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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不同品种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叶片含水量与叶片高光谱反射特征的相关性，分析品种间差
异，为核桃叶片水分的准确诊断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以５个不同品种的核桃叶片为研究对象，测定了脱水
过程中叶片水分含量及其同步反射光谱响应曲线，分析并对比了不同品种核桃叶片含水量与光谱反射率的相关

关系，探讨了核桃叶片水分敏感波段的品种间差异。［结果］表明：（１）不同品种核桃叶片的构成物质与叶片结
构相似，在叶绿素和水分含量上存在差异；（２）核桃叶片含水量与叶片反射率的相关关系不受水分表征量的影
响，在６２１ ７０３、１２４４ ２５００ｎｍ范围内各品种核桃叶片含水量与反射率均呈显著相关关系（ｐ＜０．０５）；（３）在
７０４ １２４３ｎｍ范围内，不同品种核桃叶片具有不同的水分敏感波段，各品种间差异明显。［结论］不同品种核
桃叶片含水量与高光谱反射率的相关关系在７０４ １２４３ｎｍ范围内具有明显的品种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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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分是植物体的重要组成成分，是植物生命活
动的基本生活因子，是控制植物光合作用和最终产

物的主要因素之一，水分亏缺直接影响农作物及果

树的形态结构和生理过程，进而影响其长势、产量和

品质［１－３］。叶片含水量是植株水分状况良好的度量

和诊断指标［４］，及时、准确地监测或诊断叶片含水量

对了解植被生理状况和生长趋势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高光谱技术监测植物叶片水分，具有信息获取

量大、实时、准确、无损、快速等优势，为小麦（Ｔｒｉｔｉｃ
ｕｍａｅｓｔｉｖｕｍＬ．）、水稻（ＯｒｙｚａｓａｔｉｖａＬ．）等作物［５－６］

及苹果（ＭａｌｕｓｐｕｍｉｌａＭｉｌｌ．）、柑橘（Ｃｉｔｒｕｓ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ｌａｎｃｏ）、核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等果树［７－９］的水分

精确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植物对不同波长的电磁波产生特定的吸收和反

射特征即为该植物的光谱特性［１０］：３５０ ７００ｎｍ范
围是叶绿素的吸收带，在４５０、５５０、６６０ｎｍ波长附近

形成反射峰；７００ ７４０ｎｍ范围为红边区域，因植物
水氮营养、长势指标而变化；７４０ １３００、１３００
２５００ｎｍ为叶片水分的主要吸收波段，范围受叶片
结构的影响，在９７０、１２００、１４５０、１９３０、２５００ｎｍ波
长附近存在水分的强吸收特征［１１－１４］。利用高光谱

数据水分敏感特征波段或植被指数对植物水分进行

建模估算，是目前高光谱技术诊断植物叶片水分最

简单与常用的方法［１５－１７］。由于植物光谱特性受物

种、品种、生境等因素影响，已有相关模型多是利用

特定品种进行建模，而用于其他区域或不同品种进

行估测时，会存在较大偏差［１８］。前人研究表明［１９］：

同一农作物不同品种的特征波段存在差异，影响模

型精度。

核桃为重要经济树种，性喜湿润，合理灌溉是保

障华北及西北等水资源紧缺地区核桃高产的重要措

施，研究核桃叶片含水量的高光谱诊断模型，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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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科学价值与实践意义。胡珍珠等［９］针对“温１８５”
品种，建立了核桃叶片含水量诊断模型，但不知该模

型对其他不同核桃品种是否具有普适性。核桃品种

众多，而针对核桃叶片光谱特征品种间差异的研究

未见报道。本研究以核桃为研究对象，分析并对比

了５个不同品种核桃叶片光谱反射率与叶片水分的
关系，探讨了核桃叶片水分敏感波段的品种间差异，

旨在为核桃叶片水分的准确诊断提供科学依据。

１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华北地区广泛种植的 ５个核桃品

种：官帽、狮子头文玩核桃，鲁果２号、辽宁１号、辽
宁５号等食用核桃。于２０１８年８月在河南省洛宁

县中国林科院核桃试验基地采集样本，采样时选择

不同品种成年树体冠层顶部当年生健康成熟枝条，

采集后立即封装并放入保温箱，带回实验室进行脱

水试验。

２　试验方法
２．１　叶片脱水试验

为改变叶片水分状况，本试验采用离体叶片自

然脱水法。每个品种选择不同枝条上大小相同、同

一叶位的叶片，共９片，将叶片从枝条剪下，测量光
谱和水分数据后，置于室温下自然脱水。脱水过程

中，按一定的时间间隔（１、３、５、８、１２、１８、２４ｈ）同步
采集叶片光谱和水分数据。获得样本数据（表１）。

表１　不同品种核桃叶片的样本水分信息
Ｔａｂｌｅ１　Ｌｅａｆｓａｍｐｌ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

水分指标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样本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最小值

Ｍｉｎ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
最大值

Ｍａｘ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
标准偏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等效水厚度

ＥＷＴ／（ｇ·ｃｍ－２）

官帽 ６２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２３
狮子头 ６２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２８
鲁果２号 ６３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３２
辽宁１号 ６３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４３
辽宁５号 ６３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３５

相对水分含量

ＬＭＣ／％

官帽 ６２ ４４．４２ ６７．８４ ５８．１７ ７．５４
狮子头 ６２ ３２．０４ ６５．３２ ５１．５３ ９．１６
鲁果２号 ６３ ３２．７５ ７０．５５ ５３．９２ ９．５３
辽宁１号 ６３ ２７．２７ ６８．３５ ５０．８１ １３．８１
辽宁５号 ６３ ３４．４６ ６５．２４ ５１．００ ９．１７

２．２　光谱数据采集
叶片反射光谱的测量采用美国 ＡＳＤ公司制造

的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４ＨｉＲｅｓ手持式地物光谱分析仪，光谱
测量范围为３５０ ２５００ｎｍ，３５０ １０００ｎｍ区间光
谱采样间隔为１．４ｎｍ，光谱分辨率为３ｎｍ；１０００
２５００ｎｍ区间光谱采样间隔为２ｎｍ，光谱分辨率为
８ｎｍ。叶片反射光谱数据测量在室内进行，利用植
被探头与叶片夹，采用光谱仪自带光源，进行叶面反

射光谱的测量。测量时保持叶片表面干净，每片叶

子选取４个样点重复测定３次，最后取平均值作为
该叶片的反射光谱。为提高测量精度，每隔１０ｍｉｎ
进行１次白板校正。
２．３　叶片含水量测定

本研究以叶片等效水厚度（ＥＷＴ）和叶片相对水
分含量（ＬＭＣ）为叶片水分状态的指示指标。计算公
式分别为：

ＥＷＴ＝
ＦＷ－ＤＷ
ＬＡ

ＬＭＣ＝
（ＦＷ－ＤＷ）
ＦＷ

式中：ＦＷ为叶片鲜质量；ＤＷ为叶片干质量；ＬＡ
为叶面积。

叶片的鲜质量（ＦＷ，ｇ）和干质量（ＤＷ，ｇ）用万分
之一天平测量；叶面积（ＬＡ，ｃｍ２）用Ｌｉ２２００ｃ叶面积
仪测量。

２．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所测得叶片光谱反射率使用仪器自带的

ＡＳＤＶｉｅｗＳｐｅｃＰｒｏ软件进行光谱曲线的平均化和数
据导出处理，使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对叶片含水量数据进
行平均值、标准偏差等计算处理，使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和
Ｏｒｉｇｉｎ２０１７Ｃ等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制图。

本研究以不同品种核桃的叶片等效水厚度

（ＥＷＴ）和叶片相对水分含量（ＬＭＣ）为叶片含水量
的表征指标，分别与原始反射率进行相关性分析，探

究不同核桃叶片光谱反射率对两个水分指标的敏感

性差异；以叶片含水量与光谱反射率的相关系数达

到显著性水平的光谱区间作为水分敏感波段，以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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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波段范围内的相关系数最大值所在波长位置为敏

感波长。

因３５０ ６２０ｎｍ范围的光谱反射率主要受叶
片色素含量的影响，本研究仅对受水分影响较大的

红光（６２１ ７６０ｎｍ）、近红外（７６１ １３００ｎｍ）和
短波红外（１３０１ ２５００ｎｍ）范围内的反射率进行
比较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品种核桃叶片的高光谱反射特征

不同品种核桃叶片的高反射光谱叶片光谱反射

率（图１）在５５０ｎｍ波长附近形成 １个反射峰，在
６８０ｎｍ波长处形成强烈的吸收谷；在６８０ ７６０ｎｍ
范围内，反射率陡升，并在７６０ １３００ｎｍ范围形成
反射“平台”；在１３００ ２５００ｎｍ范围内光谱反射
率出现波动变化，形成以１４５０、１９３０ｎｍ为中心的
吸收谷。不同品种核桃叶片高光谱反射特征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说明不同品种核桃叶片的构成物质与

叶片结构相似；但在５７０ ６８０、７５０ １３５０、１４００
１８５０、１９００ ２５００ｎｍ等与叶绿素和水分含量

有关的光谱范围，不同核桃品种的原始光谱曲线和

导数光谱曲线有明显分离，这反映了不同品种核桃

叶片在叶绿素和水分含量上的差异。

图１　不同品种核桃叶片的原始反射光谱和
一阶导数反射光谱曲线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ｆｉｒｓｔ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ｌｅａｖｅｓ

３．２　不同品种核桃的叶片水分含量与高光谱反射
率的关系

　　由图２可知：核桃叶片含水量与光谱反射率的
相关系数随波长的增加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在不

同的波长范围内，各品种的相关系数具有明显差异。

图２Ａ表明：不同品种核桃叶片等效水厚度（ＥＷＴ）

图２　叶片等效水厚度（ＥＷＴ）和叶片相对含水量（ＬＭＣ）与叶片高光谱反射率的相关性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ｅａｆ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ＷＴ）ａｎｄｌｅａ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ＬＭＣ）ａｎｄ

ｌｅａｆ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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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光谱反射率的关系在不同的波长范围内呈不同的

显著水平，在６２１ ２５００ｎｍ范围内，官帽的相关系
数均达极显著（ｐ＜０．０１），而其他４个品种的相关系
数仅在６２１ ７０３ｎｍ和１２１４ ２５００ｎｍ范围内达
显著水平；在７０４ １２１３ｎｍ范围内，各品种相关系
数曲线明显分离，显著性水平也存在差异。图２Ｂ表
明：叶片相对水分含量（ＬＭＣ）与光谱反射率的相关
系数在１２４３ ２５００ｎｍ范围内，各品种相关系数
变化曲线呈较好的一致性；在 ６２１ ７０３ｎｍ范围
内，除辽宁１号在６８２ｎｍ附近有部分相关系数不显
著外，官帽、狮子头、鲁果２号和辽宁５号等品种核
桃叶片的ＬＭＣ与光谱反射率的相关系数均达显著
水平（ｐ＜０．０５）；而在７０４ １２４３ｎｍ范围内，各品
种相关系数曲线呈现分离，且显著性水平也表现出

差异。

以上结果说明核桃叶片水分含量与光谱反射率

的相关关系并不受水分指标的影响，叶片 ＥＷＴ和
ＬＭＣ与光谱反射率相关系数的品种间差异响应集
中表现在７０４ １２４３ｎｍ范围。
３．３　品种间水分敏感波段及其叶片水分含量相关
性的差异

　　为进一步分析７０４ １２４３ｎｍ光谱范围内叶片
含水量与光谱反射率相关关系的品种间差异，本研

究提取了以 ＥＷＴ为叶片含水量表征指标的各品种
核桃叶片水分敏感波段和敏感波长。

由表２可知：在７０４ １２４３ｎｍ范围均为官帽
叶片ＥＷＴ的敏感波段，７１４ ７２５ｎｍ和８３１ ９４３
ｎｍ范围为鲁果２号、辽宁１号和辽宁５号的敏感波
段；鲁果２号的叶片反射率在７２６ ８３０ｎｍ范围内

表２　各品种核桃在７０４ １２４３ｎｍ光谱范围内叶片
ＥＷＴ的敏感波段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ｂａｎｄｓｆｏｒｌｅａｆＥＷＴ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
ｗａｌｎｕ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７０４ １２４３ｎｍ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ｗａｌｎｕｔ
敏感波段／ｎｍ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ｂａｎｄｒａｎｇｅ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官帽 　７０４ １２４３ －０．８５ －０．４６
狮子头 　７０４ ７１０ ０．２７ ０．５２

　７２０ ８３１ ０．２４ ０．４３
１１０２ １２４３ －０．６１ －０．２４

鲁果２号 　７０４ ７２５ －０．６０ －０．２６
　８３１ １２４３ －０．７２ －０．２４

辽宁１号 　７０４ ７０６ ０．２６ ０．４２
　７１２ １１１０ －０．７２ －０．２４

辽宁５号 　７１４ ９４３ ０．６２ ０．２４
１１３５ １２４３ －０．５８ ０．００

对ＥＷＴ不敏感，而狮子头、辽宁１号和辽宁５号敏
感；在１１３５ １２４３ｎｍ范围内，狮子头、鲁果２号
和辽宁５号的叶片反射率对 ＥＷＴ具有相同的敏感
性，而辽宁１号不敏感。

对上述５个品种核桃叶片水分敏感波长处的反
射率与其他品种叶片ＥＷＴ的相关性分别进行分析，
结果（表３）表明：５个品种敏感波长处的反射率与官
帽、狮子头叶片ＥＷＴ的相关系数均达极显著水平（ｐ
＜０．０１），其中，与官帽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大于
０．５，这可能是是因为官帽的敏感波段覆盖整个７０４
１２４３ｎｍ范围；狮子头、辽宁１号、辽宁５号的部

分敏感波长（７３６、７３２、７４１ｎｍ）与鲁果２号叶片含水
量没有显著性相关关系（ｐ＞０．０５），可能是由鲁果２
号在７２６ ８３０ｎｍ范围内反射率与叶片含水量的
相关性不显著导致；狮子头的７３６ｎｍ和辽宁５号的

表３　各品种核桃叶片水分敏感波长及其与其他不同品种核桃叶片含水量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３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ｗａｖｅｏｆｗａｌｎｕｔｌｅａｖｅ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ｏｔｈｅｒ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ｗａｌｎｕｔ

敏感波长／ｎｍ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敏感波长的相关系数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敏感波长与不同品种ＥＷＴ的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ＥＷＴ
官帽 狮子头 鲁果２号 辽宁１号 辽宁５号

官帽 １１９１ ０．８５ －－ －０．５６ －０．７２ －０．２０ －０．５１

狮子头 ７０４ －０．５２ －０．５４ －－ －０．６０ －０．４２ －０．２１
７３６ ０．８５ －０．５９ －－ －０．０７ ０．７２ ０．６２

１２４３ －０．６１ －０．８４ －－ －０．６９ －０．３０ －０．５８

鲁果２号 ７０４ －０．６０ －０．５４ －０．５２ －－ －０．４２ －０．２１
１２０２ －０．７２ －０．８５ －０．５７ －－ －０．２３ －０．５４

辽宁１号 ７０４ －０．４２ －０．５４ －０．５２ －０．６０ －－ －０．２１
７３２ ０．７２ －０．５７ ０．４２ －０．１２ 　－－ ０．６１

辽宁５号 ７４１ ０．６２ －０．６１ ０．４２ －０．０３ ０．７２ －－　　
１２４３ －０．５８ －０．８４ －０．６１ －０．６９ －０．３０ －－　

　　注：表示相关性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示相关性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Ｎｏｔ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０．０１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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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１ｎｍ敏感波长处的反射率与辽宁１号的 ＥＷＴ具
有较大的相关系数，可能是因为以上２波长与辽宁１
号的敏感波长７３２ｎｍ相接近；官帽的１１９１ｎｍ、鲁
果２号的１２０２ｎｍ与辽宁１号的 ＥＷＴ没有相关关
系，因为１１１１ １２４３ｎｍ不是其敏感波段；７０４ｎｍ
不在辽宁５号的敏感波段范围内，故与其叶片含水
量没有相关性。以上结果说明，在７０４ １２４３ｎｍ
范围内，不同品种核桃叶片光谱反射率具有不同的

水分敏感波段和敏感波长，表现出明显的品种间差

异。因而，在利用该波段范围的光谱反射率进行叶

片水分反演时，要考虑品种间的差异性。

４　讨论
植物的光谱特性是由于叶绿素的电子跃迁、水

及其他化学成分中 Ｏ－Ｈ键弯曲和伸展的结
果［２０－２１］。在４００ ２５００ｎｍ范围内，水分亏缺导致
叶片反射率增加，这种现象不仅和叶片中水分及其

他物质（叶绿素）的辐射特性有关，还受叶片内部结

构的影响［２２］。水分对植物叶片高光谱反射特征的

影响具有复杂性，在近红外（７６０ １３００ｎｍ）和短
波红外（１３００ ２５００ｎｍ）范围内具有特定的光谱
吸收波段；另一方面，水分的变化导致植物叶片的生

理变化，从而引起反射光谱中可见光范围（４００
７６０ｎｍ）的变化［２３］。Ｃａｒｔｅｒ等［２４］比较了６种不同种
类植物叶片光谱反射特征对不同水分含量的响应特

征，发现４００ ２５００ｎｍ波段范围的反射率变化分
别由水分对光谱的初级影响和次级影响造成，即水

分对辐射的直接吸收造成１３００ ２５００ｎｍ波段反
射率的变化，水分含量引起叶片内部结构及物质组

分相对含量变化导致４００ １３００ｎｍ波段反射率的
变化。不同品种的核桃叶片在不同基因调控下产生

叶片结构、基本组成物质含量、水分利用效率、基本

代谢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对水分变化产生不同的响

应结果，造成不同品种叶片光谱反射特性差异，因

此，导致７０４ １２４３ｎｍ范围内不同品种叶片光谱
反射率对水分敏感性的品种间差异。

近年来，无人机低空遥感技术备受研究者重视，

Ｉｎｏｕｅ等［２５］研究认为，短波红外区域（１３００ ２５００
ｎｍ），大气吸收强烈，不适合机载和星载遥感监测植
被的水分状况，而用于植被监测的机载高光谱传感

器的工作波长一般集中在可见光和近红外范围内，

因此，研究可见光（主要是红光，６２０ ７６０ｎｍ）和近
红外（７６０ １３００ｎｍ）区域的植物水分高光谱敏感

波段对利用无人机遥感进行大尺度的植物水分监测

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讨了７０４ １２４３ｎｍ范围
内不同品种核桃叶片水分含量与光谱反射率的相关

性差异，为核桃水分含量的地面高光谱准确诊断提

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机载遥感冠层监测提供了参考。

各品种的敏感波段中（表３），１１９１、１２０２、１２４３ｎｍ
的反射率与官帽、狮子头、鲁果２号和辽宁５号的叶
片含水量及７３６ｎｍ的反射率与官帽、狮子头、鲁果２
号和辽宁１号的叶片含水量均呈极显著相关，相关
系数大于０．５，因而，７３６、１１９１、１２０２、１２４３ｎｍ可作
为诊断不同品种核桃叶片含水量的共性敏感波段，

对其普适性进一步验证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本研

究结果针对叶片尺度，是否适用于冠层尺度还需要

进一步研究。

５　结论
在７０４ １２４３ｎｍ范围内，不同品种核桃叶片

具有不同的水分敏感波长，叶片含水量与高光谱反

射率的相关关系存在明显的品种间差异。因而，当

利用７０４ １２４３ｎｍ范围的光谱反射率进行核桃叶
片含水量的诊断时，要充分考虑因品种不同造成的

诊断误差，选择对各品种最适合的波段和波长有助

于提高诊断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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