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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机载热红外成像光谱仪（ＴＡＳＩ）获取的热红外图像，进行了温度与比辐射率分离，然后采用多标

度分形模型进行阈值分割，建立了一种新的热红外影像目标探测方法。实验结果表明，温度的空间分布具有

多标度分形特征，即对ｌｇ犔（狉）与ｌｇ狉进行分段拟合。利用多标度分形模型提取的温度阈值进行城市热红外影

像的精细目标识别，并成功提取了建筑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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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４

　　机载热红外数据反演的温度信息空间分辨率

高，能反映地表温度的细微变化，如何对温度数据

进行信息提取是精细探测算法的目标。其中，温

度阈值的确定是关键。常用阈值确定方法［１］均是

以单阈值为主，很少涉及多阈值提取。对于利用

温度信息进行热红外影像目标精细识别来讲，这

些单阈值确定法不能满足应用需求，需要发展新

的方法。分形理论是一门新兴的非线性理论，其

中的多标度分形模型为温度阈值的确定提供了一

种新思路。

虽然分形理论在遥感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是多标度分形理论却鲜有涉及［２８］。本文致力

于研究多标度分形模型在热红外影像目标精细识

别中的应用，主要解决两个问题：① 城市地表温

度空间的空间分布是否具有多标度分形特征；

② 根据多标度分形模型获取的温度阈值能否实

现目标的精细探测。

１　数据源

本文数据是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热红外高光

谱遥感应用技术研究”航空实验获取的。２０１０年

７月２７日到８月１５日在石家庄组织开展了热红

外高光谱遥感实验，同时获取了早、中、晚３个时

相的热红外高光谱数据，飞行高度为１ｋｍ。其热

红外成像光谱仪为ＴＡＳＩ，在８～１１．５μｍ范围内

有３２波段，波段间隔为０．１０９５μｍ，半高宽为

０．０５４８μｍ，总视场角为４０°。选取３８°４′１８．１０″Ｎ

～３８°４′４９．６７″Ｎ、１１４°２７′３．４９″Ｅ～１１４°２７′４０．７９″Ｅ

区域在两个时间点（２０１００８０７Ｔ０６：３４、２０１００８

１５Ｔ１４：２４）的热红外数据。数据获取时天气晴朗

无云，能见度大于５ｋｍ。

２　方法简介

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热红外图像的预处理、温度

与比辐射率分离、多标度分形统计法提取温度阈值

３个模块处理流程见图１。其中，ＴＡＳＩ图像的预处

理和温度与比辐射率分离算法参见文献［９］。

图１　算法整体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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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分形统计模型

文献［１０］研究发现，所有的分形统计分布模

型必定服从幂函数分布、帕累托分布、对数正态分

布和齐波夫分布。其中，幂函数分布是最基础的，

习惯上以幂函数作为分形的模型，即

犖（狉）＝犕×狉
１－犇 （１）

其中，犇＞０为分维数；狉表示特征尺度，本文中狉

代表地表特征温度；犕＞０称为比例常数；犖（狉）表

示尺度（温度）小于、等于狉的数目或和数。对式

（１）两边取对数，得到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ｌｇ犖（狉）＝犆＋（１－犇）×ｌｇ狉 （２）

如果散点图大致分布在一条直线上的话，用最小

二乘法求出斜率犇 的估计量犇^。虽然此方法比

较简单，但误差较大。文献［１０］对此方法进行了

改进，使用 犇^ 作为初始值，代入式（２）中，使用非

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估计参数犇，得到分维数犇。

通过式（２）可以分别计算出直线的分维度，然后求

取各线的分维度的总平均值，即可得到整个空间

表面的分维度。

２．２　多标度分形模型的阈值设定
［１０］

在实际应用中，散点图并不一定分布在一条

直线上，通常会分布在多条分段曲线上，如图２所

示。

图２　多标度分形模型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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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可采用分段拟合的方法，使用最小二乘

法确定出阈值。阈值狉犻０定义为：使相邻两个区间

拟合的直线与原始数据点之间的剩余平方和犈犻

在两个区间的总和犈 为最小，即

犈犻
０
＝犈犻

０
，１＋犈犻

０
，２ ＝∑

犻
０

犻＝１

［ｌｇ犖（狉犻）＋犇１ｌｇ狉犻－

ｌｇ犆１］
２
＋∑

狀

犻＝犻０

［ｌｇ犖（狉犻）＋犇２ｌｇ狉犻－ｌｇ犆２］
２ （３）

犈＝ｍｉｎ（犈犻
０
），犻０ ＝２，…，狀－１ （４）

其中，犖（狉犻）为表示温度小于、等于狉犻的点数；犇１

和犇２分别为相应区间的斜率即分维数，犇１ｌｇ狉犻－

ｌｇ犆１、犇２ｌｇ狉犻－ｌｇ犆２ 分别为第一、二段拟合的温度

小于狉犻的点数；犈犻
０
，１、犈犻

０
，２为第一、二段拟合的残

差。这种出现多条分段曲线、分段求分维度的模

型称为多标度分形模型。根据分形维数犇 的性

质，分维度不同说明性质不同，显然，两条直线间

的分界点可以作为两种不同性质对象的分界点，

根据此方法确定的温度阈值可以将所有的地物分

为高温地物和低温地物。然后，再分别针对高温

部分和低温部分再次进行双对数拟合，确定各自

部分的温度阈值，从而得到一系列温度阈值。分

解次数越多越精细。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地表温度的变化分析

为分析不同类型地表的温度变化，采用支持

向量机法［１１］将研究区域分成水泥、红色屋顶、蓝

色屋顶、水体、植被、裸地和阴影等７类，总体分类

精度为９４％，Ｋａｐｐａ系数为０．９２（见图２）。统计

早、中两个时段的各类地表温度、温差的均值和标

准差。分析可知，早上水体的平均温度最高，为

２９７．０９Ｋ，这是因为水体的比热大，热惯量大，储

热能力强，比周围地物温度高。彩钢屋顶、植被、

裸地、水泥等的平均温度在２９４．８２～２９５．７５Ｋ之

间，且标准差小于１Ｋ，因此，温度差异相对较小，

图像模糊不清。中午，由于太阳辐射的影响，温度

整体升高，水体温度上升最慢，平均温度为

３０２．９９Ｋ，与早上温度相比，温差仅为５．９０Ｋ。

其次是植被和裸地，平均温差分别为１１．１４Ｋ和

１４．２７Ｋ，而红色彩钢屋顶、蓝色彩钢屋顶、水泥

等不透水层温度变化最大，平均温度分别为

３１６．４１Ｋ、３２０．９２Ｋ和３１６．６１Ｋ，与早上平均温

度相比，温差分别为２１．３３Ｋ、２６．１０Ｋ、２０．８６Ｋ。

根据温度图像的这一特点也可以近似判断热红外

数据的大致成像时间。因此，不同时段的温度图

像都各有特点，要根据实际应用选择不同时段的

图像进行分析。

表１　不同地表类型的平均温度统计／Ｋ

Ｔａｂ．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ｙｐｅｓ／Ｋ

地表类型 早上 中午 温差

红色彩钢 ２９５．０８（０．７４） ３１６．４１（５．２５） ２１．３３（５．１６）

水泥 ２９５．７５（０．９４） ３１６．６１（３．８６） ２０．８６（４．０１）

蓝色彩钢 ２９４．８２（０．６４） ３２０．９２（４．４２） ２６．１０（４．４７）

水体 ２９７．０９（１．０２） ３０２．９９（１．３９） ５．９０（１．９７）

植被 ２９５．０３（０．８０） ３０６．１６（２．８２） １１．１４（２．７７）

裸地 ２９５．４０（０．９４） ３０９．６７（３．２４） １４．２７（３．３３）

阴影 ２９５．２１（０．８０） ３０２．８８（１．９３） ７．６７（２．１０）

　　　注：括号内为温度标准差；温差为中午与早上温度差异。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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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研究区域地表温度的分形分析

均匀选取研究区域东西（ＥＷ）和南北（ＳＮ）

两个方向的若干行和列像元（见图３），进行一维

分形的研究。由于早上与傍晚的温度空间异质性

小，比较类似，因此，只对早上和中午的温度图像

进行了分形分析。选取的数据中包含了水体、植

被、道路、商场和居民区等不同类型的地物，具有

强代表性。两个时段两个方向上的温度空间变化

曲线如图４所示，其中，左列为垂直方向上的温度

空间分布，右列为水平方向上的温度空间分布。

图３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分类结果图

Ｆｉｇ．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图４　不同时间段温度曲线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ａｐ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

对８月１５日中午的温度及温差数据分别进

行分形分析，将温度的犖（狉）与狉的数据描绘在双

对数坐标上（见图５）。图５表明研究区域的温度

空间分布具有较好的分形结构，即自相似特征，可

以运用多标度分形模型设定不同温度阈值，进行

城市热红外影像的精细目标识别。

根据多标度分形模型，ｌｇ犖（狉）与ｌｇ狉的关系

可以用两段直线进行拟合，根据最小二乘法确定

温度阈值犜１。然后，分别针对高温部分和低温部

分再次进行双对数拟合，确定各自部分的温度临

界值犜２、犜３，得到更多的范围区间。依次进行，最

终将得到６个温度阈值（见表２）。运用温差图像

图５　不同时间点温度ｌｇ犖（狉）ｌｇ狉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ａｔｔｅｒｏｆｌｇ犖（狉）ｌｇ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

的阈值进行密度分割，得到图５。分析可知，温差

小于５．４３Ｋ 的主要是水体；温差处于５．４３～

１４．４２Ｋ之间的地物主要是植被、裸土和部分水

体；１４．４２～２０．９６Ｋ之间的主要是水泥、石板路

面等地面不透水层；温差处于２０．９６～２７．９５Ｋ之

间的主要是金属屋顶以外的其他类型屋顶；温差

大于２７．９５Ｋ的主要为彩钢金属屋顶。可见屋顶

温度要高于相同材料的地面不透水层的温度，这

是因为地面由于阴影（中午的温度图像）、植被、水

体等低温目标降低了地面不透水层的温度变化，

这使得用温差提取建筑物信息成为可能。

表２　温度阈值表／Ｋ

Ｔａｂ．２　Ｔａｂｌ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Ｋ

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８月１５日 ２９９．７７ ３０１．５７ ３０２．１７ ３０３．０８ ３０４．９０ ３１８．０４

温差 ２．７８ ５．４３ １４．４２ ２０．９６ ２７．９５ ２８．７７

图６　运用多阈值对温差图像进行密度分割的结果

Ｆｉｇ．６　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ｌｉｃｅｆｏ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Ｍｕｌｔｉ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４　结　语

本文在研究了石家庄某水上公园及其周围居

民区、商业区早上和中午温度场的变化特征的基

础上，用多标度分形模型进行阈值分割，分析了温

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城市中，水体的温度变化

较小，其次是植被和裸土，温度变化最大的是水

泥、金属屋顶等不透水层。实验结果表明，城市温

度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分形特征，利用城市温

度的空间分布多标度分形特征获取的温度阈值可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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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提取建筑物目标，其中，温差的提取效果显

著优于单时相温度图像的提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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