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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太阳辐射能量的地表温度日间逐小时
变化模拟研究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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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庆邮电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重庆 400065；
2. 重庆市气象科学研究所，重庆 401147）
摘要 ： 现有的卫星热红外数据在时间与空间分辨率上存在矛盾，导致难以获取高时空分辨率地表温度（land
surface temperature，LST），制约了城市热环境精细化监测能力。将辐射能量模型与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
weighted regression，GWR）模型集成用于地表温度模拟，基于 6S（Second Simulation of Satellite Signal in the
Solar Spectrum）辐射传输模型模拟不同太阳位置时地表像元接收的直射辐射能量与散射辐射能量，利用美国
陆地卫星影像（Landsat 8 TM）数据结合地表辐射传输方程模拟不同时刻的波段下行辐射、短波净辐射近似值
以及过境时刻的波段地表反射率，进一步模拟过境时刻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NDVI）尺度因子。最后采用高时间分辨率的风云四号（FY-4）静止卫星数据，利用 GWR 降尺度方法
模拟日间逐小时地表温度。为评估模拟地表温度的精度，将模拟结果与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moderate-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MODIS）获取的相近时刻的地表温度产品数据进行对比验证。
结果表明，模型模拟的精度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为 1.37℃，平均绝对误差（mean absolute
error，MAE）为 1.04℃，R2 为 0.696 8，相对误差直方图显示大部分像元的模拟精度误差都小于 3℃，表明能
够较好地模拟地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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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study on hourly change of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within the day based on solar radiant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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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ing satellite thermal infrared data has a contradiction in temporal and spatial resolution,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obtain the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LST) of high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which restricts the ability of refined monitoring of urban thermal environment. The radiant
energy model and the geographic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model were integrated for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simulation. Based on the 6S (Second Simulation of Satellite Signal in the Solar Spectrum)
radiative transmission model, the direct radiant energy and scattered radiant energy received by the
surface pixels at different solar positions were simulated. The down-band radiation and the approximate
value of short-wave net radiation at different times, and the surface reflectance of the band at transit time
were simulated by combining the United States Landsat 8 TM data with the surface radiation transfer
equation. Furthermore, the norma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 (NDVI) scale factor at transit time
was simulated. Finally, the simulation of hourly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during the day was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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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highly time-resolved FY-4 geostationary satellite data by GWR downscaling method.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the simulated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ere verified with
the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product data obtained at a similar time from the medium-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meter (MOD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of the model simulation
is 1.37℃, the mean absolute error (MAE) is 1.04℃, and the R2 is 0.696 8. The histogram of relative error
indicates that the simulation accuracy errors of most pixels are less than 3℃, which can better simulate
the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Key words: other subjects of earth science; radiant energy simulation; 6S; norma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 hourly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0

引言
地表温度是描述地表—大气相互作用过程和反映地表特征的重要物理参数，它能够描述地表与大气

相互作用以及大气和地球表面之间能量交换的结果 [1~2]。地表温度作为众多基础学科和应用领域的一个
关键参数，能够提供地表能量平衡状态的时空变化信息，在数值预报、全球环流模式以及区域气候模式
等研究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3]。目前，传统的地面观测方法获取大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地表温度时空分
布的难度较大，利用具有红外热波段的卫星遥感数据是唯一可行的技术手段[4]。
为实现地表温度日变化模拟，还需解决热红外遥感数据时空分辨率矛盾，获得高时空分辨率城市地
表温度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城市热岛时空结构、时空驱动模型等内容 [5~6]。ZHAN 等 [7]将地表温度的
分解归纳为地表温度混合分解与地表温度锐化两大类，其中地表温度混合分解的含义为组分温度分解，
其像元的空间分辨率保持不变；而地表温度锐化是指地表温度空间细节增强，其空间分辨率得到提升。
由于太阳短波辐射的驱动作用，城市地表温度的强度和分布都有明显的日变化特征[8]。日变化的地表温
度受到的主要影响有太阳辐射、大气条件、土壤湿度等[9]，有相关学者利用能量平衡方程，采用数学模
型构建了地表温度日变化模拟模型[10~12]。ZAKSEK 等[13]利用主成分分析与移动窗口生成逐像元降尺度回
归方程，以 MODIS、地形数据为辅助数据，将 Meteosat 地表温度（3 km×5 km）降尺度获得空间分辨率
1 km、时间分辨率 15 min 的欧洲地区地表温度数据。JIANG 等[14]参考此方法，将地球静止环境业务卫
星（geostationary operational envioronmental statellite，GOES）地表温度（分辨率 4 km）降尺度获得空间
分 辨 率 1 km、 时 间 分 辨 率 15 min 的 地 表 温 度 数 据 ， 并 进 行 了 城 市 热 浪 动 态 监 测 与 风 险 评 估 。
KERAMITSOGLOU 等 [15] 基 于 神 经 网 络 、 支 持 向 量 机 等 回 归 模 型 ， 建 立 了 降 尺 度 回 归 模 型 ， 结 合
Meteosat 地表温度与 MODIS 数据，获得空间分辨率 1 km、时间分辨率 15 min 的地表温度。
本文为获取高时空分辨率的地表温度数据提供一种思路：采用辐射能量方程模拟高时空分辨率尺度
因子，利用 FY-4 卫星的温度产品数据结合 GWR 降尺度方法获得高时空分辨的地表温度。

1

方法

1.1

高时空分辨率尺度因子的模拟
由于地形起伏的影响，遥感数据反映的地表状况往往与实际情况有差别，会导致地表覆盖类型相同

的像元反映的辐射分布情况差异较大[16]。而且由于大多数的仿真未考虑周围像元的辐射影响以及大气的
影响，所以这些方法不适用于非平坦地区的影像仿真 [17] 。对于地表接收的地表辐射能量的模拟，
SANDMEIER 等[18]和 PROY 等[19]都将地表每个像元的总入射辐射分为太阳直射辐射、太阳散射辐射与周
围临近像元辐射三部分。遥感图像仿真的过程其实就是模拟太阳、大气、地面三者之间在时间与空间以
及辐射能量方面的差异，对像元接收的辐射强度进行模拟，并且考虑到地形的差异，因此计算得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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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传感器接收的辐射能量值[20~22]。将 SANDMEIER 等[18]和 PROY 等[19]提出的物理模型相结合，可以
得到太阳下行辐射表达式

Eg = Ed + Ef + Ea = ΘEdh

πL cos TM cos TP S P
cos i
cos i
+ ΘEfh k
+ Efh (1 − k )vd + ∑ P P
，
2
cos θs
cos θs
rMP

（ 1）

其中，Eg 为下行辐射；Ed 为太阳直射辐射部分；Ef 为太阳散射辐射部分；Ea 为周围临近像元辐射； Edh 和

Efh 分别为太阳对水平地表的直射辐射和散射辐射，可以通过 6S 模型获得； i 为太阳有效入射角，表示
太阳入射光线与坡面法线之间的夹角； Θ 为地形阴影，可以通过太阳有效入射角 i 判别； θs 为太阳天顶
角；vd 为天空可见因子，定义为某一点天空散射辐射通量与其在水平面上的比值；k 为各向异性指数[23]，
表示环日异性散射光所占的比例，可以通过坡面法线方向接收的太阳直射辐照度与大气层顶太阳辐照度
之比来计算；对于临近像元辐射的计算，忽略相邻坡面之间的多次辐射影响，则周围各点 P 对于某点 M
的辐射中， LP 为点 P 的辐射亮度， TM 与 TP 分别为点 M 及点 P 坡面法线与 MP 连线的夹角， S P 为像元 P
2
的实际面积， rMP
为点 M 与点 P 之间的距离。

太阳有效入射角 i 为太阳相对坡面的入射角，计算公式为

cos i = cos θs cos S + sin S sin θs cos (θ − A ) ，

（ 2）

其中， S 为像元坡度，反映曲面的倾斜程度； A 为像元坡向，反映斜坡面所面向的方向； θ 为太阳方位
角，可以通过太阳对应当前的时刻计算得出。
计算红波段与近红外波段逐小时的下行辐射，并将每个时刻红波段与近红外波段的下行辐射之和作
为对应时刻短波下行辐射的近似值 Edown ，其计算公式为

Edown = EgR + EgNIR ，

（ 3）

其中， EgR 与 EgNIR 分别为利用式子（1）计算得到的红波段与近红外波段下行辐射。 Edown 可作为地表温
度回归降尺度模型中的一个尺度因子。
通过传感器接收的辐射亮度与地表接收的总入射辐射进行计算，可以得到过境时刻的波段地表反射
率 ρ t [24]：

ρt =

(

π d 2 Lh − cp

τ Eg,t

)，

（ 4）

其中，d 为日地距离，一般取值为 1； Lh 为辐射定标的结果，辐射定标参数可以由源数据的文本中获得；
大气透射率 τ 与大气程辐射值 cp 根据 6S 模型获得； Eg,t 为模拟过境时刻地表接收的太阳下行辐射。
植被指数能够反映植被覆盖情况及其生长活力，植被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时效性，会受到环境、大气
等条件的影响[25]。NDVI 通过红波段和近红外波段的地表反射率计算得到，负值表示地面覆盖为云、水
等；0 表示有裸地等；正值表示有植被覆盖，而且与植被覆盖度相关性较大，计算公式为

NDVI =

ρ NIR − ρ R
，
ρ NIR + ρ R

（ 5）

其中， ρ NIR 与 ρ R 分别为计算得到的过境时刻近红外波段和红波段地表反射率。通过模拟得到过境时刻的
尺度因子 NDVI，假设逐小时的 NDVI 不变，则可用于 GWR 降尺度模型中，用来模拟逐小时的地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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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温度日间逐小时模拟
高空间分辨率的地表温度对于水文、气象和生态研究十分重要，对粗分辨下的地表温度进行降尺度

得到精细的地表温度是获得高空间分辨率图像的主要手段 [26]，通过模拟高时空分辨率的尺度因子，结
合 GWR 降尺度方法就能够获得高时空分辨率的地表温度。由于当前技术的限制，通过卫星传感器获取
的图像在空间和时间分辨率上存在矛盾，因此具有高空间分辨率的图像具有较低的时间分辨率，具有较
高时间分辨率的图像具有较低的空间分辨率。本部分将介绍利用模拟的高时间分辨率的尺度因子结合

GWR 降尺度模拟高时空分辨率地表温度的方法。
由于空间非平稳性的存在，多个变量的空间关系在地理上是可变的，假设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
系在空间中固定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可采用 GWR 解决地表温度与尺度因子之间的空间非平稳性[27]，
将 Landsat 8 数据模拟的 NDVI 进行重采样至 1 000 m 像素分辨率，结合 FY-4 地表温度降尺度至 1 000 m
像素分辨率，并利用 MODIS 温度产品进行模拟温度的对比验证。已有学者利用 GWR 模型进行地表温度降
尺度[28]，其表达式为
m

yi = β 0 ( ui , vi ) + ∑ β k ( ui , vi ) xik + ε i ，

（ 6）

k =1

其中，ui 与 vi 为 i 点位置的地理坐标；β 0 与 β k 分别为回归模型在 i 点位置处的回归斜率与截距；yi 与 xik
分别为 i 点位置处的因变量和第 k 个自变量； ε i 为 i 点位置处的回归残差。
参数 β 0 与 β k 可通过式（7）求解：

(

βˆ ( ui , vi ) = X TW ( ui , vi ) X

)

−1

X TW ( ui , vi ) Y ，

（ 7）

其中， βˆ ( ui , vi ) 为回归系数 β 的无偏估计； W ( ui , vi ) 为一个权重矩阵，用来确保附近特定点的观测具有
最大的加权值； X 与 Y 分别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矩阵。文中采用自适应双平方函数估计权重矩阵
W ( ui , vi ) ，表达式为
2
⎧⎡
2⎤
d
⎛
⎞
ij
⎪ ⎢1 −
⎪
⎜ ⎟ ⎥ , dij ≤ hi，
ωij = ⎨ ⎢ ⎝ hi ⎠ ⎥
⎦
⎪⎣
⎪⎩0, dij > hi，

（8）

其中， ωij 为观测点 j 相对于位置 i 处的权重； dij 为回归点 i 与相邻观测点 j 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hi 为
自适应核带宽。
基于 GWR 的地表温度降尺度算法，本文的实验步骤如下。
4 000
以及 DEM 4 000 [DEM 为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1）利用 GWR 模型将 LST 4 000 、NDVI 4 000 、Edown

model）]建立空间非平稳关系，可以表示为
4 000
4 000
LSTi4 000 = β 04 000 ( ui , vi ) + β14 000 ( ui , vi ) NDVIi4 000 + β 24 000 ( ui , vi ) DEM i4 000 + β 34 000 ( ui , vi ) Edown
. （ 9）
i + εi

2）使用加权最小二乘估计获得在 4 000 m 空间分辨率下的回归系数 β 04 000 ， β14 000 ， β 24 000 ， β34 000 和
残差 ε i4 000 .

3）利用普通克里金插值方法，将回归系数与残差从 4 000 m 的空间分辨率插值到 1 000 m 空间分
辨率。

第13 卷 第3 期
2020 年 9 月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精品论文

374

1 000
4）将 Landsat 8 数据的 30 m 分辨率的 NDVI 重采样到 1 000 m，使用 1 000 m 空间分辨率 Edown
与

DEM 数据作为辅助数据，结合步骤 3）插值的回归系数与残差，计算得到空间分辨率为 1 000 m 的地表
温度，表达式为
1 000
1 000
LSTi1 000 = β 01 000 ( ui , vi ) + β11 000 ( ui , vi ) NDVI1i 000 + β 21 000 ( ui , vi ) DEM1i 000 + β 31 000 ( ui , vi ) Edown
. （10）
i + εi

利用 MODIS 温度产品进行验证，并且通过比较预测温度与产品温度之间的 RMSE、MAE 评估模拟
地表温度的精度。图 1 所示为本文实验流程图，首先对 Landsat 8 与 FY-4 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地理配
准、投影转换、辐射定标等。在对 Landsat 8 TM 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先用 6S 模型模拟红波段与近
红外波段不同时刻的直射与散射辐射能量，再结合 DEM 数据，利用地表辐射传输方程计算地表像元接
收的不同时刻的下行辐射能量，然后计算短波下行辐射近似值，最后计算 Landsat 8 过境时刻的地表反射
将 30 m 分辨率下的 NDVI 与 Edown 进行重采样到 4 000 m
率与 NDVI. 在对 FY-4 图像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
分辨率，结合 4 000 m 分辨率的温度产品数据进行 GWR 降尺度，将降尺度得到的回归系数与残差进行
普通克里金插值到 1 000 m 空间分辨率。最后，利用 Landsat 8 模拟的尺度因子，结合计算得到的回归系
数与残差，进行降尺度得到 1 000 m 分辨率下不同时刻的地表温度模拟图。

图1
Fig. 1

地表温度日变化模拟流程图

Simulation flow chart of daily change of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

2.1

研究区域
北京市地处华北地区，中心位于 E116°20'，N39°56'，为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

高温多雨，市区和郊区的植被覆盖情况差异较大，城市热岛效应明显，因此地表温度日变化模拟对于实
时温度的监测以及高温热浪所带来灾害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北京市五环城区及六环的大部分
区域为研究区域，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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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

2.2.1

Landsat 8 TM 数据

研 究 采 用 陆 地 卫 星 Landsat 8 的 陆 地 成 像 仪
（ operational land imager， OLI）数据，获取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8 日 08:53:48（北京时间），使用可见光
范围的红波段和近红外波段，空间分辨率均为 30 m，
在通过物理模型模拟地表反射率之前需对两个波段
进行投影变换、辐射定标等预处理，所有影像的坐标
均设于 GCS WGS_1984 坐标系，以上预处理通过软件

ENVI 5.3 完成，辐射定标公式为
radiance = gain × DN + offset ，

（11）

其中，radiance 为辐射亮度值；DN 为原始图像的 DN
值；gain 和 offset 为辐射定标参数，可由遥感图像的
头文件信息中获取。
2.2.2

图2
Fig. 2

研究区域图
Study area map

FY-4 数据

FY-4 卫星是第二代地球静止轨道定量遥感气象卫星，其通过多通道扫描成像辐射计获取图像，能够
实现高分辨率可见光、近红外、中长波红外的多光谱观测。本文所采用温度产品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为 4 000 m，
时间频率为 60 min、12 min、以及不定时三种方式。在使用数据之前，需进行几何校正、投影变换等预
处理。
2.2.3

DEM 数据

DEM 通过高程数据来实现对地面的数字化模拟，是研究地形、流域、水文等领域的重要基础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 DEM 数据来源于先进星载热发射和反射辐射仪全球数字高程模型（ advanced spaceborne
thermal emission and reflection radiometer global digital elevation model，ASTER GDEM）
，空间分辨率为 30 m，

可用于计算像元坡度与坡向，为模拟分析地表像元接收太阳的辐射能量情况起到了一个精确辅助数据的
作用。

3

结果与分析
基于 6S 辐射传输模型模拟的太阳直射辐射与散射辐射能量，结合地表辐射传输方程模拟研究区域的

地表像元接收的波段下行辐射，并模拟了北京时间 2019 年 9 月 18 日的上午 8 时到 16 时，以每小时为间
隔的下行辐射情况。图 3 所示为模拟的陆地卫星红波段在各个时刻地表像元接收的下行辐射能量图，由
于研究区的大部分区域地势平坦，城区接收的辐射能量变化差异不是特别显著，所以选取地形起伏较大
的同一局部区域的 3 个时刻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时刻该区域的下行辐射能量分布情况差异较大，如
图 4 所示。图 5 为红波段与近红外波段接收的各个时刻的平均下行辐射能量，8 时与 16 时地表接收的下
行辐射相对较小，11 时到 13 时地表接收的下行辐射相对较大，在 12 时左右达到最大值。此变化不仅符
合规律，且与太阳的位置有关，当太阳达到最大高度角时，地表单位面积接收的下行辐射能量也最大，
因此预测的地表像元在中午接收的下行辐射值处于最大值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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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图 3 红波段像元在各个时刻接收的下行辐射能量图（W/m2/mic）
Maps of the downward radiant energy received by the red band pixels at every moment (W/m2/mic)

Fig. 4

图 4 同一局部区域在不同时刻接收的下行辐射能量图（W/m2/mic）
Maps of downward radiant energy received by the same local area at different moments (W/m2/mic)

Fig. 5

图 5 红波段与近红外波段接收的平均下行辐射（W/m2/mic）
Average downward radiant energy received in the red and near infrared bands (W/m2/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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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模拟的过境时刻太阳总的入射辐射与传感器接收的辐射亮度值进行计算，得到过境时刻的
地表反射率，图 6 为模拟的过境时刻红波段与近红外波段的地表反射率。考虑到只能获取过境时刻的 Lh
参数，因此其他时刻的地表反射率无法求解，又由于地表反射率在一天时间内的变化很小，所以考虑用
过境时刻的地表反射率作为当天的地表反射率。

图6
Fig. 6

过境时刻红波段（a）与近红外波段（b）的地表反射率

Land surface reflectivity of red band (a) and near infrared band (b) at transit time

通过模拟的过境时刻红波段与近红外波段的地表反射率进行波段计算可得到过境时刻的 NDVI，如
图 7 所示，假设逐小时的 NDVI 不变，则可用于 GWR 降尺度模型，用来模拟逐小时的地表温度。
利用 FY-4 卫星的地表温度产品与其红波段和近红
外波段数据进行 GWR，再用于陆地卫星的地表温度计
算。图 8 展示了从北京时间 2019 年 9 月 18 日 8 时到

16 时间隔一小时的地表温度模拟图，地表温度从 8 时
（如图 8a 所示）开始逐渐升高，在 13 时左右（如图 8f
所示）出现高温区域面积最大值，然后逐渐下降。研究
区域包含北京市五环城区及六环的大部分区域，图中所
示市区与郊区的地表温度相差明显，分析可知在同等太
阳辐射能量照射下，由于城市的不透水层吸收的热量不
易挥散，使得地表聚热情况比较严重，导致了地表温度
较高。而郊区的植被覆盖面积较城区大，土壤湿度大，

图7
Fig. 7

过境时刻的 NDVI
NDVI at transit time

从而利于地面散热，因此地表温度较低。
为评估预测地表温度的可靠性，采用中午 11 点 55 分、空间分辨率为 1 000 m 的 MODIS 温度产品
（MOD11_L2）与模拟时间为中午 12 时的地表温度进行精度评价分析，结果（如图 9 所示）展示 GWR
模型与 DisTrad 模型的像元相对误差集中在 1℃左右，总体来说 GWR 模型的效果优于 DisTrad 模型。但
是还有少量像元的地表温度相对误差大于 3℃，为体现 GWR 局部模型的模拟效果，进一步利用两个模
型计算地表温度的 RMSE 与 MAE，如表 1 所示。图 10 所示为 GWR 模型与 DisTrad 模型的地表温度散
点图，且其 R2 分别为 0.696 8 和 0.538 2. 结合表 1 结果表明 GWR 模型较 DisTrad 模型降尺度得到的温度
精度高，因此采用 GWR 模型进行地表温度降尺度是较好的选择。分析绝对误差大于 3℃的像元发现，
这些像元均处于地势起伏较大的山区，由于太阳阴坡接收不到太阳辐射，导致阴坡的地表温度相比阳坡
差异较大，因此预测阴坡的地表温度时需要去除地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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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Fig. 8

中午 12 时的地表温度相对误差直方图

Histograms of relative error in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at 12 noon
表1

Tab. 1

间隔一小时的地表温度模拟图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simulation maps every other hour

图9
F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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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尺度的地表温度 RMSE 和 MAE 统计值（℃）

RMSE and MAE statistics of downscaled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
模型

RMSE

MAE

DisTrad

1.73

1.36

GWR

1.37

1.04

Vol.13

No.3

September 2020

邓

帆等：基于太阳辐射能量的地表温度日间逐小时变化模拟研究

图 10
Fig.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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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温度与真实温度影像散点图

Scatter diagrams of simulated temperature and real temperature image

结论
本文将辐射能量模型与 GWR 模型集成，利用 6S 模型模拟不同太阳位置时刻地表像元接收的直射辐

射能量与散射辐射能量；并采用 DEM 作为辅助数据模拟了地表像元接收到下行辐射能量与短波下行辐
射的近似值，近一步计算 Landsat 8 过境时刻的地表反射率与 NDVI. 基于静轨卫星 FY-4 高时间分辨率的
特点，采用 GWR 模型降尺度方法得到高时空分辨率的地表温度。结果表明，通过本文方法能够反映地
表接收的辐射能量日变化趋势和地表温度的日间逐小时变化情况。利用 MODIS 地表温度数据对模型进
行了模拟精度评价，结果显示 GWR 模型模拟的精度 RMSE 为 1.37℃，MAE 为 1.04℃，R2 为 0.696 8，
相对误差的直方图显示大部分像元的模拟精度误差都小于 3℃. 但对于地形起伏较大的区域，模拟的少部
分像元精度欠佳，因此对于城市地表温度的模拟，还需要去除地形的影响，进行相应的地形校正来反演
真实的地表反射率，后续的工作可以结合城市地表的特点，采用合适的地形校正模型来计算精确的尺度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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