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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 ＭＯＤＴＲＡＮ大气模型和通道光谱响应函数对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７日过境广西北海市的 ＡＳＴＥＲ数

据进行大气校正，从Ｐｌａｎｃｋ公式和热辐射传输方程出发实现了地表温度的反演，采用 ＡＳＴＥＲＶＮＩＲ和

ＳＷＩＲ数据计算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和归一化湿度指数（ＮＤＷＩ），并分析了５个ＴＩＲ通道地表温度、地表

温度与ＮＤＶＩ、地表温度与ＮＤＷＩ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该方法反演５个ＴＩＲ通道的地表温度具有显

著的一致性，且与实测气温基本相符；地表温度与ＮＤＶＩ、ＮＤＷＩ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利用ＡＳＴＥＲ数

据进行城市热环境效应定量分析，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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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热环境是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在城市中

形成的一种特有环境，是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

成部分［１］。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大量自然地表不断被城市地表所替代，产生了

更为显著的热效应，城市热环境被认为是城市生

态环境中重要的代表指标之一。定量分析城市热

环境及其效应，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城市居住

环境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

许多学者开始应用热红外遥感来研究地面热效

应，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２７］。ＡＳＴＥＲ是一个拥

有１４个波段的星载传感器，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

率和较多的热红外波段［８］，非常适合于城市热环

境遥感分析。本文针对 ＡＳＴＥＲ数据特点，提出

一种基于热辐射传输方程反演晴空条件下地表温

度的方法，通过定量反演地表温度、归一化植被指

数和湿度指数等地表参数，对广西北海市区的热

环境及其效应进行定量分析。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及数据预处理

本文研究区为广西北海市北部湾东北岸，位

于１０８°５０′～１０９°４７′Ｅ、２１°２９′～２１°５５Ｎ之间，气

候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是广西年平均气温

最高的地区，高温是北海市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

本文数据为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７日上午过境的

ＡＳＴＥＲ１Ｂ数据，覆盖整个北海市城区，成像质

量良好。首先将１Ｂ数据按ＶＮＩＲ、ＳＷＩＲ和ＴＩＲ

三类分别导入ＥＲＤＡＳ软件，同时按ＨＤＦ文件的

控制点对影像几何纠正，经与电子地图配准检验，

其纠正精度能满足研究的要求。根据 ＨＤＦ文件

中的定标参数（犆ｇａｉｎ、犆ｏｆｆｓｅｔ），将各波段的犇犖 值转

化为星上辐射值［８］：

犐犻＝犆ｇａｉｎ·犇犖 ＋犆ｏｆｆｓｅｔ （１）

式中，犐犻为波谱的星上辐射值；犆ｇａｉｎ和犆ｏｆｆｓｅｔ分别为

传感器的增益系数和偏移系数。采用 ＡＴＣＯＲ

大气校正软件对 ＶＮＩＲ、ＳＷＩＲ两种数据进行大

气校正，获取各波段的反射率。

１．２　地表温度反演算法

按热红外辐射传输理论［１０］，热红外辐射计第

犻通道测量到的大气顶部射出辐射亮度表示为：

犐犻＝犚犻τ犻＋犚
↑
ａｔｉ （２）

犚犻＝ε犻犅犻（犜犛）＋（１－ε犻）犚
↓
ａｔｉ （３）

式中，犐犻为热红外通道犻观测辐射亮度；τ犻为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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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到卫星的大气路径透过率；犚↑
ａｔｉ为大气上行辐射

亮度；犚↓ａｔｉ为大气下行辐射亮度；犅犻为黑体辐射

函数；犜狊为地表温度；ε犻为地表比辐射率。

由于辐射计通道对某一波谱区域响应，对于

给定波段的通道响应函数犳犻（λ），通道犻观测到的

辐射亮度为：

犐犻＝∫
∞

０
犳（λ）犐λｄλ／∫

∞

０
犳（λ）ｄλ （４）

因此，式（２）和式（３）中所有下标有犻的参数同犐犻

一样，都是通道响应函数犳犻（λ）的加权平均。根

据黑体辐射函数Ｐｌａｎｃｋ公式以及式（２）、式（３），

推导出地表温度犜狊：

犜狊 ＝犮２／λ犻ｌｎ
ε犻犮１

πλ
５
犻犚′犻
＋（ ）［ ］１ （５）

犚′犻＝ （犐犻－犚
↑
ａｔｉ）／τ犻－（１－ε犻）犚

↓
ａｔｉ （６）

式中，犚′犻为经大气校正的地表辐射亮度；犮１ ＝

３．７４１８×１０８ Ｗ·ｍ－２·ｓｒ－１ ·μｍ
－４ ；犮２ ＝

１．４３８８×１０４μｍＫ。同样，犾犻是通道犻的有效光谱

波长，即通道有效波谱内所有波谱波长与通道光

谱响应函数的加权平均。本文中，犚↑
ａｔｉ、犚

↓
ａｔｉ和τ犻等

大气参数由 ＭＯＤＴＲＡＮ
［１０］大气模拟模型得到，

比辐射率ε犻由ＮＤＶＩ统计公式给出。

１．３　大气参数模拟

为获得地表温度犜狊计算公式中的犚
↑
ａｔｉ、犚

↓
ａｔｉ和

τ犻等参数，本文应用 ＭＯＤＴＲＡＮ大气模拟模型和

ＴＩＲ通道光谱响应函数分别计算ＴＩＲ各通道的

犚↑
ａｔｉ、犚

↓
ａｔｉ和τ犻等参数，最后按热红外辐射传输方程

对ＴＩＲ数据进行大气校正。ＭＯＤＴＲＡＮ模型按

中纬度秋季标准大气剖面进行模拟，可见度设置

为２３ｋｍ。地表反照率按农田模式进行赋值
［１２］。

从模拟结果（表１）来看，大气对不同的ＴＩＲ通道

星上辐射度影响是不同的，波谱通道波长越短，叠

加的大气辐射占星上辐射度的比例越大，即受到

的大气干扰影响愈大。

表１　北海市秋季犃犛犜犈犚犜犐犚波段的 犕犗犇犜犚犃犖模拟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ＯＤＴＲＡＮｆｏｒＡＳＴＥＲＴＩＲＢａｎｄｉｎＢｅｉｈａｉＣｉｔｙ，Ａｕｔｕｍｎ２００３

通道
星上辐射平均值／（Ｗ·

ｃｍ－２·ｓｒ－１·μｍ
－１）

有效平均波

长／μｍ

犚↑ａｉｔ／（Ｗ·ｃｍ－２·

ｓｒ－１·μｍ
－１）

犚↓ａｔｉ／（Ｗ·ｃｍ－２·

ｓｒ－１·μｍ
－１）

τ犻
大气辐射占星上

辐射度／％

Ｂ１０ ５．２０９Ｅ０４ ８．２７８４ ９．２９３７Ｅ０５ ８．６４５８Ｅ０６ ０．７６２０６ １７．８４

Ｂ１１ ５．６２４Ｅ０４ ８．６２９９ ７．５２４８Ｅ０５ ８．７９３６Ｅ０６ ０．８１５６４ １３．３８

Ｂ１２ ５．９３７Ｅ０４ ９．０７５６ ５．８７００Ｅ０５ ９．０９７７Ｅ０６ ０．８５８５４ ９．８９

Ｂ１３ ６．０６０Ｅ０４ １０．６５３９ ４．６００４Ｅ０５ １．２９６０Ｅ０５ ０．９１５２６ ７．５９

Ｂ１４ ５．７９２Ｅ０４ １１．２８６５ ４．７３４１Ｅ０５ １．５５９１Ｅ０５ ０．９１１５７ ８．１８

　　注：星上辐射平均值为定标后各波段辐射时亮度平均值，大气辐射为大气上行辐射和下行辐射之和。

１．４　比辐射率空间测定

陆地表面形态和结构在空间上变化很大，不

同地表在８～１３μｍ波段的比辐射率通常在０．９０

～０．９９之间变化
［９］。ＪｉｍéｎｅｚＭｕ珘ｎｏｚ等

［１２］提出

使用ＡＳＴＥＲ／ＶＮＩＲ数据计算地表比辐射率的方

法，通过地表比辐射率的实测数据与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之间的统计分析，给出了ＴＩＲ波段的比辐

射率与ＮＤＶＩ混合模型犘狏之间的回归方程。即

ε１０ ＝０．９４６＋０．０４４犘狏 （７）

ε１１ ＝０．９４９＋０．０４１犘狏 （８）

ε１２ ＝０．９４１＋０．０４９犘狏 （９）

ε１３ ＝０．９６８＋０．０２２犘狏 （１０）

ε１４ ＝０．９７０＋０．０２０犘狏 （１１）

犘狏 ＝（ＮＤＶＩ－ＮＤＶＩ狊）／（ＮＤＶＩ狏－ＮＤＶＩ狊） （１２）

式中，ＮＤＶＩ狏、ＮＤＶＩ狊分别对应于１００％全覆盖植

被和全裸土地的植被指数ＮＤＶＩ。本文中陆地的

比辐射率按公式（７）～式（１２）计算。研究区ＮＤ

ＶＩ狏、ＮＤＶＩ狊分别取值为０．８６５和０．０８５。由于水

体在热红外波段近似于黑体，其比辐射率取值为

０．９９
［９］。

１．５　植被指数犖犇犞犐计算

植被通过选择性吸收和反射太阳辐射能以及

调节潜热和显热的交换，来调节城市空气，降低污

染等，成为城市生态环境评价的一个综合指标［７］。

ＮＤＶＩ是一种广泛应用的表征植被覆盖状况的植

被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ＮＤＶＩ＝ （ρ３－ρ２）／（ρ２＋ρ３） （１３）

式中，ρ２、ρ３分别代表 ＶＮＩＲ第２、３波段的反射

率。

１．６　地表湿度指数犖犇犠犐计算

地表湿度也是影响地表温度的因素之一。文

献［１３］提出利用位于０．８６μｍ和１．２４μｍ近红外

波段 ＡＶＩＲＩＳ 数据构造 ＮＤＷＩ。本文选择 ＶＮＩＲ

第３波段和ＳＷＩＲ第５波段构造归一化水分指数

ＮＤＷＩ用来表征地表湿度，计算公式如下：

ＮＤＷＩ＝ （ρ３－ρ５）／（ρ３＋ρ５） （１４）

式中，ρ３代表 ＶＮＩＲ 第３波段的反射率；ρ５代表

ＳＷＩＲ５波段的反射率。计算时将ＳＷＩＲ５波段

采样为１５ｍ，使其与ＶＮＩＲ第３波段相匹配。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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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地表温度反演评价

利用ＥＲＤＡＳ将上述算法建模，即可实现地

表温度的反演。由于 ＭＯＤＴＲＡＮ模型是根据一

定地面条件和大气状态模拟卫星高度所观测到的

热辐射强度，加之大气校正和比辐射率测定技术

上的不完善，反演得到ＴＩＲ各波段的地表温度仍

有一定偏差（图１）。各波段在研究区范围内的平

均反演温度基本接近（２９９～３０１．９Ｋ之间），与实

测气温基本一致。这说明本文的地表温度反演方

法是可行的，其反演精度是可靠的，能够反映出城

市热环境的空间格局。为减少由上述因素造成的

各热红外波段反演温度的误差，本文将研究区每

一地表点的温度取为各热红外波段反演温度平均

值，据此编制研究区的地表温度分布图（图２）。

２．２　热环境空间格局

为了揭示不同地表覆被之间的地表温度差

异，本文提取了若干地表覆被样本进行地表温度

统计分析，结果如图３所示（误差线代表标准差）。

从图２和图３可以看出，城市市区与周围农用地、

海域温度具有明显的差异，从城郊农用地、海域到

图１　北海市ＴＩＲ各波段反演地表温度统计分析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ＩＲＢａｎｄｉｎＢｅｉｈａｉＣｉｔｙ

城市中心，温度明显升高。高温区域主要集中在

建筑密集的市中心、新城区、机场、沙滩和裸地等

地方。这些区域地表温度多在３０５Ｋ以上，高于

当日的最高气温（３０３Ｋ）。由于植被蒸腾作用的

调节，植被覆盖良好的森林、旱地的地表温度明显

低于城市建成区；而下垫面湿度较大的、且植被覆

盖良好的水田和红树林的地表温度更低，其地表

温度平均值在２９９．３Ｋ左右。海域温度最低，其

平均温度仅为２９７Ｋ。从平均地表温度来看，城

市建成区要比周边耕地、林地高出３～４Ｋ，比海

域高出８．４Ｋ，建成区的热环境效应非常明显。

图２　 北海市地表温度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ｏｆ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ＢｅｉｈａｉＣｉｔｙ

　　　　
图３　北海市典型地表温度统计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Ｐｌｏｔ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ＢｅｉｈａｉＣｉｔｙ

２．３　地表温度与犖犇犞犐、犖犇犠犐相关分析

将反演的地表温度与 ＮＤＶＩ、ＮＤＷＩ对比分

析发现，地表温度和ＮＤＶＩ、ＮＤＷＩ两者具有明显

相反的空间格局。对于地表温度，建成区要远远

高于城市边缘区，而对于ＮＤＶＩ、ＮＤＷＩ两者则是

城市边缘区要明显高于建成区。对于旱地、林地、

水田和红树林，其 ＮＤＶＩ和 ＮＤＷＩ表现为较高

值，而地表温度则表现为较低值。海域水面则比

较特殊，其地表温度和 ＮＤＶＩ均是低值，而 ＮＤ

ＷＩ为高值。为了定量描述地表温度与 ＮＤＶＩ、

ＮＤＷＩ之间的关系，利用ＩＤＲＩＳＩＲＥＧＲＥＳＳ模块

对研究区的地表温度与 ＮＤＶＩ、地表温度与 ＮＤ

ＷＩ之间关系进行回归统计。结果表明，地表温

度与ＮＤＶＩ、ＮＤＷＩ均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地表

温度与ＮＤＷＩ在０．０１置信水平上是达到显著相

关（犚＝ －０．７５２３３）。这说明植被覆被、地表湿

度对地表温度有着显著的影响，植被覆盖度越高、

地表湿度越大，地表具有更强的蒸腾作用和吸热

作用，从而降低了地表温度。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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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北海市植被指数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ｏｆＮＤＶＩｉｎＢｅｉｈａｉＣｉｔｙ
　　　　　　

图５　北海市地表湿度指数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ｏｆＮＤＷＩｉｎＢｅｉｈａｉＣｉｔｙ

３　结　语

１）耦合 ＭＯＤＴＲＡＮ４大气模拟模型和热辐

射传输方程的ＡＳＴＥＲ数据来反演地表湿度切实

可行。从 ＭＯＤＴＲＡＮ 模型的大气模拟结果来

看，大气对热红外辐射传输的影响在不同波段是

不一样的。结合ＴＩＲ通道响应函数进行合理的

大气校正是提高ＡＳＴＥＲ反演地表温度精度的必

要保证。

２）利用 ＡＳＴＥＲ／ＶＮＩＲ数据计算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并根据比辐射率与ＮＤＶＩ混合模型犘狏之

间的线性回归方程给出ＴＩＲ不同波段的地表比

辐射率，可以使反演得到的地表温度更符合不同

地表覆盖的温度差异特征。

３）北海市城区热环境效应非常明显，城市建

成区要比周边耕地、林地高出３～４Ｋ，比海域高

出８．４Ｋ，不同地表覆盖类型的地表温度差异显

著。从地表温度与ＮＤＶＩ、ＮＤＷＩ相关分析来看，

植被覆盖和水域分布对城市地表温度分布有明显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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