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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遥感数据对地面温度反演精度低及地面温度传感器数据为点数据的特点，构建了融合地面温度

传感器实时监测数据与遥感反演地面温度数据的协同反演方法体系。以 ＨＪ１遥感影像的地表温度反演为

例，提出了四种融合策略，通过分析比较得到四种结果。四种方案的融合结果的均方根误差分别从０．８８４８

℃下降为０．６５６２℃、０．４２８８℃、０．４５３５℃、０．４２６１℃；相关系数分别从初始的０．６１９５提高到０．６３４３、

０．８６２９、０．８５０７、０．８６４８。其中，方案④在增加地面点间隔的情况下，均方根误差能够保持在０．４５℃以下，

相关系数在０．８５以上，并采用不同影像和实测数据进行相对验证。最后探讨了不同方案的特点，得出最优的

融合方案，以达到对地表温度进行实时动态监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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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以及卫星传感器分辨率

的提高，通过遥感方法大范围地对地面定量获取

所需参数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然而，遥感作为

一种周期性获取的监测手段，实时性不强，不适合

对于热点区域进行实时监控，且由于大气等因素

的干扰，整体精度不高。无线传感器网络作为一

种地基监测系统，它与遥感数据在功能上形成互

补，能够准实时地动态监测区域所需的各种相关

参数。宫鹏认为，无线传感器技术是传统遥感技

术的新生长点，同时也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

球定位系统的延伸［１，２］。所以融合两者的技术特

点，发挥各自的优势，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地表温度的区域分布在气候变化、植被生态、

环境监测和城市热岛等研究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应

用价值［３７］。地表温度又是地表通量（包括显热、

潜热和ＣＯ２等通量）、土壤水分含量、作物估产和

作物缺水状况监测等遥感模型中的重要输入参

数［８］。目前，大范围的地表温度反演主要通过遥

感的方法，常用的遥感对地面温度反演算法有单

波段的单窗算法、单通道算法［９１１］和多波段的劈

窗算法［１２］等。由于地面同步数据的获取以及地

表反演温度数据在验证方面的困难，基于地面点

数据与遥感数据的协同地表温度反演的研究还比

较少。地面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地面

点数据与遥感数据的协同监测成为可能。本文研

究了地面点数据与遥感数据在地表温度反演中的

协同监测，首先以地面获取的数据值作为地表的

真实温度，通过不同的融合方案，建立与遥感数据

反演数据的关系模型，然后选择最优的融合方案，

该方案可以随着地面数据的不断更新，实现研究

区域实时动态的地表温度监测。

１　遥感反演原理及实验融合方案

１．１　基于犎犑１犅的单窗算法

本文采用单窗算法作为遥感反演地表温度的

算法，该算法是覃志豪等根据地表热辐射传输方

程推导出的一个适合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 热红外波段反

演地表温度的算法［９］。自２００８年我国发射环境

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后，段四波等对该算法进

行了改进，使其适合于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卫星

Ｂ座（ＨＪ１Ｂ）的热红外波段。该算法利用地表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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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率、大气水汽含量和地面气温来反演地表温

度［１３］，算法简单易行。其计算公式如下［１４］：

犜狊 ＝ ｛犪（１－犆－犇）＋［（犫－１）（１－犆－犇）＋

１］犜－犇犜犪｝／犆 （１）

式中，犜狊是反演的地表温度；犆、犇是中间变量，其

计算公式为：

犆＝ετ （２）

犇＝ （１－τ）［１＋（１－ε）τ］ （３）

τ＝０．９８２１－０．１２４１狑 （４）

ε为地表比辐射率；τ为大气透射率；本实验采用

的水汽含量狑 由 ＨＪ１ＢＣＣＤ影像通过ＥＮＶＩ大

气校正ＦＬＡＡＳＨ 反演计算得到；犪、犫是参考系

数，当地表温度为０℃～３０℃时，犪＝－６０．８９６９，

犫＝０．４３９０７８；犜为星上亮度温度，有：

犜＝犓２／ｌｎ（
犓１
犔
＋１） （５）

式中，犓１、犓２ 为普朗克校正常量，犓１＝５８９．３３

Ｗｍ－２·ｓｒ－１·μｍ
－１，犓２＝１２４９．９１Ｋ；犔为热红

外波段的辐射强度（Ｗｍ－２·ｓｒ－１·μｍ
－１）；犜犪 是

大气等效温度，这里采用中纬度冬季模型，有：

犜犪 ＝２４．７０００５－０．８８８９４×犜０ （６）

犜０为近地层空气温度（Ｋ）。

则由式（１）逆运算可得：

犜＝
犆犜狊－犪（１－犆－犇）＋犇犜犪
（犫－１）（１－犆－犇）＋１

（７）

１．２　融合传感器实测数据与遥感反演算法

针对地面点数据和遥感数据的特点，提出了

两种融合遥感数据与地面实测数据的方法：基于

遥感反演结果的融合优化方法和基于反演模型中

亮温的融合优化方法。前者直接选用地面实测温

度点与相应的遥感反演地表温度结果进行回归分

析，原理见图１。

图１　基于遥感反演结果的优化方法

Ｆｉｇ．１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基于反演模型中亮温的融合优化方法，首先

对式（１）根据亮温进行逆运算得到式（７），然后把

反算的亮温作为星上亮温的真值，与遥感获取的

亮温进行回归分析，再选择最优的回归模型对遥

感亮温进行修正，最后利用修正的亮温再次通过

反演模型重新计算反演的地表温度，见图２。

图２　基于反演模型中亮温的优化方法

Ｆｉｇ．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该实验选择线性回归、二次方程回归、自然对

数方程回归和自然指数方程回归四种回归模型，

利用优化后的地表温度与地面数据的相关系数和

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作为模型评价指标。另外，

针对以上两种方法分别运用整景影像的回归优化

和按分类类别的回归优化，最终根据以上方法得

到四种修正方案，即基于反演结果（方案①）、基于

反演结果与类别（方案②）、基于亮温（方案③）和

基于亮温与类别（方案④）的方案。基于温度反演

结果优化的方案（方案①和方案②）表示采用反演

的温度结果与地面传感器所测的温度值直接融

合；基于亮温的优化方案（方案③和方案④）采用

传感器数据逆运算得到的亮温数据与遥感亮温进

行融合；而基于类别优化的方案（方案②和方案

④）与基于整体优化的方案（方案①和方案③）的

区别在于考虑了地物类别的影响，对不同的地物

类别分别进行独立融合分析。最后，对以上四种

方案进行评价，得到最优的融合优化模型及方案。

２　数据处理

以地面实测的传感器数据为真值，研究地面

传感器数据对遥感数据的修正作用，即使得修正

后的遥感反演地表温度比未修正的结果更接近于

地面实测温度。首先，需要同步获取地面实测数

据和遥感数据，但大量的同步地面实测数据的获

取非常困难，本文基于两者不同数据的差异性，通

过假设具有差异性的反演结果作为地表真实温

度，获取其中若干像元点作为地面实测的传感器

值。然后，根据这些假设的传感器值来修正遥感

反演结果，并分析修正结果的可靠性，最终达到修

正结果与假设地面实测数据相逼近的目的。本文

选择两景不同时相的ＨＪ１Ｂ卫星数据的地表温度

反演结果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一景作为遥感反演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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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温度，另一景作为地表真实温度图，而地面实

测数据则从地表真实温度图中选取若干像元值作

为地面实测点的地表温度值。

选用２０１３年１月２日和１月１０日徐州市云

龙湖附近的 ＨＪ１Ｂ数据作为遥感反演地面温度的

实验数据，该数据的ＣＣＤ分辨率为３０ｍ，ＩＲＳ为

３００ｍ，实验研究区域见图３。以２０１３年１月２日

的数据为当日反演数据，１月１０日反演的温度图

作为地表真实温度图。假定１月１０日与１月２日

具有相同的反演条件，即两者的地表温度采用１月

２日得到的地表比辐射率、地面气温和大气水汽含

量。这样处理既可以保证两景数据地表温度反演

结果的差异性，同时也可以使得１月１０日直接计

算的遥感亮温即为假设地面点数据的反算亮温。

用假设的像元作为地表实测数据可以避免地面数

据点的温度值无法代表混合像元的温度值的问题。

首先对这两景数据采用单窗算法反演地表温度，然

后提取地表真实温度图中的若干反演温度结果像

元作为假设的地面实测点数据，其相应的亮温像元

作为反算亮温，通过以上四种方案对１月２日的反

演温度结果进行修正，并比较得到最佳的修正方法

和回归模型，即得到与地表真实温度图有最高相似

度的融合方案，以实现地表温度反演的实时监测。

图３　云龙湖附近区域

Ｆｉｇ．３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ＹｕｎｌｏｎｇＬａｋｅ

根据１月２日的地面状况，采用支持向量机分

类器（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Ｍ）把遥感影像分

为建筑、林地、雪地、水体和农田五大类，该分类结

果的整体精度为９５．１％，见图４。在热红外数据与

多光谱数据的分辨率不一致时，反演时需要把

ＨＪ１Ｂ数据的分辨率重采样至３０ｍ，本文选用最近

邻域法进行重采样。在单窗算法的地表反演中，１

月２日的地面气温为－２℃，总水汽含量为０．８３７８

ｇ／ｃｍ
２。由于１月初徐州的雪地覆盖面积变化不

大，地表真实温度图由１月１０日的遥感数据采用

与１月２日相同的反演参数和分类图计算得到。１

月２日的温度反演图和地表真实温度图见图５和

图６，可见，两者地表温度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性。为了获取地面点数据，本文从地表真实温度

图中按每间隔２个像元进行取样，获得２００２个

像元作为地面实测点，把这些假设的地面实测点

和１月２日的遥感数据按照以上四种融合方案进

行处理，可以得到修正后的四种反演结果。

图４　分类图

Ｆｉｇ．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

图５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日温度反演图

Ｆｉｇ．５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Ｉｍａｇｅｏｆ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２０１３

图６　地表真实温度图

Ｆｉｇ．６　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ｕｅ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　融合结果分析

３．１　 融合的回归模型

对得到的遥感影像和假设地面点数据采用四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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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融合方法进行处理得到的最优回归方程见

表１。四种融合方法显示的结果为从线性回归、二

次方程回归、自然对数方程回归和自然指数方程

回归中选择出的最优回归方程，即回归方程决定

系数最大的结果。在方案①和方案②的回归方程

中，狓表示原始的遥感影像地表温度数据，狔表示

融合后的影像的地表温度；方案③和方案④的回

归方程中的狓和狔分别表示遥感数据的原始亮温

和融合后的亮温，该亮温通过式（１）可以获得融合

后的地表温度。从表１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融合方

法中，二次方程回归对地面数据点与遥感数据的融

合效果都为最佳。通过最优的回归模型得到四种

融合优化后的地表温度图见图７。

表１　融合模型的最优回归模型

Ｔａｂ．１　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融合模型 回归方程 犚２

方案① 狔＝－５３８２．５５＋４０．７２３８狓－０．０７３３狓２ ０．４１２

方案

②

水体 狔＝－９６３９．２８＋７１．８７７狓－０．１３０３狓２ ０．５１７

建筑 狔＝３４６０．６７－２３．５１６６狓－０．０４３４狓２ ０．２９４

林地 狔＝３５３４．９９－２４．２３５８狓＋０．０４５０狓２ ０．４１７

雪地 狔＝－４７６４．１０＋３６．５００８狓－０．０６６１狓２ ０．２４７

农田 狔＝－１００３６．６＋７４．５８３０狓－０．１３４９狓２ ０．２５７

方案③　　　　　狔＝－４７１．８９６＋５．０００１狓－０．００８３狓２　　　　　 ０．３４７

方案

④

水体 狔＝－１０８８８．４＋８１．３６４３狓－０．１４８３狓２ ０．５０７

建筑 狔＝３７２４．１０－２５．７２０８狓＋０．０４８０狓２ ０．３０

林地 狔＝４９８１．５４－３５．０７０４狓＋０．０６５３狓２ ０．３７１

雪地 狔＝－５３８１．８４＋４１．１９３４狓－０．０７５０狓２ ０．２３８

农田 狔＝－９３１０．２８＋７０．０２２１狓－０．１２７９狓２ ０．２１２

图７　四种融合优化结果

Ｆｉｇ．７　Ｆｏｕ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２　融合优化结果分析

原始的遥感地表温度图（图５）中的西北方

位与假设的地表温度图（图６）相比有明显的低

温区域，把融合优化后得到的四种结果图与假

设的地表温度图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基于反演

结果的融合方案在该区域变化不明显，其余三种

融合优化的结果都有明显的变化。从整体影像上

的数据统计分析（表２）可以看出，四种方案回归

后，均值都更加接近于假设的真值，但是标准差变

小。基于整体影像的优化方案结果的离散程度变

化明显，即最小值、最大值偏差较大，标准差相对

变小，与假设地表温度图的偏差较大；基于分类的

优化方案的分布调整较好，与假设情况比较贴近。

表２　各影像图的统计分析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ｓ

统计结果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地表真实温度图 ２７１．１３８２ ２７６．６６５９２７４．８８９２ ０．８４８５

遥感反演温度 ２７１．５４００ ２７７．３５６３２７４．９６４７ １．１０３２

方案① ２７２．６４２１ ２７５．５６６４２７４．８７５２ ０．５４８９

方案② ２７２．４０７９ ２７５．９４２６２７４．８８４８ ０．６４００

方案③ ２７１．５３８１ ２７６．０５１８２７４．８８９０ ０．７３０２

方案④ ２７１．５６０１ ２７６．０３９７２７４．８９１４ ０．７２８９

　　对四种融合优化结果分别与地表真实温度图

进行误差分析，得到的原始的遥感反演的地表温度

以及各优化结果与假设地面温度的均方根误差见

图８。从图８中可以看出，通过各种方案的优化，除

方案①中水体的均方根误差变大外，四种优化修正

温度图的均方根误差都变小。基于分类的优化方

案明显要优于基于整体影像的优化方案；基于亮温

的优化方案效果要优于基于温度反演结果优化的

方案。基于亮温与类别（方案④）进行回归优化的

结果的均方根误差最小，效果最优。

图８　实验１均方根误差比较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ＭＳ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１

相关系数表示两影像中相应像元之间的相关

程度，本文计算的假设地表温度图与各优化修正

结果的相关系数见图９。从图９中可知，经过优

化方案得到的优化结果都要比初始反演的温度图

的相关系数高，且基于分类的优化方案高于基于

整体的优化方案。基于亮温与类别（方案④）的相

关系数最高。

３．３　按不同像元结果取样的结果分析

实验的原理主要是通过假设地表温度图的像

元来代表每个地面点获取的值，各方案的优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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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实验１相关系数的比较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１

果与像元的分辨率无关，它与采样的间隔像元数

相关。为了获取取样间隔大小与回归优化效果的

关系，本文对１月２日的数据分别从间隔０～１５

个像元进行采样，得到以上四种优化方案的地表

温度融合结果，并把所得到的结果分别采用相关

系数和均方根误差进行评价。

从图１０显示的各方案结果的均方根误差变

化情况可以看出，四种方案的均方根误差相对于

初始反演影像都变小。基于亮温的优化方案的均

方根误差要小于基于遥感反演结果的优化方案，

基于类别的优化结果的均方根误差要小于基于整

体的优化方案。间隔点数越大，回归分析的点数

越少，各种优化方案的均方根误差都在不断变大，

但是变化的幅度不大。

图１０　均方根误差变化比较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ＲＭＳＥｒｒｏｒｓ

从图１１的相关系数变化可以看出，通过四种

方案优化后的结果相对于初始反演结果的相关性

要好。从基于亮温的优化方案得到的相关系数要

大于基于反演温度优化的方案，基于类别的优化

结果大于基于整体的优化结果。基于反演结果与

类别的方案（方案②）和基于亮温与类别的方案

（方案④）效果较好，但方案④的效果最优。各种

优化方案的相关系数随取样点数的减少而不断变

大，但是变化的幅度不大。

３．４　融合方案验证

为了验证融合方案的有效性，采用２０１３年１

月１４日的数据代替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０日的数据，作

图１１　相关系数变化比较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为１月２日的假设地表真实温度，然后进行类似处

理，把假设地表温度影像按间隔２个像元进行采样

的２００２个像元作为地面传感器获取的温度值。

３．４．１　建立回归模型

通过四种模型回归获得最佳回归方程，表３

为得到的最大决定系数和相应的回归方程。可以

看出，１月１４日的数据和１月２日的数据差异比

较大，各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都不大。除方案②

的融合模型水体的假设地面地表温度与遥感结果

拟合的方程为自然对数函数，其余的拟合结果都

为一元二次方程。

表３　融合模型的最优回归方程

Ｔａｂ．３　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Ｆ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融合模型 回归方程 犚２

方案① 狔＝－１９５９６．８＋１４４．８３３狓－０．２６３９狓２ ０．２７８

方案

②

水体 狔＝ｅ０．０００９８狓＋５．３４１７　　　　　　　　　 ０．１０９

建筑 狔＝－９９８．４２７＋９．３６９１狓－０．０１７４狓２ ０．０９２

林地 狔＝２０５９．０８－１２．７８４７狓－０．０２２９０狓２ ０．０８８

雪地 狔＝－７１６８．３４＋５４．４７９８狓－０．０９９７狓２ ０．０５９

农田 狔＝－３４６９．８３＋２７．４４８８狓－０．０５０３狓２ ０．００９

方案③　　　狔＝３１８９．９２－２１．３５１２狓＋０．０３９０６狓２ ０．０４８

方案

④

水体 狔＝－１０５９．６２＋９．５２９５狓－０．０１７０狓２ ０．１０９

建筑 狔＝－１８２０．４２＋１５．５７６狓－０．０２９０狓２ ０．１０３

林地 狔＝４２５５．２６－２９．０８９３狓＋０．０５３１狓２　 ０．１０９

雪地 狔＝－７６１０．５２＋５８．２９７１狓－０．１０７８狓２ ０．０７８

农田 狔＝－１９８７．５９－１２．５２７７狓＋０．０２２９狓２ ０．０３３

３．４．２　融合结果分析

从图１２中可以看出，直接基于反演结果的方

案①的效果不稳定，水体的均方根误差反而偏大，

其余各修正温度图的均方根误差都变小。基于类

别的方案②和方案④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明显要

优于按整体进行回归的方案①和方案③得到的结

果，方案④的各项均方根误差都最小。

从图１３可知，经过优化的整体的相关系数都

比较高，但是未经过类别优化的方案①和方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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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实验２均方根误差比较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ＭＳ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

的部分类别，如水体和建筑的相关系数反而变小

了；基于类别的方案②和方案④高于基于整体的

方案①和方案③的相关系数，方案④的相关系数

最高，与之前的结果相符。

图１３　实验２相关系数的比较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

４　地面传感器数据的相对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融合算法的有效性，在２０１３

年１月１０日当天布设了若干地面无线传感器与

环境卫星过境进行同步观测，利用地面无线传感

器获得的真实地表温度与融合优化结果进行相对

精度评价。首先选取云龙湖附近不同类别的区域，

针对不同地物布设６个地面传感器节点，地面无

线传感器见图１４。根据遥感影像过境的时间获

取各点的地表温度值，然后与以上融合方法的相

应像元值进行对比，如表４所示。

图１４　地面无线传感器

Ｆｉｇ．１４　Ｇｒｏｕｎｄ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

由于地表真实温度图是由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０日

过境的环境卫星数据反演得到的，且采用１月２

日的反演参数，与１月１０日实际的地面无线传感

器实测的数据有必然的偏差，其均方根误差为

２．６１２℃，而１月２日的遥感反演结果与地面无

线传感器实测值的偏差更大，其均方根误差为

３．６６３℃。从表４可知，通过四种融合方案的遥感

反演修正结果与实测地面无线传感器的均方根误

差都相应变小，且更接近于假设地表温度与实测

数据的均方根误差。另外，与其他三种融合方法

相比，方案④所得到的结果与地面传感器实测的

误差最小，其均方根误差为２．６４６℃，这与地表真

实温度图的均方根误差最为接近。

表４　地面传感器实测数据对比分析／℃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Ｓｅｎｓｏｒ／℃

点号 类型
实测温

度值

地表真实温度

图像元值

１月２日反演

的温度值
方案① 方案② 方案③ 方案④

１ 水体 －２．６ ０．５４５ １．９６４ －０．７７７ －０．９３３ １．８３５ １．６６２

２ 水体 ３．１ ２．６６３ ０．０２ －０．２１４ １．９３７ －１．１４３ －０．４６

３ 水体 －２．２ ０．０６６ １．８７６ １．２９８ １．３８８ －０．９１８ －１．０５４

４ 建筑 －０．９ －０．２３６ ０．３３５ ０．７１８ ０．３０８ －１．５７３ －１．６３３

５ 林地 ０．１５ －０．２８６ １．７２４ １．２３０ １．２３７ －０．９１８ －０．０５４

６ 雪地 －２．７ １．５７５ １．３２１ １．２３２ １．６３９ －１．３０７ －１．１９２

均方根误差 ２．６１２ ３．６６３ 　３．０２６ 　２．７７４ ２．９２７ ２．６４６

５　结　语

以上实验表明，通过建立合适的数据融合优

化模型，采用地面数据点可以对遥感反演的地表

温度结果进行修正，并提高反演的精度。实验结

果与分析表明，通过四种方案的融合优化，融合后

结果的均方根误差分别从０．８８４８ ℃下降为

０．６５６２℃、０．４２８８℃、０．４５３５℃、０．４２６１℃；

相关系数从初始的０．６１９５分别提高到０．６３４３、

０．８６２９、０．８５０７、０．８６４８，这表明方案④的融合

效果最好。整体上，该方案随不同的间隔变化，均

方根误差能够保持在０．４５℃以下。修正结果与

假设地面值的相关系数保持在０．８５以上，且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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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整体的温度值的分布情况与假设地表温

度值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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