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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ＥＯＳ／ＭＯＤＩＳ数据，运用分裂窗算法定量反演了上海市地表温度，以间接反映城

市热岛的变化规律。研究表明，上海市冬季地表平均最高温度为１３．９℃，春季、夏季和秋季分别为３２．５℃、

４５．７℃和２９．０℃；地表相对高温区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冬季地表相对高温区分布在市区东南

方向，春季、夏季地表相对高温区向西北方向移动，秋季地表相对高温区开始向东南方向收缩；冬季市区表现

为弱冷岛中心，春季、夏季和秋季均为热岛中心，其中夏季的热岛效应最为显著；冬季弱冷岛中心的地面温度

低于郊区温度２．６℃，春季、夏季和秋季的平均热岛强度分别为５．７℃、１０．４℃和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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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遥感技术的出现给地表温

度的大面积、实时、动态监测提供了新的思路，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热岛传统研究方法的不

足。国外对城市热岛的遥感方法研究开展较

早［１，２］，此后，许多学者陆续应用遥感技术进行了

城市热岛的研究［３５］。ＮＤＶＩ和地表温度作为反

映地面性质的重要因子被引入城市热岛研究之

中，利用ＮＤＶＩ评价城市热岛效应
［６］。我国城市

热岛遥感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采用地表温

度或ＮＤＶＩ等作为城市热岛的分析因子，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３１０］。目前，在城市热岛遥感研究

中，地表温度数据主要以遥感图像灰度值、亮度温

度和采用反演算法获得温度数据等方式。地物灰

度值、亮度温度与地表实际温度相差较大，无法准

确地进行城市热岛的定量研究；提高城市热岛遥

感研究中地表温度的可信度，必须采用精度较高

的反演算法。此外，城市热岛遥感研究中在热岛

年内变化规律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采用

多年不同季节的 ＭＯＤＩＳ数据，运用反演精度较

高的分裂窗算法获得地表温度，根据地表温度对

上海市热岛的空间分布和热岛的季节变化特征和

规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１　研究数据和方法

１．１　研究数据

上海市地处长江、东海沿岸，水汽充足。随着

太阳辐射的增强，大量的水汽蒸发经常使上海市

上空被云覆盖。为了保证研究区遥感图像反演的

准确性和方便性，本文选用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ＬＴ

１０：３０）作为研究数据，所选数据的研究区上空晴

朗无云；同时，为了使研究数据具有代表性，分别

选取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１、４、７、１０月作为冬、春、

夏、秋的典型代表月份。

１．２　研究方法

在造成近地面大气温度变化的各因素中，地面

的长波辐射是大气获得热量的最主要方式，同时城

市下垫面性质的改变也是产生热岛效应的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因此，可以通过遥感图像反演研究区

的地表温度（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ＳＴ），间接

反映城市热岛效应的实况。地表温度遥感反演中，

主要采用遥感器接收到的地面热辐射强度来推算

地表温度。根据所使用的波段数，当前的热红外遥

感数据地表温度反演算法主要可分为三类：单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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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分裂窗算法和多波段算法。其中，分裂窗算

法被认为是当前发展最为成熟的地表温度遥感反

演算法之一［１１］。在众多的分裂窗算法中，Ｑｉｎ

等［１２］提出的算法由于需要参数少、计算简单且精

度较高，被认为是较好的算法之一。该算法采用两

个相邻的热红外波段遥感数据来进行地表温度的

反演，对于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 数据，采用ＣＨ４、ＣＨ５

进行推算。在ＭＯＤＩＳ的８个热红外波段中，Ｂ３１、

Ｂ３２与ＡＶＨＲＲ的ＣＨ４、ＣＨ５波段范围最为接近，

因而最适合用分裂窗算法推算地表温度。

本文采用Ｑｉｎ等的分裂窗算法，利用ＭＯＤＩＳ

数据进行上海市地表温度反演，算法公式为：

犜狊 ＝犃０＋犃１犜３１－犃２犜３２ （１）

式中，犜狊是地表温度（Ｋ）；犜３１和犜３２分别是 ＭＯ

ＤＩＳ第３１和３２波段的亮度温度；犃０、犃１和犃２是

分裂窗算法的参数，其中，犃０＝犈１犪３１－犈２犪３２，犃１

＝１＋犃＋犈１犫３１，犃２＝犃＋犈２犫３２，犪３１、犫３１、犪３２和犫３２

为常量。Ｑｉｎ等分裂窗算法的推导建立在对普朗

克定律进行Ｔａｙｌｏｒ线性展开的基础上，在Ｔａｙｌｏｒ

线性展开过程中，有一个参数犔犻定义如下：

犔犻＝犅犻（犜）／［犅犻（犜）／犜］ （２）

模拟发现，参数犔犻是温度犜 的函数，并呈明显的

线性变化趋势，因此，为了简化计算，通常是把犔犻

对温度犜 进行线性回归：犔犻＝犪犻＋犫犻犜，其中犪犻和

犫犻就是上述分裂窗算法的常量
［１２］。分别对 ＭＯ

ＤＩＳ第３１和３２波段进行确定，在地表温度０～５０

℃范围内，可以得到犪３１＝ －６４．６０３６３，犫３１＝

０．４４０８１７，犪３２＝ －６８．７２５７５，犫３２＝０．４７３４５３。

其他中间参数计算如下：

犃 ＝犇３１／犈０ （３）

犈１ ＝犇３２（１－犆３１－犇３１）／犈０ （４）

犈２ ＝犇３１（１－犆３２－犇３２）／犈０ （５）

犈０ ＝犇３２犆３１－犇３１犆３２ （６）

式中，犆３１、犆３２、犇３１和犇３２可通过下式进行计算，

犆犻＝ε犻τ犻（θ） （７）

犇犻＝ ［１－τ犻（θ）］［１＋（１－ε犻）τ犻（θ）］ （８）

犻是指 ＭＯＤＩＳ的第３１和３２波段；τ犻（θ）是视角为

θ的大气透过率；ε犻是波段犻的地表比辐射率。

热红外辐射的大气透过率τ犻（θ）受水汽影响

显著，利用 ＭＯＤＩＳ的水汽吸收波段（犻＝１９，

０．９４０μｍ）和大气窗口波段（犻＝２，０．８６５μｍ）反

射率的比值计算出大气水汽含量狑
［１３］：

狑 ＝ ｛［α－ｌｎ（ρ１９／ρ２）］／β｝
２ （９）

式中，α和β是常量，α＝０．０２，β＝０．６５１；ρ１９和ρ２分

别是ＭＯＤＩＳ第１９波段和２波段的地面反射率。

由于大气透过率和大气水汽含量之间存在近线性

关系，利用 ＭＯＤＴＲＡＮ模拟标准大气的水汽含量

和大气透过率，并建立二者的线性回归方程，把式

（９）计算出的狑代入回归方程即可得到大气透过率。

在此基础上，对大气透过率进行大气温度和传感器

角度校正，获得图像上每一像元的大气透过率τ犻（θ）。

ＭＯＤＩＳ的第３１和３２波段数据的空间分辨

率为１ｋｍ，星下地面像元可以看成由水体、植被

和裸地地表等类型组成的混合体。ＭＯＤＩＳ图像

的地表比辐射率［１４］为：

ε犻 ＝犘狏犚狏ε犻狏＋（１－犘狏）犚狊ε犻狊＋ｄε （１０）

式中，ε犻狏和ε犻狊分别是植被和裸土在第犻（犻＝３１，

３２）波段的地表比辐射率；犘狏是像元的植被覆盖

率，可通过植被指数进行计算；根据ＡＳＴＥＲ常用

的地物比辐射率光谱库并结合 ＭＯＤＩＳ的３１／３２

波段范围，分别取ε３１狏＝０．９８６７２，ε３１狊＝０．９６７６７，

ε３２狏＝０．９８９９０，ε３２狊＝０．９７７９０；对于水体像元，直

接取水体的地表比辐射率作为该像元的地表比辐

射率，即分别取ε３１＝ε３１狑＝０．９９６８３，ε３２＝ε３２狑＝

０．９９２５４；犚狏和犚狊分别是植被和裸土的温度比

率，根据地表典型地物温度差异进行模拟，得出简

单估算植被、裸土温度比率公式［１４］为：

犚狏 ＝０．９３３２＋０．０５８５犘狏

犚狊 ＝０．９９０２＋０．１０６８犘狏

ｄε是热辐射相互作用校正，由植被和裸土之间的

热辐射相互作用产生，可根据经验公式估计：当

犘狏≤０．５时，ｄε＝０．００３７９６犘狏；犘狏＞０．５时，ｄε＝

０．００３７９６（１－犘狏）；犘狏＝０．５时，ｄε＝０．００１８９８，

当ε犻＞ε犻狏时，取ε犻＝ε犻狏。具体的地表温度反演的

参数估计方法和算法流程可参见文献［１４，１５］。

利用参数估计误差的灵敏度分析方法对算法的反

演结果验证表明，当两个参数（大气透过率和地面

比辐射率）都有中等误差时，该算法反演的地表温

度误差为０．６℃～０．８℃，具有较高的精度，且该

算法对参数的可能误差反应并不敏感［１６］。

利用ＥＯＳ／ＭＯＤＩＳ（ＬＴ１０：３０）数据进行分

裂窗算法反演地表温度，采用 Ｋｒａｓｏｖｓｋｙ参考椭

球体、自定义ＡｌｂｅｒｓＣｏｎｉｃａｌＥｑｕａｌＡｒｅａｓ投影转

换，得到上海市四季地表温度产品图像。以几何

校正后的２００３１０２２０２：２８温度产品图像为标

准，对其余的 ＭＯＤＩＳ温度产品图像进行几何精

确校正，使不同时相的 ＭＯＤＩＳ温度产品图像达

到像元级匹配。对几何精校正后的１月、４月、７

月和１０月反演得到的温度产品图像进行波段运

算，获得对应月份的地表平均温度（℃），并且叠加

上海市行政范围矢量图，最终得到上海市冬季、春

季、夏季和秋季的地面热场季节分布结果（图１）。

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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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上海市地表热场季节分布 （ＬＴ１０：３０）

Ｆｉｇ．１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ＳＴ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ｉｔｙ（ＬＴ１０：３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城市热岛季节变化

在ＥＯＳ／ＭＯＤＩＳ（ＬＴ１０：３０）卫星过境时，上

海市地表温度在不同季节变化较大。具体表现

为：冬季（１月）地表最高温度为１３．９℃，最低地

表温度为２．７℃，相对高温地区出现在宝山区、浦

东新区和南汇区，水体为相对低温区；春季（４月）

最高地表温度为３２．５℃，最低地表温度为８．２

℃；夏季（７月）最高地表温度为４５．７℃，最低地

表温度为２２．９℃；秋季（１０月）最高地表温度为

２９．０℃，最低地表温度为５．７℃，春季、夏季和秋

季上海市市区均表现为相对高温区。年内分析表

明，上海市夏季地表温度全年最高，冬季地表温度

全年最低，春季和秋季介于二者之间，这与上海市

太阳高度角的季节变化规律相一致，因此，太阳辐

射强度的季节变化是上海市地表温度季节变化的

最主要原因。此外，卫星过境时刻，陆地表面温度

相对较高，水体温度相对较低，可见在相同太阳辐

射条件下，地表性质的差异是造成地表温度不同

的根本原因。上海市冬季地表相对高温区分布在

市区以东南方向，这可能与上海冬季盛行西北风

造成的近地表局地环流改变有关，同时表明，城区

人为热释放是产生热岛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值

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区在冬季并没有成为热岛中

心，相反表现为弱冷岛中心，这可能与市区受到黄

浦江的水温调节、冬季城市建筑物热容量较小以

及存在较强的地面反射有关。春季、夏季地表相

对高温区相对向西北方向移动，秋季地表相对高

温区向东南方向收缩，市中心区成为稳定的热岛

区。地表相对高温区的季节进退和上海市季风变

化规律相对一致，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

２．２　热岛强度季节分析

崇明岛由于距离市中心较远，城市化水平相

对市区较低，可选取崇明岛作为上海市典型郊区

的温度［１７］。崇明岛东南部为大面积农田分布区，

以此为中心建立４ｋｍ×４ｋｍ的感兴趣区，用感

兴趣区的平均地温代表上海市郊区年内不同季节

的地表温度，冬季（１月）为１１．１℃，春季（４月）为

２４．９℃，夏季（７月）为３４．２℃，秋季（１０月）为

２３．５℃。采用ＥＯＳ／ＭＯＤＩＳ（ＬＴ１０：３０）数据反

演的地表温度减去上海市郊区的地表温度，得到

上海市热岛强度地区分布季节变化结果（图２）。

图２　上海市热岛强度季节变化 （ＬＴ１０：３０）

Ｆｉｇ．２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ＨＩＩ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ｉｔｙ（ＬＴ１０：３０）

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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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中，冬季（１月）由于上海市区出现弱冷

岛效应，在计算时采取有别于其他季节的方法。

将图像中每个像元的地表温度减去冷岛中心（５６

像元）的平均地表温度８．５℃。计算结果表明，市

区中心地面温度低于郊区温度２．６℃。上海市东

南部的相对高温地区高于郊区２．０℃。上海市长

江口以南地区的热岛效应较弱，整个市区在冬季

以弱冷岛效应为特征。春季（４月），上海市区热

岛效应明显，热岛强度５．０℃以上地区分布面积

较大，市区为热岛中心，平均热岛强度为５．７℃。

夏季（７月），上海市长江口以南以市区为中心的

大部分地区地表温度高于郊区５．０℃以上，市区

热岛效应显著，地表温度比郊区高８．０℃以上，热

岛中心平均热岛强度为１０．４℃，这与延昊等采用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数据研究夏季上海市热岛效应

的结果基本一致。秋季（１０月），上海市区仍存在

热岛效应，市区大部分地区的地温比郊区高

３．５℃以上，热岛中心平均热岛强度为４．２℃。

热岛强度季节分析表明，上海市区并非如以前学

者研究指出的一年四季均存在热岛效应，相反，上

海市区冬季以弱冷岛效应为特征，常规的热岛效

应研究方法由于采用少量的、以点代面、日内观测

间隔过长的气温资料的平均计算而掩盖了弱冷岛

效应的存在；上海市热岛强度和热岛范围在季节

分布上以夏季最为强烈，春季次之，秋季热岛范围

和强度明显弱于夏季和春季。

３　结　语

本文利用ＥＯＳ／ＭＯＤＩＳ数据（ＬＴ１０：３０）进

行了地面热场季节分析，对于城市热岛效应的日

变化没有给予分析和评价。在以后的工作中，要

进一步加强日内不同时相遥感数据的热岛研究，

并结合其他的热岛效应遥感反演因子，以提高城

市热岛效应研究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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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 第１期　李平湘　林宗坚　第４期　王任享　黄谟涛　第６期　孙海燕

２００４年 第３期　刘根友　黄声享　曾旭平　杨旭海　徐晓华　张为民　张　勤　第５期　费立凡

　　　　第８期　李德仁　郑肇葆　第９期　李德仁　曹永锋　第１０期 张　艳　第１２期 张祖勋

　　　　吴　军　程曦冉

２００５年 第１期　陈云浩　刘　楠　易尧华　牛宝茹　第２期　刘良明　李宗华　邓文胜　第３期

　　　　刘经南　王正涛　韩保民　阳仁贵　第４期　黄茂军　第５期　许妙忠　黄培之　高文秀

　　　　唐卫明　崔先强　余学祥　陈小莉　第６期　张赤军　申文斌　王振杰　韩保民　吴万清

　　　　徐晓华　陈　庭　周红进　第７期　刘　晖　伍　岳　朱新慧　徐晓华　尹　晖　程芦颖

　　　　第８期　姚宜斌　第１０期 黄声享　李世安　第１１期 龚　衍　楼益栋

２００６年 第３期　申文斌　罗　佳　李志才　李　军　郭金运　文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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