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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小卫星 HJ 的森林火点探测系统 

 

用户手册(V1.0) 

1.引言 

1.1 编写目的 

本用户手册提供了〖基于环境小卫星 HJ 的森林火点探测系统〗的基本工作

原理和流程、软硬件环境、安装和使用说明，以供使用人员参考。 

1.2 背景 

森林火灾属于世界性、跨国性的自然灾害，对森林的破坏性极大，危害极深，

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严重。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森林火灾形势越来越严峻。多数

森林火灾都是因为小火未能及时发现、扑救，最终酿成大面积火灾，造成了重大

损失。因此，要做到“打早、打小、打了”，必须提高对火灾的早期预警发现能力。

由于森林火灾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偶然性的离散事件，而在偏远的山

区、林区，依靠有限的地面了望台和航空护林，要做到对林区火灾的全面监测，

困难很大，并存在观察死角。利用卫星遥感对森林火灾的发生和发展进行监测，

可以有效解决以上困难。我国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 HJ 的发射成功，为我

国的防灾减灾提供了重要的遥感数据源，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灾害应急处理能力。 

1.3 环境小卫星 HJ 简介 

2008 年 9 月 6 日，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载着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 A、

B 星的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姿飞行，两颗卫星

准确定位于高度为 650 千米的太阳同步圆轨道，星上载荷逐步打开并投入工作，

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 

此次采用“一箭双星”方式发射升空的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 A、B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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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星座”三颗卫星中的两颗光学卫星。该星座

的主要任务是对自然灾害、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进行大范围、全天候、全天时的

动态监测，对灾害和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对灾情和环境质量进行

快速和科学评估，提高灾害和环境信息的观测、采集、传送和处理能力，为紧急

救援、灾后救助及恢复重建和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此星座的建成并发

挥作用以后，将在我国对地观测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此次发射升空的 A、B 两颗光学星将可提供可见、红外谱段的光学遥感信息，

具有多谱段、高谱段分辨率、大视场和快速重复探测的能力。A、B 双星在同一

轨道面内组网飞行，可形成对国土两天的快速重访能力，为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

小卫星星座的建成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将依托卫星观测数据，充分利用国内外遥感数据资源，建立起稳定高效

的灾害遥感业务运行系统和国家、区域、省级应用服务网络体系，真正实现“天

—地—灾害现场”一体化的空间技术减灾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我国利用空间技

术开展减灾救灾工作的能力，并加强灾害管理信息产品服务和决策支持能力，以

达到提升我国综合减灾能力的目标。 

随着我国环境减灾小卫星星座的逐渐发展与完善，我国也将根据卫星观测

数据，充分发挥“国际减灾宪章（CHARTER）”、“联合国太空署利用空间技术减

灾国际组织北京办公室（SPIDER）”等国际机制的重要作用，为国际减灾与环境

保护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2.原理和流程 

2.1 基本原理 

林火监测原理是根据着火点比周围温度高来判断火点。其判断基础是热辐射

强度与温度和波长的关系。任何一物体辐射能量的大小是物体表面温度的函数。

斯蒂芬-波尔兹曼定律表达了这一性质：  

4( )M T Tσ=                                （1） 

式中：M(T)为黑体表面发射的能量，即总辐射出射度（W·m-2）；σ为斯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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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兹曼常数，取值 5.6697×10-8 W·m-2·K-4；T为发射体的热力学温度，即黑体

温度（K）。 

 斯蒂芬-波尔兹曼定律表明，物体发射的总能量与物体的绝对温度的四次方

成正比。也就是说物体温度只要有很小的变化，就会引起辐射的很大变化。而林

火等高温热源的温度更将会引起辐射的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将十分有利于高温热

源的判识。物体的发射能量既随温度变化又随波长变化，维恩位移定律描述了物

体辐射的峰值与温度的定量关系
，
表示为： 

max /A Tλ =                                    （2） 

式中：λmax 为辐射强度最大的波长，单位为 µm；A 为常数，取值为

2898µm·K；T为热力学温度 K。 

维恩位移定律表明，物体的辐射能量峰值的分布随着温度的升高向短波方向

移动，即温度愈高，辐射峰值波长愈小。常温(约 300K)地表辐射峰值波长在 10µm

左右，而火焰温度一般在 500－700K 以上，其热辐射峰值波长在 3－5µm；林火

的火焰温度更可达到 1000K 左右，其热辐射峰值波长将更短，达到 3µm 以下。 

对于黑体辐射源，普朗克公式给出了其辐射强度与温度、波长的关系（如公

式 3-3 所示）。根据普朗克公式，高温点在中红外波段的辐射能量比热红外波段

大，因此，中红外比热红外对高温点的反映更敏感。 

522
( )

1

hc
M T hc

kT

λ

π

λ

λ −

=
−

                           （3） 

式中：M是辐射出射度（W·m-2），h为普朗克常数，取值 6.626×10-34 （J·s）；

k为波尔兹曼常数，取值 1.3806×10-23 （J·K-1）；c为光速，取值 2.998×108 （m·s-1）；

λ为波长（m）；T为热力学温度（K）。 

利用普朗克公式计算出在不同温度黑体光谱辐射率与波长，如错误！未找到

引用源。1 所示。基本的火灾检测即是根据此原理用 4µm 和 11µm 波段的亮温，

以及两波段的亮温差△T 作为阈值判断标准。亮度温度简称为亮温，是描述一般

地物的“等效”温度参数，即在一定的波段范围内，一般地物与绝对黑体相比，具

有相等的辐射亮度时，与此时绝对黑体温度等效地物的温度，此温度称为地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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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温度，可由普朗克公式推导得出，如下式： 

2

5
2ln

1

hcT
hck

L
πλ
πλ

=
⎛ ⎞
⎜ ⎟+⎝ ⎠

                           （4） 

式中：T是亮度温度（K），h为普朗克常数，取值 6.626×10-34 （J·s）；k为波

尔兹曼常数，取值 1.3806×10-23 （J·K-1）；c为光速，取值 2.998×108 （m·s-1）；λ

为波长（m）；π＝3.14159；L为辐射亮度（W·m-2·sr-1）。 

 

图 1 不同温度黑体光谱辐射率与波长关系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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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 HJ 的火点探测 

 

图 2  HJ－IRS 火点探测总体流程图 

 

 图 3 同区域同时相 HJ-IRS 和 MODIS 探测的火点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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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环境 

应用软件系统的运行需要一定的软硬件环境支持，本系统要求的硬件环境

如下。 

3.1 设备 

普通微机，基本配置是： 

 CPU：主频 1.6G 以上。 

 显示卡： 高性能显卡，显存在 32M 以上； 

 显示器：17”纯屏显示器，显示分辨率 1024*768 以上； 

 硬盘：至少 30G 以上。 

 内存：512M 以上，建议使用 1G 内存。 

 本中文环境下运行，操作系统使用中文版 Windows XP 。 

3.2 支持系统 

操作系统环境： Microsoft Windows XP。 

开发工具： IDL6.3； 

运行环境： ENVI4.3+ IDL6.3。 

3.3 接口 

无。 

3.4 控制 

   无。 

4.系统安装 

步骤一：hjhotspot.sav 拷贝至 C:|\RSI\IDL63\product\envi4.3\save_add 目录下，

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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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ave_add 所在安装目录 

步骤二：在 C:|\RSI\IDL63\product\envi4.3\menu，用记事本打开 envi.nen 的

文件，如图 5 所示。 

 
图 5 envi.nen 文件所在安装目录 

在 envi.nen 文件的结尾处添加如下控制字符，如图 6 所示： 

0 {Fire risk} 

    1 {hjhotspot} { } {hjhotspot} 

 
图 6 在 envi.nen 文件添加控制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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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重新启动 ENVI4.3+IDL6.3 即可。 

5.系统使用 

步骤一：启动 ENVI4.3+IDL6.3     

 

图 7 ENVI4.2+IDL6.3 启动界面 

步骤二：选择 Fire risk\hjhotspot 

 
图 8 系统界面 

步骤三：选择 HJ-IRS 的 4 波段合成影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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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点输出结果不是经纬度格式，而是 UTM 投影下的公里网的 X 和 Y 值，利用 ARCGIS

同样也可以导成 SHP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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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4 月 27 日黑龙江森林火灾 HI-IRS 探测的火点及其影像 

 

2009 年 5 月 10 日美国加州森林火灾 HI-IRS 和 MODIS 探测的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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