方位角为 360°时，f00 值 大，

在测量方位角范围内，随着方位角的减少而减少。表明，土壤背景后向散射较前

向散射强，这与相关文献得出的结论一致[146]。f00 随着波长的变化趋势与探测几何

条件无关，不同的探测几何条件只会改变幅值的大小，不影响其随波长的变化趋

势。 

相比探测角而言，偏振度对于方位角的变化并不敏感，不同的方位角对应的

偏振度变化不明显。 小的偏振度值 DoP 是出现在当方位角为 360°时，也即当 f00

值 大时。通常情况下，f00 值较小时，DoP 往往较大，如表面为黑色的目标，其

f00 通常很小，但 DoP 却很大，一般可以达到 0.6 以上。这是因为当 f00 值较大的大

情况时，探测器接收到的反射光中多次散射光占主要成分，而多次散射光与目标

发生多次相互作用，往往趋向于无偏。在整个感兴趣的方位角范围内，DoP(λ)变化

都很小，除了在当波长小于 550nm 时，由于测量仪器在该波段范围内容易受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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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如图 3-2b 中已经被圈出来的几个异常尖峰点。正如前面讨论的一致，波长

和测量几何条件是高度独立的，不同的测量几何条件只会影响其峰值大小，并不

能影响其随波长变化的趋势。 

 

 

(a)                                             (b) 

 
(c)                                            (d) 

 

(e) 

图 3-1 土壤偏振光谱 BRDF 及导出参数与观测角的关系;(a)f00λ(b)f10λ(c) f20λ(d) DoP(λ) (e) 

Orientation(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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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3-2 土壤偏振光谱 BRDF 与方位角的关系; (a)f00λ (b) DoP(λ) 

§3.4 背景偏振光谱 BRDF 模型及建模结果分析 

§3.4.1 背景偏振光谱 BRDF 模型 

我们通过分别建立 f00λ模型和 DoP(λ)模型来实现偏振光谱 BRDF 的建模。从 3.3

节的讨论可知，不同探测几何条件下的土壤背景的 f00λ相差很小，基本表现为朗伯

体的性质，可以推知当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随机选择时，模型精度的差异不会很

明显。 

采用基于 LS-SVM 回归的方法对其建模，其中核函数选择为径向基函数，如

式(3-6)，根据训练样本求取 1 2[ , ,... ]N  α ，继而也就确定了模型的表达式，由

于参量α是根据训练样本求出，并没有任何的物理意义，因而在文中并未列出。 

对于 f00λ的建模，对应{ , }i idx 为 00{ , , , }i r f    ；对于 DoP(λ)的建模，我们引入

相位角 ε[92,135,136]作为回归变量，对应{ , }i idx 为 ( ){ , }DoP ，ε定义为： 

cos cos cos sin sin cosi r i r                 (3-7) 

图 3-3 所示为三个不同的波段上，基于 LS-SVM 回归曲线和 11 个不同相位角

的训练样本点的拟合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基于 LS-SVM 回归曲线和样本数据

点拟合得较好，且拟合曲线光滑，均方误差也较小。此外，不同波段下基于 LS-SVM

的回归曲线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这点和我们上面讨论偏振光谱 BRDF 特性所得

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接下来的一节，我们将讨论基于 LS-SVM 的建模方法的预

测值和实验测量值之间的差异，也即在已知探测几何条件下的测试集的性能和建

模精度。 后我们还将基于 LS-SVM 建模方法得出的结果与基于 ANN 建模结果进

行比较分析得出：基于 LS-SVM 建模方法达到了较好的精度，其泛化能力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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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于 ANN，且建模结果明显优于基于 ANN 的建模结果。 

 

图 3-3 基于 LS-SVM 回归曲线和不同相位角的训练样本点的拟合情况 

§3.4.2 背景偏振光谱 BRDF 建模结果分析 

用于建模的样本总数为 21 组，每一样本的探测几何条件均为已知。我们随机

选择其中的 11 组作为训练样本，进行回归解析式的参数求解，10 组作为测试样本，

来评价建立模型的性能及建模精度。表 3-1 为所有测试样本分别在

550nm,600nm,650nm 时实验测量值与基于回归模型的预测值之间的比较。从表 1

在 11 组测试集的建模结果中可以看出，f00λ的精度都较高，除了在第一组测试样本

的精度较差外，其余精度都较高， 高精度达到 0.12%，在波长为 550nm，在 11

个测试样本中的精度普遍比其它两个波长差；相比 f00λ，DoP(λ)的建模精度要差得

多，特别是当波长为 550nm 时，精度更差， 差精度达到 24.5%，和 f00λ类似，11

个测试样本的精度在波长为 550nm 差，这跟实验采集所用的 Ger2600 本身有关，

该设备的波长小于 550nm 时，测量受到噪声的影响较大。 

 

图 3-4 基于 LS-SVM 建模模型预测值与实验测量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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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所示为采用上述基于 LS-SVM 回归的建模方法在 10 组测试样本中 1 组

的预测值和实际实验测量值之间比较的结果。从图 3-4 中可以看出，在整个波长范

围内(400~720nm)，f00λ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际实验测量值之间相差很小，建模精度较

高，特别是当波长在 550~650nm 时，模型预测值和实际实验测量值基本上相同。

对于 DoP(λ)建模精度而言，当波长小于 550nm 时，由于测量仪器本身受噪声影响

明显，因而在该范围的建模精度也相应较差。当波长大于 550nm 时，模型预测值

和实际实验测量值吻合也较好。 

 

图 3-5 基于 LS-SVM 建模 DoP 模型预测值与实验测量值比较 

全部 21 组数据集(包括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基于 LS-SVM 模型的预测值和实

验测量值如图 3-5 所示，图中标记有箭头在旁边的数据点是指误差明显的点，也即

模型预测值和实验测量值相差较远的点。从结果中可以看出 DoP(λ)建模精度相比较

f00λ较低，这有可能是由于参量 DoP(λ)为间接导出参量，而非直接测量得到，这使

得其中的误差累积较大，因而对于精确建模也较为困难。 

为了突出基于 LS-SVM 建模在泛化能力、小样本建模上的优势，我们与基于

ANN 的建模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比较过程中，保持这两种方法选取的训练样本和

测试样本一致。图 3-6 和图 3-7 分别为 f00、DoP 在三个波长(500nm、550nm 和 600nm)

基于 LS-SVM 和基于 ANN 建模结果与实验测量值(或由实验测量值导出)结果。从

结果中可以看出：对于 f00 和 DoP 参量，基于 ANN 的建模结果与实验测量值在三

个波长下都相差很明显，建模误差也很明显，且基于 ANN 的建模结果的动态范围

比实验测量值的动态范围大得多。而基于 LS-SVM 的建模结果与其相比，与实验

测量值接近，动态范围也基本与实验测量值一致。实验测量过程中，噪声难以避

免，且实验测量数据(样本数量)也相对较少，从比较结果可以得出，基于 LS-SVM

对于噪声的鲁棒性要明显强于 ANN。在训练集上，两种建模方法都达到了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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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但在测试样本上的性能表现，基于 LS-SVM 要优于 ANN，表明基于 LS-SVM

建模的泛化能力要强于 ANN。在计算量方面，因为样本数量较少，两者之间的差

别并不是很明显。 

 
(a) 

 
(b) 

 

(c) 

图 3-6 基于 LS-SVM 建模、基于 ANN 建模的 f00 模型预测值与实验测量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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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3-8 基于 LS-SVM 建模、基于 ANN 建模的 DoP 模型预测值与实验测量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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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小结 

本章首先通过大量的实验，采集土壤背景的偏振光谱 BRDF 样本数据库，分

析土壤背景偏振光谱 BRDF 特性与探测几何条件的关系(探测角、探测方位角)，得

出：对于土壤背景来说，f00λ随探测几何条件变化并不明显，总体表现为朗伯体性

质；土壤反射光的 DoP(λ)在不同的观测角变化明显，且随观测角变化为一单峰曲线，

随方位角的变化相对较不敏感；提出基于 LS-SVM 回归的建模方法，从采集得到

的样本库随机选取 11 组作为训练样本进行回归模型的反演，利用剩下的 10 组测

试样本来对建模性能及精度进行评价，将模型预测值和实验测量值进行了分析比

较，实验结果表明采用的模型能达到精度要求，因而可以代替实验方法得到任意

入射及观测条件下的偏振光谱BRDF值。同时还与基于ANN的建模结果进行比较，

得出基于 LS-SVM 在泛化能力、鲁棒性上都优于 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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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基于 LS-SVM 模型的建模精度评价 

550nm

No. Predicted f00 Experimental f00 Error(%) Predicted DoP Experimental DoP Error(%)

1 0.0714 0.0625 14.3 0.0493 0.0493 0 

2 0.0652 0.0634 2.8 0.0325 0.0261 24.5

3 0.0659 0.0667 1.2 0.0320 0.0361 11.4

4 0.0717 0.0688 4.2 0.0304 0.0313 2.88

5 0.0704 0.0786 10.4 0.0524 0.0551 4.90

6 0.0846 0.0863 2.0 0.0471 0.0483 2.48

7 0.0704 0.0696 1.1 0.0524 0.0494 6.07

8 0.0749 0.0764 1.96 0.0396 0.0483 18.01

9 0.0612 0.0608 0.66 0.0480 0.0571 15.93

10 0.0632 0.0621 1.78 / / / 

600nm 

No. Predicted f00 Experimental f00 Error(%) Predicted DoP Experimental DoP Error(%)

1 0.0866 0.0768 12.76 0.0697 0.0731 4.65

2 0.0805 0.0774 4.01 0.0507 0.0408 24.26

3 0.0814 0.0813 0.12 0.0502 0.0578 13.15

4 0.0882 0.0841 4.88 0.0494 0.0537 8.01

5 0.0855 0.0948 9.81 0.0723 0.0727 0.55

6 0.1014 0.1032 1.74 0.0657 0.0670 1.94

7 0.0856 0.0848 0.94 0.0722 0.0689 4.79

8 0.0729 0.0716 1.82 0.0570 0.0661 13.76

9 0.0752 0.0749 0.40 0.0595 0.0522 13.98

10 0.0770 0.0758 1.58 0.0660 0.0751 12.11

650nm 

No. Predicted f00 Experimental f00 Error(%) Predicted DoP Experimental DoP Error(%)

1 0.0943 0.0839 12.39 0.0812 0.0852 4.69

2 0.0883 0.0846 4.37 0.0631 0.0550 14.73

3 0.0893 0.0891 0.22 0.0627 0.0735 14.69

4 0.0966 0.0920 5.00 0.0626 0.0703 10.95

5 0.0932 0.1028 9.34 0.0830 0.0888 6.53

6 0.1091 0.110 0.82 0.0796 0.0811 1.85

7 0.0932 0.0924 0.86 0.0830 0.0791 4.93

8 0.0801 0.0786 1.91 0.0685 0.0769 10.92

9 0.0826 0.0823 0.36 0.0709 0.0643 10.26

10 0.0842 0.0829 1.57 0.0782 0.0863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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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涂层目标偏振光谱 BRDF 建模分析 

§4.1 引言 

本章以典型的涂层目标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试验采集的数据，详细分析探

测目标的偏振光谱 BRDF 与观测角度、波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分别给出偏振光谱

BRDF 的强度分量和偏振度分量建模来建立偏振光谱 BRDF 模型。对于涂层目标，

本章通过分析涂层目标偏振光谱二向反射特性与探测几何位置关系、波长之间的

关系，提出基于遗传 LM 优化算法的小面元非线性偏振光谱 BRDF 模型。为了分

析相同涂层颜色、不同材料目标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同时测量了相同涂层颜色涂

层不同材质目标的偏振光谱 BRDF 值。通过分析比较得出两种相同颜色的涂层目

标具有较为接近的折射率参数，表明两种不同材质、相同颜色涂层的目标，其偏

振光谱二向反射特性的相似性可以理解为由涂层的厚度、均匀程度的不同导致，

而非不同的材质所引起。 

本章同时还提出了一种光谱 BRDF 的建模方法，分析获得的实验数据发现不

同探测条件下探测目标与波长的变化关系恒定，将 BRDF 定义式分离为一项与探

测几何条件相关和一项只与探测目标材质相关的两项之积；该方法首先将不同条

件下的探测目标光谱 BRDF 曲线进行归一化，然后将所有归一化的曲线求平均，

来消除测量噪声的影响，获得 BRDF 定义式中只依赖于波长项；获得曲线中的特

征点(如拐点、奇异点)。模型建立过程中只对这些特征点进行模型参数反演，而不

是全波长区域进行逐一反演， 后将特征波段进行模型建立的预测值与先前获得

的平均归一化波长曲线相乘来实现光谱 BRDF 建模。通过实验测量值与该方法建

立的模型预测值及逐一波长建模结果比较分析，证明该方法建模的结果较为满意，

且采用该方法实现光谱 BRDF 建模计算量比逐一波长进行建模少很多。 

§4.2 基于小面元模型的目标偏振光谱 BRDF 模型[133,134,147] 

粗糙涂层表面可看成是由一系列法向各不相同的微小面元构成，因而整体的

散射特性是由各个微小面元之间的散射特性决定[134]。基于微小面元的偏振度模型

理论及相应的公式推导在文献[133][134]中有详细介绍，这里只对其中和论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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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元素及公式引用。 

2

2

2 4

tan
exp[ ]1 2( , , ) ( , , )

(2 )(4 )(cos ) cos( )cos( )jl i r jl i r
r i

f m


     

    


            (4-1) 

式(4-1)中 , ,i r  与偏振 BRDF 定义式(2-1)描述的物理意义相同， 是与测量

目标表面粗糙度等物理特性相关的量，其中的是通过下式定义： 

cos( ) cos( )
cos( )

2cos( )
i r 




               (4-2) 

定义式(4-2)中的 为一辅助角，是入射光 ir 与微小面元法线方向n的夹角。在

微小面元，满足反射定律，因而有： 

cos( ) i r  n r n r                  (4-3) 

cos(2 ) cos( ) cos( ) sin( )sin( )cos( )i r i r              (4-4) 

( , , )jl i rm    是指 Muller 矩阵，课题组搭建的偏振光谱成像探测系统进行户外

实验时只能得到 Muller 矩阵第一列的 3 个元素及 2 个导出元素，这里我们只给出

Muller 矩阵的第一列元素表达式，详细的物理量说明及推导过程参考文献[134]。

由于 Orientation 参数是表示 Stokes 矢量第三个分量与第二个分量的比值，受噪声

影响较为明显，在此不对其进行建模。 

00

1
( )

2
m Rs Rp                  (4-5) 

10

1
cos 2 ( )

2 rm Rs Rp               (4-6) 

20

1
sin 2 ( )

2 rm Rs Rp                (4-7) 

其中 Rs 和 Rp 为分别为平行于入射平面和垂直于入射平面的菲涅尔反射比分

量方程， r 为两个平面之间的旋转角，由于本章模型建立中不涉及该物理量，在

此就不进行叙述，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文献[133][134]。 

2 2

2 2

( cos( ))

( cos( ))

A B
Rs

A B




 


 
                 (4-8) 

2 2

2 2

( sin( ) tan( ))

( sin( ) tan( ))

A B
Rp Rs

A B

 
 

  
    

           (4-9) 

2

C D
A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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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D
B


                     (4-11) 

2 2 24C n k D                     (4-12) 

2 2 2sin ( )D n k                  (4-13) 

 

自然光照下的基于小面元的偏振度模型为： 

2 2 2
10 20

2 2 4 2 2
00

2 sin ( )cos( )
( , )

cos ( ) sin ( ) cos ( )

m m Rs Rp A
DoP n k

m Rs Rp A B

 
  

 
  

  
 (4-14) 

从式(4-1)、(4-5)中可以看出，强度分量中包含很多较难确定的物理量，如表

面粗糙度 、折射率 n,k 等，因而对其进行建模较为困难，本文采用目前较为普遍

且精度较高的半经验指数非线性模型[92]： 
2

00

exp ( ) cos

cos cos
i r r

c
i r

a b d
f

  

 

                           (4-15) 

a,b,c,d 为非线性模型参数，a 决定方向反射的大小；b 决定镜反射瓣膜宽度，

b 越大，表明镜向峰值越大，反之，则表明镜向反射较少，反射峰越平滑；c 决定

散射峰随入射的变化；d 决定漫反射分量大小。 

§4.3 涂层目标偏振光谱 BRDF 与探测角、波长关系分析 

本节详细分析绿漆涂层目标随探测角、波长的变化关系，实验前应需将涂层

目标表面擦干净，确保表面无污染颗粒。图 4-1 表示的是绿漆涂层木板目标偏振

BRDF 的 f00 参数随探测角、波长的变化关系，其中探测角范围为 5-40°，波长范围

为 400-720nm。从图中可以看出目标偏振 BRDF 的 f00 参数在波长 400nm-600nm 变

化较为明显，且在 530nm 时都达到 大值，也即绿光的波段，由此可知 f00 参数是

反映木板目标表面对入射光的反射情况，其值是与反射率成正比的；当波长从

600nm 变化到 720nm，f00 值基本保持不变。f00参数在观测角在 5-20°，随观测角的

变化关系较不明显，表现为较强的朗伯体特性；但当观测角大于 20°时，非朗伯性

显著，从 20°变化到 40°时，f00λ值急剧增大，大约变化为原来的 3 倍。 

从图 4-2 的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绿漆涂层木板目标的 DoP 值相对较大，

大值可达 0.6。这是根据人造目标的 DoP 值一般较自然背景大来进行目标、背景的

分类原因所在。DoP 随波长变化的曲线与 f00随波长变化的曲线大致成相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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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 f00λ小时 DoP(λ)较大，当波长为 530nm 左右时，DoP 有较明显的极小值，这

说明反射率较大时，其 DoP 往往较小。当探测角较小时，其随波长变化的曲线特

性与探测角较大时随波长变化曲线特性相差较为明显，这是由于当探测角较小时，

测量得到的实验值较小，受噪声影响较为明显所致。在实验探测角范围内，当探

测角较大时，DoP(λ)随探测角基本单调递增后较快减少，基本为一单峰曲线。 

比较图 4-3 和图 4-1 两种相同颜色涂层但不同材质的目标，可以发现两种目标

的偏振 BRDF 的 f00 参数是极其接近的，其随波长、探测角的变化关系都基本一致；

同时比较图 4-4 和图 4-2，我们也不难发现两种目标的偏振 BRDF 的 DoP 参数也是

具有相似的特性。这是因为利用可见光进行目标偏振探测时，探测器接收到的反

射光能量主要来自目标表面的一次或多次散射，只有很少一部分光能穿透目标表

面与探测目标内部发生相互作用后到达探测器，因而探测器探测得到主要是关于

目标表面结构的偏振信息，而两种相同涂层不同材质的目标具有相似的表面结构。 

 

 
图 4-1 绿漆涂层木板 f00λ随观测角变化曲线 

 

图 4-2 绿漆涂层木板 DoP(λ)随观测角变化曲线 

 

图 4-3 绿漆涂层铁板 f00λ随观测角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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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绿漆涂层铁板 DoP(λ)随观测角变化曲线 

§4.4 涂层目标偏振光谱 BRDF 建模及其结果分析 

§4.4.1 涂层目标偏振光谱 BRDF 建模 

根据 4.3 节分析涂层目标偏振光谱二向反射特性与探测几何位置关系、波长之

间的关系，本节将建立基于小面元的非线性偏振光谱 BRDF 模型。考虑到遗传算

法[148]的搜索不太可能像梯度下降方法那样陷入局部 优解的问题，在非线性参数

反演上有较大的优势，但同时遗传算法也存在即使每次用同样的参数也有可能求

出差别较大的结果等缺点，较难得到一致精确解。本节提出遗传 LM 的优化算法，

将遗传算法得出优化解作为 LM[149]算法的初值，再得到精确的模型参数值。反演

得到的模型参数包含了表达物质本质特征的折射率 n,k。由于折射率是表征目标本

质特性的物理量，若将其应用于目标分类，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利用实验仿真

数据证明了所用算法的有效性。通过户外实验测量得到的真实数据验证了采用模

型及模型反演方法的正确性与可靠性。 

由于选用 LM 非线性优化算法时，模型参数反演结果较大依赖于初值的选取，

很容易陷入局部 优点；而选用遗传算法进行优化时，由于遗传算法中种群数量、

交叉、变异概率等的选择也较大的影响算法的性能，较难得到一致精确解。综合

分析，在进行非线性模型参数反演时，先用遗传算法得到模型反演参数来得到

优解的大致位置，再将该值作为 LM 优化算法的初值得到精确 优解。本节提出

遗传算法和 LM 算法相结合的优化方法在各个波长上反演非线性模型参数，进而

得到偏振光谱 BRDF 模型。首先在各个波长上构建优化目标函数为： 

0 2

20

m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r i r

i r

E A B

A sp sp

B sp

       

   



 






x

     (4-16) 

其中 x 为模型参数向量； ( , , ; )i rsp     表示的是波长为的 f00 和 DoP 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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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值； 0 ( , , ; )i rsp     表示的是波长为的 f00 和 DoP 的实验测量值。本节通过

在每个波长上利用已知几何位置条件的实验测量值 小化 E(x)来反演每个波长上

的模型参数来实现 450~700nm 波长上的偏振光谱 BRDF 模型。户外实验测量得到

的数据库中包含户外不同几何条件的数据组为 20 组，从中选取 5 组做为训练样本

进行模型参数反演； 

以下为遗传 LM 优化算法进行非线性模型参数反演的步骤（其中选择初始波

长为 450nm， 终波长为 700nm）： 

Step1 构造每一波长的目标函数，如式(4-16)所示,首先利用遗传算法求解

a,b,c,d,n,k 的初值(设置遗传算法的一些参数，如种群数量初始选为 500、交叉概率

0.8、变异概率 0.2、迭代次数等)； 

Step2 设置 LM 迭代次数 50 次，并将由第 1 步求得的值作为的初始值进行参数

反演； 

Step3 若 Step2 满足终止条件，则进入 Step4；反之，说明该波长上的初始值选

择不合理，此时增加 1 中遗传算法的种群数量，进入 Step5； 

Step4 下一个波长，重复 Step1，2，3 直至波长到达 终波长； 

Step5. 重复 Step2，3 直至波长到达 终波长。 

为了证明选用优化算法的可靠性及收敛性，进行了仿真实验，如图 4-5、4-6、

4-7 所示。其中 Reference 曲线是已知折射率，由小面元模型(4-14)式求得，

Contaminated 曲线是在 Reference 曲线加入白噪声，仿真实验中加入噪声的方差大

小为 Reference 曲线 大值的 5%，10%，15%三组。每组仿真次数分别为 10，50，

100，200 次。Estimated 曲线是用本文提出的优化算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得出。 

当加入白噪声方差为 Reference 曲线 大值的 5%时，此时噪声较小，从图

4-5(a)~(d)中可以看出随着仿真次数的增加，Estimated 曲线与 Reference 曲线愈加

接近，反演的折射率也更加接近真实折射率；图 4-6(a)~(d)为加入白噪声方差为

Reference 曲线 大值的 10%，此时噪声较为明显，随着仿真次数的增加，Estimated

曲线与 Reference 曲线之间的差距没有明显改变，特别是仿真次数从 50 次增加到

100 次时，Estimated 曲线与 Reference 曲线之间相差反而略微有所增大，说明仿真

次数的增加不会显著改善反演参数的精度；图 4-7(a)~(d)所示为加入白噪声方差进

一步增大为 Reference 曲线 大值的 15%时，噪声已经显著，此时无论仿真次数再

怎么增加，获得的 Estimated 曲线和 Reference 曲线相差都较大，且当仿真次数增

大，效果并没有显著改变。 

总的来说，本节提出的优化算法具有较好的获取全局 优点的性能，从仿真

实验过程及得出的结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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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进行模型参数反演时，选取较为分散的数据点(数据点对应的测量几何参数)，

相对于较为集中的数据点能获得较好的结果； 

b) 在实验测量过程中，应当尽量减少实验误差，如果测量误差明显，如仿真实验

中的 15%情况，则无论对同一目标再怎么多次实验，都无法保证获得结果的精

确性； 

c) 需要多次采集相同几何位置的数据点进行平均来减少测量噪声引入的误差。 

 

 

 
(a)                              (b) 

 
(c)                              (d) 

图 4-5 加入白噪声方差为 Reference 曲线 大值的 5%;仿真次数为(a)10(b)50(c)100(d)500 

 
(a)                              (b)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  涂层目标偏振光谱 BRDF 建模分析 

 42

 
 

 
(c)                              (d) 

图 4-6 加入白噪声方差为 Reference 曲线 大值的 10%;仿真次数为(a)10(b)50(c)100(d)500 

 
(a)                              (b) 

 
(c)                              (d) 

图 4-7 加入白噪声方差为 Reference 曲线 大值的 15%；仿真次数为(a)10(b)50(c)100(d)500 

§4.4.2 涂层目标偏振光谱 BRDF 建模结果分析 

图 4-8 所示为其中一组涂层木板目标的模型预测值与户外实验测量值之间的

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采用式(4-15)的指数模型较为准确的描述了涂层木板目标

f00 随波长变化关系，当波长小于 550nm 时，虽然模型预测值与实验测量值相差较

大，但模型预测值能很好的表述其随波长变化的关系；当波长为 550nm~700nm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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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模型预测值与实验测量值相差接近。总体来说，模型预测值整体上都表现了

较好的精度，表明采用模型可以准确的预测已知探测几何条件上各个波长的涂层

目标 f00 值。 

 
图 4-8 450~700nm 涂层木板目标 f00 模型预测值与实验测量值比较 

 

偏振度分量(式 4-14)中包含的未知量只有测量目标的折射率，可以对其进行建

模，进而反演得到该模型参数，这对于进一步的目标分类等具有积极意义。对于

偏振度建模过程中的参数反演，本节选用遗传 LM 优化算法来反演非线性模型参

数，其中模型为基于小面元理论。反演出的模型参数为表达物体表面本质特征的

折射率。图 4-9 所示为两种绿漆涂层目标 DoP 模型计算值与实验测量值之间的关

系。图 4-9(a)为 4 个波长的模型计算值与实验测量值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模型计

算值和实验测量值吻合较好，表明基于小面元的偏振度模型具有较好的精度，具

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相对于我们上一章中的土壤的建模结果要差一些。由于绿

漆铁板在 550nm 时噪声较大，在此已略去。相对绿漆木板，铁板的模型计算值与

实验测量值相差较为明显，这是由于实验测量过程的操作不合理引起的，在实验

测量过程中我们只测量了一组定标白板，测量完白板后，每次都先测量绿漆木板，

接着再测量绿漆铁板，这样操作，虽然简化了实验操作，但是由于定标白板数据

获取时间与绿漆铁板数据获取时间相差较大，明显增大了实验误差，从而导致绿

漆铁板的建模结果相对绿漆木板要差。 

表 4-1 为模型反演得出的两种目标在不同波段的折射率。从表中可以得出相同

涂层不同材质的两种目标，其折射率相差较小。折射率在不同的波长有所不同，

但变化较小。波长为 550nm 时，和其他几个波段相差较大，这是由于实验测量采

用光谱仪(Ger2600)在波长小于 550nm 时受噪声影响较大。从表 1 中还可以得出：

比较两种相同涂层、不同材质的测量目标，可以发现模型反演得出的折射率较为

接近，显然这不是木板和铁板所具有的。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测量目标表面的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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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比较厚，两种测量目标涂层又较为接近，已经较大程度上掩盖了目标的信息。

当入射光进入涂层介质时，其强度是以指数次衰减，此时探测器接收到的大多数

都为涂层的反射、多次散射光。因而两种相同涂层、不同材质偏振光谱 BRDF 之

间的差别可以理解为涂层厚度、涂层均匀程度等表面物理特性之间的差异。 

 
图 4-9 绿漆涂层木板(左)、绿漆涂层铁板 DoP 在几个波长上的模型预测值和实验测量值 

 
表 4-1 反演得到的两种涂层目标在不同波段的折射率 

 
 Wavelength(nm) n k  n k 

Painted 
Board 

550 2.1483 2.0017 
Painted

Fe 

/ / 
600 1.1338 1.0393 1.3077 1.2154 
650 1.0746 0.8977 1.3454 1.0903 
700 1.5722 1.3619 1.5798 1.4961 

§4.5 一种新的光谱 BRDF 建模方法探讨 

从第三章中土壤背景偏振光谱 BRDF 随探测角、探测方位角之间的实验结果

分析，及第四章涂层目标与探测几何条件的关系分析中，我们都可以得出一致的

结论：探测几何条件并不影响偏振 BRDF 参数随波长变化的趋势，不同的探测几

何条件主要表现在对于偏振 BRDF 幅值的不同。 

综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我们重写偏振光谱 BRDF 定义式如下： 

, ; ;( , ) ( , , ; ) ( , )
i r

r i ir i r idL f dE                  (4-17) 

偏振光谱 BRDF 是关于入射、探测几何位置关系和波长的 4 变量函数。每种

目标的光谱曲线形状是物质表面对于该波长的光粒子之间的散射情况，可看成其

是关于波长的变化而与探测关系之间的影响较小。简单起见，可以将定义式(4-17)

分解成为两项之积，其一为关于入射、探测几何位置关系的函数，另一项为波长

相关的函数，如式(4-18)所示。 

; ;1 2( , , ) ( , , ) ( ) ( , )i r i r i ir idL f f dE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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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节提出的分离为两项之积的算法在绿漆涂层铝板光谱数据库上进行验

证。该数据库总共包含不同入射、探测条件下 10 组样本。其中计算出的特征波长

点为 520nm、600nm 和 640nm 左右。以下为该方法进行模型建立时的算法步骤。 

Step1: 对全部样本的光谱曲线逐一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出基于全部样本统计

的归一化后的光谱曲线，目的是为了得到不依赖于探测几何条件的光谱特性曲线

(f)； 

Step2: 选取样本，并分析随波长变化关系，分别求出每个样本光谱曲线的特

征点(如拐点、奇异点)； 

Step3: 由于测量误差影响，会导致每个样本中特征点出现差异，统计每个样

本光谱曲线中特征点对应的波长值，将出现次数 多的点波长选为特征波长点(λ1, 

λ2,…, λn)； 

Step4: 在波长特征点建立 BRDF 模型，若为背景，可选择第三章的基于

LS-SVM 的建模方法；若为目标，则可选择基于本章的指数模型，得到特征波长点

的模型预测值(Model(λ1), Model(λ2),…, Model(λn)); 

Sep5: 将 Step4 得到的模型预测值与对应的 Step1 得到的归一化后的光谱曲线

进行如下处理： 
( )

( ) ( 1,2,..., )
( )

i

i

Model
BRDF i f i n

f




                       (4-18) 

Sep6: 将 Step5 得到的 n 条光谱曲线进行平均得到 终的建模 BRDF 曲线。 

 

图 4-10 新的光谱二向反射分布函数建模方法与上节建模方法比较；Predicted 1 为本小节建模

方法结果，Predicted 2 为基于 4.4.1 节建模方法结果； 

 

本算法只对特征波长点进行建模，代替对波长逐一进行建模，因而 显著的

优势是体现在计算时间上，本文采用的样本数量(10 组)及反演方法，计算时间减少

了将近 10 倍。图 4-10 所示的是实验测量值和两种建模方法的预测值比较，从图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  涂层目标偏振光谱 BRDF 建模分析 

 46

4-10 中可以看出本文光谱建模方法在 600~700nm 波长范围内精度明显好于逐波长

进行建模的结果，而在当波长小于 550nm 时，采用逐波长进行建模的效果和实验

测量值非常接近，而采用本文特征波长点进行建模的效果要差些， 大误差接近

20%。整体上，采用本文特征波长点进行建模分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本小节提出的建模方法在样本数量大时可以得出较为满意的精度效果，但受

测量噪声的影响较为明显，此外模型精度还和特征波长点选用的模型也有很大的

关系；同时若是物质光谱曲线的特征点较不明显时，建模精度会下降，如第三章

中的土壤光谱曲线，没有显著特征点，此时使用该方法建模精度不是很满意。 

§4.6 小结 

本章从户外实验测量得到的偏振光谱 BRDF 数据出发，分析了涂层目标偏振

光谱 BRDF 与探测角、波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实验测量得到的数据是有限的，不

能完整描述涂层表面在 2π空间范围内的偏振光谱二向反射特性，为此从得到的已

知测量几何位置关系的实验数据入手建立描述数学模型。在反演非线性模型中，

综合了遗传算法和 LM 算法各自的优势，较好的满足了精度要求。从模型的预测

值与户外实验测量值的比较中，可以得出：所建立的偏振光谱 BRDF 模型具有较

好的预测精度，能准确描述探测目标随探测角、波长的变化关系，同时根据建立

的偏振光谱 BRDF 模型，可以预测任意探测几何条件下的偏振光谱 BRDF 值。且

描述偏振度模型中包含描述物质特性的折射率参量。 后与相同颜色涂层不同材

质的目标反演之后的参数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两种涂层目标反演后的模

型参量较为接近，也即具有较为接近的折射率。在可见光范围内，利用偏振光谱

特性进行分离相同涂层、不同材质的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此时，可以将波段范围

拓展到红外波段来获得目标更丰富的信息，综合利用多波段、多时相及偏振特性

等来实现分离的目的。通过实验结果的分析，发现探测几何条件对于偏振光谱曲

线的形状影响很小，根据这种特性，我们将偏振光谱 BRDF 定义式分离为两项之

积，其中一项是关于几何关系的函数，而另一项则是与探测目标本身特性相关的

函数。从不同的实验探测几何条件获得的偏振光谱 BRDF 曲线中，获得只与探测

目标本身特性相关的曲线，而只对某些特征点的关于几何关系的函数进行建模。

建模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计算速度快，简单有效等优点，且建模精度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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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偏振光谱信息用于目标分类研究 

§5.1 引言 

图像自动分类是高光谱图像处理中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技术之一。很多传统的

高光谱图像处理是基于高光谱图像的灰度信息，我们知道图像的灰度信息是较大

依赖于光照条件，当光照条件相差明显时，反映出的灰度也会有较大差异，如不

同天气条件下的成像相差较为明显。虽然图像的反射率则很好的克服了光照强度

所造成的影响，但对于和背景光谱特性差异很小的目标分类，也往往很难实现自

动分类[147,150]。近年来应用多波段光谱信息解析技术研究伪装目标检测的新方法方

面取得一些进展[9,150]，也是当前检测伪装目标的重要研究方向，但由于伪装技术

向着多波段兼容方向发展，伪装目标与背景之间的光谱特性相似，甚至很接近，

因此基于强度光谱信息的伪装目标检测方法也不能高效准确地检测出伪装目标。 

 
图 5-1 偏振高光谱图像数据表示形式，引自文献[9] 

随着伪装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广泛应用，伪装目标检测及其技术发展成为研

究热点。 主要的伪装技术是在伪装目标表面涂以接近背景的颜色，使之与背景

达到“异物同谱”的效果。而目前伪装目标检测方法主要是利用强度光谱信息检测识

别伪装目标。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偏振光谱信息被广泛应用于物质自动分类(如

图 5-1 所示为偏振高光谱图像数据表示形式)，偏振光谱遥感不仅可以提供多/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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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遥感中常用的光谱辐射强度信息，同时还给出了偏振度和偏振方位角随光谱波

段变化的信息，所提供的信息量大，具有较大优势。现今对于偏振信息用于目标

分类的研究开展相对较少，但其在目标分类上体现出的优势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特别是偏振信息在人造伪装目标等军事目标的识别上的应用。研究表明利用偏振

成像可以有效地消除背景噪声，提高图像对比度。偏振光谱图像能较强地抑制背

景，突出伪装目标，描述伪装目标细节特征，根据伪装目标与背景偏振信息的差

异进行伪装目标检测，在目标检测、自动分类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69,142,151]。 

本章主要是将偏振光谱 BRDF 信息用于目标自动分类，以偏振光谱 BRDF 参

数的强度光谱和偏振度光谱作为分类特征，从两种不同的思路处理偏振光谱图像

数据的分类问题。其一是根据样本提供的先验信息来训练分类器获得分类器参数，

继而对未知样本输入分类器进行分类；其二是对目标进行背景和目标的建模方法

建立描述模型，然后根据一定的判定准则将未知样本进行归类。 

§5.2 基于分类器学习的目标分类研究 

在进行训练分类器时，根据不同类别训练样本中的该两个参数在可见光至近

红外波段(400~720nm)范围的欧式距离作为波段选择策略，实现在波段维的降维目

的。提取偏振高光谱图像中的偏振光谱 BRDF 特征，实现探测器中的易受成像环

境等影响的灰度光谱信息转换为较为稳定的离地表目标的二向反射强度光谱及偏

振度光谱信息。同单纯采用光谱信息相比，偏振光谱 BRDF 提供的偏振度和偏振

方位角参数信息，能反映物体组成成分、内部结构和表面状态等物理特性，是物

体表面特征 本质的表达；且偏振光谱 BRDF 值在不同天气条件下和一定探测几

何范围内较为稳定。因而综合利用不同目标的不同光谱特性和偏振 BRDF 特性在

不同天气条件下进行目标分类具有较大优势。而目前大多采用单一波段的偏振信

息或多光谱强度信息，并用它们的分类图像与强度图像进行简单的对比，以此来

突出偏振信息在目标判读的优势，并没有综合利用偏振光谱 BRDF 信息来进行物

质的自动分类。 

考虑到支撑向量机在样本少、特征维数高等分类上的优势，分别将二向反射

强度光谱信息和偏振光谱信息用于目标分类得到分类结果， 后综合两者之间的

互补、冗余信息，将两者的分类结果融合得到 终分类结果。 后在多个不同成

像条件和场景下进行实验，表明：采用基于偏振光谱 BRDF 参数的融合分类方法

具有较高的分类精度，且明显优于灰度光谱信息及单一的二向反射强度光谱或偏

振度光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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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灰度光谱信息的转换 

在光的传播路径上，大气分子的散射、表面因素、地形因素、太阳辐射光谱

都会影响传感器接收到的信号。在所有的因素中，大气影响首先要予以考虑。通

常将高光谱图像的灰度光谱信息转换成离地表辐射的反射率[106]，以此来减少成像

大气影响等对于分类带来的不利影响。假定地表为近似朗伯体，且考虑大气效应

的存在，传感器接收到的像素灰度值(DN 值)由下面三部分组成[106,152]： 
DN=L1+L2+L3                 (5-1) 

其中，L1=Ig×t=地面辐射×(大气透过率+仪器增益参数)，L2 为程辐射和暗电流，

L3 为交叉辐射。交叉辐射是由于大气的散射效应，临近像元的反射进入目标像元

的光路被传感器接收而引起的，其结果是图像变模糊，目标像元的光谱响应混合

了邻域像元的光谱行为；而在地面遥感中交叉辐射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只需要对程辐射和仪器漂移等影响予以校正[152]。于是，式(5-1)就可以写成： 
DN=L1+L2= Ig×t+ L2               (5-2) 

在实验中，由于图像数据受到 CCD 相机和 LCTF 响应函数的影响，不能准确

地描述材料真实的反射波谱特征，以 DN0、DN45、DN90 和 DN135 分别表示各波段

在偏振方向为 0°、45°、90°和 135°时的成像 DN 值，用 Ig 表示相应偏振方向的真

实辐射量。 

由式(5-1)可知，当真实辐射量与 CCD 相机 DN 值之间的模型为(5-2)时，由于

户外实验测量中同时测量不同偏振方向上的定标板和测量目标的 DN 值，系统不需

额外用野外光谱仪测量得到真实辐射量来进行模型(5-2)的参数反演，即可获得不

受仪器漂移、大气效应等带来的影响，将灰度光谱信息转换成离地表辐射的偏振

光谱 BRDF。 

   
        

   
   

2

t_ref t_ref s_ref s_ref

t_0 s_0 t_45 s_45 t_90 s_90 t_135 s_135

t_0 s_0 t_90 s_90

t_45 s_45 t_135 s_135

DN DN DN DN

DN DN DN DN DN DN DN DN

DN DN DN DN

DN DN DN DN


  


  

       
 

    
     

 

   

        
   

     

2t_0 s_0 t_45 s_45 t_90 s_90 t_135 s_135 00

t_0 s_0 t_90 s_90 10
t_ref t_ref s_ref s_ref

t_45 s_45 t_135 s_135 20

I I I I I I I I f

I I I I f
I I I I

I I I I f



  

         
                      

 

(5-3)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五章  偏振光谱信息用于目标分类研究 

 50

5.2.2 波段选择策略 

可见光至近红外偏振高光谱图像中包含的波段数目多，如果不加分析和选择

全部利用，不仅会增大计算量，也会较大影响分类精度。在设计特定探测目标的

成像系统时，人们通常使用特征波段而非高光谱。鉴于这种特征波段的思想，可

以在全光谱范围内对不同目标的 f00(λ)特性和 DoP(λ)特性进行分析，通过选择合适

的波段，使不同目标样本分类特征之间的差异明显，以此来达到波段维降维的目

的。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波段选择策略进行波段选择，主要实现过程如下： 

Step1 假设总共样本类别数为 n 类，波段数目为 m，获取每类训练样本的一定

数量的样本(如为第 k 类)，求取每个样本的 f00(λ)和 DoP(λ)参数，为了减少随机误

差带来的影响，将该一定数量的样本的参数进行平均，提高分类对象的信噪比，

使其更具有代表性[152]，作为第 k 类样本的 f00(λ)和 DoP(λ)参数，记为(f00(λ)
k, 

DoP(λ)k)； 

Step2 当波长为 λ nm 时，定义如下式(5-4)计算该波长时 n 类之间的欧式距离，

总共有 n(n-1)/2 个距离，存于 n×n 的距离矩阵 dist 中，元素 distij(λ)表示第 i 类训练

样本与第 j 类训练样本之间的欧式距离，显然该矩阵为对称矩阵，且对角元素为 0； 

2 2
00 00( ) ( ( ) ( ) ) ( ( ) ( ) )i j i j

ijdist f f DoP DoP                 (5-4) 

Step3 在测量波长范围内(400~720nm)，重复 Step2 计算出每一波段的距离矩

阵，总共有 m 个 n×n 距离矩阵； 

Step4 求取 m 个距离矩阵中非零 小元素，将这 m 个 小元素进行由大到小

排列，选择大于某一阈值的距离相差较大的前 x 个，并返回及其相对应的波长值； 

Step5 选择 Step4 返回波长对应的参数(f00(λ)
k, DoP(λ)k),( λ=1,2…,x, k=1,2…,n; 

x<m)，实现波段维的降维。 

5.2.3 偏振光谱 BRDF 融合分类算法流程 

Step1 利用波段选择后的训练样本的 f00(λ)特征和 DoP(λ)特征，分别输入 SVM

分类器，求取分类器参数； 

Step2 根据上一节波段选择策略将待分类图像进行波段选择，获得待分类图像

波段选择后的 f00(λ)特征和 DoP(λ)特征； 

Step3 将获得的待分类图像的 f00(λ)特征输入分类器 SVM 进行分类，获得当前

像素样本点 i 属于 j 类的隶属度 mA(i,j)； 

Step4 同样将获得的待分类图像的 DoP(λ)特征输入分类器 SVM 进行分类，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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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当前像素样本点 i 属于 j 类的隶属度 mB(i,j)； 

Step5 将两个分类器输出的结果进行基于 D-S 理论的决策级融合(如式 5-5)，

得到像素点 i 的 终分类结果 ĵ 。 

1

( , ) ( , )ˆ maxarg
( , ) ( , )

A B

n
j

A B

j

m i j m i j
j

m i j m i j


 
 
 
 
 
 


         (5-5) 

 

图 5-2 算法流程框图 

5.2.4 分类结果分析及分类精度评价 

为了突出引入偏振信息在目标分类上的优势，我们构造了实验场景 I、II、III。

我们在获得待分类场景图像时，通过人工解译各个类别样本同时也获得了各类的

训练样本。场景 I 中包含被泥土污染的水体、含有大量水分的土壤、较为干燥的土

壤及草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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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图 5-3 被泥土污染的水体、含有大量水分的土壤(a)及 f00(λ)特性(b)和 DoP(λ)特性曲线(c) 

从图 5-3(a)可以看出，被泥土污染的水体和潮湿的土壤较为较为接近的二向反

射光谱特性，若单纯采用该特征，则很难区分出这两种目标，如图 5-4(b)所示的虽

为基于灰度光谱特征的分类结果，但该特征与二向反射光谱特性之间只相差相机

响应函数等模型(如式 5-2)，并不会改变两者之间的可分性，从分类结果图中不难

看出潮湿土壤存在一块不小的区域被错分成为被泥土污染的水体；图 5-3(b)为被泥

土污染的水体和潮湿的土壤偏振度光谱特征曲线，相比二向反射光谱特性，两者

之间可分性更加明显，同时这点也在图 5-4(c)中的融合分类结果中得到了证明，分

类结果得到较大的改善，被泥土污染的水体和潮湿的土壤两者之间得到了较好的

正确分类。 

 

(a)                        (b)                        (c) 

 
图 5-4 场景 I 分类结果，从左到右分别为场景图(a)、灰度光谱(b)及融合分类结果(c) 

图像分类精度的评价通常是用分类图与实际数据进行对比，以正确分类的百

分比来表示精度。目前普遍采用的方法是用混淆矩阵表达分类精度，混淆矩阵显

示了真实物质和数据样本分类结果的交叉分布。在混淆矩阵每一列表示了参考数

据每一类的样本个数，每一行表示分类数据每一类样本个数，主对角线表达了正

确分类的像素。总精度是所有正确分类的点数与总样本点数的比值，表达了样本

正确分类的概率。Kappa 系数也是用于评价总体分类质量，相对于总分类精度，它

综合考虑了正确分类和错分样本点的影响；Kappa 系数越高，分类质量越好。Ka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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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定义式可表示为[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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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其中 m 为分类类别数，N 为样本总数，pii为第 i 类的判别样本数，ppi为某一

类所在列总数，pli 为某一类所在行总数。在评价参数的求取过程中，先对原始图

像进行人工解译，确定原图像中各类类别，然后对分类结果进行逐点统计，构造

混淆矩阵，根据混淆矩阵数值计算各类精度，总精度和 Kappa 系数。 
表 5-1 场景 I 的分类精度 

Feature Water Wet Soil Dry Soil Grass Accuracy Kappa 

DN(λ) 1 0.6799 0.8263 0.9941 0.8568 0.8079 

Fusion 0.8941 0.9178 0.9297 0.9574 0.9221 0.8950 

表 5-1 为场景 I 的分类精度，从表中可以看出总精度和 Kappa 系数分别提高了

6.53%和 8.71%，同时也可以注意到水体的分类精度有所降低，潮湿土壤和干燥土

壤的分类精度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草地的分类精度较小变化。 

 

(a)                        (b)                        (c) 

 

图 5-5 场景 II 分类结果，从左到右分别为场景图(a)、灰度光谱(b)及融合分类结果(c) 

场景 II 为杂乱草地背景中放置 4 种不同目标，从左到右至上而下分别为白色

此状、白色塑料、普通木板及绿漆涂层木板。相对于背景，人造目标的偏振度普

遍较大。对比图 5-5(b)和(c)的分类结果也可以发现，引入偏振信息的融合分类结果

草地背景的分类效果较好。 
表 5-2 场景 II 的分类精度 

Feature WhiteTile Plastic Grass NatureBoard PaintedBoard Accuracy Kappa

DN(λ) 0.8509 0.9841 0.9864 0.8826 0.9506 0.9096 0.8808

Fusion 0.8999 0.9957 1 0.9781 0.9858 0.9492 0.9307

表 5-2 为人造目标在杂乱草坪自然场景下的分类精度。DN(λ)特征的分类精度

和融合分类精度相差不是很明显。但草坪自然背景较为杂乱，根据 DN(λ)特征的分

类很难完全将其正确分类。草坪自然背景的偏振度要远小于人造目标的偏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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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36]，而融合分类结果综合了 f00(λ)和 DoP(λ)的分类优势，将杂乱的自然背景很

好的完全正确分类，分类精度为 94.92%，Kappa 系数为 93.07%，略高于 DN(λ)特

征的分类精度。 

 

(a)                        (b)                        (c) 

 

图 5-6 场景 III 的分类结果从左到右分别为场景图(a)、灰度光谱(b)及融合分类结果(c) 

场景 III 为自然场景，场景中既有地物目标又有植被目标，总体较为复杂。图

5-6(a)的实验场景图中可以看出水泥地不是不均匀，左下部分区域的水泥地与中间

及其它的水泥地相差较为明显。根据灰度光谱信息的分类结果无法将水泥地物背

景很好的正确分类；但引入偏振度光谱的融合分类结果较大程度改善了水泥地物

的分类结果。 
表 5-3 场景 III 的分类精度 

Feature Concrete WellCover RoadSide Grass Trunk Accuracy Kappa 

DN(λ) 0.9277 0.9729 0.6322 1 0.4954 0.9335 0.8840 

Fusion 0.9656 0.9799 0.8848 1 0.7944 0.9805 0.9611 

表 5-3 为自然场景 III 的分类精度。从表 5-3 中可以看出，融合分类的精度高

于单纯使用 DN(λ)特征的分类精度，且分类精度也较高，为 98.05%，Kappa 系数

为 96.11%。 

为了表明本章选用偏振光谱 BRDF 参数特征的对于成像环境条件的鲁棒性，

我们分别对场景 IV 在晴天和多云两种成像条件下的 f00(λ)、DoP(λ)及 DN(λ)特性进

行分析。图5-7和图5-8所示分别为黑色瓷砖和黑色大理石在两成像条件下的 f00(λ)、

DoP(λ)特性曲线，可以得出两特征在两种条件下的动态波动范围都较小，且随波长

变化特性也不一致，但总的来说，f00(λ)、DoP(λ)特性都较稳定。造成这种结果可

能由两方面原因引起：1. 由于偏振光谱 BRDF 对于探测几何条件的依赖性，目标

在晴天和多云条件下太阳高度角—探测目标—探测器之间的几何位置存在差异；

2. 引入的灰度光谱转换成离地反射率光谱的模型过于简单。对于黑色涂层木板和

涂层铝板两种样本的 DN(λ)特性曲线，从图 5-9 中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目标 DN(λ)特

性接近，没有明显的区别，此时 DN(λ)特性曲线主要是由相机的波段响应函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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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目标晴天天气下的 DN(λ)远大于多云下的 DN(λ)值，若选用晴天成像的训练样

本对多云成像下的目标进行分类，那错分不可避免。 

 

(a)                                      (b) 

图 5-7 两种成像条件下黑色瓷砖的 f00(λ)特性(a)和 DoP(λ)特性曲线(b) 

 

 
(a)                                      (b) 

图 5-8 两种成像条件下黑色大理石的 f00(λ)特性(a)和 DoP(λ)特性曲线(b) 

 

 
(a)                                      (b) 

图 5-9 两种成像条件下涂层木板 DN(λ)特性(a)和涂层铝板 DN(λ)特性曲线(b) 

 

图 5-10、图 5-12 为在不同成像天气条件的同一场景，黑布背景下包含 5 种相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五章  偏振光谱信息用于目标分类研究 

 56

同颜色黑色目标；场景中包含较为简单的单一黑色背景及颜色较为接近的 5 种不

同材料的黑色目标，从左到右、自上而下分别为黑色瓷砖、黑色砂纸、黑色大理

石、黑色涂层木板、黑色涂层铝板，在两种不同的成像条件下对比来突出本文采

取融合分类方法的优越性； 

图 5-11 为 SceneIV 的分类结果，图 5-10(b)为手工标定获得真实的分类结果图，

将本文的分类结果及采用灰度光谱信息的分类结果与之比较来衡量分类性能。从

图 5-11 中可以看出，在晴天天气条件下，使用 DN(λ)及融合分类的分类结果都较

好，且融合分类的结果要好于单一的 f00(λ)特征和 DoP(λ)特征的分类结果。图 5-13

为 SceneIV 的分类结果，由于训练样本源于晴天条件下，分类结果总体上不如晴

天天气下好，但此时融合分类的优势体现得更加明显。由 5.2.1 节的分析结果可知，

DN(λ)特征受到外部成像条件影响明显。当使用 DN(λ)特征来进行分类时，分类结

果很差，只能分出 3 类，且错分情况严重。融合分类结果 好，明显好于单一 f00(λ)

特征和 DoP(λ)特征。 
 

 
(a)                                      (b) 

图 5-10 人造场景灰度图(a)及手工标定真实分类结果图(b) 

 

 

图 5-11 场景 IV 的分类结果，自上到下，从左到右分别为 DN(λ), f00(λ), DoP(λ)及融合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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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5-12 人造场景灰度图(a)及手工标定真实分类结果图(b) 

 

 
图 5-13 场景 IV 的分类结果，自上到下，从左到右分别为 DN(λ), f00(λ), DoP(λ)及融合分类结果 

 

表 5-4 晴天天气条件下场景 IV 的分类精度 

Feature BlackTile SandPaper Cloth Marble Board PaintedAl Accuracy Kappa

DN(λ) 0.9985 0.9990 0.9991 0.8006 0.8234 0.7565 0.9268 0.9099

f00(λ) 0.9988 0.9994 0.9996 0.6854 0.9391 0.6716 0.9095 0.8895

DoP(λ) 0.8912 0.9803 0.8799 0.8056 0.7933 0.7198 0.8627 0.8329

Fusion 0.9978 0.9992 0.9966 0.8910 0.9914 0.8325 0.9639 0.9547

表 5-5 多云天气条件下场景 IV 的分类精度 

Feature BlackTile SandPaper Cloth Marble Board PaintedAl Accuracy Kappa

DN(λ) 0 0.0214 1 0 0 0 0.1453 0 

f00(λ) 0.9629 0.9901 0.7992 0.7859 0.8042 0.8631 0.8798 0.8539

DoP(λ) 0.6710 0.6153 0.6567 0.8131 0.8508 0.7531 0.7107 0.6514

Fusion 0.9962 0.8002 0.9742 0.9150 0.9189 0.9809 0.9241 0.9083

表 5-4 和表 5-5 分别为同样场景在不同成像条件的分类精度。两个不同成像条

件下的训练样本一致，都源于晴天条件。晴天条件时，由于训练样本来源于待测

图像，因而使用 DN(λ)、f00(λ)和 DoP(λ)及融合的分类精度都较高，此时融合分类

结果的优势并不明显，融合分类的总精度 好，为 96.49%，Kappa 系数为 95.47%。

但当成像条件变化时，待分类图像的 DN(λ)受到相机响应函数、暗电流等影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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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条件下的训练样本 DN(λ)相差甚远，从而导致使用 DN(λ)特征进行分类的精度

很差，除了背景分得较好之外，错分情况严重，分类总精度只有 14.53%。而使用

f00(λ)和 DoP(λ)作为分类特征时，由于该两特征在不同成像条件下波动范围较小，

都得到了较高的分类精度。将两者的分类结果进行融合，充分利用两者之间的冗

余、互补信息，分类精度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融合分类的优势体现明显。融合分

类精度明显高于其他的分类精度，其分类精度为 92.41%，Kappa 系数为 90.83%，

略低于晴天条件下的分类精度。 

从分类精度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当训练样本和待分类图像来自不同成像条

件下，若选用 DN(λ)作为分类特征，由于其受到相机内部响应、暗电流等影响，分

类精度往往都很差；而使用偏振光谱 BRDF 参数特征 f00(λ)和 DoP(λ)作为分类特征

时，由式(5-3)得出的结论可知是与外部辐射环境及相机内部响应、暗电流是无关

的量，分类精度较好。融合分类综合了偏振光谱 BRDF 参数 f00(λ)和 DoP(λ)特征分

类结果之间的冗余、互补信息，分类精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5.3 基于模型建立的目标分类研究 

上述 5.2 节讨论基于 SVM 分类器训练学习的分类方法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训练样本的获取。我们在进行算法验证处理时，使用了较多的先验信息，如场景

包含的目标类别等，虽然这种设计较好的保证了分类精度，但使用限制性较强；

还有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采用的偏振光谱 BRDF 分类特征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太阳光

源—探测目标—探测器之间的几何位置关系，训练样本和待分类图像样本之间的

这种探测几何位置不一致性会引起较大的错分率。 

 
图 5-14 由探测几何条件不一致引起的错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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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理解忽略探测几何条件不一致性而导致错分，给出了两种不同目

标在不通探测条件下得到的光谱曲线，如图 5-14 所示为不同探测几何条件下的土

壤和木板两种物质的光谱曲线。若将光谱曲线 Soil1 和 Board1 作为训练样本，而

得到的测试样本的光谱曲线为 Soil2 和 Board2，那么错分情况是很明显的。 

如果我们建立较为准确的偏振光谱 BRDF 模型来描述不同探测几何条件下目

标的 non-Lambertian 特性，在获得待测图像的同时获得对应的探测几何条件，并

提取待测图像中的偏振光谱数据与利用模型获得的偏振光谱数据按照一定的判定

准则进行类别划分，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由于目标 non-Lambertian 特性引起

的错分。 

5.3.1 算法流程 

对典型目标和背景进行偏振光谱 BRDF 建模时，需不同探测几何条件下的数

据进行模型参数反演，因而采用成像探测时，由于采集时间长，每一组数据量大，

且同一场景的每一像素对应探测几何条件也不完全一致。选用只能获得点辐射量

信息的野外光谱仪获得不同背景、目标丰富的不同探测几何条件的偏振光谱数据

库，操作相对简便，速度快。由 5.2.1 小节分析可知，采用所述的测量方法不需要

额外借助野外光谱仪进行光谱反演就能获得光谱和偏振度光谱，因而基于野外光

谱仪采集得到的偏振光谱数据库建立的模型可以用于图像数据库的分类。其算法

实现流程如图 5-15 所示，实现步骤为： 

Step1 采集几种典型的背景(如土壤、草地等背景)和目标(如涂层木板等)大量

丰富的基于野外光谱仪的偏振光谱数据，构建包含多种典型背景和感兴趣目标的

数据库； 

Step2 依据第三章、第四章背景和目标的建模方法，反演模型参数，建立描述

模型，建立的描述模型是关于探测几何条件的函数，因而只需在获得偏振光谱图

像的同时，获得探测几何条件即可，可以通过激光测距仪等实现； 

Step3 提取待分类图像每一像素点(样本点)的 BRDF 光谱曲线特征和偏振度光

谱曲线特征； 

Step4 以待测图像的几何探测输入建立的模型，得到典型背景和目标的 BRDF

光谱和偏振度光谱，并以此作为聚类中心，其它待分类样本点与之比较； 

Step5 根据式(5-7)的判定准则，对已提取的待分类样本点 i BRDF 光谱曲线进

行分类处理，输出样本点 i 属于 j 类的隶属度 mA(i,j)； 
( , ) exp{ }A ijm i j h                (5-7) 

其中 
ijh 为归一化后的样本点 i 的光谱特征到基于模型建立产生的第 j 类 BRDF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五章  偏振光谱信息用于目标分类研究 

 60

光谱数据集的马氏距离，输出样本点 i 属于 j 类的隶属度进行归一化。 

Step6 根据式(5-8)的判定准则，对已提取的待分类样本点 i 的偏振度光谱曲线

进行分类处理，输出样本点 i 属于 j 类的隶属度 mB(i,j)； 
( , ) exp{ }B ijm i j h                (5-8) 

其中 
ijh 为归一化后的样本点 i 的偏振度光谱特征到基于模型建立产生的第 j

类偏振度光谱数据集的马氏距离，输出样本点 i 属于 j 类的隶属度进行归一化。 

Step7 将 Step5、Step6输出的隶属度进行基于D-S理论的决策级融合(如式 5-5)，

得到像素点 i 的 终分类结果 ĵ 。 

..
.

...

..
.

.
..

 
图 5-15 基于模型的目标分类算法流程 

 

5.3.2 分类结果分析 

如图 5-16 所示为基于偏振光谱 BRDF 模型建立的分类结果。图 5-14(a)为分类

场景的单色灰度图像，草地背景中包含两架绿漆小飞机，一块黑色涂漆木板和绿

漆木板。由 4.3 节涂层目标的偏振光谱 BRDF 特性分析可知，可见光范围内是很难

将相同颜色涂层、不同材料的目标分开，因而实际分类结果中，只能分出二类目

标和草地背景。我们采用第四章已建立的绿漆涂层目标偏振光谱 BRDF 模型，及

基于核驱动模型建立草地背景的偏振光谱 BRDF 模型[92]。考虑到模型精度及探测

几何条件测量带来的误差，在测量几何条件±5°范围内产生模型数据。 

图 5-16(b)为基于 BRDF 光谱特征的分类结果，从分类结果中，可以看出利用

BRDF 光谱特征可以分出单色图像中隐藏的目标，但将绿漆木板大部分分成草地背

景；图 5-16(c)为利用偏振度光谱特征的分类结果，虽然草地本身偏振度要明显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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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造目标，但草地背景可能受目标散射光的影响较为严重，受噪声影响较大，

导致草地背景分类结果总体上不如 BRDF 光谱分类结果，但能将黑漆木板和绿漆

木板正确分类；图 5-16(d)为决策级上基于光谱和偏振度光谱的分类融合结果，从

图中分类结果可以看出，融合结果综合了基于光谱分类结果和基于偏振度光谱分

类结构的优势，达到了较为满意的分类结果。由于精度评价需要预先知道分类的

真值图像，而采用的场景是比较复杂的，是较难获得其真实的分类结果，精度评

价也较为困难。 

 
(a)                                  (b) 

 
(c)                                  (d) 

图 5-16 基于模型的目标分类结果;(a) 场景单色图(b) BRDF光谱分类结果(c) 偏振度光谱分类

结果(d)融合分类结果 

 

§5.4 两种分类方法比较分析 

由 5.2、5.3 节的分类结果分析都可以得出，利用偏振信息可以明显提高分类

精度及检测隐藏小目标。本章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叙述了两种利用偏振信息的方法。

其一是基于分类器学习的方法，另一是基于模型建立的方法。两种方法均在决策

级上使用基于 D-S 证据理论的融合综合了 BRDF 光谱分类结果和偏振度光谱分类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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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两种分类方法，基于分类器学习的方法主要缺点主要有： 

(1) 训练样本的获取，本章是通过采集和待分类图像具有接近探测几何条件的

场景中的各个目标来获得样本，在实际情况中显然是不合理； 

(2) 训练样本的类别号完全由人工判定，由人工判定引起的误差导致分类器学

习的不准确，进而影响待分类图像的分类结果； 

(3) 未考虑较大几何探测条件范围引起的不一致性。太阳光源—探测目标—探

测器的几何位置关系会较大程度影响偏振光谱 BRDF，但该分类方法未能很好的考

虑训练样本和待分类图像由探测几何条件引起的不一致性。 

基于模型建立的分类方法的缺点主要有： 

(1) 对于不同背景和目标没有通用的模型，我们需要对每一类目标、背景都进

行偏振光谱 BRDF 模型建立，这对于包含多种目标多种背景的复杂场景无疑是一

浩大的工作量，但通常情况下，我们只对感兴趣的目标进行分类； 

(2) 建模精度较大影响了分类结果； 

(3) 分类精度评价较为困难。 

§5.5 小结 

本章研究如何将偏振光谱 BRDF 用于目标分类。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两

种利用偏振信息的方法。其一是基于分类器学习的方法，另一是基于模型建立的

方法。两种方法均在决策级上使用基于 D-S 证据理论的融合综合了 BRDF 光谱分

类结果和偏振度光谱分类结果。 

基于分类器学习的方法将偏振光谱 BRDF 参数作为分类器特征进行分类，选

择其中受噪声影响较小的 f00(λ)和由偏振光谱 BRDF 导出的 DoP(λ)参数作为分类特

征，根据在各个波段训练样本的该两个参数的欧式距离大小实现波段维降维，分

别利用该两特征采用基于支撑向量机的分类方法分类，分类后在决策级对分类结

果进行融合。在几个不同的场景下进行实验分析，表明本章的融合分类方法综合

利用了目标的 f00(λ)和 DoP(λ)，具有较高的分类精度，在不同的成像条件下都较稳

定。这种分类方法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采用的偏振光谱 BRDF 分类特征较大程度上

依赖于太阳光源—探测目标—探测器之间的几何位置关系，训练样本和待分类图

像样本之间的这种探测几何位置不一致性会引起较大的错分率。 

基于模型建立的方法是建立较为准确的偏振光谱 BRDF 模型来描述不同探测

几何条件下目标的 non-Lambertian 特性，在获得待测图像的同时获得对应的探测

几何条件，并提取待测图像中的偏振光谱数据与利用模型获得的偏振光谱数据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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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一定的判定准则进行类别划分。基于模型建立的分类方法克服了由于偏振光谱

BRDF 参数对探测几何条件的敏感性而造成分类精度下降的影响。 后分析比较这

两种分类方法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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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6.1 本文工作总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遥感探测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目前大多数星载、机载遥感仪器，无论成像与否，是以获取来自目

标不同波段的辐射强度进而推求目标的表面状态、温度、成分及其它物理化学特

性。而对于地球表面和大气中的任何目标，在反射、散射和透射太阳辐射的过程

中，会产生由它们自身性质决定的偏振光谱特征，但这一特征目前尚未受到足够

重视和综合利用。研究表明，通过获取目标的偏振光谱特征可以为被观测目标提

供传统方法无法获取的新信息，对这所获得的信息进行综合利用，可以有效提高

目标检测和识别性能，特别是对探测经过隐蔽、伪装或具有隐身能力的非合作目

标。本文开展偏振光谱成像探测及信息综合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工作如下： 

(1) 介绍了偏振光谱 BRDF 的定义，从基于标量 BRDF 的辐射传输理论的辐射

控制方程着手，讨论了探测器接收到得各个部分辐射量的表达式；并讨论了各个

部分辐射量的矢量表示形式，继而将其扩展到基于偏振光谱 BRDF 矢量辐射控制

方程。依据该矢量传输方程的偏振光谱 BRDF 导出的户外实验测量原理及实验操

作流程。同时还介绍本课题组构建的高精度偏振光谱系统及各个组成部分的工作

原理，该系统通过基于 LCTF 来采集偏振高光谱图像，同时利用野外光谱仪获得

目标表面的辐射量，因而构建的系统能不仅获得目标表面的灰度信息、空间信息、

光谱信息，同时能获得偏振光谱信息及真实辐射量信息，获得信息量非常丰富，

为其在复杂环境下的目标检测、伪装目标的检测、识别、分类等的应用奠定了良

好基础， 后还介绍了利用该系统在近似认为太阳高度角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移

动探测器来改变探测几何位置来实现多角度采集，用以分析探测目标表面的偏振

光谱 BRDF 特性及其描述模型建立。 

(2) 通过大量的实验，采集土壤背景的偏振光谱 BRDF 样本数据库，分析土壤

背景偏振光谱 BRDF 特性与探测几何条件的关系(探测角、探测方位角)，得出：对

于土壤背景来说，f00λ 随探测几何条件变化并不明显，后向散射特性明显，总体表

现为朗伯体性质；土壤反射光的 DoP(λ)在不同的观测角变化明显，且随观测角变化

为一单峰曲线，随方位角的变化相对较不敏感；提出基于 LS-SVM 回归的建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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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采集得到的样本库随机选取 11 组作为训练样本进行回归模型的反演，利用

剩下的 10 组测试样本来对建模性能及精度进行评价，将模型预测值和实验测量值

进行了分析比较，实验结果表明采用的模型能较好的达到精度要求，因而可以代

替实验方法得到任意入射及观测条件下的偏振光谱 BRDF 值。 

(3) 从户外实验测量得到的偏振光谱 BRDF 数据出发，分析了涂层目标偏振光

谱 BRDF 与探测角、波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实验测量得到的数据是有限的，不能

完整描述涂层表面在 2π空间范围内的偏振光谱二向反射特性，为此从得到的已知

测量几何位置关系的实验数据入手建立描述数学模型。在反演非线性模型中，综

合了遗传算法和 LM 算法各自的优势，较好的满足了精度要求。从模型的预测值

与户外实验测量值的比较中，可以得出：所建立的偏振光谱 BRDF 模型具有较好

的预测精度，能准确描述探测目标随探测角、波长的变化关系，同时根据建立的

偏振光谱 BRDF 模型，可以预测任意探测几何条件下的偏振光谱 BRDF 值。且描

述偏振度模型中包含描述物质特性的折射率参量。 后与相同颜色涂层不同材质

的目标反演之后的参数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两种涂层目标反演后的模型

参量较为接近，也即具有较为接近的折射率。在可见光范围内，利用偏振光谱特

性进行分离相同涂层、不同材质的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此时，可以将波段范围拓

展到红外波段来获得目标更丰富的信息，综合利用多波段、多时相及偏振特性等

来实现分离的目的。通过实验结果的分析，发现探测几何条件对于偏振光谱曲线

的形状影响很小，根据这种特性，我们将偏振光谱 BRDF 定义式分离为两项之积，

其中一项是关于几何关系的函数，而另一项则是与探测目标本身特性相关的函数。

从不同的实验探测几何条件获得的偏振光谱 BRDF 曲线中，获得那项只与探测目

标本身特性相关的曲线，只对某些特征点的关于几何关系的函数进行建模，建模

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计算速度快，简单有效等优点，且建模精度也较高。 

(4) 研究如何将偏振光谱 BRDF 用于目标分类。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两种

利用偏振信息的方法。其一是基于分类器学习的方法，另一是基于模型建立的方

法。两种方法均在决策级上使用基于 D-S 证据理论的融合综合了 BRDF 光谱分类

结果和偏振度光谱分类结果。基于分类器学习的方法将偏振光谱 BRDF 参数作为

分类器特征进行分类，选择其中受噪声影响较小的 f00(λ)和由偏振光谱 BRDF 导出

的 DoP(λ)参数作为分类特征，根据在各个波段训练样本的该两个参数的欧式距离

大小实现波段维降维，分别利用该两特征采用基于支撑向量机的分类方法分类，

分类后在决策级对分类结果进行融合。在几个不同的场景下进行实验分析，表明

本章的融合分类方法综合利用了目标的 f00(λ)和 DoP(λ)，具有较高的分类精度，在

不同的成像条件下都较稳定。这种分类方法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采用的偏振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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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DF 分类特征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太阳光源—探测目标—探测器之间的几何位置

关系，训练样本和待分类图像样本之间的这种探测几何位置不一致性会引起较大

的错分率。基于模型建立的方法是建立较为准确的模型来描述不同探测几何条件

下的偏振光谱 BRDF 来描述目标的 non-Lambertian 特性，在获得待测图像的同时

获得对应的探测几何条件，并提取待测图像中的偏振光谱数据与利用模型获得的

偏振光谱数据按照一定的判定准则进行类别划分。基于模型建立的分类方法克服

了由于偏振光谱BRDF参数对探测几何条件的敏感性而造成分类精度下降的影响。

后分析比较这两种分类方法的优缺点。 

§6.2 展望 

虽然偏振光谱探测在很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应用，本文也对其在目标

分类的应用展开了研究，但偏振光谱信息比高光谱数据的数据量更大，维数更高

等问题，在实际应用中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1) 根据偏振控制辐射方程导出的测量目标和背景偏振光谱 BRDF 实验操作

过于复杂，需同时获得太阳下和阴影下多组不同偏振方位角度方向数据，才能得

到一组偏振光谱 BRDF 数据，时间相对较长，研究如何简便、精确、快速获得偏

振光谱数据是一个今后值得开展研究的方向； 

(2) 虽然本文对背景和目标偏振光谱 BRDF 模型的建立开展了一些研究，但至

今没有通用的模型，且采用的背景模型为基于数据的模型。虽然 LS-SVM 回归能

一定程度克服噪声带来的影响，但实际噪声通常是有色噪声，且随机性很强。本

文中所有的样本总量相对较少，且只使用了一种土壤样品及其一种表面状态进行

测量和分析，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 

(3) 从本文第四章、第五章的实验分析和分类结果可知：可见光范围内无法正

确分类相同颜色、不同材质表面特性较为一致的目标，因而有必要延长探测波长

至近红外甚至红外波段，利用红外波段、多时相达到正确分类目的； 

(4) 本文偏振信息用于分类中并未利用目标的空间、形状等信息，我们知道偏

振度图像的边缘得到增强，如何将形状、空间等信息用于分类有待开展研究，而

且本文提取的是基于像素点的偏振光谱特征，计算量较大，今后可以考虑基于块

的偏振光谱特征来减少计算量； 

(5) 模型数据中包含目标表面丰富的几何信息，对于如何更好的利用这种几何

信息也是今后值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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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完成的论文、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论文 

[1] 陈超 赵永强 程咏梅 潘泉 杨铁恒 背景偏振光谱二向反射分布函数建模分

析 光电子激光,2009,20(3):369-373(EI:20091712051619) 

[2] CHEN Chao ZHAO Yongqiang LUO Li LIU Dan PAN Quan  Robust Materials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Multispectral Polarimetric BRDF Imagery Proceeding of 

SPIE,Beijing,June,2009(EI: 20094812509729) 

[3] 陈超 赵永强 罗丽 潘泉 王凯 基于遗传 LM 算法的涂层目标偏振光谱

BRDF 建模分析 光谱学光谱分析, 2010,30(03):729-734.(SCI、EI 期刊源) 

[4] 陈超 赵永强 潘泉 程咏梅 罗丽 基于偏振光谱BRDF的物质分类研究 光子

学报(已录用待刊出) 

[5] CHEN Chao ZHAO Yong-qiang LIU Dan PAN Quan CHENG Yong-mei 

Polarimetric and Spectral Information Jointly Utilization in Targets Classification 

under Different Weather Condi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hotonics and 

Optoelectronics,2010(EI,ISTP, Sponsored by IEEE) 

[6] ChenChao Zhao Yong-qiang Pan Quan Cheng Yong-mei A Fusion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by Using Spectropolarimetric BRDF Feature Journal of Applied Remote 

Sensing (Under Review,No.09171) 

[7] 柳丹 赵永强 陈超 程咏梅 潘泉 土壤偏振光谱二向反射影响研究 红外与

激光工程(已录用待刊出,EI 期刊源) 

专利 

[1] 赵永强 潘泉 程咏梅 高仕博 陈超 非制冷式多波段远红外热像仪 发明专

利 (申请号：200910024396.2) 

[2] 赵永强 潘泉 程咏梅 高仕博 陈超 多波段远红外热像仪 实用新型专利 (申

请号：200920035120.X) 

软件著作权 

[1] 赵永强 陈超 潘泉等  多光谱偏振成像与分析软件系统  软件著作权 (证书

号：软著登字第 0187268 号) 

[2] 赵永强 柳丹 陈超等  基于小波变换和区域分割的图像融合软件系统  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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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著作权证书号：软著登字第 01878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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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主要科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 60634030)： 

项目名称：具有复杂系统特征的运动目标多模多尺度自适应估计与辨识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 60602056)： 

项目名称：基于多尺度分析的成像光谱偏振探测信息综合及应用 

[3] 航空科学基金(编号 03D53032）： 

项目名称：基于偏振特征的多源图像目标识别技术 

[4] 航空科学基金(编号 2007ZC53037)： 

项目名称：复杂环境下基于多元信息融合的运动目标鲁棒自动识别技术 

[5] 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编号 SK050013)： 

项目名称：基于偏振与光谱特征的多元图像融合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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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潘泉教授，在研究生的学习生涯中，我的努力及研究上取

得的成绩都离不开潘老师的悉心指导，潘老师带领我走进学术科研的门路，教我

如何培养科研的兴趣以及科研的方式方法。潘老师学识渊博，工作勤奋，给我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奋斗目标。常常记得他晚上工作到很晚，

直到 后一个离开实验室的样子。从潘老师身上，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也看

到了自己未来要走到路。研究的道路就像生活一样，只有时刻保持前行的姿态，

才能走的更远，做到尽力而无悔。潘老师身上的勤奋和不服输的性格常常激励着

我往前奋斗。 

感谢我的第二指导老师赵永强老师。赵永强老师和我亦师亦友，是我科研中

交流 多、联系 为紧密的老师。从选题、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成果整理，每

块都凝聚着赵老师辛勤的努力。从赵老师身上，我学到了论文的整理是自己科研

成果展示的 佳路径。从整理过程中发现问题所在，进而不断完善、改进以期得

到更好结果。此外还感谢赵老师在我生活上、博士申请过程中给我的良好建议及

意见，令我更加坚定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感谢教研室的程咏梅老师，她就像整个教研室的母亲一样，给我们大家庭的

温暖，以及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谢梁彦、张绍武、赵春辉以及杨峰老师，

谢谢他们在教研室对我的照顾和友好的帮助。 

感谢香港理工大学的张磊和张大鹏教授在硕士研究生的 后几个月能提供

机会让我在香港理工大学人体生物特征研究中心做研究。能有幸接触到香港的科

研环境以及和那边的同学有益讨论，让我自身的学术修养都有了较大的提高。感

谢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学习工作期间，生物计算中心老师及同学对我

提供的友好帮助。 

感谢法国巴黎电信学院的张大庆教授在我科研方向的指导及有益意见。和他

进行了多次有益讨论，让我有机会了解国外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 

感谢和我一同学习工作过的贺霖、王道荣、谢晋、杨铁恒、王进行、卫沛锋

师兄，及邸韡、杨红芳师姐，他们给了许许多多的无私帮助。感谢同一课题组的

王凯、庄东风、李建博等同学，和他们进行的每一次讨论，都使我受益匪浅。感

谢教研室的“一群人”，和他们有着犹如亲人一般的感情，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让我感受到单调乏味科研生活外的另一种美好。感谢柳丹、吴燕茹等同学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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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上给与我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我的朋友罗丽同学，她平时对我在生活上、

以及失败气馁时倍感振奋的鼓励及安慰，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与源泉。 

感谢辛苦养育我的家人：父亲、母亲及大哥。父母的辛苦给我创造的安逸舒

适的学习生活环境，使我可以无忧无虑的静下心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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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是为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2007-03~2009-10)所有的采集得到实验

数据库的一个说明。主要包含两部分，一为基于图像的偏振光谱数据库，另一为

基于野外光谱仪(Ger2600)的偏振光谱数据库。 

I. 基于 Ger2600 的偏振光谱数据库 

文件名命名规则约定：以实验时间为一级目录文件名，以实验目标对象为二

级目录文件名，在二级目录文件名下建立 cal、tar 文件为三级目录，分别意指定

标和目标，在 cal 目录下建立 sun、shadow 目录，接着在 sun 及 shadow 目录下分

别建立 0和 90目录用于存放定标测量数据；类似地，在 tar目录下建立 sun、shadow

目标，接着在 sun 及 shadow 目录下分别建立 0、45、90 和 135 目录用于存放测

量目标测量数据，如遇到同一测量目标不同探测几何条件情况时，需在实验目标

对象第二级下多加入一级目录，该级目录以探测几何条件为名字的。附图 1 为绿

漆铝板四组不同探测几何条件下在电脑的存储路径及文件命名格式。 

 
附图 1 绿漆铝板在电脑存储路径及文件命名格式 

该数据库分两大类，一类为背景，一类为目标。背景类主要包含草地、土壤；

目标类主要包含涂层绿漆铝板、涂层绿漆木板、涂层绿漆铁板、普通木板、黑色

瓷砖、铝板、白色瓷砖、白色塑料、橡胶等目标。 

目前为止，总共有不同探测几何条件的土壤数据为 32 组，草地背景为 21 组。

绿漆涂层铝板为 10 组，绿漆涂层铁板和绿漆涂层木板各为 5 组，普通木板、黑

色瓷砖、铝板、白色瓷砖、白色塑料、橡胶均为 1 组。 

II. 基于图像的偏振光谱数据库 

基于图像的偏振光谱数据库总体可以分类两类，一类是可以求取偏振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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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DF 特征的数据库，我们称之为偏振光谱 BRDF 图像数据库，一类只为偏振光

谱数据库，我们称之为偏振光谱场景图像数据库。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是相差定

标偏振光谱图像，也即相差附图 1 中的 cal 目录下的 4 组偏振光谱图像。偏振光

谱场景数据库无需人工遮住太阳形成阴影进行图像采集，只具有 4 组不同偏振方

位角度下的光谱图像。偏振光谱 BRDF 图像数据库的命名规则与基于 Ger2600

的偏振光谱数据库一致，如附图 1 所示。而对于偏振光谱场景图像数据库而言，

无论成像环境是否晴天、阴天，统一以附图 2 形式命名形式给出，有关所有成像

的环境及当天天气温度风向等信息将在 readme.txt 文档中另外说明，这样做的原

因是为了方便配准。 

目前构建的基于图像的偏振光谱数据库有包含简单目标的场景用于分析不

同目标偏振光谱 BRDF 的特性，也有包含复杂的自然场景用于分类、识别等应用。

同时为了分析不同成像环境下的目标的偏振光谱 BRDF 特性及提取的偏振光谱

BRDF 特征分稳定性，构建的相同场景、不同成像环境下的数据库。 

 
附图 2 偏振光谱图像数据库在电脑存储路径及文件命名格式 

 

表 1 基于 Ger2600 的偏振光谱数据库(土壤，实验时间：2007 年 5 月 17 日，5 组) 

No. i  r    

1 52.9162 0 180 

2 57.5642 15 180 

3 56.1184 30 180 

4 59.8344 45 180 

5 61.9983 60 180 

 

表 2 基于 Ger2600 的偏振光谱数据库(土壤，实验时间：2007 年 9 月 14 日，11 组) 

No. i  r    

6 33.1326 0 0 

7 39.0644 40 0 

8 37.4003 60 0 

9 42.4170 20 45 

10 41.0027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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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4.7216 15 90 

12 35.5754 60 90 

13 50.1744 10 120 

14 48.1007 30 120 

15 44.4671 10 180 

16 45.2271 30 180 

 

表 3 基于 Ger2600 的偏振光谱数据库(土壤，实验时间：2008 年 3 月 27 日，10 组) 

No. i  r    

17 37.8140 30 180 

18 47.0871 30 180 

19 45.2296 30 180 

20 51.6112 0 180 

21 49.8024 15 180 

22 48.5623 20 180 

23 47.0871 30 180 

24 45.3133 30 180 

25 43.4438 30 210 

26 41.6578 30 270 

 

表 4 基于 Ger2600 的偏振光谱数据库(土壤，实验时间：2008 年 4 月 17 日，10 组) 

No. i  r    

27 47.5421 30 180 

28 43.6855 30 180 

29 40.1407 30 180 

30 37.0981 30 180 

31 33.8107 30 180 

32 30.4473 30 180 

 

表 5 基于 Ger2600 的偏振光谱数据库(草地，实验时间：2007 年 5 月 9 日，5 组) 

No. i  r    

1 35.9256 0 180 

2 34.3753 10 180 

3 32.6565 18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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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1.1550 33 180 

5 28.7796 38 180 

 

表 6 基于 Ger2600 的偏振光谱数据库(草地，实验时间：2007 年 5 月 16 日，5 组) 

No. i  r    

6 32.5530 0 180 

7 22.8450 15 180 

8 31.1043 30 180 

9 25.4704 45 180 

10 27.5733 60 180 

 

表 7 基于 Ger2600 的偏振光谱数据库(草地，实验时间：2007 年 11 月 19 日，11 组) 

No. i  r    

11 55.7185 15 0 

12 56.4144 30 0 

13 58.7343 10 30 

14 57.5394 25 30 

15 60.1718 5 60 

16 61.2308 20 60 

17 62.2324 15 90 

18 63.6641 40 90 

19 66.4175 15 150 

20 65.6549 30 150 

21 67.7736 20 180 

 

表 8 基于 Ger2600 的偏振光谱数据库(绿漆铝板，实验时间：2007 年 10 月 16 日，10 组) 

No. i  r    

1 46.3463 0 0 

2 47.3895 15 0 

3 49.0561 45 0 

4 50.3054 10 30 

5 52.1080 40 30 

6 53.8377 20 90 

7 55.9712 3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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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6.8130 60 90 

9 59.3541 15 180 

10 60.7552 45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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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业 

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即：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

的知识产权单位属于西北工业大学。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

印件和电子版。本人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

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同时本人保证，毕业后结合学位论文研究课题再撰写的文章一律注明作者单位为西北工业

大学。 

保密论文待解密后适用本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西北工业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秉承学校严谨的学风和优良的科学道德，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

人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

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公开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

果，不包含本人或其他已申请学位或其他用途使用过的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

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表明。 

本人学位论文与资料若有不实，愿意承担一切相关的法律责任。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