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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鉴了现阶段二维垄行作物的组分权重确定方法并将其推广到三维城市地表，加上已有的针对城市

地表的方法，得到了辐射度方法、水平面投影法、球面投影法和中心投影实验法４种方法。结果表明，当天顶

角较小时，辐射度方法、球面投影法、中心投影实验法（通过数码像片勾绘统计计算得到组分权重）和水平面投

影法都能较为精确地模拟方向亮温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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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亮温表征了热红外传感器在某一个波

段、某一个特定方向上接收的辐亮度。它不考虑

地表热辐射从地表到传感器的路径上所受到环境

辐亮度影响。城市地表方向亮温是地表能量平

衡、城市气候等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参数［１２］。

在城市地表方向亮温模拟过程中，常常依据建筑

材质、几何形状和建筑表面温度场分布将典型城

市地表划分成各种类型组分，通过计算各组分在

传感器视场内组分权重，确定方向亮温大小［３６］。

因此，组分权重确定对于城市地表方向亮温模拟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对城市目标方向亮温模拟远滞后于植被方向

亮温模拟［１２］。在对稀疏植被和垄行作物热辐射

方向性模拟时，部分学者将植被看成规则几何体，

计算垄行作物某组分在某曲面内投影面积与整个

像元在该曲面内对应投影总面积之比来衡量各组

分的组分权重［７１６］。近年来，对城市地表方向亮

温模拟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余涛等采用类似于垄

行作物的分析方法，模拟了城市地表方向亮温分

布［５］。部分学者引用计算机图形学辐射度模型，

在已知城市地表建筑三维空间分布的前提下，计

算各种组分的形状因子，每种组分的组分权重为

该种组分形状因子与所有组分形状因子总和之

比［３］。

１　组分权重确定模型

１．１　组分权重与方向亮温

组分权重的确定是方向亮温模拟的关键步

骤。混合像元整体的方向亮温与各组分的组分权

重满足关系［１７］：

犅λ（犜犫（θ，））＝∑
犖

犽＝１

犳犽（θ，）ε犽犅λ（犜犽） （１）

１．２　垄行作物

图１为在垄行作物上方设置热红外传感器对

其方向亮温进行观测的示意图，犗为传感器的位

置，δ为视场角的大小，犓 为以犗 为圆心的单位

圆，犕犖 为传感器观测到的视场范围，犘犙代表某

一垄植被。犪、犫、犮、犱为对应的犕、犘、犙、犖４个地

图１　垄行作物组分权重的几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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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点在水平面犛上的投影点，犃、犅、犆、犇 为该４

点在单位圆犓 上面的投影点。

Ｋｉｍｅｓ等在确定垄行作物各组分的组分权重

时，将二维模型垄行作物的组分权重表征为该组分

在水平地面的投影线长与整个视场在水平地面投

影线长之比［７８，１２］。某垄植被犘犙的组分权重为：

犳犘犙 ＝犾犫犮／犾犪犱 （２）

　　Ｊａｃｋｓｏｎ和Ｓｏｂｒｉｎｏ等则将组分在单位圆Ｐ

内的投影弧长与视场内的单位圆弧长之比视为组

分权重大小［１３１５］。

犳犘犙 ＝
犛︵犅犆
犛︵犃犇

（３）

图２　城市地表组分权重的几何意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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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城市三维地表

由于城市目标与垄行作物几何结构和形状类

似，可将图１所示的二维模型拓展成如图２所示

的三维模型，组分权重的几何意义仍维持不变，可

得到针对典型城市地表的球面投影法和水平面投

影法。另外还有 Ｓｏｕｘ等验证过的辐射度方

法［３４］以及直接使用数码相机拍摄城市地表，人工

勾绘组分统计组分权重的中心投影实验方法［３］。

已知三角面元犕１和犕２所占的组分权重，则

该建筑房顶的组分权重可以分解为这两个子平面

的组分权重值之和：

犳狉狅狅犳 ＝犳犕１＋犳犕２ （４）

１．３．１　水平面投影方法

水平面投影法为从传感器视点犗出发，通过

计算组分在地平面的投影面积与视场内地表平面

总面积之比的投影方法［５，７１２］。在得到三角面元

犕２的面积Ａｒｅａ（犃１犃２犃３）之后，房顶组分权重的

几何意义为犘２与犛２之比：

犳ｒｏｏｆ＝
Ａｒｅａ（犃１犃２犃３）＋Ａｒｅａ（犃０犃１犃３）

Ａｒｅａ（犛２）
（５）

１．３．２　中心投影实验方法

在传感器附近（相机与热红外传感器的位置

差相对其与地物本身的距离差可忽略）的位置用

相机拍摄地表的影像。将地表的各种组分手工勾

绘并计算像片内各组分所占的比例［３］，即为中心

投影实验方法。该方法能够近似理解为从传感器

出发，将地表三维目标在传感器焦平面犛３上的成

像面积与整个焦平面面积之比视为各组分的组分

权重。房顶组分权重的几何意义为犘３与犛３之

比：

犳ｒｏｏｆ＝Ａｒｅａ（犘３）／Ａｒｅａ（犛３） （６）

１．３．３　球面投影方法

从传感器的视点出发，计算某组分在单位半

球面内的投影曲面面积与该半球面的面积之比，

即球面投影方法［１５１７］。该方法中，房顶组分权重

的几何意义为犘４与犛４之比（图２）。可通过犕２相

对于球心犗的立体角与整个视场内立体角之比

表征犕２所占的组分权重，将面积比转化为立体角

之比。假设 犕１和 犕２面元相对于传感器位置犗

点的立体角分别为Ω犕
１
和Ω犕

２
，且Ω犕

２
为［１７］：

Ω犕
２
＝２ａｒｃｔａｎ（

［狉１狉２狉３］

∏
３

犻＝１

狉犻 ＋∑
３

犻＝１

（狉犻狉犻＋１）狉犻＋２

）

（７）

犳ｒｏｏｆ＝
Ａｒｅａ（犘４）

Ａｒｅａ（犛４）
＝
Ω犕

１
＋Ω犕

２

Ω
（８）

１．３．４　辐射度投影方法

引用计算机图形学辐射度模型中等效焦平面

辐射度投影方法，将组分比例的计算转化成形状

因子（ｆｏｒｍｆａｃｔｏｒ）的计算。面元犕２ 的形状因子

解析形式为［３］：

犉ｆｏｒｍ－ｆａｃｔｏｒ犕
２

＝
１

２π∑
３

犻＝１

狀·Γ犻 （９）

房顶组分权重的几何意义为犘５ 与犛５ 之比：

犳ｒｏｏｆ＝
Ａｒｅａ（犘５）

Ａｒｅａ（犛５）
＝犉

ｆｏｒｍ－ｆａｃｔｏｒ
犕
１

＋犉
ｆｏｒｍ－ｆａｃｔｏｒ
犕
２

（１０）

２　模拟分析和实验

为了获得计算机模型的输入参数，于２００８

１１２０～２００８１１２１，使用点温计（型号：Ｔｅｓｔｏ

８４５；精度：０．７５℃）和固定式在线测温仪在北京

师范大学房山综合实验基地对城市地表组分温度

（包括建筑的４个墙面、建筑房顶、光照草地和阴

影草地、光照和阴影路面）进行不间断测量，以获

得城市真实地表物体温度随时间变化情况。建筑

体为南北朝向。期间，包括点温计的等时间间隔

７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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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测量和固定式测温仪的自动连续测量。获得

地表各组分的组分温度后，将组分温度输入计算

机模型，利用式（１），通过运用不同的组分权重方

法，分别模拟出城市三维地表的方向亮温大小。

现阶段，获取城市地表方向亮温有航空飞行

实验、高塔实验、等比例缩小的物理模型观测实验

和计算机模拟等４种方法。但是，由于航空飞行

试验价格昂贵，高塔实验无法获得整个半球空间

内的方向亮温分布，物理模型观测实验中存在观

测目标不一致和时间延迟效应等问题，这使得计

算机模拟成为研究方向亮温空间分布规律的重要

方法。Ｓｏｕｘ和Ｖｏｏｇｔ等将城市地表方向亮温的

辐射度投影方法运用于城市地表热辐射方向性模

拟，利用航空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证明辐射度方法

精度很高［３４，６］。

本文以辐射度投影法为基础，将原本应用于２

维垄行作物的水平面投影法和球面投影法推广到

３维城市地表，加上中心投影实验方法，分别建立

计算机模拟模型。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将这３种

方法分别与已经验证过的辐射度投影法进行比较。

２．１　不同组分权重确定方法在不同空间的比较

如图３为不同方位角处，水平面投影法、中心

投影实验法和球面投影法分别与辐射度方法模拟

得到的方向亮温差随天顶角的变化图。图中横坐

标为天顶角，纵坐标为方向亮温差。

从图中可知，球面投影法和中心投影实验法

分别与辐射度投影法方向亮温之差的２条曲线基

本重合，它们之间的差异极小，对方位角和天顶角

的变化不敏感（图３）。这表明它们对方向亮温的

模拟结果一致。

上述两条曲线均在坐标横轴附近作很小的振

荡。球面投影法、中心投影实验法和辐射度投影

法３种方法之间差异最大值小于点温计和固定式

在线测温仪的仪器测温精度，同样远小于部分学

者使用辐射度投影方法模拟城市地表方向亮温分

布的中误差［４，６］。辐射度方法、球面投影法和中

心投影实验法之间无显著差异，都可较为精确地

模拟组分权重的空间分布。同时也证明了使用中

心投影实验方法（采用数码相机勾绘统计计算得

到组分权重）粗略计算或者验证模拟得到的组分

权重值是可行的。

然而，水平面投影法模拟的方向亮温值则偏

高，且随着天顶角θ的增加而增大。这是因为随

着天顶角的增大，水平面投影法产生的变形将强

烈地影响组分权重的大小。当天顶角θ较小（θ∈

［０，６０°］）时，水平面投影法与辐射度方法所模拟

得到的方向亮温的最大差异为０．３８Ｋ。这时，水

平面投影法仍能较为准确地模拟方向亮温的空间

分布，而随着天顶角θ的增大，差异迅速增加。当

θ＝８０°时，方向亮温的最大差异之已经达２．０Ｋ

（如图３（ｂ）所示）左右，水平面投影法的模拟精度

变差。

图３　不同方位角处方向亮温随天顶角的变化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Ｚｅｎｉｔｈ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ｚｉｍｕｔｈｓ

２．２　不同组分权重确定方法在时间序列上的比较

组分之间的最大温差随时间连续变化图如图

４所示。图中横坐标为代表时间，纵坐标为经过

黑体标定后的辐射温度差（单位：℃）。测量的起

始时间为１１２０１７：００，终止时间为１１２１１７：３０。

光照墙面、房顶和光照地面温度在２１日１３：

００左右达到极大值，阴影墙面和阴影地面温度达

到极大值的时间稍微延后。时处秋冬时节，太阳

高度角较低，太阳光线与墙体的夹角要远远大于

与房顶面的夹角，光照墙面的最大温度要高于房

顶最大温度。光照墙面的平均温度最高，为

１３．９℃；阴影地面的平均温度最低，为－０．７℃。

故将光照墙面温度与阴影地面温度之差作为最大

的组分温差，得到的最大组分温度差随时间变化

如图４所示。为了探析不同组分权重确定方法随

时间变化造成的差异。得到的时间序列方向亮温

比较如图５所示。图中横坐标是时间序列，纵坐

标是球面投影法、中心投影实验法和水平面投影

法分别与辐射度方法模拟的方向亮温之差。模拟

时，传感器的方位角为１８０°；天顶角为６０°；距地

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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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各种组分的组分温度随时间连续变化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物目标中心距离为３００ｍ。

与不同组分权重确定方法在不同空间位置方

向亮温模拟结果类似，球面投影法、中心投影实验

法和辐射度方法模拟结果之间差异很小，水平面

投影法模拟结果与前３种方法则差异较大。

水平投影法与辐射度方法之间的差异曲线

（图５）与实际组分温度差的变化趋势表现出很强

的相关性（图４），极大值均出现在在２１日下午

１３：００左右。水平面投影法的模拟精度在时间序

列上与组分温差的大小呈正相关的趋势。因此，

水平面投影法对方向亮温模拟精度不但与天顶角

大小有关，而且与组分温差大小有关。

图５　不同方法方向亮温随时间序列变化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３　结　语

从模拟精度上来说，在天顶角较小时，辐射度

方法、球面投影方法、中心投影实验方法（即采用

与视点处于相同位置的数码相机摄像并通过像片

直接勾绘统计获得组分权重）和水平面投影方法

模拟精度较高。而当天顶角大于６０°时，水平面

投影法对方向亮温的模拟精度迅速变差，模拟误

差与天顶角大小有关，并且模拟误差与组分温差

的变化趋势一致。组分温差越大，水平面投影法

的误差越大。

从计算复杂度来说，４种方法模拟复杂程度

依次为：辐射度投影法≈球面投影法＞中心投影

实验方法＞水平面投影法。故对于简单方向亮温

模拟，且天顶角不大时，使用水平面投影方法即可

满足要求；如需较为精确并且快速模拟方向亮温

的时空分布，推荐使用中心投影方法；如需非常精

确的方向亮温模拟，且需考虑地表物理特性时，则

可使用辐射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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