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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S数据在火灾监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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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介了MODIS 在火灾方面的应用潜力 ,并对 2002 年 8月份在中国东北大兴安岭突发的火灾作了动态

监测 ,其目的是对 1B级数据进行验证 ,以及对 MODIS 火灾检测参数进行测试和检验。结果表明 ,MODIS 在火

灾监测方面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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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火灾对全球环境和气候有着重大影响 ,

是气候变化的重要指标 。如何及时 、准确 、有效地

监测可能和已经发生的森林火灾 ,减少灾害损失 ,

保护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 ,掌握气候变化规律 ,维

护生态平衡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1]
。

常规和机载监测森林火灾的方法往往受观测

能力和范围的限制 ,无法满足高质量 、高密度和高

频率的要求 ,只有卫星观测才可以获得大范围的

火灾活动情况。并且一般森林火灾持续时间短 ,

发生范围大 ,利用卫星可以及时发现火灾的范围

及蔓延情况 ,同时还可以准确计算火灾面积 ,这使

得卫星遥感成为监测火情的惟一行之有效的手

段
[ 1]
。就目前卫星遥感监测火灾而言 ,尽管SAR技

术在全天候森林火灾监测方面具有一定的潜力 ,但

是最成功的仍然是被动的光学传感器 ,如 GOES 、

LANDSAT 、DMSP 、NOAA等卫星资料。

MODIS是 EOS 系列卫星的主要探测仪器 ,也

是当前世界上新一代图谱合一的光学遥感仪器 ,

有 36个光谱通道 ,分布在 0.4 ～ 14μm的电磁波谱

范围内 , 其地面分辨率分别为 250m、500m 和 1

000m ,每日或每两日即可获取一次全球观测数

据
[ 2]
。由于多通道数据可以同时提供反映陆地 、

云边界 、云特征 、海洋水色 、浮游植物 、生物地理 、

化学 、大气中水气 、地表温度 、云顶温度 、大气温

度 、臭氧和云顶高度等特征信息
[ 2]
,MODIS目前已

广泛应用于自然灾害 、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研究

(见封 2图 1 、图2)。由于MODIS所具有的一些特

点 ,加上MODIS 传感器的仪器特征参数从设计上

也考虑了火灾监测 ,因此从火灾监测角度来看其

监测能力远远超过了现有的其他遥感仪器 。由于

MODIS发射不久 ,许多应用尚处于进一步开发之

中 。就目前来看 , 在火灾应用方面 , 相对于

AVHRR它具有以下优点:①MODIS传感器灵敏度

和量化精度远比 AVHRR高 , 因此在发现和测定

火灾方面具有优势;②MODIS具有多个可用于火

灾检测的通道 ,它不仅避免了原来 AVHRR 的饱

和问题 ,而且还可以对火灾的性质进行定性 、定量

分析;③MODIS一开始就具备了精确的定位功能 ,

NASA还专门设计了不仅依靠卫星轨道和姿态计

算 ,同时还考虑地面控制点和高程点的定位方式 ,

使地面几何定位精度达到星下点 0.1 像元 ,边缘

0.3像元 ,并且不需要用户进行复杂的操作 ,这就

大大提高了火灾定位的精度和用户的方便程度;

④MODIS还提供了 250m 分辨率的地表背景 ,大大

有利于智能化火灾预测和受灾地区的灾后高速判

定。目前 ,MODIS 火灾检测已经广泛应用于实践 ,

2001年 ,Lim 等成功地利用MODIS数据对东南亚火

灾进行了监测
[ 3]
。

1　理论基础

由普朗克公式绘制的不同温度下的黑体辐射

波谱曲线可知 ,辐射通量密度是随温度的增加而

迅速增加的 ,而当温度增加时 ,峰值波长将向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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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移动
[ 4]
。由此可知 ,在 4μm 通道和 11μm 通

道处 ,火点像元能比背景像元表现出更高的亮温 。

由于峰值波长会随温度的升高向短波方向移动 ,

所以在火点处 4μm 通道比 11μm 通道的亮温高 ,

且火点处这两个通道的亮温差比背景处明显偏

高 。因此 ,可以用这几个条件来检测火点。

MODIS的火灾检测算法主要是基于中 、长红

外通道光谱特性
[ 5]
。当 MODIS的 4μm 通道的饱

和温度为 500K时 ,等效噪声温度为 0.3K 。这个

通道不受水蒸气吸收的影响 ,其他气体对它的影

响也很微弱。MODIS 的 11μm 通道达到 400K 的

饱和温度时 ,等效噪声温度为 0.1K。因此 ,一般

采用这两个通道作为火灾监测的通道 。在夜间还

可以用分辨率为 250m的 0.86μm通道的数据 ,以

及分辨率为 500m的 2.13μm 和 1.65μm两个通道

的数据进行火灾的监测 。由于设计时考虑到

MODIS要最大限度地提供精确的观测定位数据 ,

所以可以实现多时相火灾探测 。250m 的 MODIS

可见光通道可以提供 1km 分辨率的着火点像元

的空间分布特性和地表的背景信息
[ 2]
。

一般来说 ,波长越短 ,对高温的灵敏度越高 。

2.13μm通道对火点很灵敏 ,但是它的通道饱和反

射率为 0.8 ,白天受太阳光反射的影响非常大 ,因

此这个通道的利用受到限制 。4μm通道的太阳辐

射很低 ,这就使得该通道的太阳光反射相对来说

变得微不足道
[ 5]
,因此这个通道是MODIS 进行火

灾检测最合适的一个大气窗口。

2　火灾检测的处理过程

由于所接收到的图像数值不是亮温值 ,不仅

不便于观察 ,也不便于提取火点 ,因此首先将它转

变成亮温值。

MODIS是在轨定标 ,它在不同时刻 、不同通道

数据的定标参数是不同的 ,因此数据的处理过程

需要单个通道逐一进行。综合考虑 ,选用了第 1 、

3 、4 、21 、31通道进行分析 ,步骤如下 。

1)利用公式(1)将所有通道图像数值转换为

辐射亮度值或反射亮度值。

第 1 、3 、4通道取反射增益和反射偏移 ,转换

为反射亮度值;第 21 、31通道用辐射增益和辐射

偏移 ,转换为辐射亮度值:

I =X offset ＊(N -X scale) (1)

式中 , I 为辐射 反射亮度值;N 为图像的有效计

数值;Xoffset为定标偏移量;Xscale为定标增益 。

2)利用普朗克公式将 21 、31 通道的辐射亮

度值转换为亮温值 。

3)对21 、31通道得到的亮温图进行阈值处

理 ,检验各个阈值 ,并提取火点。

MODIS 一般火点检测的阈值范围是:21通道

温度 T2>360K(夜间330K),31通道温度 T3 >320K

(夜间 315K),同时21通道与31通道温度差 ΔT23>

20K(夜间10K)
[ 2 ,3 , 5]

。由于大面积的低温闷烧处在

红外区域的温度值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因此当

T2>360K(夜间 330K)时 ,就不需要检测 ΔT23
[ 5]
。

由于陆地表面的季节性和区域性的变化 ,这些阈值

不会是一个绝对确定的值
[ 5]
。

MODIS还可以利用与邻近像元比较的方法来

检测火点 ,即用相对判断准则将火点从背景中分

离出来。假设符合以下条件的像元为背景像元:

T2<315K(夜间 310K),并且 ΔT23 <5K(夜间 3K),

则火点为大于背景温度 4个标准方差的像元
[ 5, 6]
:

(T 2 >T 2b +4δT2b)且(ΔT23 >ΔT23b +4δΔT23 b)

(2)

式中 , T2b为 21通道背景温度均值;ΔT23b为 ΔT23

的均值 , δT2 b为 21 通道亮温的标准方差 , δΔT23b

为 ΔT23的标准方差。

3　实例与结论

下面是对 2002 年大兴安岭的火灾作的阈值

分析 ,所采用的阈值通过大量试验数据的验证 、分

析 、总结得来 。检测条件如下:

{[(T 2>T2b +4δT2b)或 T2 >320K] 且[ T3 >

295K] 且 [(ΔT23 >ΔT23b +4δΔT23 b}或 ΔT 23 >

20K]}或[ T2>360K] (3)

经过这个条件的检测 ,得到火点位置 ,修改火

点处第一通道(红通道)的反射亮度值(使火点处

的值(1 000K)远远高于非火点(小于 300K),这样

可以突出火点);再将 1 、4 、3通道反射亮度图合成

彩色图 ,可以很清楚地目视观察到火点 ,如图 3和

图 4所示(见封 3)。

图 3为 2002年 7 月 29日北京时间 10∶44我

国大兴安岭北部火灾影像图 。从卫星影像上发

现 ,7月 28日 ,位于大兴安岭北部地区北纬 51°～

52.3°之间的一些地区出现火灾 。当时在大兴安

岭的乌玛 、莫尔道嘎 、奇乾 、满归和阿龙山范围内

的原始森林确实发生过火灾 。图 3中圆圈具体标

出了火点所在地 ,从图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火点 ,

以及火点所在处的浓烟 。

图 4是 2002年 8 月 12日北京时间 10∶5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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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北部火灾影像图 ,圆圈标出了具体的火

点位置。从图中还可看到一些位置有很大的烟

羽 ,但是这些位置并没有检测出火点 ,可能存在 3

种原因:①烟雾太浓 ,遮盖了地面的火点的能量 ,

传感器无法感应到;②这些地区可能是闷烧区

(火灾明火和闷烧阶段在森林火灾生命期中有明

显的区别 ,火灾强度 、温度和辐射率各不相同
[ 2]
);

③检测条件还有待调整。和以往的森林火灾不

同 ,这次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大火 ,是地表和地

下同时燃烧 ,形成立体火。地表火点可以检测到 ,

但是地下火可能检测不到。据报道 ,火灾前后 ,大

兴安岭地区温度高 、风向多变 ,特别是经过两个多

月持续高温干旱和这次大火烘烤 ,厚厚的地表覆

盖物为大火提供了充足的可燃物。火灾中 ,火场

明火的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被地表火点燃形成的

地下火很难有效扑打 ,地下火蔓延缓慢 ,表面上看

明火已被扑灭 ,但却不时出现新火点
[ 7]
。

由于缺乏实地资料 ,还无法完成噪声点与火点

的判别 、闷烧区与明火区的区分以及过火面积统计

等 ,其中关于闷烧区和明火区的区分可能是最具挑

战性的 。MODIS由于所具有的高空间分辨率 、高时

间分辨率 、高辐射分辨率 、高光谱分辨率以及良好

的定标和定位处理 ,使得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广泛

应用到火灾监测领域 ,显示了巨大的监测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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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otential fire detection capability of the MODIS (earth observation

satellites ,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which is on the polar orbiting earth observation

system (EOS)for day and night global observations.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MODIS data in fire

detection are introduced.The result showes that MODIS data is very suitable for fire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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