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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热红外遥感和现有的劈窗算法的理论基础上，针对 ＭＯＤＩＳ数据对劈窗算法进行了推导。通

过对热辐射强度和温度之间的关系计算，对Ｐｌａｎｃｋ函数进行了线性简化，同时分析了 ＭＯＤＩＳ的波段设置特

点。ＭＯＤＩＳ的近红外波段适宜于反演大气水汽含量，而大气透过率主要从 ＭＯＤＩＳ的近红外波段数据反演

得到大气水汽含量，并进而根据水汽含量与大气透过率的关系来进行估算。通过 ＭＯＤＩＳ的可见光波段、近

红外和中红外波段数据，完全可以获得地表温度反演所需要的基本参数，从而形成了针对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地

表温度反演的劈窗算法。最后以环渤海地区为实验区，对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了实际应用分析。

关键词：ＬＳＴ；ＭＯＤＩＳ；劈窗算法；透过率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７５３；Ｐ２３７．３

　　地表能量交换信息的获取是监测区域资源环

境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地表温度是地表能量平

衡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获取区域地表温度空

间差异，并进而分析其对区域资源环境变化的影

响，是区域资源环境动态监测的重要内容。

劈窗算法主要是针对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的第

４、５热红外波段提出来的
［１～５］。本文针对 ＭＯ

ＤＩＳ数据的特点，把用于ＡＶＨＲＲ的劈窗算法改

进成适合于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劈窗算法，特别是针

对 ＭＯＤＩＳ的波段特征，对其参数进行了确定。

１　劈窗算法的理论基础

劈窗算法以地表热辐射传导方程为基础，通

过对两个热红外通道的数据建立方程来反演地表

温度。传导方程描述了卫星遥感所观测到的热辐

射总强度，不仅有来自地表的热辐射成分，而且还

有来自大气的向上和向下的热辐射成分。这些热

辐射成分在穿过大气层到达传感器的过程中，还

受到大气层的吸收作用的影响而减弱。同时，地

表和大气的热辐射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不可忽略

的影响。因此，地表温度的演算实际上是一个复

杂的求解问题。

为了定量地确定构成要素在地表温度反演过

程中的相对作用，有必要引用黑体的辐射理论，明

确热辐射与相应温度的关系。对于一个黑体，其

辐射强度与温度和波长有直接关系，可用Ｐｌａｎｃｋ

辐射函数来表示：

犅λ（犜）＝
犺犮２

λ
５（ｅ犺犮

／λ犽犜
－１）

（１）

式中，犅λ 是黑体光谱的发射率（Ｗ·ｍ
－２·ｓｒ－１·

μｍ
－１）；λ是波长；犽是波尔兹曼常数；犮是光速。

然后根据式（１）将地表温度犜狊计算出来：

犜＝
犮２

λｌｎ
犮１

λ
５犅λ（犜（ ））＋［ ］１

（２）

式中，犮１、犮２ 为常数，犮１＝犺犮
２，犮２＝犺犮／犽。黑体是一

种理想物体，自然界中不存在这样的物体，大多数

是灰体。因此，为了研究的方便，需要引进比辐射

率的概念。比辐射率通常又称发射率，用ε（犜，

λ）表示。定义为物体在温度犜、波长λ处的辐射

出射度犕犛（犜，λ）与同温度、同波长下的黑体辐射

出射度犕犅（犜，λ）的比值，即

ε（犜，λ）＝
犕犛（犜，λ）

犕犅（犜，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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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辐射率是一个比值，因此没有单位。ε取

值在０～１之间，是波长λ的函数。许多学者在考

虑不同大气的条件下，对辐射传输方程进行了不

同的简化，从而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温度反演算法。

星上辐射值犐λ（犜λ）在大气顶层可以表达如下
［６］：

犐λ（犜λ）＝ελτλ犅λ（犜犛）－∫
τλ

０

ｄτ′λｅｘｐ（－τ′）

［犅λ（犜犛）－犅λ（犜犪（τλ－τ′λ））］ （４）

式中，犅λ（犜犛）为地物在λ波段的（假定为黑体）辐

射率；τ′λ和τλ 分别表示传感器高度和地面高度的

光学厚度；ελ为比辐射率，犅λ（犜犪（τλ－τ′λ））表示光

学厚度为τλ－τ′λ、大气温度为犜犪（τλ－τ′λ）时的大气

辐射率。因此式（２）的第二项代表了大气的总的

影响。显然，式（２）把大气的影响（吸收、向上和向

下的辐射）作为一个负影响，消减了地面犅λ（犜犛）

辐射值。

２　劈窗算法的推导

劈窗算法最初是为反演海面温度开发的，具

体地说是针对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的４和５通道设

计的。随着遥感研究的深入，逐步转移到陆地表

面温度的反演。但由于陆地表面的复杂性，使得

陆地表面温度的反演比海洋表面温度反演要复杂

得多。根据Ｐｌａｎｃｋ方程热辐射函数，将ＡＶＨＲＲ

的两个热通道（通道４和５）数据转化为相应的亮

度温度。劈窗算法就是根据这两个亮度来演算地

表温度的一种算法，它来源于对地表热传导方程

的求解。由于大气层的影响和地表结构的复杂

性，对该传导方程的不同简化和参数的不同求解

方法导致产生不同的劈窗算法。劈窗算法的一般

表达式如下：

犜狊 ＝犃０＋犃１犜４＋犃２犜５ （５）

式中，犜狊是地表温度；犃０、犃１和犃２是参数；犜４和

犜５分别是 ＡＶＨＲＲ热通道４和５的亮度温度。

犜狊、犜４和犜５的单位是绝对温度。

由于劈窗算法最初是为推算海洋表面温度而

提出来的，海平面的相对均质性使假定海洋表面

对辐射的均一性影响较为合理。然而，陆地表面

的巨大差异性特征使这一假定很难成立，因此，劈

窗算法在演算地表温度时必须考虑地表辐射面对

热辐射的非均一性影响。热辐射也受大气影响，

所以同时也得考虑大气的影响。地表温度的反演

公式可以表达如下［７］：

犅犻（犜犻）＝τ犻（θ）［ε犻犅犻（犜狊）＋（１－ε犻）犐
↓
犻 ］＋犐

↑
犻

（６）

其中，犜狊为地表温度；犜犻为卫星观测到通道犻的亮

度温度；τ犻（θ）是通道犻的大气透过率；犅犻（犜犻）是卫

星高度通道犻的辐射强度；犅犻（犜狊）是通道犻地面

辐射强度。犐↓犻 ，犐
↑
犻 分别是大气向下和向上的辐

射强度。向上的辐射强度犐↑犻 通常按如下公式进

行计算［７］：

犐↑犻 ＝∫
犣

０

犅犻（犜狕）
τ犻（θ，狕，犣）

狕
ｄ狕 （７）

式中，犜狕为高程狕 的气温；犣 为传感器的高度；

τ犻（狕，犣）为高程狕到高程犣 之间的大气向上透过

率。大气的向上热辐射公式可用中值定律近似求

解［８，９］：

犅犻（犜犪）＝
１

１－τ犻（θ）０∫
狕

０

犅犻（犜狕）
τ犻（θ，狕，犣）

狕
ｄ狕

（８）

式中，犜犪为大气的向上平均作用温度（又称大气

平均作用能温度）；犅犻（犜犪）为大气向上平均作用

温度为犜犪时的大气热辐射强度。因此，可以有近

似解：

犐↑犻 ＝ （１－τ犻（θ））犅犻（犜犪） （９）

热辐射传导方程（３）的大气向下辐射总强度可视

作来自一个半球状方向的大气热辐射之积分，因

此，通常可用如下公式表示［８］：

犐↓犻 ＝２∫
π／２

０
∫
０

∞

犅犻（犜狕）
τ′犻（θ′，狕，０）

狕
ｃｏｓθ′ｓｉｎθ′ｄ狕ｄθ′

（１０）

式中，θ′为大气向下辐射的方向角；∞为地球大气

顶端高程；τ′（θ′，狕，０）为从狕到地表大气向下的透

过率。当天空晴朗时，对于整个大气的每一个薄

层（如１ｋｍ）而言，一般可合理地假定τ犻（狕，犣）≈

τ′犻（θ′，狕，０）
［９］，即每个薄层的向上和向下的透过

率相等。以这个假定为依据，把中值定理应用到

式（１０）中，得：

犐↓犻 ＝２∫
π／２

０

（１－τ犻）犅犻（犜
↓
犪 ）ｃｏｓθ′ｓｉｎθ′ｄ狕ｄθ　 （１１）

式中，犜↓
犪 为大气的向下平均作用温度，对该方程

的积分项积分进行求解，得：

∫
π／２

０

ｃｏｓθ′ｓｉｎθ′ｄθ＝１ （１２）

因此，大气的向下热辐射强度可以近似地表示为：

犐↓犻 ＝ （１－τ犻）犅犻（犜
↓
犪 ） （１３）

将犐↑犻 和犐
↓
犻 代入地表的热辐射传导方程（７），得：

犅犻（犜犻）＝ε犻τ犻（θ）犅犻（犜狊）＋［１－τ犻（θ）］·

［１－ε犻（θ）］τ犻（θ）犅犻（犜
↓
犪 ）＋［１－τ犻（θ）］犅犻（犜犪）

（１４）

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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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方程（１４），用犜犪替代犜
↓
犪 对方程的计算不

产生实质性的影响［１４］。经过化简后方程如下：

犅犻（犜犻）＝ε犻τ犻（θ）犅犻（犜狊）＋［１－τ犻（θ）］·

［１＋（１－ε犻（θ））τ犻（θ）］犅犻（犜犪） （１５）

将方程（１５）应用到 ＭＯＤＩＳ的第３１和３２通道，

得：

犅３１（犜３１）＝ε３１τ３１（θ）犅３１（犜狊）＋［１－τ３１（θ）］·

［１＋（１－ε３１（θ））τ３１（θ）］犅３１（犜犪） （１６）

犅３２（犜３２）＝ε３２τ３２（θ）犅３２（犜狊）＋［１－τ３２（θ）］·

［１＋（１－ε３２（θ））τ３２（θ）］犅３２（犜犪） （１７）

　　在方程组中，温度犜和辐射强度犅（犜）的函

数关系式表达非常复杂，因此在解方程的过程中

必须对此进行化简。在以往的方程求解算法中，

通常是对Ｐｌａｎｃｋ方程进行泰勒展开，取一次项进

行化简。本文对辐射强度和温度进行了了相关分

析。对３１和３２波段做气温犜（０°～５０℃）与辐射

强度的散点图，发现温度与辐射强度在区间（０°

～５０℃）之间，是近似线性关系。在Ｐｌａｎｃｋ方程

的计算中，本文对中心波长（即取波段的中间值）

和有效波长（根据波段响应函数计算的有效平均

值）的计算对结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采用有

效波长的精度要比中心波长要高。因此本文采用

有效波长进行计算。

对３１波段，线性方程为：

犅３１（犜）＝０．１３７８７犜３１－３１．６５６７７，犚
２
＝０．９９７１

　　对波段３２，线性方程为：

犅３２（犜）＝０．１１８４９犜３２－２６．５００３６，犚
２
＝０．９９７８

利用３１和３２的两个近似线性关系，可以将式

（１６）和式（１７）化简为：

０．１３７８７ε３１τ３１犜狊 ＝０．１３７８７犜３１＋３１．６５６７７ε３１τ３１

－（１－ε３１）［１＋（１－ε３１）τ３１］（０．１３７８７犜犪－

３１．６５６７７）－３１．６５６７７ （１８）

０．１１８４９ε３２τ３２犜狊 ＝０．１１８４９犜３２＋２６．５００３６ε３２τ３２

－（１－τ３２）［１＋（１－ε３２）τ３２］（０．１１８４９犜犪－

２６．５００３６）－２６．５００３６ （１９）

　　为了便于计算，将方程（１８）和方程（１９）中的

系数分别记为：

犃３１＝０．１３７８７ε３１τ３１

犅３１＝０．１３７８７犜３１＋３１．６５６７７τ３１ε３１－３１．６５６７７

犆３１＝（１－τ３１）（１＋（１－ε３１）τ３１）０．１３７８７

犇３１＝（１－τ３１）（１＋（１－ε３１）τ３１）３１．６５６７７

犃３２＝０．１１８４９ε３２τ３２

犅３２＝０．１１８４９犜３２＋２６．５００３６τ３２ε３２－２６．５００３６

犆３２＝（１－τ３２）（１＋（１－ε３２）τ３２）０．１１８４９

犇３２＝（１－τ３２）（１＋（１－ε３２）τ３２）２６．５００３６

　　可以使式（１８）、式（１９）简化为：

犃３１犜犛 ＝犅３１－犆３１犜犪＋犇３１ （２０）

犃３２犜犛 ＝犅３２－犆３２犜犪＋犇３２ （２１）

则地表温度为：

犜狊 ＝ （犆３２（犅３１＋犇３１）－犆３１（犇３２＋犅３２））

／（犆３２犃３１－犆３１犃３２） （２２）

　　方程组中仍能存在ε犻、τ犻、犜犪、犜狊４个未知数。

在通常的算法中，狇犻假定为已知，τ犻通常用６Ｓ、

ＭＯＤＴＲＡＮ、ＬＯＷＴＲＡＮ等大气软件用标准大

气模拟求得，从而使地表温度反演的精度受到限

制。本文根据 ＭＯＤＩＳ像元尺度和波段设置特

点，分别对ε犻、τ犻进行估计，从而只剩大气平均作

用温度犜犪和地表温度犜狊，解方程就得到了犜狊。

３　比辐射率估计

本文利用覃志豪针对 ＴＭ 提出的比辐射率

估计思想，将其应用到 ＭＯＤＩＳ影像的比辐射率

估计［１０～１２］。地表辐射率主要取决于地表的物质

结构和传感器的波段区间及像元大小。地球表面

不同区域的地表结构虽然很复杂，但从 ＭＯＤＩＳ

的１ｋｍ的尺度来看，可以大体视作由三种类型

构成：水面、植被和裸土。根据这三种类型地表的

不同构成，可以用下式粗略估计 ＭＯＤＩＳ各像元

的不同地表辐射强度：

ε犻 ＝犘狑犚狑ε犻狑 ＋犘狏犚狏（犻狏＋（１－犘狑－犘狏）犚狊ε犻狊

（２３）

式中，犘狑和犘狏分别是水面和植被在该像元内的

构成比例；ε犻狑、ε犻狏和ε犻狊分别是水面、植物和裸土在

波段犻区间内的辐射率；犚狑、犚狏和犚狊分别是水体、

植被和裸土的温度比率，定义为犚犻＝（犜犻／犜）
４，其

中犻分别代表狑、狏和狊。覃志豪等根据这三种地

表类型的温度差异进行模拟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在５°～４５℃范围内，这三种地表类型的平均温度

比率分别为犚狊＝１．００７４４，犚狏＝０．９９２４０和犚狑

＝０．９９５６５。根据ＡＳＴＥＲ提供的常用地物比辐

射率光谱库和 ＭＯＤＩＳ的第３１和３２波段区间的

１０．７８０～１１．２８０μｍ和１１．７７０～１２．２７０μｍ，对

３１波段的水体、植被、裸土比辐射率分别取

０．９９２、０．９８４４、０．９７３１，对３２波段的水体、植

被、裸 土 比 辐 射 率 分 别 取 ０．９８９、０．９８５１、

０．９８３２。对于犘狑、犘狏、犘狊则是利用ＮＤＶＩ和ＰＶ

指数来进行［１３］。

４　透过率估算

在地表反演过程中，水汽是估计大气透过率

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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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考虑因素。通常的做法是通过 ＭＯＤＴ

ＲＡＮ、６Ｓ和ＬＯＷＴＲＡＮ等大气模型软件模拟大

气透过率与大气水汽含量之间的关系。因为实时

的大气剖面资料很难获得，所以这种模拟的结果

精度有时难以得到保证。

覃志豪等［１２］提出了求算透过率的方法，即通

过 ＭＯＤＴＲＡＮ来求算大气水汽含量和透过率的

关系，然后通过大气水汽含量来求算透过率。但

对于ＴＭ来说，大气水汽含量很难从影像经反演

得到，从而限制了这一表达式的推广应用，但对于

ＭＯＤＩＳ，水汽含量可以从近红外波段反演出来，

从而使得从遥感影像来反演透过率成为可能。对

于从 ＭＯＤＩＳ影像中反演水汽的推算见文献

［１３］，图１是用ＬＯＷＴＲＡＮ模拟大气水汽与透

过率的部分数据。模拟的波段范围适用于 ＮＯ

ＡＡＡＶＨＲＲ的４通道和５通道。ＭＯＤＩＳ的第

３１和３２通道的中心波长基本相对应，所以这些

模拟数据适用于这两个传感器对应的波段。

分别对上面两个波长范围的透过率与大气水

汽的模拟数据进行线性模拟，得到关系模拟图２。

对于 ＭＯＤＩＳ３１／３２，水汽和透过率的关系为：

　　第３１波段：

τ３１ ＝－０．１０６７１狑＋１．０４０１５，犚
２
＝０．９９４７８７

　　第３２波段：

τ３２ ＝－０．１２５７７狑＋０．９９２２９，犚
２
＝０．９９５５８５

图１　ＭＯＤＩＳ的第３１和３２波段大气透过率变化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ｆｏｒＭＯＤＩＳＢａｎｄｓ３１ａｎｄ３２

　 　 从 两 个 表 达 式 看 出，ＭＯＤＩＳ３１／ＮＯ

ＡＡＡＶＨＲＲ４ 和 ＭＯＤＩＳ３２／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５

的透过率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反演地表温度可先

用近红外波段反演大气水汽含量，然后运用上述

两个统计表达式求算出大气水汽含量图像，进而

求算３１和３２波段的透过率。

５　结　语

本文在分析 ＭＯＤＩＳ波段特征的基础上，针

对 ＭＯＤＩＳ的波段特点，提出了适合于 ＭＯＤＩＳ数

据的地表温度反演的劈窗算法，即先对Ｐｌａｎｃｋ方

程进行线性简化，然后从 ＭＯＤＩＳ的近红外波段

反演大气水汽含量，通过建立大气水汽含量与热

波段透过率的关系，从而可以从同一景影像中计

算透过率，使透过率的求算精确到每一个像元，保

证了透过率求算的实时性。针对 ＭＯＤＩＳ热波段

１ｋｍ尺度的特点，对比辐射的估计也是从同一景

影像中估算得到。最后用环渤海地区的 ＭＯＤＩＳ

影像对本文的方法进行了应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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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ｃｏｍ

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论网格技术及其与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　　　　　　　　　　　李德仁，等

 基于遥感和ＧＩＳ的选址策略研究与实现 高劲松，等

Ｉｋｏｎｏｓ２在中国西藏地区的空间定位及其精度的应用研究 陈楚江，等

 基于Ｖｏｒｏｎｏｉ内邻近的等高线树生成法 乔朝飞，等

 ＧＰＳ实时监控系统及其在堆石坝施工中的初步应用 黄声享，等

 彩色图像的输入指标对层次再现的影响 马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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