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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区域特征进行云与辐射雾分离检测

马慧云１　邓　敏１

（１　中南大学测绘与国土信息工程系，长沙市麓山南路９３２号，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提出了基于区域特征的云与辐射雾分离检测算法。选取 ＭＯＤＩＳ数据作为实验数据，确定了算法的

区域特征和区域特征指标，并对算法的稳定性和普适性进行了验证。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较强的稳定

性和普适性，但算法区域特征的选择仍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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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雾分离检测是雾检测的前提。云雾本身具

有的某种相似性造成云雾分离检测的困难。自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很多研究者基于遥感影像

中云雾的光谱特性差异［１６］和纹理特性差异［７９］进

行了云雾分离检测研究，但由于云雾种类繁多，各

种算法仍未能较好地实现云雾分离检测，且现有

方法大多是基于某一特定时区遥感影像，难以适

用于不同时区的遥感影像，即普适性较差。因此，

本文提出了基于区域特征的云雾分离检测算法。

１　区域特征算法

现有遥感云雾分离检测算法未能更好地分离

检测云雾的原因在于忽视了云雾类别的区域特征

知识，如云雾类别的内在结构特性和云雾类别的

空间内容特征。事实上，气象专家在判别云雾属

性时，并未以像素级别对影像中的像素进行分类

判别，而是根据区域整体所反映的特征进行影像

理解。受人脑判读云雾影像工作机制的启发，本

文在遥感影像理解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云雾类别

区域特征、内在结构特征和空间内容层次特征，尽

量将已知的辅助信息，如云雾类别目标本身及目

标之间关系的知识、区域特征等信息加入到遥感

模型中进行云雾属性判别。

由我国雾灾特性可知，我国陆地发生的雾多

为辐射雾［１０］。辐射雾形成的条件是：空气中有充

足的水汽，风力微弱且晴朗少云，有逆温存在［１１］。

冬季云量少、降水少、气温低且日温差较大，有利

于辐射雾形成，而夏季云量多、降水多、气温高、夜

间辐射冷却不强，不易形成雾。根据辐射雾形成

机理可知，遥感影像中云区跟雾区甚少相交或包

含。本文在假设云雾区域不相交和包含的前提下

提出了基于区域特征的云与辐射雾分离检测算

法。算法原理为：对去除地物和雪后的遥感影像

犐进行区域连通性划分和编号，选择区域特征，根

据区域特征指标进行区域属性判定。且对同一传

感器影像数据，不同时区的辐射雾检测所使用的

区域特征和区域特征指标应不以时间区域的变化

而变化。不同传感器所使用的区域特征和区域特

征指标会有所变化。

２　区域特征算法验证

２．１　数据的选择

选取 ＭＯＤＩＳ传感器数据进行算法验证，首

先对区域特征算法中的区域特征和区域特征指标

进行确定，然后对确定参数后的区域特征算法进

行验证。本文选取１０幅２００３年发生于中国华中

地区、华北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陆地辐射雾

ＭＯＤＩＳ传感器数据（见图１）作为确定区域特征

算法参数的实验数据，数据参数见表１。

选择２２幅２００３年实验区域内其他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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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实验数据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ｆｏｒＴｅｓｔ

地区 华北 西南 西北 华中

时间
２００３０１０１

Ｔ１１：０７

２００３０２０２

Ｔ１１：０７

２００３０１１３

Ｔ１１：３２

２００３０１２０

Ｔ１１：３８

２００３１１１３

Ｔ１１：３１

２００３０２１３

Ｔ１０：４９

２００３０１１０

Ｔ１１：０１

２００３０１２０

Ｔ１１：３８

２００３０２０４

Ｔ１０：５５

２００３０２０８

Ｔ１０：３１

图１　实验数据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ＭＯＤＩＳ传感器影像（包括未发生大雾但有云的影

像５幅、发生大雾且有云的影像１４幅、发生大雾

但无云的影象３幅）对该模型的可行性和稳定性

进行验证，并对其误差进行分析。２２幅遥感影像

验证数据见表２，其分布情况见图２。

图２　验证数据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表２　验证数据

Ｔａｂ．２　Ｄａｔａｆｏｒ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时间 时间

２００３０１０１

Ｔ１１：０７

２００３０１１０

Ｔ１１：０１

２００３０１１７

Ｔ１１：０７

２００３０１１２

Ｔ１０：４９

２００３０２２３

Ｔ１１：２６

２００３０１２７

Ｔ１１：４４

２００３１１０４

Ｔ１１：３７

２００３０２０２

Ｔ１１：０７

２００３１１０８

Ｔ１１：１３

２００３０２０４

Ｔ１０：５５

２００３１１１２

Ｔ１０：４８

２００３０２１１

Ｔ１１：０１

２００３１１１３

Ｔ１１：３１

２００３１１１５

Ｔ１１：１９

２００３１１２９

Ｔ１１：３２

２００３１１２２

Ｔ１１：２５

２００３１２１６

Ｔ１１：４６

２００３１１２６

Ｔ１１：０１

２００３０１０３

Ｔ１０：５５

２００３１１３０

Ｔ１０：３７

２００３０１０８

Ｔ１１：１３

２００３１２１３

Ｔ１１：１６

２．２　区域特征的确定

文献［１２］对中国不同时区的 ＭＯＤＩＳ遥感影

像的云雾光谱特性差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

并得出结论：① 在 ＭＯＤＩＳＢ２０波段，雾区亮度温

度最小值均高于２８７Ｋ，而部分种类云区亮度温

度最大值低于２８２Ｋ，两者在２８２～２８７Ｋ之间没

有重合。因ＭＯＤＩＳＢ２１波段和ＭＯＤＩＳＢ２０波段

波长相近，而前者的信噪比较后者高出４００倍，因

此，本文将 ＭＯＤＩＳＢ２１波段云雾区域亮度温度

均值（ＭＥＡＮ（ＢＴＭＯＤＩＳＢ２１））作为区域特征之一。

② 在 ＭＯＤＩＳＢ３１波段，发生大雾区域亮度温度

变化较小，而产生云区域亮度温度变化较大。因

此，本 文 将 该 波 段 的 区 域 亮 度 温 度 标 准 差

（ＳＴＤＥＶ（ＢＴＭＯＤＩＳＢ３１））作为区域特征之一。③ 雾

从 ＭＯＤＩＳＢ０４波段至 ＭＯＤＩＳＢ０６波段反射率

处于上升趋势。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部分种类

云与雾相反，处于下降趋势，且云雾所具备的该特

征与遥感影像的时区无关，仅跟云种类有关。因

此，本文将区域 ＭＯＤＩＳＢ０６波段反射率与 ＭＯ

ＤＩＳＢ０４波段反射率差值均值（ＭＥＡＮ（ＲＭＯＤＩＳＢ０６

－ＲＭＯＤＩＳＢ０４））作为区域特征之一。

２．３　区域特征指标的确定

本文在先验知识基础上，对区域特征指标进

行确定。在实验数据内选取云雾区域（１０个产生

云区域、１０个发生大雾区域）确定区域特征指标。

各云雾区域计算所得的３个区域特征值详见图

３，其 中，区 域 特 征 １＝ ＭＥＡＮ（Ｒ ＭＯＤＩＳＢ０６－

ＲＭＯＤＩＳＢ０４），区域特征２＝ＭＥＡＮ（ＢＴ ＭＯＤＩＳＢ２１），区

域特征３＝ＳＴＤＥＶ（ＢＴＭＯＤＩＳＢ３１）。

　　１）１０个发生大雾区域，雾区区域特征１均大

于０，均值为０．４，均方差为０．２，最小值为０．２，最

大值为０．７５；１０个产生云区域，５０％云区区域特

征１小于０，均值为－０．１５，均方差为０．４５，最小

值为－１．５，最大值为０．４１。

２）１０个发生大雾区域，雾区区域特征２均大

于３００Ｋ，均值为３０５Ｋ，均方差为３．７，最小值为

３００Ｋ，最大值为３１３Ｋ；１０个产生云区域，３０％

云区区域特征２小于３００Ｋ，均值为２９５Ｋ，均方

差为１４．３，最小值为２６５Ｋ，最大值为３０５Ｋ。

３）１０个发生大雾区域，雾区区域特征３均小

于２．５Ｋ，均值为１．４Ｋ，均方差为０．５４，最小值

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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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区域特征值计算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

为０．８４Ｋ，最大值为２．３２Ｋ；１０个产生云区域，

６０％云区区域特征３大于２．５Ｋ，均值为４．１Ｋ，

均方差为２．９，最小值为１．１２Ｋ，最大值为９．４３

Ｋ。

４）从１０个发生大雾区域和１０个产生云区

域统计均方差可知，３个雾区区域特征均方差变

化均较云区小，进一步说明雾区整体均一性较好。

因此，本文将符合区域特征１小于０、区域特

征２小于３００Ｋ或区域特征３大于２．５Ｋ中任意

一个条件的区域判别为产生云区域，否则为发生

大雾区域。

２．４　算法验证

对验证数据中的云雾区域（４８个产生云区

域、２０个发生大雾区域）进行云雾属性判别，结果

表明：

１）１００％的发生大雾区域属性判别正确，

９．１％的产生云区域判别为雾区；

２）６６．７％ 产 生 云 区 域 影 像 中 ＭＥＡＮ

（ＲＭＯＤＩＳＢ０６－ＲＭＯＤＩＳＢ０４）小于０，３３．３％的产生云区

域不具备该特性；

３）５１．５％ 产 生 云 区 域 影 像 中 ＭＥＡＮ

（ＢＴＭＯＤＩＳＢ２１）小于３００Ｋ，４８．５％的产生云区域不

具备该特性；

４）６６．７％ 产 生 云 区 域 影 像 中 ＳＴＤＥＶ

（ＢＴＭＯＤＩＳＢ３１）大于２．５Ｋ，３３．３％的产生云区域不

具备该特性。

３　结　语

卫星云图上，云雾区域自成一体，具有很强的

整体性。气象专家进行云图分析时，不仅需要考

虑云雾区域的光谱特性，而且还需要考虑云雾区

域整体所具备的其他某些特征，如整体表现出来

的结构纹理、亮度温度信息或反射率信息。遥感

影像中，部分种类云与雾的光谱特性和纹理特性

相似，因此，仅从光谱特性或纹理特性差异（基于

像素级别）对云雾进行分离检测的研究出现难以

克服的困难。针对以上难点及云雾分离检测算法

的普适性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区域特征的云雾

分离检测算法，并利用 ＭＯＤＩＳ数据作为实验数

据，对基于区域特征的云雾分离检测算法进行了

验证。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和普适性，但区域特征和区域特征指标的选择仍

需加强，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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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５９（５）：６１７６２４

９４８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７月

［１１］李爱贞，刘厚凤．气象学与气候学基础［Ｍ］．北京：

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２］马慧云，李德仁，刘良明，等．基于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雾

光谱特性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７，３２（６）：５０６５０９

第一作者简介：马慧云，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遥感图像信息提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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