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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太阳诱导叶绿素荧光数据是反映全球植被总初级生产力的关键指标, 对于监测全球或地区性的植被生产力

变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 目前为止仍没有高分辨率和全球覆盖的可用原始数据集. 虽然存在一
些全球性的重建数据集, 但一般存在区域特异性不够明显等问题, 从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数据在特定的兴趣区域
上的可用性. 为了探索重建基于兴趣区域的叶绿素荧光数据的方法, 本研究以华北平原为例, 综合遥感数据处理技
术, 机器学习方法和生态学原理, 对原始轨道碳观测者二号卫星所提供的叶绿素荧光数据集和 MODIS 地表反照率
数据建模. 重建数据集基于兴趣区域内原始数据的时空特征而建, 具有连续的空间覆盖和更高的空间分辨率, 经过
验证, 该框架可以为特定区域提供有效的有针对性的的叶绿素荧光数据, 可为兴趣区域的与叶绿素荧光数据有关的
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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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lar-Induce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SIF) is a functional proxy of Gross Primary Production (GPP), and it
is crucial to monitor the global or regional vegetation productivity and climate change. However, there is no available
original dataset with global continuous coverage at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reconstructed
datasets, but they are not specific enough to a region of interest. This disadvantage thus will limit their application for
research related to SIF in such a region of interes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ethod to reconstruct SIF dataset in a region of
interest, we built models on MODIS reflectance data and original OCO-2 SIF, combining machine learning,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ecological principles. The reconstructed SIF dataset was built based on the spatial-temporal
features with contiguous spatial coverage and higher spatial resolution. Based on the validation performance, this
framework is capable for providing efficient and specific SIF data for a region of interest, and it can support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SIF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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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诱导叶绿素荧光 (Solar-Induced chlorophyll

能大的数据集产品, OCO-2 原始叶绿素荧光遥感数据

Fluorescence, SIF) 信号是当阳光被叶绿素吸收之时所

集常被整合成某个时间周期内的空间分辨率为 1 度的

产生的, 属于光合作用生化过程中释放的光学信号. 绿

产品, 但是这样使得 OCO-2 SIF 产品的高空间分辨率

色植物特有的叶绿素荧光信号因此成为了反应光合作

优势不复存在, 显著地影响了 OCO-2 SIF 在相关研究

用强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的指标. 在生态学中, SIF 信

之中的充分利用.

号已成为目前大时空尺度或全球尺度下反应总初级生

为了尝试解决全球遥感 SIF 数据集的空间不连续

产力以及碳循环的最主要的数据源之一[1–4]. 如今全球

性, 近来一些全球 SIF 数据集重建研究开始着力解决

气候及生态变化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叶绿素荧光数

这一问题[18–20]. 但对于区域或景观尺度上的的研究来

据对于监测兴趣区域生态以及植物生产力的动态具有

讲, 一般只关注特定的兴趣区域, 全球尺度的数据构建

重要的意义, 可以为生态学, 水文学或农业相关研究提

体系尺度过大, 其通用的数据重建模型对于特定的兴

供关键的数据支撑. 近年来一些卫星或者航空飞行器

趣区域来说, 叶绿素荧光数据的区域特异性或针对性

被用来检测 SIF 信号, 在相关领域引发了一系列不同

不够, 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数据质量. 本研究的

时空尺度上的研究 [5–8] , 如 Global Ozone Monitoring

思路为利用机器学习方法, 遥感影像处理技术, 在景观

Experiment-2 (GOME-2) 卫星提供的全球覆盖的 SIF

生态学专家知识系统指导下, 为兴趣区域内的每一种

遥感数据. 然而 GOME-2 现有产品的较低的时空分辨

植被类型在每个 16 天的时间步长上建立有效模型, 这

率阻碍了细粒度上 SIF 的研究, 如使用地表观测来研

些模型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特定兴趣区域在特定时间段

究 SIF 与 GPP 之间的耦合关系. 从 2017 年 10 月开始,

的叶绿素荧光数据重建框架. 本论文以华北平原为例,

TROPO spheric Monitoring Instrument (TROPOMI) 卫

作为感兴趣区域范围. 目标重建数据集的分辨率选为

星产品开始投入使用[9], 其空间分辨率约为 7×3.5 公里,

0.05 度, 时间周期选为 2018 年生长峰季 (6, 7, 8 月, 每

并且为逐天的数据. 这套 SIF 卫星数据可以显著的改

16 天). 在本实验中用于重建 SIF 数据的特征源数据是

善由于较低的空间分辨率或者时间分辨率所带来的限
制, 但其样点式的观测仍然无法提供感兴趣区域内高
分辨率的连续数据, 而且尚无法提供长期历史 SIF 记
录来耦合特定兴趣区域 GPP 数值.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轨道碳观测者 2 号卫星
OCO-2 (Orbiting Carbon Observatory-2) 在很大程度上
改善了这一现状[10,11]. 该卫星自 2014 年 9 月发射之后
就持续提供其轨道上的每天的叶绿素荧光数据观测值.
OCO-2 卫星的 Footprint 大小为 1.3×2.25 km2, 其空间
分辨率上是截至目前为止可用的 SIF 遥感产品中最高
的, 这样的高分辨率更有利于理解景观的格局和异质

MODIS 地面反照率数据.

1 基于机器学习和生态控制的数据重建框架
本论文的实验流程包括数据预处理, 训练集生成,
在生态学原理控制之下的多层感知机人工神经网络训
练, 兴趣区域内预测与补全, 空间连续高分辨率数据集
的生成. 具体如图 1 所示.
1.1 数据预处理
OCO-2 SIF 为条带状数据, 其一个条带上 Footprint
的形状及分布如图 2 所示. 其 Footprint 为不规则的四

性对 SIF 的影响以及 SIF 和 GPP 的关系[12–17]. 但是由

边形. 原始数据集提供了每个 Footprint 的中心点和四

于 OCO-2 卫星的轨道是条带状的 OCO-2 SIF 数据并

个角点的地理坐标. 由此可以完全确定每个 Footprint

非全球覆盖, 因此之前的研究主要针对恰好落于 OCO-

的位置.

2 轨道之下的有限的区域, 而且其轨道条带之间具有很

OCO-2 SIF 数据集提供的其他重要属性还有: 观

大的间隙. 对于某一特定的感兴趣区域而言, 在特定时

测时间, 太阳入射角的值, 观测模式, 757 nm 波段 SIF

间内仅有较少比例的研究区域有可利用的 OCO-2 数

数值 (SIF757), 771 nm 波段 SIF 数值 (SIF771), 日均矫

据, 极端情况下甚至无数据可用. OCO-2 卫星的巡回周

正因子 (daily_corrector), 国际陆届生物圈方案 (IGBP)

期为 16 天, 为了得到感兴趣区域内空间覆盖范围尽可

土地覆盖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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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区域空间连续的高分辨率叶绿素荧光数据集构建框架

别上, 在中纬度地区折算成纬度跨度约为 0.05 度, 与目
标重建数据集的空间分辨率一致. 这种空间整合在牺
牲较小幅度的空间分辨率的代价下, 对 OCO-2 SIF 原
始数据较大的噪声误差起到了减弱的作用, 更有利于
得到更高质量的训练目标数据. 根据 Frankenberg 等人
的研究, 当空间重采样过程中单个像元整合的 Footprint
个数为 n 时, 随机误差或噪声会被减少至原来的 n(–1/2),
因此 5 个最近邻 footprint 的整合会将误差大概降至原
来的 0.4 左右. 0.05 度的空间分辨率对于区域性空间连
续的叶绿素荧光数据来讲, 已属于高分辨率级别, 完全
可以满足与 SIF 相关研究的需要.
图2

OCO-2 卫星条带状轨道局部及其 Footprint 示意图

根据 OCO-2 数据集提供的属性说明, 其观测模式
共有三种: Nadir, Target, 以及 Glint. 其中 Nadir 观测模
式为卫星传感器近似垂直观测, 本模式的数据受测量
角度的影像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本研究的采用的目标
值为 Nadir 观测模式下的叶绿素荧光数值. 另外, 原始
数据集提供了 757 nm 以及 771 nm 上的叶绿素荧光数
据的瞬时值. 本实验采用 757 nm 波段的数据. 由于
SIF 瞬时值受观测时间影响较大, 在本研究中, 具体采
用各波段的日均矫正值, 而不是瞬时值. SIF 的日均矫
正值可以由瞬时值乘以日均校正因子得到. 由于 OCO2 Footprint 尺度上的叶绿素荧光数据的观测本身具有
一定的误差, 为了获得更加稳定的目标值, 从而在训练
中取得更好的效果, 对于某个中心 Footprint,我们采用
“5 最近邻”Footprint 的平均值作为最后的训练目标值.
S IF_y =

5
∑

S IF757(i) ∗ Daily_corrector

(1)

i=1

接下来的数据预处理步骤为地表反照率特征数据
源的预处理. MODIS 地表反照率数据有多个系列.数据
集 MCD43A4 系列产品提供每天的全球覆盖的地表反
照率数据, 其分辨率为 500 米, 可以为逐天的 OCO-2
Footprint 提供对应的反照率特征数据. MCD43C4 系列
产品的空间分辨率为 0.05 度, 来源于 MCD43A4 逐天
的数据, 经 MODIS 质量控制体系整合到 0.05 度的空
间分辨率. MCD43C4 产品可以很方便的整合到时间分
辨率为 16 天的数据, 为模型建立之后, 生产时间分辨
率为 16 天, 空间分辨率为 0.05 度的数据集提供特征数
据源.
1.2 训练集的构建
本研究基于 MODIS 卫星地表反照率数据提取模
型的训练特集. OCO-2 卫星的分辨率为 1.3×2.25 km2,
而 MODIS 影像的分辨率为 500 m, 因此会有一定数量
的 MODIS 像元落在 OCO-2 的 Footprint 之中. 这也为
我们建立基于 MODIS 反照率的训练特征提供了可能性.
由于 OCO-2 SIF 原始条带状的数据为逐天的数

这种空间整合实质为空间重采样, 经过“5 最近邻”

据, 因此我们采用了 MODIS 反照率产品系列中的

的处理, 参考 Footprint 的空间分辨率大小, 总体来讲可

MCD43A4, 该数据为全球覆盖的逐天数据集, 可以满

以将源数据的空间分辨率调整至 5 公里的平均精度级

足实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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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个 Footprint, 我们取所有中心点落在其

的有效训练样本. 即 2018 年生长峰季 6 月, 7 月, 8 月

中的 MODIS 像元作为对应像元群体, 然后取该群体的

的 SIF 数值作为训练目标值, 这样可以确保训练得到

七个波段各自的均值和方差作为特征集, 以此来获取

的 SIF 与 MODIS 的关系是建立在相应的时空条件下

每个 MODIS 波段的反照率的平均水平以及方差. 因

的, 从而保证了预测效果与数据的准确性. 在进行模型

此, 该特征集的特征维度为 14. 该特征集可以反应

训练的同时, 我们采用了 MODIS 与 OCO-2 同时使用

MODIS 反照率个波段的平均强度和变异性.

的 IGBP 土地覆盖数据划分训练样本, 为每种植被类型

为了生成 OCO-2 SIF 对应的特征数据集, 我们设
计了如下算法:
算法 1. OCO-2 SIF 特征集构建算法
1) 读取某一天的 SIF 序列, 从文件中读取 SIF757 瞬时值, 日均值校
正因子, 中心点坐标, 四个角点坐标, 土地覆盖类型, 将这些变量分别

建立特异化的模型.
本研究所采用的多层感知机的具体的训练策略为
通过 5 折交叉验证来选取多层感知机神经网络的各个
参数, 包括激活函数, 最大迭代次数, 神经网络的层数
以及每层的神经元数目, 从而在设定的参数空间内寻

存储为等长向量.

求最优的参数组合, 建立相对最优的模型, 用于数据的

2) 读取该日的所有全球 MODIS 影像, 取出 MODIS 左上角顶点坐

重建任务, 以求尽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保持原有数据

标, 像元长度, 以及像元宽度. 计算出影像四个角点的范围. 建立

的时空分布特征. 其中激活函数的寻优空间包含

MODIS 该日的影像地理信息词典, 以日期作为词典名, 以影像的文
件名作为词典的索引, 上述提到的其他变量作为词条内容.

logistic、tanh、以及 relu 函数; 网络层数的寻优空间

3) 依次读取读取 OCO-2 SIF 向量中的 footprint, 根据其日期获取对

为 1 至 5 层, 每层的神经元数目的寻优范围为 3 至 21

应的 MODIS 词典. 遍历词典中的词条, 判定 OCO-2 SIF footprint 的

之间的奇数, 具体如表 1 所示. 由空间分辨率为 0.05 度

四个角点是否均落在该 MODIS 影像之中, 如果是, 跳出循环, 进行
下一步.

的 MODIS 反照率数据集 MCD43C4 生成的每 16 天的

4) 根据 MODIS 影像的地理信息, 将 MODIS 像元的坐标转换为与

特征数据, 提供给训练好的模型用于预测, 从而完成目

OCO-2 Footprint 相一致的坐标系 (WCG1984). 计算出该影像中所有

标数据集重建.

落入 Footprint 之中的 MODIS 像元的行列号.
5) 读取并在训练集中保存目标值日均 SIF、Footprint 土地覆盖类型,

表1

MODIS 像元土地覆盖类型众数以及相对应的 MODIS 波段平均值.

在训练集的生成过程中, 我们通过 OCO-2 的地理

多层感知机参数寻优范围

参数

寻优空间/配置

激活函数

logistic、tanh、relu

网络层数

信息查询到与其对应的 MODIS 影像的 ID, 满足要求

每层的神经元数量

1, 2, 3, 4, 5
3, 5, 7, …, 21

的 MODIS 影像完全覆盖 Footprint,如果出现一个

最大迭代次数

1 000 000

Footprint 跨越多幅影像的情况, 该 Footprint 会被忽略.
另外, 为了增强对 Footprint 土地覆盖类型的判断信心,

2 结果评估及分析

我们会选择 OCO-2 土地覆盖信息和 MODIS 像元土地

本文设置的参数寻优组合数量众多, 受篇幅所限

覆盖类型的众数相一致的作为训练样本. 这种处理方

不可能展示每一类植被类型在每种参数组合下的表现,

式适用于空间分辨率不一致的情况, 可以有效增加判

为了直观的展示参数寻优的过程, 我们以农田 (IGBP

断信心.

index = CROP) 类型在激活函数为 relu, 网络层数为

1.3 模型的训练与数据集生成

3 时的神经网络为例, 选取了几个参数组合, 展示模型

为了建立 MODIS 地表反照率与 OCO-2 SIF 数值

在不同配置下的表现. 示例结果如表 2 所示.

之间的关系, 我们建立了多层感知机作为数据拟合和
重建的算法. 多层感知机是典型的前馈人工神经网络,
在多种机器学习任务中得到广泛的应用[21–24]. 以
2018 年生长峰季华北地区 OCO-2 SIF 数值的全覆
盖、高分辨率数据集的重建为例, 为了有针对性的完
成该任务, 我们采取了生态学原理控制下的训练方法.
具体的为仅采用华北地区所在的亚洲生物地理分区内
136 系统建设 System Construction

表2

多层感知机在不同参数组合上的表现示例

每层神经元数目
(3, 3, 3)
(5, 5, 13)
(13, 17, 9)
(17, 15, 13)
(19, 17, 11)
(21, 21, 21)

验证集表现 (RMSE)
0.082
0.079
0.071
0.073
0.074
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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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价数据重建模型的数据拟合效果, 我们利

计算机系统应用

随关系.

用训练集以及预留的验证数据进行了典型的机器学习

华北地区最终的叶绿素荧光重建数据集如图 5

的验证, 将所有的土地覆盖类型融合到一起后呈现验

所示. 重建后的叶绿素荧光数据覆盖整个兴趣区域,

证结果, 可以反映出模型的综合表现. 图 3 展示了本模

具有空间连续性. 同时模型的良好表现说明了其预测

型在训练集上的表现. 采用预测值与原始值的拟合线

数值的有效性. 对比原始 OCO-2 叶绿素荧光数据集空

2

的斜率, 相关系数 R 与均方根误差 RMSE 的值来进行

间重采样到 1 度的数据集, 兴趣区域内重建后的叶绿

评价. 可以从中看到, 拟合线的斜率为 0.95, 相关系数

素荧光数据集具有远高于原有 1 度数据集的分辨率.

R2 的数值达到了 0.72, 均方根误差 RMSE 的数值低至

基于我们在生态原理控制下建立的多层感知机模型,

0.081, 显示出了该模型在训练集上的良好表现.

重建数据集保留了原有数据集的空间分布规律, 同时
由于其空间连续性, 该数据集的可用性远大于原有的

Training

1.0

y=x
Regression: y=0.95x
RMSE=0.081; R2=0.72

0.5

17.5

OCO-2 SIF 数据集. 新的叶绿素荧光数据集的空间分

15.0

辨率为 0.05 度, 也远高于现有的空间连续的叶绿素荧

12.5

光原始遥感数据集, 如 GOME-2, 其空间分辨率约为

10.0

40 公里. 从图五中的生长峰季三个月 6 月, 7 月, 8 月

7.5

Density

Prediction (Wm−2μm−1sr−1)

1.5

0.0

1) 7 月作为华北地区降水量以及月均温最高的月份,

5.0
−0.5
−0.5

植被的生产力水平, 或者光合作用强度达到顶峰;

2.5
0.0

0.5

1.0

2) 从 6 月到 8 月, 该地区 SIF 平均水平经历了先上升

1.5

Observation (Wm−2μm−1sr−1)

图3

的 SIF 高值分布及变化来看, 基本反映出了如下规律:

后下降的过程, 而且在下降的时候, 反映出了高纬度
或者高海拔先下降, 大型农业种植区所在的低纬度低

数据重建模型在训练集上的表现

本实验所建立的多层感知机神经网络模型在验证
数据集上的表现如图 4 所示, 拟合线的斜率为 0.95, 相
关系数 R2 的数值达到了 0.7, 均方根误差 RMSE 的数
值低至 0.084, 基本与模型在训练数据集上的表现处在
同一水平线上, 显示出了该模型在验证集上的依然具
有比较稳定的表现.

海拔地区 SIF 峰值维持时间较长等趋势. 这些结论与
先验生态学知识基本相符, 进一步证明了重建数据集
的有效性.

3 结论与展望
本论文以华北地区 2018 年的生长峰季为例, 通过
人工神经网络, 基于 MODIS 地表反照率与轨道碳观测
者二号所提供的叶绿素荧光信号遥感数据建立模型,

Validation

1.0

y=x
Regression: y=0.95x
RMSE=0.084; R2=0.7

14

并用于高分辨率、空间连续的数据集的重建任务. 本

12

研究展示了一种获取兴趣区域特定时间段内高质量叶

10

绿素荧光遥感监测数据集的生成方法, 并通过验证证

0.5
8
0.0
−0.5
−0.5

0.0

0.5

1.0

1.5

Density

Prediction (Wm−2μm−1sr−1)

1.5

6

初级生产力相关的交叉学研究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撑.

4

由于轨道碳观测者 2 号的叶绿素荧光数据以及

2

MODIS 反照率数据均具有数据缺失或者质量较低的

Observation (Wm−2μm−1sr−1)

图4

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该方法可以与叶绿素荧光或总

数据重建模型在训练集上的表现

从图 3 及图 4 可以看出, SIF 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
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而且在整个值域上具有良好的跟

情况, 该框架在特殊地区特殊时间, 如热带雨林生长峰
季, 会面临较多的源数据缺失问题, 这属于一种不可控
因素. 基于各相关学科专家知识系统或者经验模型的
数据补全方案或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也可能是未来潜
在的一个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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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 2018 年生长峰季 SIF 重建数据集以及 1 度分辨率原始数据集对比图 (第一行为重建数据集, 第二行为原始数据
集重采样到 1 度; 第一列为 6 月数据, 第二列为 7 月数据, 第三列为 8 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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