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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犎犑犐犚犛影像的林火火点自动检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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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比分析了 ＭＯＤＩＳ传感器和 ＨＪＩＲＳ传感器的差异，在 ＭＯＤＩＳ火点探测Ｖ４算法的基础上，通过对

云和水体掩膜方法的改进及算法中各阈值的调整，提出了一种适于 ＨＪＩＲＳ的林火火点自动检测算法。以我

国黑龙江地区及俄罗斯远东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与采用Ｖ４算法生产的相同区域内同时相的 ＭＯＤＩＳ火点

产品进行对比分析，发现ＩＲＳ火点产品在空间分布上与 ＭＯＤＩＳ火点产品基本一致，并没有出现漏检现象；而

在低温小火点的探测及火点的几何定位方面，ＨＪＩＲＳ更具优势。

关键词：ＨＪＩＲＳ；ＭＯＤＩＳ；改进Ｖ４算法；火点检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监测森林火灾起源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初，Ｄｏｚｉｅｒ等
［１］提出了亚像素火点温

度场理论模型，成为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森林火

灾的理论基础。此后，许多学者针对不同的传感

器提出了多种火点检测方法，如最早基于ＧＥＯＳ／

ＶＡＳ（大气探测器）传感器的火点检测算法，及随

后利 用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甚 高 分 辨 率 辐 射

计）［２４］、ＥＯＳ／ＭＯＤＩＳ（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５１０］

数据提出的一系列用于火点提取的算法。这些遥

感火点监测算法主要包括最初用于 ＡＶＨＲＲ数

据的固定阈值法、固定阈值植被指数方法、邻近

背景像元算法以及基于 ＭＯＤＩＳ的火点探测 Ｖ４

算法［８］，其中基于 ＭＯＤＩＳ的火点探测Ｖ４方法在

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应用，被证明是一种经典

而有效的火点探测算法。

由于卫星轨道参数设计及搭载传感器参数设

计的差异，各卫星传感器在火灾监测方面具有各

自的优势及不足。ＧＥＯＳ／ＶＡＳ由于是地球同步

轨道卫星，可每３０ｍｉｎ获取一次数据，但是监测

范围有限，且星下点分辨率为４ｋｍ，不利于小火

点的发现；ＡＶＨＲＲ星下点分辨率虽然达到了１

ｋｍ，而中红外波段的饱和温度只有３２０Ｋ，限制

了其在火灾监测方面的应用。ＭＯＤＩＳ虽然能一

天获取４次数据，在中红外及热红外波段的饱和

温度分别达到了５００Ｋ及３２０Ｋ，但是空间分辨

率只有１ｋｍ，仍极大地限制了其在小火点监测及

火灾强度分析方面的应用［１０］。２００８年９月，我国

采用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发射了环境和灾害监测

预报小卫星星座 Ａ、Ｂ星，ＨＪ１Ａ星搭载了ＣＣＤ

相机和超光谱成像仪（ＨＳＩ），ＨＪ１Ｂ星搭载了

ＣＣＤ相机和红外相机（ＩＲＳ）。其中，ＨＪ１Ｂ星上

红外多光谱相机的中红外通道和热红外通道的空

间分辨率分别为１５０ｍ和３００ｍ，且中红外通道

的高温饱和温度达５００Ｋ，适合于对森林火灾、火

山爆发等自然灾害进行监测和评估。ＨＪＩＲＳ虽

然只有４个波段，但是用于火点探测的４μｍ和

１１μｍ波段已经具备，因此本文考虑对基于 ＭＯ

ＤＩＳ的火点探测 Ｖ４算法进行改进，提出了一种

适于 ＨＪＩＲＳ数据的火点探测算法，并通过与基

于 ＭＯＤＩＳ火点探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论证了

改进算法的可行性。

１　研究数据

本文以２００９年４～５月间发生在我国黑龙江

地区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森林火灾为研究对象，

该地区以寒温带、温带季风气候为主，春季降水较

少，气候干旱，地表植被以寒温带针叶林为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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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伴有较多的草甸草原，这些条件都使该地区易

发生较大规模的森林火灾。

ＨＪ１Ｂ的过境时间为当地时间上午１０∶３０

左右，重返周期为４ｄ，其ＣＣＤ相机的空间分辨率

为３０ｍ，有助于火灾区域烟羽位置的提取及进行

其他辅助判断。而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过境时间为当

地时间上午１１∶００左右，一天可以获取４次数

据，其中红外和热红外波段的空间分辨率为１０００

ｍ。本次实验以４月２９日上午 ＨＪ１Ｂ获取的两

幅ＩＲＳ影像为主要遥感数据源，并与获取的同时

相同区域的 ＭＯＤＩＳ１Ｂ数据进行对比分析，验证

改进算法的有效性，同时利用ＣＣＤ多光谱数据获

取火灾区域的烟羽位置，对两种火点产品在低温小

火点的提取以及火点的几何定位精度等方面进行

评价。

２　犎犑犐犚犛火点提取算法

虽然ＨＪＩＲＳ已经具备了用于火点探测的中

红外和热红外波段，但是与 ＭＯＤＩＳ相比，其数据

存储格式不同，且缺少 ＭＯＤＩＳ中用于获取云和

水体等信息的波段；而且由于两种传感器之间波

段特性的差异，必须对算法各流程阶段的阈值作

出调整，因此有必要对基于 ＭＯＤＩＳ的火点探测

Ｖ４算法
［６］进行改进，使之能利用 ＨＪＩＲＳ影像来

提取火点信息，如图１所示。

图１　改进的火点探测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ＦｉｒｅＳｐｏ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１　数据预处理

首先完成对ＩＲＳ原始数据文件的辐射定标，

并分别计算第１、２波段的地表反射率犚１、犚２和第

３、４波段的亮度温度值犜３、犜４。具体的计算过程

参见文献［１２］。

２．２　云、水体掩膜

云与水体在强光照射下会造成中红外波段的

亮温值偏高而出现耀斑现象，从而导致虚假火点

的出现，而且在水陆交界处由于水陆温度差异也

会产生虚假火点［１０，１３，１４］。此外，云层阻挡也会使传

感器无法获得地面火点信息，因此需要对云和水体

进行掩膜处理。ＭＯＤＩＳ火点探测Ｖ４算法沿用的

是ＩＧＢＰ利用ＡＶＨＲＲ 数据提取全球火点产品中

的云体提取算法［５］，本文在该算法的基础上通过对

ＩＲＳ传感器第１波段的反射率以及第４波段的亮

温值进行统计分析，并将实验提取结果与目视解译

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如插页Ⅰ彩图１所示），认为只

要满足犚１＞０．６，犜４＜２６５Ｋ，或犚１＞０．４且犜４＜

２８５Ｋ之一即可认为是云像素。水体掩膜为犚１＜

０．１５，犚２＜０．１且犚１＞犚２，所有满足这些条件的像

元皆可认为是水体像元。实验结果如插页Ⅰ彩图

２所示，左图是 ＨＪＩＲＳ假彩色合成影像（２、１、３

波段），右图是水体提取结果。

２．３　绝对火点判断

绝对火点判断依然采用 ＭＯＤＩＳ火点探测

Ｖ４算法中的阈值，只要满足犜２＞３６０Ｋ即可认

为是绝对火点，直接进入去除假火点判断流程。

２．４　潜在火点判断

为了提高火点探测效率，首先进行潜在火点

判断，凡是满足条件犜３＞３２５Ｋ 且 Δ犜＞２０Ｋ

（Δ犜＝犜３－犜４），则认为是潜在火点，进入其后的

火点判断流程。ＭＯＤＩＳ火点探测Ｖ４算法中，潜

在火点判断规则为犜４＞３１０Ｋ，且 Δ犜＞１０Ｋ，

ρ０．８６≤０．３，改进后的算法之所以要提高潜在火点

判断阈值，是由于ＩＲＳ传感器与 ＭＯＤＩＳ传感器

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如图２所示，图２（ａ）是采用

ＭＯＤＩＳ火点探测 Ｖ４算法的潜在火点阈值检测

到的火点探测结果，图２（ｂ）是利用改进后的潜在

火点阈值得到的火点探测结果。经过对比分析发

现，图２（ａ）出现了较多的椒盐噪声，而图２（ｂ）的

探测结果基本无噪声干扰，这说明使用改进后的

阈值能有效地抑制噪声，减少误判点。

图２　潜在火点阈值改进前后的火点探测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ＦｉｒｅＳｐｏ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Ｍｏｄｉｆ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ｒｅＳｐｏ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２．５　背景特性分析

有效背景像元必须满足如下４个条件：① 是

有效的观测数据；② 属于陆地；③ 不属于云像

元；④ 不是背景火点像元。背景火点像元需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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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犜３＞３２５Ｋ且Δ犜＞２０Ｋ。

以潜在火点为搜索窗口中心，从３×３像素窗

口大小开始，当窗口内有效背景像元数不小于窗

口总像元数的２５％，且有效背景像元个数不低于

８时，停止搜索；否则将搜索窗口扩大到５×５像

素，直到４１×４１像素窗口大小，如果还没有满足

条件的有效背景像元数目，则放弃该待判点，设置

该点为未知点，有效的潜在火点进入相对火点判

断流程。

２．６　相对火点判断

对满足条件的潜在火点进行相对火点判断，

凡是满足以下条件：犜３犘＞犜３犅＋３σ３犅，犜３４犘＞犜３４犅

＋３．５σ３４犅，犜３４犘＞犜３４犅＋１０Ｋ，犜４犘＞犜４犅＋σ４犅－１

Ｋ或δ′３＞５Ｋ，则认为该潜在火点为真实火点。

其中，犜３犘是潜在火点像元第３波段的亮温；犜３４犘

是潜在火点像元第３、４波段的亮温差值；犜３犅是有

效背景像元犜３ 平均值；犜３４犅是背景像元（犜３－

犜４）的平均值；σ３犅是背景像元犜３ 的平均绝对偏

差；σ３４犅是背景像元（犜３－犜４）的平均绝对偏差；δ′３

为背景火点像元的亮温平均绝对偏差。

２．７　去除假火点

云和水体以及水陆交界处会由于强光照射而

形成虚假火点，因此需要对前面所判定的火点执

行去除假火点流程。当待判定火点像素满足｜犚１

－犚２｜＜０．０１时，则被认为是强光亮点；当待判点

满足犚２＞０．６时，则被认为是由于云的高反射率

引起的虚假火点［１４］。其中，犚１、犚２分别是第１、２

波段的表观反射率。

３　实验结果分析

采用ＥＮＶＩ４．７＋ＩＤＬ７．１来实现上述算法，

利用ＩＤＬ程序对两幅ＩＲＳ影像进行火点探测实

验，同时对相应区域内同时相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采

用Ｖ４火点探测算法进行火点提取实验。在实验

结果影像中选取８个区域，分别用犃、犅、犆、犇、犈、

犉、犌、犎 来表示，并在ＩＲＳ影像上找到相对应的８

个同名区域，也用犃、犅、犆、犇、犈、犉、犌、犎 来标识，

如插页Ⅰ彩图３及彩图４所示，插页Ⅰ彩图３（ｂ）

是两幅ＩＲＳ影像拼接后的检测结果。

对比插页Ⅰ彩图３及彩图４发现，利用改进

算法对ＩＲＳ影像进行火点探测，其结果与基于

Ｖ４算法的 ＭＯＤＩＳ火点探测结果在整体空间分

布上基本一致，并没有出现漏检现象。对比划分

的各个局部区域除区域犇外，其他区域火点的分

布形状也基本一致；但是由于 ＭＯＤＩＳ原始影像

未作几何纠正，两种火点产品各划分区域的空间

相对位置存在着差异。

通过对各划分区域进行仔细对比分析发现，

相比于 ＭＯＤＩＳ火点产品，ＩＲＳ火点产品对低温

小火点的探测效率更高。如在区域犃及区域犇，

ＩＲＳ火点产品都出现了多余的亮点。如插页Ⅰ彩

图５（ａ）所示，通过对犃 区域的环境小卫星ＣＣＤ

影像进行假彩色（３、２、１波段）合成，同时叠加

ＭＯＤＩＳ（红色小方框）和ＩＲＳ（黄色小圆点）火点

矢量信息，目视解译出ＩＲＳ火点产品中的多余亮

点区域（即插页Ⅰ彩图５（ａ）中的红色椭圆犪和犫

区域）存在烟羽，证实不是由于ＩＲＳ火点产品的

误判造成的，说明 ＭＯＤＩＳ火点产品出现了明显

的漏检现象。

插页Ⅰ彩图５（ｂ）是区域犉中 ＭＯＤＩＳ和ＩＲＳ

探测的火点信息转换为矢量数据后在同时相同区

域的 ＨＪ２ＢＣＣＤ假彩色合成影像（３、２、１波段合

成）上的叠加显示，黄色小圆圈代表的是ＩＲＳ探

测的火点，红色小方框则代表 ＭＯＤＩＳ探测的火

点，而白色区域就是由于火灾引起的烟羽。该区

域是黑龙江伊南河林场发生森林火灾的区域，从

火点的分布上看，二者在空间分布上较为一致，基

本符合火灾发生时的实际情况。但是两种火点产

品之间的空间位置稍有差异，这是由于两种影像

数据产品几何定位精度的差异引起的。通过与

ＣＣＤ影像中的烟羽位置进行对比，发现ＩＲＳ火点

产品的几何定位精度更高。

４　结　语

本文通过对 ＨＪＩＲＳ各波段的特性进行分

析，在 ＭＯＤＩＳ火点探测Ｖ４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

适应于 ＨＪＩＲＳ的火点探测算法。通过与相同区

域内同时相的 ＭＯＤＩＳ火点产品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改进算法在低温小火点及火点几何定位方面

更具优势。但是本文仅以我国黑龙江及俄罗斯远

东地区发生的森林火灾为研究对象，没有对改进

算法在其他地域环境下的适用性进行验证，因此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此外，虽然目前算法通

过统计及实验对比分析的方法确定了绝对火点阈

值、潜在火点阈值等参数，但是还应根据火灾发生

时的真实数据对各参数作出必要的调整，以进一

步提高算法的精度，降低误判率及漏判率。

致谢：感谢中南大学彭光雄老师和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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