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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动态阈值的森林草原火灾
火点检测算法

刘良明１　魏　然１　周　正１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针对传统固定阈值的森林和草原火灾火点遥感检测算法因时空环境变化而导致的火点漏检和误检

问题，提出了一种综合季节、地理位置和土地覆盖类型等影响因素的时空动态阈值火点检测算法。实验结果

表明，时空动态阈值火点检测算法能有效改善火点检测结果，具有时空自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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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对地观测技术的迅速兴起，卫星遥感手

段为及时、宏观的火灾火点检测带来了新的发展

契机，国内外的相关科研工作者利用ＧＯＥＳ、ＮＯ

ＡＡ／ＡＶＨＲＲ、ＴＭ、ＭＯＤＩＳ等卫星数据在此方

面开展了广泛研究。为适应防灾减灾新的形势和

要求，我国也提出了遥感卫星星座计划，并于

２００８０９０６成功发射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

星座Ａ、Ｂ星（ＨＪ１Ａ／１Ｂ星）
［１］。该星座系列卫

星的大范围观测幅宽、较短的重放周期以及较高

的空间分辨率特性使其在火点检测应用中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２］，亟需提出适应新型传感器特性

的火点检测算法。

目前，国际上主流火点检测算法都是基于固

定阈值法和邻近像元背景窗分析法构建的［３９］，各

种算法的区别主要是依据应用区域与季节环境的

特性调整了相关参数。这些算法因受地域和季节

环境的影响，造成在大空间范围、长时间跨度的火

点检测应用中出现火点的漏检和误检问题，其原

因是用于检测火点的亮度温度阈值往往是经验固

定的。本文针对传统算法的缺陷，提出了一种基

于时空动态阈值的火点检测算法，并将环境减灾

卫星数据应用于算法实现。

１　算法原理

对时空动态阈值火点检测算法的研究主要包

括３个步骤：研究经度、纬度、海拔高度、时间等时

空因素对地表亮温的影响方式，构建具有时空动

态特性的地表典型亮温模型；考虑地物发射率特

征对地表亮温造成的影响，结合经地表典型亮温

模型模拟得到的典型亮温，建立时空动态阈值函

数；用动态阈值函数替代传统火点检测算法中的

固定阈值，提出时空动态阈值火点检测算法。

１．１　地表典型亮温模型

在同一地理位置，地表亮温（犜）随时间（ｄａｙ）

的变化形式近似表现为二次抛物线函数，用函数

犜＝犪１ｄａｙ
２＋犪２ｄａｙ＋犪３ 表示。在同一时间，地表

亮温随经度（ｌｏｎ）、纬度（ｌａｔ）的变化形式近似呈

现为线性关系，用函数犜＝犪４ｌｏｎ＋犪５ｌａｔ＋犪６ 表

示。而在真实环境下，地表亮温往往是经度、纬度

和时间３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为了体现综合

作用关系，将３种因素对地表亮温的各自作用函

数相乘得到犜＝犳（ｌｏｎ，ｌａｔ，ｄａｙ）：

犜＝犳（ｌｏｎ，ｌａｔ，ｄａｙ）＝ （犪１ｄａｙ
２
＋犪２ｄａｙ＋犪３）×

（犪４ｌｏｎ＋犪５ｌａｔ＋犪６） （１）

　　海拔高度（犺）对地表亮温也有一定影响。在

经度、纬度和时间三者都确定的情况下，随着海拔

高度的增大，温度会降低，近似可以表示为线性关

系犜＝犪７犺＋犪８，将其对地表亮温的影响视为式

（１）的加性改正值。综合经度、纬度、时间、海拔对

地表亮度温度的影响，得到地表典型亮温模型犜

＝犳（ｌｏｎ，ｌａｔ，犺，ｄ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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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犳（ｌｏｎ，ｌａｔ，犺，ｄａｙ）＝ （犪１ｄａｙ
２
＋犪２ｄａｙ＋

犪３）×（犪４ｌｏｎ＋犪５ｌａｔ＋犪６）＋犪７犺＋犪８ （２）

式中，犪１、犪２、犪３、犪４、犪５、犪６、犪７、犪８ 分别为各因素影

响函数的系数。将式（２）展开：

犜＝犳（ｌｏｎ，ｌａｔ，犺，ｄａｙ）＝犃×ｌｏｎ×ｄａｙ
２
＋犅×

ｌａｔ×ｄａｙ
２
＋犆×ｄａｙ

２
＋犇×犾ｏｎ×ｄａｙ＋犈×

ｌａｔ×ｄａｙ＋犉×ｌｏｎ＋犌×ｌａｔ＋犎×ｄａｙ＋

犐×犺＋犗 （３）

式中，犃、犅、犆、犇、犈、犉、犌、犎、犐、犗分别为各自变

量项的系数，可利用遥感反演的实际亮温、遥感元

数据中包含的地理信息、所用遥感影像的成像时

间以及ＤＥＭ数据通过线性回归方法进行率定。

１．２　时空动态阈值函数

根据斯蒂芬玻耳兹曼公式，绝对黑体的积分

辐射能力为：

犠 ＝σ犜
４ （４）

式中，σ称为斯蒂芬玻耳兹曼常数。但在自然界

中，实际物体发射和吸收的辐射量都比相同条件

下绝对黑体的低，可以用发射率ε来表示实际物

体辐射功率犠′与同温度的黑体辐射功率犠 在相

同条件下的关系：

ε＝犠′／犠 （５）

大多数地物可以视为灰体，其实际发射功率为：

犠′＝εσ犜
４
等效 （６）

式中，犜等效为等效黑体辐射温度，其与地物实际辐

射温度犜实际之间的关系可以近似表示为：

犜等效 ＝犜实际／
４

槡ε （７）

犜实际 ＝犜等效 ×
４

槡ε （８）

　　地物的发射率在不同环境下会相应变化，地

物的亮温随发射率的不同也会在一个正常的浮动

范围内变化，当实际亮温超出正常亮温浮动范围

时，则该地物的亮温出现异常。将晴空地表典型

亮温模型犳（ｌｏｎ，ｌａｔ，犺，ｄａｙ）的模拟值视为某种地

物的典型亮温犜典型，该地物在不同发射率下的年

际典型亮温曲线如图１所示。

假设该地物的发射率在εｍｉｎ～εｍａｘ之间浮动，

取均值作为该地物典型发射率ε典型，由式（７）得到

该地物等效黑体辐射温度犜等效典型＝犜典型／
４

ε槡典型。

由式（８）得到图１中年际典型亮温上方曲线所表

示的该地物在最大发射率εｍａｘ下的亮温犜ｍａｘ＝

犜等效典型×
４

ε槡ｍａｘ，可视为正常亮温浮动范围的最

高临界值。同样，图１中年际典型亮温下方曲线

所表示的该地物在最小发射率εｍｉｎ下的亮温犜ｍｉｎ

＝犜等效典型×
４

ε槡ｍｉｎ，可视为正常亮温浮动范围的最

低临界值。临界亮温的差值为Δ犜＝犜ｍａｘ－犜ｍｉｎ，

图１　某种地物在不同发射率下的年际典型

亮温曲线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Ｔｙｐｉｃ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ｒｖｅ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ｍｉｓｓｉｖｉｔｙ

则Δ犜／２可视为典型亮温向上或向下的最大临界

偏移量。当某处亮温超出该处地物典型亮温

犜典型最大临界偏移量Δ犜／２时，则认为该地物有

热异常。这样就得到了随地物典型亮温和最大临

界偏移量变化的动态阈值Ｔｈｒ犇，以适应不同地域

和季节因素影响下地物亮温异常临界值的变化。

具体表达如式（９）所示：

Ｔｈｒ犇 ＝犜典型 ＋Δ犜／２ （９）

１．３　时空动态阈值火点检测算法

算法分为两步：① 判断像元是否为热点。首

先，对高温敏感的中红外波段（中心波长４μｍ）亮

温进行阈值判定来识别一部分热点；其次，通过考

察某像元亮温与周围背景像元亮温的统计值相比

是否存在突变来识别另一部分热点。② 结合常

年高温点数据，从识别出的热点中剔除正常热源，

保留的异常热点即为火点。具体步骤如下。

将式（９）所示的动态阈值引入阈值判定步骤，

以满足大空间范围与长时间跨度检测应用中算法

的普适性，判定准则为：

犜４ ≥Ｔｈｒ犇 （１０）

其中，犜４ 为中红外波段亮温。

对不满足式（１０）的像元逐个进行基于背景窗

的判断。首先，统计以待测像元为中心的５×５到

２１×２１像元大小的背景窗中有效像元的亮温信

息，其中，有效背景像元判断条件为：像元同时满

足有效观测值、植被覆盖、无云覆盖、非火点像元

等４个条件。再分别将待测像元的中红外波段、

热红外波段亮温（中心波长１０μｍ）、亮温差（中红

外与热红外波段）与背景像元的亮温统计信息进

行比较来确定中心像元是否为热点。待测像元被

判为热点，则停止扩大背景窗分析；否则，将继续

扩大背景窗，重复分析步骤，直至达到最大背景

窗。具体判别条件为：

犜差 ＞μ差 ＋３×σ差 （１１）

犜４ ＞μ４＋３×σ４ （１２）

５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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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１１＞μ１１＋σ１１－４Ｋ （１３）

σ′４＞５Ｋ　　　　　 （１４）

式中，犜１１为热红外波段亮温；犜差 为中、热红外波

段亮温差；μ４、μ１１分别为背景窗内有效像素中、热

红外波段亮温的均值；σ４、σ１１分别为背景窗内有效

像素中、热红外波段亮温的标准差；μ差、σ差 分别

为背景窗内有效像素中、热红外波段亮温差的均

值和标准差；σ′４为背景窗内热点像素中红外波段

亮温的标准差。当式（１１）、（１２）均成立并且式

（１３）和式（１４）至少有一项成立时，被检测像元被

判定为热点。

最后，结合常年高温点数据，剔除常年高温热

点，得到火点分布。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研究区概况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最东北部。全省林业经营

总面积３１７５万ｈｍ２，占全省土地面积的２／３。有

林地面积２００７万ｈｍ２，活立木总蓄积１５亿ｍ３，森

林覆盖率达４３．６％，森林面积、森林总蓄积和木

材产量均居全国前列。黑龙江省林面积大、分布

广，加上气候的影响，易发生火灾，而林区道路密

度低、交通不便，发生火灾时扑救困难，极易造成

重大损失。据《各地森林火灾情况（２００８）》公布的

数据，仅２００８年该区域发生森林火灾８４起，过火

面积１８４０２ｈｍ２。

２．２　数据分析与处理

选取２００９年全年的环境减灾卫星的ＩＲＳ传

感器（ＨＪ／ＩＲＳ）数据作为数据源，影像覆盖黑龙江

省。在黑龙江省全年典型亮温模型的构建研究

中，基础分析数据是ＩＲＳ传感器的第三波段影

像，波长范围为３．５０～３．９０μｍ，空间分辨率１５０

ｍ。几何校正采用三次多项式变换的校正模型，

利用最邻近点方法对图像进行灰度重采样，并将

投影统一为ＵＴＭ／ＷＧＳ８４。

首先，通过训练数据来构建环境减灾卫星数

据在黑龙江省的典型亮温模型。挑选每个月里含

云量较少的３幅ＩＲＳ影像数据共３６幅作为训练

数据，并在每幅数据的晴空区域均匀分布地选择

训练像元共２３个，逐一记录训练像元的遥感定标

亮温，所处地理位置的经度、纬度和高程及训练影

像的成像时间等信息。

将训练像元的时空信息代入式（３），并利用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参数率定。在此

基础上用１００组验证数据检验该模型对地表亮温

的模拟效果，得到两个定量评价指标：确定性系数

犚＝０．６４４，相关系数狉＝０．８０２。这表明该模型仿

真度较高，数据拟合效果较好。植被的发射率一

般在０．７６～０．９６之间浮动，典型发射率为０．８６，

将这些参数代入式（９），即可得到黑龙江省植被覆

盖区的动态亮温阈值。

２．３　结果分析

火点检测实验选取的是２００９０４２７发生在

黑龙江省沾河林业局的草甸森林火灾案例，数据

为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９日采集的 ＨＪ１Ｂ／ＣＣＤ１数据，

轨道号４４４／５７；ＨＪ１Ｂ／ＩＲＳ，轨道号４４８／５６。分别

应用国际上主流的 ＮＡＳＡ算法和本文提出的时

空动态阈值算法进行火点检测，并利用ＣＣＤ影像

对检测结果进行彩色合成，如图２所示。

图２（ａ）、２（ｂ）分别为ＮＡＳＡ算法和动态阈值

算法的火点检测结果；图２（ｃ）、２（ｄ）分别为ＮＡＳＡ

算法和动态阈值算法的火区火点检测结果；图

２（ｅ）、２（ｆ）分别为ＮＡＳＡ算法和动态阈值算法的非

火区火点检测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在火区，由

于环境减灾卫星的中红外通道对热异常的灵敏性

较好，ＮＡＳＡ算法和本文所述算法都能较好地反映

出火点位置；在非火区，由于地表亮温受到地理因

素和气候因素的影响，造成应用固定亮温阈值的

ＮＡＳＡ算法检测出很多非火点像元；而本文算法应

用时空自适应的动态阈值，避免了非火点像元的误

判，反映出了该地区的真实火灾情况。

图２　两种算法的火点检测结果

Ｆｉｇ．２　Ｆｉ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ｗ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６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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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综合考虑经度、纬度、季节因素对亮温的

影响，建立了晴空地表典型亮温模型，根据该模型

模拟的地物典型亮温构建了函数化动态阈值，并

研究了基于动态阈值的火点检测算法。选取我国

黑龙江省作为实验区，并结合环境减灾卫星的数

据特征，将该算法与传统算法进行了对比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传统固定阈值的火点检测，会出现

一定程度的误判和漏检；而基于动态阈值的检测

算法由于考虑了地物亮温与地理位置、季节因素

的相互作用关系，能普遍适用于不同季节和地理

位置的森林草原火灾火点检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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