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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下垫面覆盖类型变化对
热岛效应影响的模拟研究

曹丽琴１　张良培１　李平湘１　黄　微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利用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ＥＴＭ＋卫星影像的热红外数据反演了武汉市的地表温度，定量地分析了１９８８～

２００２年武汉市热岛的时空分布；结合遥感手段和误差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方法，动态地模拟了当汉口地区下垫

面覆盖类型变化时的热岛分布情况，重点对绿地增加时热岛的变化作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１９８８～２００２

年，武汉市城市热岛效应明显增强，绿地面积的增加能缓解局部热岛的范围和强度，绿地面积越大，热岛的缓

冲范围越大，缓冲强度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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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城市热岛研究主要采用路线观测和选

点观测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费时费力，很难全

面、同步地反映地面的热辐射状况［１］。随着遥感

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应用遥感的热

红外波段来研究地面的热状况［２，３］，这种方法多

用于对城市热岛效应现象的描述，能实时监测和

反映热岛的分布状况，数据更新较快。也有一些

学者通过分析不同的环境因子与热岛之间的定量

关系来预测热岛的发展趋势，根据分析结果寻找

解决热岛效应的途径［４，５］。本文以武汉市为例，

通过研究武汉城区热岛的特性来分析地表环境因

子对热岛的影响。

１　基于热红外波段的武汉市热岛效

应分析

１．１　热红外波段反演地表温度

陆地卫星Ｌａｎｄｓａｔ的第６波段（ＴＭ６，波长为

１０．４～１２．５μｍ）接收的是与地面温度高低相对

应的强度不等的热红外辐射，代表地表的热辐射

和地表的温度变化。因此，通过热红外波段接收

到的地面各处的热辐射值的大小（在图像中以亮

度值表示）可以求算出地面温度的高低及分布。

覃志豪等提出了一种基于热红外波段的单窗算

法，该算法的精度较高［６，７］。

１．２　武汉市热岛效应的时空分析

为研究热岛的发展和变迁，理想的条件是选

用不同时相的热红外波段进行研究，但由于气候

等客观条件的影响，这个条件很难达到。本文分

别采用了４幅Ｌａｎｄｓａｔ５ＴＭ 影像和一幅Ｌａｎｄ

ｓａｔ７ＥＴＭ＋影像对武汉的热岛效应进行了分析。

这些影像的获取时间分别是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３０日、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３日、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４日、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２６日和２００２年７月９日，卫星拍摄的时间

为北京时间１０：３０～１１：００，试验区域（见图１）的

范围为１５０ｋｍ×１３．０８ｋｍ。

图１　武汉市２００２年７月９日ＥＴＭ
＋影像（ＲＧＢ：３２１）

Ｆｉｇ．１　ＥＴＭ
＋ＩｍａｇｅＳｈｏｗｉｎｇＷｕｈａｎ

ｏｎ９，Ｊｕｌｙ，２００２（ＲＧＢ：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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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单窗算法计算模式［６，７］分别求出武汉市

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五幅影像的地表温度，分析武汉市

热岛效应的时空分布情况。

１．２．１　热岛效应的时间分布

因为影像获取的时相不同，难以用其绝对地

表温度来直接进行比较，为此，首先对五幅不同时

相的地表温度进行归一化处理，将各自的地表温

度分布范围统一到０～１之间
［２］，然后将正规化后

的影像的地表温度划分为７个等级（见图２）。

图２　不同时相地表温度的等级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ａｎｋ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

　　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武汉市十几年来热岛的

变化情况，引入热岛比例指数［２］。该指数用来表

征热岛的发育程度，指数值越大，表明热岛现象越

严重。结果显示，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之间的热岛比例

指数分别为０．００２７、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９７、０．０９２１

和０．０３４６，呈逐步增大的趋势，特别是１９９１年以

后，增大的幅度和速度都明显加剧，其中，１９９８年

的热岛比例指数最大，热岛现象最为严重。气象

资料显示，１９９８年７～１０月的平均气温均为最

高，热岛现象明显，用遥感手段得到的结果与此结

果一致。

１．２．２　热岛的空间分布

从图２可以看出，自１９９６年开始，城区的温度

明显高于周边郊区的温度，形成岛屿状的高温区

域，界线清晰可辨。其中，高温集中在江岸、江汉、

口、青山和武昌的工业区、新城区和人口密集的居住

区；同时，市中心不存在一个明显的热岛中心，而是

呈现一种复杂的镶嵌式结构，呈多中心分布模式。

地表温度与下垫面的覆盖类型关系密切。结

合影像的分类结果图和地表温度对各地物的平均

温度进行统计（见图３）可知，温度分布为水泥地

＞砖瓦＞裸地＞植被＞水体。特别是在夏季，如

２００２年７月９日，水泥地的均温达到３１．９２℃，高

图３　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各地物的平均地表温度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８８ｔｏ２００２

出水体的均温９．０８℃，高出植被的均温６．６５℃。

水体和绿地温度较低，对于城市降温的影响十分

明显，对周围的热环境有一定的调节能力。从图

２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长江两岸、武昌区东湖和沙

湖周围的温度低于周边建筑区的温度，且形成一

个温度缓冲带。另外，汉口解放公园和中山公园

也达到了同样的降温效果。

２　武汉市热岛效应的预测

热红外波段能描述城市的热岛效应现象，能

实时监测和反映热岛的分布状况，但不能用来直

观地预测城市热岛的发展趋势。由前面的分析可

知，热岛现象与城市下垫面的覆盖类型有着密切

的关系。利用这个关系，采用非线性的预测模型

（ＢＰ模型
［８，９］），并利用其良好的预测能力推测当

下垫面的覆盖类型发生变化时热岛的变化情况，

分析改善热岛现象的有效手段。由于植被和水域

具有较好的生态调节功能，扩大绿地和水域面积

是缓解热岛的重要手段，因此，这里重点分析下垫

面绿地增加时热岛的变化情况。主要思路是：首

先利用遥感图像提取下垫面的环境信息（砖瓦率、

水泥率、植被指数、水体等），然后选取适当的样本

点作为ＢＰ模型的样本值，通过ＢＰ神经网络模型

分析下垫面的环境要素与地表温度之间的关系，

最后通过这些关系动态地模拟当绿地面积增加时

地表温度的分布图，分析热岛的变化情况。

２．１　预测模型构造和预测结果验证

试验数据采用２００２年７月９日武汉市汉口

地区地面分辨率为３０ｍ 的Ｌａｎｄｓａｔ７ＥＴＭ＋影

像，影像大小为４００像素×４００像素（见图４）。用

支持向量机（ＳＶＭ）分类法提取影像中的砖瓦、水

０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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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绿化、水体、裸地等下垫面信息，作为ＢＰ神经

网络模型输入层样本因子，对应的ＢＰ神经网络

模型输出层样本因子是地表温度值。训练样本的

选择要具有代表性，且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影像上。

图４　研究区域的ＴＭ影像（ＲＧＢ：３２１）

Ｆｉｇ．４　ＴＭＩｍａｇｅｏｆ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ＲＧＢ：３２１）

将ＢＰ网络模型模拟的地表温度与热红外波

段反演得到的地表温度进行比较，整幅影像的平

均温差为０．９５℃，标准偏差为２．３５℃，研究区温

差在－２ ℃～２ ℃的面积占整幅影像面积的

７６．７４％，统计水泥、砖瓦、裸地、植被和水体的平

均温度分别为３５．０６ ℃、３２．０２ ℃、３０．７１ ℃、

３０．４４℃和２２．７５℃，可见，水泥＞砖瓦＞裸地＞

植被＞水体，与热红外模拟的结果一致。由此可

以得出，通过ＢＰ网络模型模拟的地表温度是有

效的，其结果可以用来研究和分析城市的热岛效

应。

２．２　热岛预测分析

假设在沿着解放大道从口区到江岸区热岛

严重 的 区 域 分 别 增 加 约４．１４ｈｍ２、７．６５ｈｍ２、

１３．５０ｈｍ２和９．５４ｈｍ２ 的绿地（分别对应图５（ｂ）中

的１～４），通过模型求得绿地增加后的地表温度。

为了更清楚直观地分析热岛的变化情况，将模拟得

到的地表温度按每２ｋｍ×２ｋｍ格网均值化（图

５（ｄ）中的１～４对应图５（ｂ）中１～４的地温区域）。

由图５可以看出，绿地面积越大，与之相对应

的地温降低的范围（降温区的面积）越大，降温的

强度也越大。当绿地面积为４．１４ｈｍ２ 时，降温区

的面积为２１．０６ｈｍ２，平均降温强度为０．５６℃；

当绿地面积增大到１３．５ｈｍ２ 时，降温区的面积明

显增大，为４５．３６ｈｍ２，平均降温强度为１．０６℃。

而整个研究区绿地增加前后的地表温度分别为

２８．７６℃和２８．７４℃。也就是说，绿地的增加对

缓解局部热岛十分有效，但对整个城区的降温作

用不大。

图５　绿地增加前后的地表温度变化情况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由绿地面积和地表温度的关系曲线（图６）可

知，试验区的绿地面积每增加１ｈｍ２，热岛降温范

围增加约２．６７ｈｍ２，平均温度将下降约０．０９℃，

图６　绿地面积和地表温度预测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当绿地面积约大于１０．００ｈｍ２ 时，降温区的最小

温度小于２８℃，降温区的面积达到４０ｈｍ２ 以上，

热岛基本上被瓦解。为了验证这一结论，选择在

口区和江岸区热岛比较严重的区域增加绿地面

积进行验证。选取的验证区域面积分别为６．０３

ｈｍ２、７．９２ｈｍ２、１０．２６ｈｍ２ 和１２．９６ｈｍ２，模拟得

到的热岛降温面积分别为２５．０１ｈｍ２、３２．９５

ｈｍ２、４２．５５ｈｍ２ 和４５．２８ｈｍ２，平均温度分别下

降０．５８℃、０．８０℃、０．９５℃和１．１８℃，这与预测

的结果基本相符。

３　结　语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武汉市的城市热岛效应

也明显增强。本文通过分析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武汉

１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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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热岛变化和预测汉口地区下垫面覆盖类型变化

时地表温度的变化情况可得：① 武汉市研究区的

热岛指数逐渐增加，１９９１以后增大的幅度和速度

都明显加剧，其中，１９９８年的热岛比例指数最大，

热岛现象最为严重；② 武汉市的热岛强度分布不

均匀，主要集中在武汉市主城区工业、新城区和人

口居住密集的地方，且地表温度的大小与下垫面

类型的关系密切；③ 增加的绿地面积越大，降温

区的范围和降温强度也越大。

本文主要是针对武汉市进行了研究，对于其

他地区，特别是山区和丘陵等地理条件不一样的

地区是否相同，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致谢：感谢湖北省气象局资料馆涂诗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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