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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候相机是物候网建设的重要观测设备，本文开展了对比Hikvision相机（中国）和StarDot相机（美
国）的物候指标提取性能的实验研究。研究表明：两款相机的NDVI最为一致，其中，从StarDot提取的生长
季长度等于人眼识别长度，与从Hikvision中提取值仅相差1天；两者的GCC和EXG受油菜花季特殊的黄花覆盖
及StarDot中的固定白平衡设置存在差异；而两者的EVI均不能够有效反映出油菜的生长节律。Hikvision相
机在我国的物候网观测中可以起到替代作用。
关键词：Hikvision数字相机；StarDot数字相机；NDVI；GCC；EXG；EVI

1

间连续等优点，适用于区域及全球尺度上植物动态

引言
植物物候指植物的各个生长发育节律随着环境

监测 [8]，但其空间分辨率较低 [9-10]，且受传感器自身

因子的周年变化，是陆面过程模型以及植物生产力模

性能、传输丢包、阳光照射角度、观测视角、云、

[1]

型的重要参数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物候提

大气气溶胶等随机干扰因素的影响，数据中存在大

前，物候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物候是

量的噪声干扰 [11]。目前，NDVI数据集预处理的方法

由气候所决定的，生物物候现象是环境条件季节和年

有最大值合成法（MVC）、非对称高斯函数（AG）

[2]

[3-4]

，其发生时间可

拟合、双逻辑斯蒂曲线拟合法（Double Logistic

以反映陆地生态系统短期变化的特征，被广泛应用于

Curve Regression，下称D-L拟合法）和Savitzky-Golay

农时预报、病虫害预测、经济作物区域规划、气候变

（S-G）滤波法等，但是除最大值合成法（MVC）得

[1]

化趋势鉴定与预测等方面 ，对人类生活及农、林生

到基本认可外，其它方法在NDVI数据集预处理的研

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究应用尚未达成共识[12-13]，还需要大量的地面验证才

际变化最直接、最敏感的指示器

研究单一植被类型，最客观和准确的植物物候

可以获得有效结论。同时，研究也指出AG与D-L拟合

观测手段是依据物候观测典籍中记录的各种植物发育

法表现相似且在高保真性能方面表现得更稳健，拟合

[5]

时期的特征进行人工观测 。但是，人工观测不可避
免地会出现观测尺度小、物种少、站点数量有限、时
[6]

间不连续等问题 ，而且该观测方法很难适用于植被
[7]

类型复杂下垫面的综合物候观测 。

效果更优。
物候相机的数字重复摄影技术，又被称作近地
面遥感技术，通过对图像信息的提取，实现基于时
间序列的物候节律分析。适用于多空间尺度物候观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NDVI、EVI等遥感产品

测[14]，已被广泛应用于美国和日本等的相机物候观测

已成为植被对气候响应研究的重要手段。通过卫星

网络中[3]开展物候模型验证和发展、卫星遥感数据产

遥感传感器（NOAA、MODIS、SPOT、AVHRR）得

品评估、气候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等的研究。

到的时间序列数据，具有多时相、覆盖范围广、空

Richardson，et al.（2007）采用Model 211（Axis
Communications，Lund，Sweden）商业网络相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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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北方落叶阔叶林春季变绿趋势，确认了数字相机
可以用于物候监测来量化物候变化[15]。Richardson，et
al.（2009b）在NEON（National Ecological Observatory
Network）和AmeriFlux台站中同时架设了Model 211
和Netcam XL（StarDot Technologies，Buena Park，
California）相机，利用从相机中提取的GCC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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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阔叶林和针叶林的春、秋季冠层变化和GPP的相

数（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EVI）的植被盖度反

关性，指出数字相机的可视化、量化存档适用于森

演模型[17-18]。

林物候时空变化研究，并建议在通量网络中推广。

本文列举了适用于物候研究中的相机，并展示

周磊等（2012）在禹城农田生态系统利用从数字相机

了这些相机与Hikvision（即海康威视）相机的性能

（Model 214；Axis Communications，Lund，Sweden）

（表1）。从功能上相机可以简单划分为两类，RGB

提取的绿度指数探讨了数字相机在冬小麦冠层物候及

波段相机和RGB+NIR波段相机。传统的红绿蓝三通

碳交换方面的表征作用的应用。周玉科（2019a）利

道相机仅能分析GCC、RCC、GEX等物候指标，要得

用美国PhenoCam观测网络（https：//phenocam.sr.unh.

到NDVI、EVI等指标，相机必须同时具备RGB和IR

edu/webcam/）的近地面遥感数据分析了GCC与土壤

波段的观测能力[19]。Anika R.Petach et al.（2014）提

温度、气温、太阳辐射、降雨事件、生长度日等环

出了一种从4波段物候相机中提取类似卫星遥感NDVI

[16]

。宋清洁等（2016）和葛静

指数的Camera NDVI指数技术。S.T.Klosterman，et

等（2017）分别以甘南州和黄河源东部地区为研究

al.（2014）利用美国PhenoCam物候相机观测网络数

区，利用高清的Canon数码相机、无人机（Unmanned

据对北美洲东部地区13个温带阔叶林分析得到从高频

Aerial Vehicle，UAV）载相机和农业多光谱相机

物候相机照片中提取出的GCC较从MODIS及AVHRR

（Agricultural Digital Camera，ADC）拍摄的照片，

传感器中得到的NDVI、EVI不确定性更小，且两者对

建立了基于MODIS 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Normalized

春季开始时间的评估与人工对生叶时间的观测结果高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增强型植被指

度一致。

境因子间的关联程度

表1

历史文献中使用的相机与海康威视相机参数及功能的比较

相机型号

生产商

价格
（RMB）

像素

提取通道

参考文献

Model 211

Axis
Communications,Lund,Sweden

～8 200

640×480

R,G,B

Richardson, et al.
（2007)

Netcam XL

StarDot Technologies,Buena
Park,CA

～

1024×768

R,G,B,IR

Richardson, et al.
（2009b)

NetCam SC IR

StarDot Technologies,Buena
Park,CA

～8 400

1296×976

R,G,B, IR

Anika R. Petach, et
al. （2014)

ADC

Tetracam,Inc.,Chatsworth,CA

～33 600

2048×1536

520～920nm,R,G,IR

Anika R. Petach, et
al. （2014)

Canon

EOS 5D Mark II

～20 000
（淘宝）

5616×3744

R,G,B

宋清洁，等 （2017)

UAV

Phantom 3 Professional

～6 500
（淘宝）

4000×3000

R,G,B,

宋清洁，等（2017)

DS-2CD3T56（D)
WD-I5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393
（淘宝）

2560×1920

R,G,B, IR

本文

美国PhenoCam物候相机观测网络在世界范围内

图像分辨率低（384×288像素），仅能够提取出红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国内受限于从数字相机拍摄照

（R）、绿（G）、蓝（B）3个波段的信息，主要用

片到形成物候指数信息的照片采集、上传、存储、

于植被盖度分析，且未能实现物候相机的组网功能。

处理过程繁琐

[20]

，通过景观尺度组网观测物候的方

法少见于文献中。周磊等（2012）依托于ChinaFLUX

目前，国产相机与进口相机在物候观测应用中的性能
比较研究鲜有报道。

的禹城农田站利用数字相机（Model 214；Axis

本文通过对比美国物候网推荐使用的StarDot相

Communications，Lund，Sweden）对绿度指数（G/

机与海康威视相机中提取的4种物候指标（NDVI、

R）进行了长期、连续、自动、高频的原位监测，

GCC、EXG、EVI），阐述同样支持4通道成像的海康

但其采用的数字相机是瑞典进口相机，价格较高、

威视数字网络相机在物候观测中的普适性及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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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领域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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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31.460 3°N，120.420 6°E）。两台网络数

绝大多数的数字相机中采用的CCD（Charge-

字相机固定在园区内江苏天诺基业生态科技有限公

Coupled Device）或者 CMOS（Complementary Metal-

司4楼的户外阳台的2m三角支架上，约距地12m，上

Oxide-Semiconductor）成像传感器均具备对NIR光谱

下平行安装，分别为海康威视的DS-2CD3T56（D）

部分的探测能力。但因为NIR光谱超出了人眼的感知

WD-I3相机和StarDot的NetCam SC IR 相机（以下分别

范围且不属于传统的彩色成像范围，通常数字相机中

简称为Hik相机和SD相机），统一朝东南方向，水平

会嵌入一个NIR滤光片来阻挡NIR光谱进入成像传感

向下倾斜5°，面向一块人工种植的油菜田，天空和

[19]

器 。海康威视网络数字相机可在野外严苛的环境温

地面分别约占20%和80%。

度（-30℃至+60℃）下正常运行，在世界范围内有

两款相机各自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RGB彩色照

广泛应用。虽然当前主要用于安防领域，因其可通过

片和RGB+NIR波段单色照片的连续拍摄。NetCam

海康威视提供的SDK开发包（https：//open.hikvision.

SC IR相机采用美国PhenoCam物候相机观测网提供

com/download/）实现对内部IR-CUT双滤光片切换器

的开源工具箱（http：//phenocam.sr.unh.edu/webcam/

的控制，具备网络通讯能力，符合成为物候相机的必

tools/），通过更新相机内部运行脚本的方式实现对

要条件。

IR-CUT的切换，切换间隔30s。海康相机则通过其提

2.1

供的开源SDK开发包，利用单片机对相机发送控制

海康威视网络数字相机简介
本试验采用海康威视 500万高清网络摄像机DS-

指令来实现对IR-CUT的切换，切换间隔10s。两台

2CD3T56（D）WD-I3（Hangzhou Hikvision Digital

相机都通过网口连接到一台用SIM卡上网的4G无线

Technology Co.，Ltd.），其配备1/2.7" 逐行扫描 CMOS

路由器上，从7∶00-19∶00，以30min的周期上传至

传感器，最大分辨率2 560×1 920像素。相机设定为

在中国电信天翼云搭建的云服务器上（http：//www.

“锁定白平衡”，并固定“曝光时间”为1/25s。与

phenocam.cn）。

自动白平衡相比，锁定白平衡可以有效降低从照片中

2.3

[21]

提取信息的噪声 。采用固定曝光时间，可以避免相

数据处理方法

2.3.1

相机信息提取

机因外界环境的明暗程度不同而自动调节曝光时间长

在RGB彩色照片中选择油菜花田为感兴趣的区域

度，导致的IR-CUT切换前后拍摄的两张照片亮度不

（Range Of Interest，ROI），从中提取出RGB的亮度

同引入的数字信息测量误差。

信息RDN、GDN、BDN。对单色照片（RGB+NIR）应用

在镜头与CMOS传感器之间存在一个IR-CUT双

相同的ROI，从中提取出RGB+NIR的亮度信息MDN，

滤光片切换器（以下简称 IR-CUT），由一个红外

其可拆分为可见光单色亮度（VDN）和近红外光单色

截止滤光片和一个全透滤光片以及执行切换动作的

亮度（NIRDN）两个部分，见公式（1）。如果彩色照

机械部分构成。当切换到红外截止滤光片时，CMOS

片和单色照片拍摄时采用的曝光度相同，则同一时空尺

传感器探测从400-650nm的波段范围，即红（R），

度的RGB亮度信息可以转化为可见光单色亮度[19，22]，

绿（G），蓝（B）波段。当切换到全透滤光片时，

见公式（2）。

探测从400-1 000nm的波段范围，即成像出单色

（1）

（Monochrome）的RGB+NIR照片。
利用树莓派3B+（Raspberry Pi Foundation）单片

（2）

机对海康威视提供的SDK开发包二次开发，可以根据

从此，得到ROI内近红外光的亮度值：

研究者需要的拍摄频率实现对其IR-CUT的自由、自

（3）
海康威视相机（Hik）间隔极短的时间采用固定

动切换，控制拍摄，并通过FTP将图片上传到指定网
络服务器。

曝光度进行彩色和单色照片的拍摄，可以直接利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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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植被物候指标计算

通过4通道成像相机可以提取的植被物候指标包
括：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为
归一化植被指数、EXG（Green Excess Index）为绝对
绿度指、GCC（Green Chromatic Coordinate）为相对绿
度指数、EVI（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为增强型
植被指数，等等[23-25]。
Hik观测的物候指标从公式（10）-（13）计算
得到，
（10）
（11）
（12）
♜ 1. 䨷䀗⫧堣Ἷ⿍⏪Ἷ⿍㌮⌴⊘✽澾ROI澿澾宕㪪⚎♜䗢ⵄᵨ夰ᶘᶂ㪜䙖㚘䗢⫧堣䃅䆥⏪㈫㎢夤夰濂

图1

站点安装信息和信息提取区域（ROI）（谷歌地图的

⃔ᶋ渢凐⊘✽⭗ⷲ㓎䝟䃅䆥ᶋ㞤彧䗢 ROI濑ᵩ㔗 4 ⇍䃅䆥Ⅴ↉ᶘ㳕⸕⥟夤⏪ STARDOT ㈫㎢䗢 RGB ⌨

左上角为两款相机的安装照片和拍摄视角，其中黄色区

RBG+NIR 䃅䆥濂渢凐号㛝ᶘ㆞彧 ROIʛ澿

域对应数码照片中框选的ROI；下方4副照片分别为海康威

（13）
SD观测的物候指标计算同公式（10）-（13），
但输入参数均为经过曝光修正的值，即：

视和STARDOT拍摄的RGB及RBG+NIR照片，黄色蒙板为所选
2.3 㓎㋌⡢䍤㔗㰳
ROI。）

（14）

2.3.1 ᵪؑᨀਆ

式（1）、（2）、（3）进行亮度信息的提取。

（15）

StarDot相机（SD）内部运行的脚本参考美国
PhenoCam物候相机观测网络现行标准，为增强照片

（16）

拍摄时成像的清晰度，前后两张照片拍摄采用不同的
曝光度。彩色照片曝光度用Ecolor表示，单色照片曝光

（17）

度写作Emono，从照片拍摄时伴随自动生成的.META文

本研究直接利用云服务器上在线生成的两

件中提取得到。根据SD厂家提供的曝光度修正方案

款相机的NDVI、GCC、EXG、EVI（http：//www.

[19]

对成像亮度做公式（4）-（9）的修正 ，将前后两

phenocam.cn/download/software）作为基础数据集进

张照片的亮度调整到同一曝光度，其中后缀_EC表示

行采集分析。从相机中提取的数据会受亮度、云

曝光度修正（Exposure Correction）。

量、照明几何等的影响导致30min尺度的时间序列
数据存在很大波动。为消除数据噪声，选取每天从
（4）

10∶00-14∶00的数据为子数据集，并以求90%分位
数的方式得到表示日尺度的物候指标[26]。

（5）

2.3.3

生长节律提取

利用TIMESAT3.3程序包（http：//www.nateko.
（6）

lu.se/TIMESAT）中的D-L拟合方法拟合各物候指标时
间序列，并从中提取出油菜的生长节律关键期。

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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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2日前后达到开花最旺盛的时期，至5月11日角果

被生长关键期时，需要输入生长季开始（SS）与结

完全发育成熟，整个生长季约153d。

束（SE）的判定参数，两个参数的可调节范围都在

3.2

[27]

相机物候指标分析

0-0.65之间 ，不同的设定值会对关键期的提取产生

植被物候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反映作物的

较大影响，因此需要根据曲线的变化趋势来人工调节

生长发育周期，波动代表了生长周期内的成长与衰

并设定参数。本文SS的选取标准为曲线从平稳到开始

败，通常波峰对应作物的生长发育旺盛期，如抽穗

上升的拐点，GCC-SD（SD的GCC指数）的SE对应曲

期，波谷一般对应作物枯黄完熟期。虽然物候相机提

[14]

线从下降到开始平稳的拐点 ，其他物候指数到收割

取的指标因光谱谱段及带宽与指标定义的光谱谱段及

日为止均为下降趋势，故人为调节参数SE，致EOS接

带宽稍有差异，其绝对值需要根据更准确地光谱信息

近收割日，即自观测日起的第180d。具体设定值及生

进行标定才可以获得，但根据所提取指标的特征曲

成结果见表2。

线，仍然可从中得到作物生长的关键期，即生长季开

3

始期（SOS），生长季结束期（EOS），生长季最大

3.1

结果分析

值（MOE）及生长季长度（LOS）。

数码照片时序
观测期间两款相机运行稳定，获取了从2019年

物候指标中NDVI、GCC、EXG均展示出生命周

11月15日-2020年5月15日共计180d的RGB及RGB+NIR

期动态特征（图3），但是EVI却无法展示生命周期动

照片（图2）。图中可辨识出零星出苗的照片为2019

态特征。可以看到，SD的EVI在整个油菜的生长过程

年12月12日，可辨识的开始开花日期为次年的 3月1

中近乎为一条水平线，Hik的EVI仅在油菜的枯黄期存

日，苗期和蕾薹期共持续了约108d。在第129d，即3

在一个峰值，均不能反映油菜生育节律，该结果与董

两款物候相机拍摄的ROI内的油菜生长周期照片
♜ 2. ᶂ㪜䇇ί䙖㚘㈫㎢䗢 图2
ROI ⃣䗢㰗区䑽擝⏆㙽䃅䆥
( a~ f ᶘ刵㙽ʚg ~ h ᶘ哜刲㙽ʚi ~ j ᶘ刏㙽ʚk~ l
ᶘ夰㛺⌯倐ㅮ䃽㙽 )

（a-f为苗期、g-h为蕾苔期、i-j为花期、k-l为角果发育成熟期）

3.2 䙖㚘䇇ί㉥㝥Ⅴ㛮

⛩Ⲵࠪ⧠ᰕᵏа㠤˄മ 3ˈc˅Ǆն൘䀂᷌ᡀ⟏ᵏˈGCC ᙕ䙏л䱽ˈ㘼 EXG л䱽
ሩ㕃ធˈ䘉ሬ㠤 GCC Ⲵ D-L ᴢ㓯ጠ٬ࠪ⧠ᰕᵏ৺л䱽䎻࣯㔃ᶏᰕᵏབྷབྷ㻛ᨀ
ࡽˈфᮤњ⭏䮯ᆓ㻛㕙⸝ǄEXG Ⲵ D-L ᴢ㓯൘䀂᷌ᡀ⟏ᵏҏ؍ᤱҶо ND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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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指标时间序列（其中，散点表示测量值，实线代表通过TIMESAT3.3程序包拟合的D-L曲线；红色
和绿色分别表示信息提取自海康威视和StarDot相机）

奎 2015年从银杏、水杉的数码照片中提取的EVI信息

体上同NDVI，为双峰形趋势。在花期，两者变化趋

结果一致。其中，两相机的NDVI指标测量值和经过

势一致，且与NDVI测量拐点的出现日期一致（图3，

TIMESAT3.3拟合的曲线均分别表现出相同的动态趋

c）。但在角果成熟期，GCC急速下降，而EXG下降

势（图3，a），但测量值与拟合曲线之间的动态趋势

相对缓慢，这导致GCC的D-L曲线峰值出现日期及下

存在明显差异，测量值在3月上旬原始测量值达到最

降趋势结束日期大大被提前，且整个生长季被缩短。

大，随后陡降至谷底，下旬又逐渐上升，4月上旬到

EXG的D-L曲线在角果成熟期也保持了与NDVI指数相

达一个次峰，这个时期恰是油菜的花期，即两款相机

似的变化趋势。

在油菜的花期提取的NDVI均为倒峰，其中盛花期对

3.3

应波谷位置，该结果与Shen M（2010）等研究的结果
[28]

生长关键期提取的分析
通过照片目测的生长季长度（LOS）为153d，这

。

与从两款相机的NDVI中提取的信息一致，见表2。而

而通过D-L拟合的曲线直接平滑了黄花对测量值的影

从EXG-Hik中提取的LOS值存在低估（6d），EXG-

响，该平滑虽然不影响对SOS，EOS，LOS的影响，

SD提取值被高估（5d）。从GCC-SD中提取的EOS和

但可能会影响MOE。

MOE明显提前，分别提前了30d和约20d，且生长季长

一致，即NDVI随着植被黄花盖度增加线性下降

对于提取的GCC和EXG测量值，在花期两款相

度被严重低估，仅129d。从其他指标提取出的生长季

机表现出了不一致的变化趋势。其中Hik表现为GCC

开始日期（SOS）和生长季最大值日期（MOE）有一

在3月上旬达到峰值，EXG于3月下旬达到峰值，两者

定差异，其中GCC-Hik与EXG-SD的MOE相等，同时

反映出的生物量最大值时刻差异约15d（图3，b），

也是计算出的最早MOE，最晚的MOE来自EXG-Hik，

两指数的D-L曲线为较一致的单峰形态，最大值出现

而从NDVI提取的MOE介于中间。对SOS而言，分别从

时刻差约7d（表2），第一年12月底开始单调上升，

两款相机各自的GCC和EXG提取出的SOS更为接近，

次年3月中旬前后达到最大值，后单调下降，分别对

即GCC-Hik与EXG-Hik的SOS相差3d，GCC-SD与

应油菜从出苗、结实直到成熟收获的过程。SD的数

EXG-SD的SOS相差1d。两款相机间通过GCC和EXG

据与Hik的数据有所区别，GCC与EXG的变化趋势整

提取的SOS差异较大（约10d）。同样，从NDVI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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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双逻辑斯蒂拟合曲线提取的油菜生长关键期

（其中，DOY表示一年中的第几天，起始日序为观测开始的日期：2019年11月15日）
物候指标

相机

生长季
开始参数

生长季
结束参数

生长季开始期
（DOY)

生长季结束期
（DOY)

生长季长度
（天数)

生长季最大值
（DOY)

NDVI

Hik

0.02

0.22

26

180

154

117

SD

0.01

0.2

27

180

153

120

Hik

0.01

0.09

30

180

150

115

SD

0.01

0.01

21

150

129

98

Hik

0.01

0.09

33

180

147

122

SD

0.02

0.12

22

180

158

115

GCC

EXG

取的SOS介于两者之间。所有的MOE均小于人工观测

光由红光和绿光等比例合成，而纯白光是由红光、绿

的盛花期（第129d），这可能是因为油菜黄花所反馈

光和蓝光等比例合成。故当照片由真实的黄色转为

的光谱信息不能很好地表征最大生物量。

发白时，蓝光的组成比例随着红、绿光一同增大（图

4

4，SD），GCC的分母项和EXG减数项分别被高估，

ӋᡀۿкⲴᐞᔲˈHik ᩴⲴ⋩㨌ᔰ㣡➗⡷⧠哴㢢˄മ 2ˈi˅ˈ㘼 SD ᩴⲴ➗

讨论

两款相机的GCC与EXG差异主要体现在花期。
导致指数被低估。
⡷⧠ⲭ㢢˄മ 2ˈj˅
Ǆਟ㜭ⲴഐᱟѪㅖਸ㖾ഭ⢙ى㖁Ⲵ㿲⍻㿴㤳ˈSD
ᵪⲴ
从花期的照片可以发现一些成像上的差异，Hik拍摄

显然SD的成像失真使得通过D-L拟合曲线从GCC

的油菜开花照片呈现黄色（图2，i），而SD拍摄的

中提取生长关键节点严重偏离真实值，但对于EXG而

ⲭᒣ㺑㻛ӪѪപᇊѪ R 385ˈG 256ˈB 330ˈᩴ哴㣡ᰦՊ᰾ᱮਁⲭǄ㘼 Hik 䟷

⭘Ⲵᱟ൘Ფᵇⲭཙ㠚ࣘⲭᒣ㺑⣦ᘱлⲴ䬱ᇊ࣏㜭ˈ᭵㲭❦ᱟപᇊⲭᒣ㺑ˈնሩ
照片呈现白色（图2，j）。可能的原因是为符合美国
言，SD的成像失真并没有对生长关键节点提取造成
物候网的观测规范，SD相机的白平衡被人为固定为
显著影响。
ᖙ㢢䇶࡛ᴤⵏᇎˈᔰ哴㣡ᰦ㓒ǃ㔯ⲴݹӞᓖ䖳㬍ݹᴹᱮ㪇࣐˄മ

4ˈHik˅
Ǆ䙊

R 385，G 256，B 330，拍摄黄花时会明显发白。而

同时，GCC-SD的信息提取偏离也只是发生在

Hik采用的是在晴朗白天自动白平衡状态下的锁定功

D-L方法曲线拟合中，从测量值的变化趋势上依然

ۿѝⲴ RˈGˈB ∄ֻǄṩᦞᑨ䇶ˈ൘
能，故虽依然是固定白平衡，但对彩色识别更真实，

RGB
ᖙ㢢⁑ᔿлˈ㓟哴⭡ݹ㓒઼ݹ㔯ݹ
可以清晰地发现各个生长节点。因此，GCC-SD的

开黄花时红、绿光的亮度较蓝光有显著增加（图4，

生长节点偏估与拟合算法的过度平滑有关，根据

Hik）。通过公式（10）、（11）、（14）、（15）

TIMESAT3.3的说明书4.2节，该拟合算法更加适用

䗷ޜᔿ˄10˅
ǃ
˄11˅ǃ
˄14˅ǃ
˄15˅н䳮ਁ⧠ˈGCC о EXG Ⲵ٬ᇎ䱵кਆߣҾമ

ㅹ∄ֻਸᡀˈ㘼㓟ⲭݹᱟ⭡㓒ݹǃ㔯઼ݹ㬍ݹㅹ∄ֻਸᡀǄ᭵ᖃ➗⡷⭡ⵏᇎⲴ哴

㢢䖜Ѫਁⲭᰦˈ㬍Ⲵݹ㓴ᡀ∄ֻ䲿⵰㓒ǃ㔯ݹа਼བྷ˄മ
4ˈSD˅ˈGCC Ⲵ࠶ al.，
不难发现，GCC与EXG的值实际上取决于图像中的
于单峰形数据的关键期提取（Eklundh，L.et
R，G，B比例。根据常识，在RGB彩色模式下，纯黄
2017）。
⇽亩઼ EXG ߿ᮠ亩࠶࡛㻛儈ՠˈሬ㠤ᤷᮠ㻛վՠǄ

图4 从Hik和SD照片感兴趣区域中提取的红，绿，蓝亮度时间序列，分别对应图中的红，绿，蓝曲线
മ 4 Ӿ Hik ઼ SD ➗⡷ᝏޤ䏓४ฏѝᨀਆⲴ㓒ˈ㔯ˈ㬍Ӟᓖᰦ䰤ᒿࡇˈ࠶࡛ሩᓄമѝⲴ㓒ˈ㔯ˈ㬍ᴢ
㓯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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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海康威视相机在物候中应用

花以及花谢的时间节点；其次两者的GCC和EXG测量

的可行性，并不是针对物候观测理论的研究，故分析

值，因油菜的黄花覆被及各自白平衡设置不同表现出

中不涉及对理论的深入探讨，比如照片中选择的ROI

了不同的变化趋势，尤其对花期的响应不同，SD表

为矩形框（图2），对应的实际观测区域为不规则四

现出倒峰，而Hik呈现正峰。最后两者的EVI指数均无

边形（图1），采用一定的图像投影算法可能会提高

法反映出油菜的生长节律。

观测精度；再比如，出于场地协调、设备安全及日常

综上，Hik相机性价比高，具备物候监测的所有

运维方便等多方考虑，两款相机的安装并未完全依照

必要条件，适合在中国的物候监测应用中推广使用。

美国物候网的建议标准安装，而是面朝东偏南架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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