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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2018 年 10 月份黄河口入海两侧的 LANDSAT8 OLI 影像, 提取植被指数和缨帽变换分量共
9 维光谱特征, 构建融合浅层特征的 8 层深度卷积神经网络(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DCNN)
分类模型, 开展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 Loisel)遥感监测的方法研究, 并从不同的浅层特征来具
体分析互花米草的监测结果。结果表明: (1)在分类方法上, DCNN 模型的总体分类精度最高, 达到
90.33%, 与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分类器相比, 精度分
别提高 4.78%、2.7%, 互花米草的生产者精度分别提高了 2.56%、0.47%, 说明在滨海湿地遥感影像分
类中, DCNN 有着更好的应用潜力; (2)融合浅层特征后, DCNN 的总体分类精度和互花米草的识别精度
分别提高了 0.34%和 3.25%, 有效提高了对互花米草的监测能力。其中, 融合归一化植被水分指数(NDII)
浅层特征的 DCNN 分类方法中, 互花米草的识别精度提高最多, 为 2.56%, 比值植被指数(RVI)次之,
为 2.32%。研究结果可为互花米草的监测与管理提供技术与数据支撑。
关键词: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DCNN); 浅层特征融合; 湿地分类; 互
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 Loisel); 黄河口
中图分类号: P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096(2019)07-0012-11

DOI: 10.11759/hykx20190130001

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 Loisel)隶属于禾
本科虎尾草族, 最开始种植于北美大西洋及墨西哥
[1]

对生物多样性带来了消极影响 [9-11]。 
目前, 遥感作为大尺度区域动态观测的唯一手

湾的海岸带盐沼地区 , 其植株粗壮, 根茎稳固, 能

段, 被广泛用于入侵物种互花米草的监测研究。从所

够抗风固沙, 保滩护岸, 在当地被称为“生态系统工

用的分类方法看, 多局限于最大似然法、支持向量机

程师”。1979 年 12 月, 互花米草首次引种到我国的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等浅层学习手段[3, 12-14],

福建省罗源湾 [2], 用以保护滩涂、改善河口区生态环

对复杂函数模型的表达能力有限, 在实际应用过程

境, 由于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和受人为影响等多重驱

中精度难以提高。也有研究利用单一或长时间序列

动机制, 在我国东南沿海湿地大规模暴发, 呈多项

的影像, 通过人工分析、训练决策规则实现互花米草

式的增长趋势 [3]。2003 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公布的首
批入侵物种名单中, 互花米草是唯一的海岸带盐沼
植物 [4], 现已被公认为我国滨海湿地中最有害的入
侵植物, 成为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山东省最早于 1989 年在黄河三角洲五号桩附近
引种互花米草, 现已成为互花米草面积扩散速度最
快的省份 [5-6] 。其中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暴发最为严重, 互花米草的持续扩张将会抢占保护
区内柽柳、碱蓬的生境, 进而威胁珍稀水禽丹顶鹤和
黑嘴鸥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 [7-8] 。已有研究表明, 互
花米草的成功入侵改变了滨海湿地的生态景观格局,
12

的范围提取 [15-16], 但自动化程度不高。而面向自然资
源管理的需求, 迫切需要发展高精度、自动化强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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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米草监测方法。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研究中兴起

适用于本文的分类方法研究。

的领域, 本质上通过学习多层非线性网络结构, 将
原始数据的低层属性转换成更健壮的抽象特征, 实
现强大的从少数样本中集中学习数据本质特征的能
力。其中卷积神经网络是图像分类领域最有主导性
的监督学习深度架构, 已被证明优于传统的机器分
类方法 [17], 许多学者也将其应用于多光谱图像的分
类,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其中 Scott、Zhao 和 Rezaee
等 [18-20]利用 DCNN 网络架构分别对 UC Merced 土地
覆盖数据集、北京市建筑场景和加拿大纽芬兰阿瓦
隆半岛进行分类研究, 整体分类精度均在 90%以上,
证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在复杂环境的应用潜力。但
以上针对 DCNN 模型的分类实验, 多选择城市、场
景等典型的多光谱和航空影像集进行算法验证, 较
少应用于空间异质性强的滨海湿地的分类评估, 对
多光谱遥感图像分类的潜力也尚未得到彻底探索。
综上, 互花米草所处的环境中地物分布错综复
杂, 而以往的分类方法在高精度、自动化方面的潜力
未充分发挥, 难以满足对复杂滨海湿地精细分类的
需求。本文基于 LANDSAT8 OLI 前 7 个波段组合的
多光谱数据, 融合提取的多维浅层光谱特征, 结合现
场踏勘资料, 利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分类模型开展黄
河口入海两侧互花米草监测方法的研究, 并从不同的
浅层特征角度来评价和分析互花米草的监测结果, 为
互花米草的遥感识别与管理提供技术与数据支撑。

1
1.1

研究区与数据

图 1

研究区 LANDSAT8 标准假彩色合成影像和现场调

查位置
Fig. 1 LANDSAT8 standard false color composite image
and field survey location in the study area

1.2

遥感影像数据
黄河口区域的互花米草在 9 月下旬和 10 月上旬,

处于生长季节中的旺盛期, 叶面积指数也达到最大,
形成高密度与盖度的成熟群落, 利于光学遥感监测
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 LANDSAT8 OLI 多光谱影像
易获取, 为互花米草的大尺度监测提供了有力的数
据支持。本文选用 LANDSAT8 OLI 传感器于 2018 年

研究区概况
黄河三角洲, 地处山东偏北的渤海之滨, 是典

型的扇形陆地, 黄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此区
域。由于处在黄河到渤海的交汇处, 水流携带的泥沙
沉降, 形成宽阔的淤泥质海滩, 为互花米草的扩散
提供了有利条件。据统计, 自 1989 年在五号桩引种
以来互花米草的范围不断扩大, 2007 年黄河三角洲
互花米草的面积增加到 571.6 hm2[21], 至 2015 年已达

10 月 12 日获取的研究区影像, 包含可见光至短波红外
共 7 个光谱波段, 覆盖的波长范围为 433~1 390 nm, 地
面分辨率为 30 m, 幅宽 185 km, 覆盖周期 16 d。为了
消除大气散射影响, 对影像进行辐射定标、FLAASH
大气校正预处理, 并结合现场踏勘的地面控制点对影
像进行几何校正, 保证误差小于 0.5 个像元。

1.3

遥感解译标志集建立

3 278.1 hm2[15], 空间上表现为从东北向西南不断扩

为保证地物分类结果的精确可靠性, 分别于

展, 其中现行黄河入海口东南侧区域的互花米草呈

2018 年 7 月和 9 月, 基于多种手段开展黄河口湿地

暴发性的生长趋势

[13]

, 影响了保护区内原有的生物

的现场数据调查, 分别利用 GPS 和相机记录站点的

群落结构。针对互花米草的分布现状, 选择黄河口入

位 置 和 遥 感 解 译 信 息 , 基 于 此 , 结 合 LANDSAT8

海 两 侧 湿 地 为 研 究 区 (119°09′~119°18′E, 37°43′~

OLI 遥感影像, 建立黄河口湿地内互花米草、芦苇沼

37°51′N)(图 1), 此处位于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的核

泽、柽柳灌丛、潮滩稀疏植被、丰水潮滩、水体、

心区, 芦苇、柽柳、碱蓬等典型植被呈空间分布复杂,

光滩共 7 类典型地物的遥感解译标志集,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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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 年 10 月研究区地物解译标志
Tab. 1 Interpretation symbols of objects in the study area in October 2018
地物类型

LANDSAT8 影像(5-4-3 波段组合)

现场照片

地物特征解译
多生长于低潮位区, 形成单一密集群落,
盖度高的影像上呈鲜红色, 盖度低的潮

互花米草

滩含水量大的呈暗红色。
芦苇为主, 混生有少量柽柳, 喜淡水,
芦苇沼泽

但比互花米草的衰退期早, 在秋季末的
影像上呈暗红色。
柽柳灌丛为主, 分布稀疏, 混生有少量
的芦苇、盐地碱蓬, 多生长于潮间带的

柽柳灌丛

高潮位区, 在影像上为暗红的网络状。
以稀疏的芦苇和盐地碱蓬为主, 盖度小,
影像上分布为均匀且颜色较浅的深灰色

潮滩稀疏植被

或暗红色。
受海水的周期性冲刷, 表面多为均质性
丰水潮滩

淤泥, 含水量大, 无植被覆盖, 影像上
呈深灰色。
分布于高潮位的裸露滩涂, 含水量低,
土壤盐渍化, 对光线反射强, 在影像上

光滩

呈白色或浅灰色。

包括养殖池塘, 蓄水池塘, 河流和开阔

水体

的海水, 在影像上表现为蓝色。

结合建立的遥感解译标志集, 利用人机交互的

维浅层特征的选择和提取。根据互花米草的群落郁

方式, 得到研究区 LANDSAT8 OLI 影像中的典型地

闭, 盖度高的特点, 选择与叶绿素含量相关性高, 对

物的分布图, 并利用现场调查数据进行精度验证,

绿色植被灵敏度高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22] 、比

作为分类过程中样本选取的参考, 如图 2 所示。

值植被指数(RVI)[23]、增强植被指数(EVI)[24]和缨帽变
换的绿度(Greeness)分量; 针对碱蓬、柽柳等与互花

2
2.1

研究方法

米草的覆盖密度不同致使土壤背景对植被分类结果
造成的影响, 选择能减弱土壤反射率变化的修正土壤

多维浅层特征提取

调 节 植 被 指 数 (MSAVI)[25] 和 差 值 植 被 指 数 (DVI)[26];

互花米草广泛存在于滨海滩涂的潮间带, 是高
[1-2]

针对互花米草所处区域湿度较大的特点, 选择水分

, 可适应淹水

含量敏感的归一化植被水分指数(NDII)[27]、差值植被

造成的缺氧环境, 多生长在受潮水周期性冲刷的淤

水分指数(DII)和缨帽变换的湿度(Wetness)分量。将

潮带下部至中潮带下部的先锋物种

泥质潮滩, 与其他植被相比光合速率更高

[10]

。基于上

述互花米草的生态特征和生长环境, 对影像进行多
14

以上 9 维特征提取结果作为分类时输入的融合波段。
表 2 给出了几种植被指数的定义和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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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CNN 分类模型

DCNN(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DCNN)
受生物学上感受野的概念提出, 主要是由卷积层、非
线性变换和池化层堆叠而建立的深层网络架构。
DCNN 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其独特的分层特征提取结
构, 采用多个不同的卷积核, 与图像的局部感知域
连接, 减少网络所需的训练参数, 获得对平移、旋转
和缩放等畸变具有不变性的显著特征。此外, 特征映
射平面上的神经元实现权值共享, 降低计算负担和
模型的复杂度。
卷积层由卷积操作输出不同的特征图, 并通过
激活函数来增强网络的非线性特性。池化层将输入
特征图划分成多个局部区域, 以一定步长滑动, 输
图 2 黄河口入海两侧典型地物真实分布图
Fig. 2 Truth map of typical objects on both sides of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注: 图 4、图 7、图 8 的影像分类图例与图 2 相同

出每个子区域的最大值或平均值。图像的分辨率降
低, 但特征变得更和稳健, 对局部变化也有一定的
容忍力。

表 2 植被指数定义
Tab. 2 Definition of vegetation index
植被指数

计算公式

NDVI

 NIR   Red
 NIR   Red

描述
归一化植被指数

RVI

 NIR
 Red

比值植被指数

EVI

2.5(  NIR   Red )
 NIR  6  Red  7.5  Blue  1

增强植被指数

MSAVI

 NIR  0.5  (2  NIR  1) 2  8(  NIR   Red ) / 2

修正土壤调节植被指数

DVI

 NIR   Red

NDII

 NIR  SWIR1
 NIR  SWIR1

归一化植被水分指数

DII

 NIR  SWIR1

差值植被水分指数

差值植被指数

注: ρBlue, ρGreen, ρRed, ρNIR, ρSWIR1 分别为 LANDSAT8 OLI 的影像蓝、绿、红、近红外和短波红外波段的反射率。

为有效地监测研究区内的互花米草, 本文构建
了 8 层的 DCNN 分类模型, 包含输入层、两个卷积
层与降采样层堆叠形成的特征提取层, 两个全连接

3
3.1

实验结果与讨论
实验设计

层和输出层。首先提取预处理后影像的多维浅层特

以融合后的原始 7 个光谱波段和 9 维浅层特征

征, 与 OLI 影像的 7 个波段共 16 维光谱特征作为网

作为 DCNN 的输入数据, 进行黄河口入海两侧湿地

络的输入, DCNN 通过多种非线性结构学习到不同

典型地物类型的分类实验。其中样本选择是 DCNN

地物类型的深层抽象特征, 将所有的特征映射进行

模型训练过程的关键因素, 直接影响网络特征学习

全连接, 然后通过反向传播算法微调网络的权重和

的有效性。根据外业踏勘的资料集和地物的真实分

偏差, 最后分类器输出每个像素属于所有类别的概

布图, 遵循最具代表性、均匀分布、像元独立的原则,

率分布, 其中概率最大值对应的类别标签为样本类

共选取研究区 7 种地物 850 个训练样本和 1779 个测

别。图 3 展示了研究区 DCNN 分类的框架结构。

试样本, 整幅影像包含 173 072 个像元, 每类地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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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如表 3 所示。通过网络对数据的多次训练, DCNN

代次数(epoch)为 30, 学习率为 0.8。支持向量机(support

模型的均方误差开始下降后呈稳定趋势, 错误率达

vector machine, SVM)分类器设置 RBF 核函数, 惩罚

到最小值, 为 0.093。DCNN 结构参数设置为: 两层

参数为 100。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分类器构建

特征提取结构, 卷积核的数量为 8 个和 12 个, 卷积

100 个森林树, 训练特征数量为 4, 用两种实验的分类

核大小均为 3 像素×3 像素, 批训练样本个数为 2, 迭

结果作为对比来评估 DCNN 的分类潜力。

Fig. 3

图 3 融合浅层特征的 DCNN 模型流程图
Flowchart of the DCNN model with the fusion of shallow features

表 3 训练和测试样本个数
Tab. 3 Number of training and testing samples
地物类别
编号

地物类别

物的总体分类精度。增加 7 种植被指数和缨帽变换

样本数量/个
训练

验证

的绿度、湿度分量作为浅层特征输入时, DCNN 的分
类结 果进一步提 高了 0.34%。从生产者 精度来看 ,

1

互花米草

210

430

2

丰水潮滩

100

260

3

柽柳灌丛

90

161

4

水体

130

258

芦苇沼泽的精度提高最为显著, 分别比 SVM 和 RF

5

光滩

30

65

高 13.17%和 8.18%, 水体的精度均提高超过 7%, 丰

DCNN 对芦苇沼泽、水体、丰水潮滩和互花米草的
分类精度均高于 SVM 和 RF 方法的分类精度, 其中,

6

潮滩稀疏植被

160

309

水潮滩的精度分别提升 5%和 7.69%, 而互花米草的

7

芦苇沼泽

130

296

精度增加了 2.56%和 0.47%。加入多维浅层特征后,

850

1 779

互花米草、丰水潮滩、柽柳灌丛和光滩的分类精度

总计

3.2

4.78%, 比 RF 高 2.7%, 有效提高了研究区内湿地地

分别提高了 3.25%, 3.46%, 2.48%和 12.3%。结果表明,

分类结果与精度评价

多维浅层特征的输入可以深入挖掘到利于地物区分

与人工解译的验证结果相比, DCNN 模型对水
体和芦苇沼泽的识别效果最接近于两种地物的真实

的特征信息, 同时进一步提高总体分类精度和互花
米草的识别精度。

分布, 尤其是潮滩上的细小潮沟也可以进行有效呈

由表 4 和图 4 的结果得出, 浅层特征的融入可有

现, 而 SVM 方法对芦苇和柽柳混生的情况出现错分,

效提高分类精度和互花米草的识别精度, 但不能得

可以证明 DCNN 分类模型的优越性。表 4 显示黄河

到具体的有效特征类型,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浅层特

口入海两侧地物在几种分类方法下的精度, 分类结

征对互花米草提取的响应机制, 保证基本网络参数

果如图 4 所示。SVM 和 RF 分类方法在芦苇、柽柳

不变前提下, 在原始 7 个波段基础上, 分别增加

区内错分出较多小斑块的互花米草, 而 DCNN 对互

EVI、NDVI、NDII、RVI、DII、Greeness、Wetness、

花米草的识别效果更好, 除去 DCNN 在图 4 中 A 区

DVI、MSAVI 特征, 比较 DCNN 分类精度的变化趋

出现的多分。仅利用原始 7 维光谱波段进行分类时,

势。图 5 为不同浅层特征对研究区分类精度的影响,

DCNN 模型的总体分类精度为 90.33%, 比 SVM 高出

可得出加入 EVI、NDII、RVI、DII、Wetness、MSAVI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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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分类方法的精度评价
Tab. 4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ccuracy
SVM 分类

地物类别

RF 分类

DCNN 分类

V-DCNN 分类

编号

PA

UA

PA

UA

UA

UA

PA

UA

1

89.07

90.12

91.16

97.27

91.63

96.10

94.88

95.55

2

81.54

80.92

78.85

88.36

86.54

87.55

90.00

84.48

3

87.58

67.79

88.82

65.30

83.23

77.01

85.71

74.59

4

86.43

100

86.05

97.80

93.80

97.58

88.76

99.13

5

80.00

100

98.46

78.05

83.08

93.10

95.38

87.43

6

92.88

86.71

95.79

86.80

95.47

92.48

93.85

95.71

7

75.68

80.58

80.07

86.18

93.85

95.71

85.14

88.42

OA

85.55

87.63

90.33

90.67

Kappa 系数

0.83

0.85

0.88

0.89

注: OA、PA 和 UA 分别为总体分类精度、生产者精度和用户精度, V-DCNN 为融合浅层特征后的 DCNN。

Fig. 4

图 4 典型地物分类结果图
Classification maps of typical objects

注: a: SVM; b: RF; c: DCNN; d: V-D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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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图 5 浅层特征对互花米草和总体分类精度的影响
Effects of shallow features on Spartina alterniflora and the overall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DCNN 总体分类精度都得到了提高, 其中 NDII 提高

海湿地互花米草监测中更具优势。结合现场调查和

最多, 为 0.62%, RVI 次之, 为 0.45%。针对互花米草

王建步等人开展的黄河口湿地植被盖度估测结果 [28]

的提取上, 所有特征的生产者精度均有所提升, 其

可得, 互花米草沿水边界向陆地的盖度特征一般是

中 贡献最 大的 植被指 数为 NDII, 生产 者精度 提高

从稀疏到密集, 再到稀疏, 这也是互花米草与其他

2.56%。缨帽变换的绿度分量和 DVI 对互花米草的生

植被空间分布特征的差异。另一方面, 由图 6b 可知,

产 者 精 度 提 高 的 最 少 , 均 为 0.7%, 而 用 户 精 度 除

RVI 值与互花米草的盖度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很好的

MSAVI 外, 均有稍微降低, 但差别不大。

一致性, 故该指数在互花米草的监测中贡献较大。为

3.3

更好的展示 NDII 和 RVI 指数在互花米草监测中的优

互花米草分布区域与结果分析
选取图 4 标示的 B 和 C 两个典型区域, 并结合

势, 分别给出了研究区影像、植被指数和分类结果的

互花米草分类精度贡献较大的 NDII 和 RVI 指数, 来

局部区域图, 如图 7、图 8 所示。从结果分析看, 互

具体探讨互花米草的空间分布特点。NDII 指数可表

花米草多生长在离水边线较近的距离, 虽然单期影

征植被含水率, 而互花米草是研究区低潮位的先锋

像的分类结果不能看出研究区内互花米草对芦苇和

物种, 与其他植被相比含水率较高, 即 NDII 指数值

其他植被的生态位替代, 但是互花米草对环境具有

在互花米草区偏大, 如图 6a 所示, 因此该指数在滨

超强的适应力, 需要加以重视。

Fig. 6

图 6 研究区植被指数空间分布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index in study area
注: a: NDII; b: R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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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图 7 B 区互花米草分布与分类结果
Distribution and analysis of Spartina alterniflora in region B

注: a: 原始影像; b: RVI; c: NDII; d: 原始影像的 DCNN 分类; e: 原始影像+RVI 的 DCNN 分类; f: 原始影像+NDII 的 DCNN 分类

Fig. 8

图 8 C 区互花米草分布与分类结果
Distribution and analysis of Spartina alterniflora in region C

注: a: 原始影像; b: RVI; c: NDII; d: 原始影像的 DCNN 分类; e: 原始影像+RVI 的 DCNN 分类; f: 原始影像+NDII 的 DCNN 分类

4

的分类模型, 开展黄河口湿地互花米草的监测研究。

结论与讨论

得到以下结论:

基于 2018 年 10 月黄河口入海两侧的 LANDSAT8

1) 仅使用光谱特征时, DCNN 的总体分类精度

OLI 遥感影像和现场踏勘数据, 融合原始光谱和植

达到 90.33%, Kappa 系数为 0.88, 分别比 SVM, RF

被指数等多维浅层特征, 构建了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分类精度高出 4.78%, 2.7%; DCNN 模型能很好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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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芦苇沼泽、水体、丰水潮滩 3 种湿地类型, 生产者
精度分别为 88.85%, 93.8%和 86.54%, 比其他两种方
法精度均提高了超过 5%。
2) 融入浅层特征来增加 DCNN 的输入特征维
数, 最终 DCNN 总体分类精度提高 0.34%, 互花米

[6]

草、丰水潮滩、柽柳灌丛和光滩的生产者精度得到
进 一 步 提 高 , 分 别 提 高 了 3.25%, 3.46%, 2.48%和
12.3%。7 种植被指数和缨帽变换分量均可有效提高
互 花 米 草 的 识 别 精 度 , 其 中 NDII 提 高 最 多 , 为
2.56%, RVI 次之, 为 2.32%。EVI、NDII、RVI、DII、

[7]

Wetness、MSAVI 都提高了总体分类精度, 以 NDII
增加最多, 为 0.62%, RVI 次之, 0.45%。表明 NDII
和 RVI 是有效的浅层特征, 可有效提高总体分类精
度和互花米草的识别精度。
3) 黄河口入海两侧互花米草在与水体边界线距
离近的区域, 长势较好, 形成高覆盖度的密集群落,

[8]

对互花米草的监测, 是对其入侵防治和海洋生态管
理的重点, 应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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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sensed monitoring of Spartina alterniflora using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ethod with fusion of shallow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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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Guang-bo1, HU Ya-bin1, 4, CHEN Xiao-ying1, MA Y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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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DCNN) model has been applied to remote sensing image classification, the focus is generally on urban areas, and studies on multispectral image classification in coastal
wetlands are relatively scarce. Based on the LANDSAT8 OLI imagery on both sides of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in
October 2018,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nine-dimensional spectral features of vegetation index and the tasseled cap
transformation components were extracted, and an eight-layer DCNN classification model with shallow features
was constructed to identify Spartina alterniflora. The results of S. alterniflora monitoring were analyzed from different shallow featur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e following: (1) Compared with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and the random forest (RF) classifier, the DCNN model had the highest overall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reaching
90.33%; its accuracy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SVM and RF by 4.78% and 2.7%, respectively, and the producer’s accuracy of S. alterniflora was higher by 2.56% and 0.47%, respectively. This shows that the DCNN has
better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coastal wetlands classification. (2) After the fusion of shallow features, the DCNN
overall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its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S. alterniflora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SVM and RF
by 0.34% and 3.25%, respectively, and the model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monitoring ability of S. alterniflora. In
addition, in the DCNN classification method that combines the shallow features of normalized vegetation water
index (NDII),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S. alterniflora increased the most, which was 2.56%, followed by the
ratio of vegetation index (RVI), which was 2.32%.
(本文编辑: 刘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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