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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ＦＹ２Ｃ数据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云指数进行云检测的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在光

谱信息较少、空间分辨率较低的情况下，对大空间尺度的ＦＹ２Ｃ遥感数据提供较好的云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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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上３３％～５０％的地区被云覆盖
［１］，因

此，星载遥感观测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云检测。国

内外利用多光谱遥感资料进行云检测已有多年历

史，其主要算法分为３类：阈值法，聚类分析法和

人工神经网络法［２］。近年来，由文献［３，４］提出的

针对 ＭＩＳＲ和ＡＳＴＥＲ数据的多波段角度特征法

具有较好的效果和研究前景。这些算法虽然各有

优势，但是对于长时间大范围的遥感影像，都难以

自动化运行，需要不同程度的人工干预，降低了效

率。

本文针对ＦＹ２Ｃ搭载的ＶＩＳＳＲ传感器的波

段特点，对ＦＹ２Ｃ的各个波段进行了光谱响应特

征的统计分析，找出最适合进行云检测的波段，提

出了一种新的云指数方法用于云检测。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分析

１．１　犉犢２犆卫星

ＦＹ２Ｃ卫星是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业务化运

行的静止气象卫星，卫星定点于１０５°Ｅ赤道上空，

主要有效载荷为红外和可见光自旋扫描辐射器

ＶＩＳＳＲ，其设计指标如表１所示。

１．２　研究区域分析

研究区域为中国陆地全境，空间范围大，地表

覆盖类型复杂，难以用单个波段进行云检测，因

此，需要对可见光和红外通道的数据进行分析，找

到一个适合整个中国区域的云检测方法。

表１　犞犐犛犛犚辐射计各波段的波长范围及空间分辨率

Ｔａｂ．１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ＦＹ２ＣＶＩＳＳＲ

波段 波长／μｍ 星下点分辨率／ｋｍ

可见光 ０．５５～０．９０ １．２５

红外１ １０．３～１１．３ ５

红外２ １１．５～１２．５ ５

红外３ ６．３～７．６ ５

红外４ ３．５～４．０ ５

１．３　数据分析

在多光谱遥感资料中，云与晴空表现出不同的

特征［５］。对于云检测而言，典型的云和典型的晴空

地表，相对容易区分，困难在于如何有效地将云和

晴空地表之间过渡区域的云检测出来。本文选取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１２个月的数据共２４幅，以２００７年７

月１６日数据为例，分析原始图像的直方图发现，对

于云信息描述较好的红外１、２通道和可见光通道，

其直方图均表现出近似于双峰的结构，如图１（ａ）、

１（ｂ）、１（ｅ）所示。双峰之间的波谷即为云与晴空像

元之间的阈值，但是由于双峰之间重叠区域太多，

用阈值对这３个波段进行云检测并不能取得较好

的效果，两类像元之间典型值的差别较小，大量像

元分布在两个峰值的中间，难以区分。

对选择的２４幅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知：

１）在红外１、２通道和可见光通道，云与晴空

像元的典型值之间的差别比较明显，这表明红外

１、２通道和可见光通道对于云和晴空地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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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敏感；但是，云和晴空地表的过渡地区分布有

大量像元，容易混淆。

２）在红外３、４通道，直方图呈现比较明显的

单峰结构，表明红外３、４通道对于云和晴空地表

的区别不敏感，很难单纯利用这两个通道进行云

检测。

图１　原始图像的直方图

Ｆｉｇ．１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ｍａｇｅ

２　云指数算法

从大气对红外通道的透射和吸收来看，ＦＹ

２Ｃ的红外３通道是水汽通道，对水汽含量极为敏

感，对流层下部向上的辐射全部被对流层中上部

的水汽吸收［６］，因此，由于云的水汽含量本来就远

大于下垫面，所以晴空地表在红外３通道的亮温

值更容易受到水汽的影响，表现为晴空地表在热

红外通道和水汽通道的亮温差远大于云在这两个

通道的亮温差。因此，参考归一化植被指数［７］的

定义，考虑红外１通道与红外３通道的亮温差，依

次进行通道组合，设计云指数来提取云的信息。

用ＦＹ２Ｃ的红外１通道亮温减去红外３通

道亮温，云像元的差值要比晴空像元小。考虑到

云在红外波段具有较低的亮温，在可见光波段具

有较高的反射率，而晴空像元相反，为进一步拉大

类间差距，便于检测薄云和云边缘的像素，定义云

指数ＦＹＣＤＩ为：

ＦＹＣＤＩ＝
ＢＴ１－ＢＴ３
ＲＥＦ

（１）

式中，ＢＴ１是红外１通道的亮温；ＢＴ３是红外３通

道的亮温；ＲＥＦ是可见光通道的反射率。

从图１和数据分析可知，双峰之间的波谷即

为云与晴空像元之间的阈值。用阈值进行云

检测并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两类像元之间典型

值的差别较小，大量像元分布在两个峰值的中间，

难以区分。而计算云指数之后可以表现出明显的

双峰结构直方图，可以用于云检测，如图２所示。

图２　云指数直方图

Ｆｉｇ．２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ＦＹＣＤＩ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云检测结果

对全年２４幅ＦＹ２Ｃ数据，利用可见光通道

云检测法，红外１、３通道亮度温度差云检测法和

云指数云检测法３种方法进行云检测对比实验，

以 ２００６０７２２Ｔ０６ （ＵＴＣ）和 ２００６０１１５Ｔ０６

（ＵＴＣ）数据为例，各算法实验结果见图３、图４。

３．２　结果分析

云检测的精度验证一般使用目视判读的方

法，通过对比原始图像可见光波段的影像和云检

测的结果，利用专家知识进行分析评价［８］。对于

图３　各算法实验结果（２００６０７２２Ｔ０６）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０６０７２２Ｔ０６）

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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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各算法实验结果（２００６０１１５Ｔ０６）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０６０１１５Ｔ０６）

局部地区的云检测算法研究，可以使用其他遥感

数据（如 ＭＯＤＩＳ，ＡＶＨＲＲ）的相关业务产品进

行对比验证。本文的研究区域为中国陆地全境，

空间覆盖度较大，且云的变化比较迅速，其他卫星

的产品难以达到与ＦＹ２Ｃ相同的时间分辨率（３０

ｍｉｎ），无法使用该方法验证精度。中国气象局国

家卫星气象中心发布的ＦＹ２Ｃ数据中包含了云

分类的产品（ＦＹＣＣ），采用基于直方图变化的聚

类法分析法［９］，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云分类效果

评价指标，无法确定其产品精度，所以本文使用目

视判读和ＦＹＣＣ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精度验证，并

参考ＮＡＳＡ提供的日积雪覆盖产品（产品编号

ＭＯＤ１０Ｃ１），在现有的条件下作出最可信的分析

评价（见表２）。

表２　犉犢２犆云检测算法精度评定

Ｔａｂ．２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ＹＣＣ

算法 可见光通道 红外红外３ ＦＹＣＤＩ

云 晴空 云 晴空 云 晴空

２００６０７

２２Ｔ０６

云 ４５．５４％ １４．８１％ ３７．０４％ ２３．３１％ ４８．７３％ １１．６６％

晴空 １．５９％ ３８．０５％ ０．０７％ ３９．５７％ １．５５％ ３８．０５％

总体精度 ８３．５９％ ７６．６１％ ８６．７８％

Ｋａｐｐａ系数 ０．６７５ ０．５５５ ０．７３５

２００６０１

１５Ｔ０６

云 ４３．１３％ ３．５４％ ４６．４１％ ０．２７％ ４１．６４％ ５．０３％

晴空 ３０．８６％ ２１．９１％ ３０．９５％ ２２．３５％ １９．７９％ ３３．５１％

总体精度 ６５．０４％ ６８．７６％ ７５．１５％

Ｋａｐｐａ系数 ０．３２８ ０．３９７ ０．５１０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

１）各种云检测算法对于ＦＹ２Ｃ夏季数据云

检测的总体精度和 Ｋａｐｐａ系数都要明显高于冬

季数据的云检测结果，说明ＦＹ２Ｃ本身的数据质

量随季节变化存在一定的波动。

２）单独使用可见光通道或红外１、３通道的

亮度温度差进行云检测的结果都要差于本文中提

出的云指数法进行云检测的效果，使用云指数法

进行云检测的总体精度夏季能够达到８６．７８％，

Ｋａｐｐａ系数达到０．７３５；冬季能够达到７５．１５％，

Ｋａｐｐａ系数达到０．５１０。这说明本文提出的云指

数法的确优于现有的传统云检测算法，而且特别

适合ＦＹ２Ｃ夏季获得的遥感数据。

４　结　语

１）ＦＹ２Ｃ各个波段对于云的响应灵敏度不

同，其中红外１通道和红外２通道，对云的响应比

较敏感，而红外３通道和红外４通道的灵敏度较

低，不适用于单通道云检测；

２）ＦＹ２Ｃ红外３通道与１通道的亮温差较

适用于双通道光谱阈值云检测；

３）根据实验结果，在遥感影像时间跨度大、

空间覆盖范围大的情况下，只有云指数法可以得

到较好的云检测结果，并能在部分积雪覆盖率较

高的地区准确地检测到云，但是不能确定该方法

一定能区分云和冰雪。

今后的研究将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１）本文中定义的ＦＹＣＤＩ具有量纲，但没有

明确的物理意义。一般来说，常用的指数都没有

量纲（如ＮＤＶＩ，ＥＶＩ），这样能够消除图像定标等

因素造成的误差，客观地反映所描述的观测对象。

而本文中定义的云指数量纲为温度犓，所以该指

数对于云信息的描述能力可能随图像的不同而变

化。如何对参数形式作出调整、消除量纲，使其能

够更加客观全面地反映云信息，需要进一步地研

究。

２）在利用ＦＹ２Ｃ进行云检测的实验过程

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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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配合使用ＦＹ２Ｄ、ＦＹ２Ｅ等同系列卫星

数据进行云检测，相互验证，以得到更可靠的云检

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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