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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航空遥感中 , 位于传感器扫描线上的像元由于视角位置的不同 , 通常产生不同的辐射误差。这种辐

射误差严重影响了基于遥感图像进行的各种定量分析的精度。 因此 , 对这种视角辐射误差进行改正非常必

要。本文从传感器视角和微小平面反射的角度出发 ,讨论和分析了航空扫描图像的视角辐射误差 , 研究了航

空扫描图像中由于视角引起辐射误差的统计改正方法 , 并利用模拟扫描数据进行了试验 , 结果表明该方法是

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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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遥感成像的过程中 ,由于受到传感器特性 、

照明条件 、视角 、大气状况及地形等因素的影响 ,

由传感器获取的辐射数据没有直接对应目标的亮

度或反射率[ 1] ,因而在定量遥感中 ,必须对这些

因素产生的辐射误差进行改正 。遥感图像中存在

的辐射误差不仅给辐射数据带来绝对的偏差 ,而

且还使辐射数据之间产生相对的偏差。这种相对

偏差使处在图像不同位置上的同一植被的灰度

(辐射量)往往不尽相同 ,导致产生所谓的“同物异

谱” 、“异物同谱”现象 ,严重影响了依据地物光谱

信息进行地物分类的精度[ 2] 。对于航空遥感来

说 ,这种相对偏差的影响尤为突出。为了减轻和

消除这种相对偏差的影响 ,人们采用归一化的方

法从大气程辐射影响 、地形效应等不同角度进行

了研究[ 3 ,4] 。在航空扫描图像中 ,由视角引起的

辐射误差的影响比较大 ,如在图像上经常出现所

谓的“闪光斑点”(specular ref lection)和 “热点”

(hot point)。由于镜面反射的缘故[ 5] ,水面和光

滑的表面容易在图像上引起“闪光斑点” 。由于实

际的自然地表很难完全满足朗伯假定的条件 ,即

使是在较为平坦且有植被覆盖的地区 ,也会出现

与视角等有关的辐射误差。本文从光照条件 、视

角及微小平面(微地形)反射的角度对类似于“闪

光斑点”和“热点”的辐射变形(笔者称之为视角辐

射误差)进行了探讨 ,分析了光照几何条件 、视角

及微地形变化对遥感成像的辐射影响 ,最后研究

和试验了利用遥感图像的统计特性进行视角辐射

误差改正的统计改正方法 。

1　航空扫描图像的视角辐射误差

在航空遥感中 ,根据朗伯表面的假定 ,一般将

较为平坦且有植被覆盖的地表近似地看作一个具

有漫反射的朗伯表面 。因为朗伯表面的辐射率与

视角无关
[ 5]

,当不考虑遥感器本身的影响时 ,这

时遥感图像上不应存在由于视角不同而引起的辐

射误差 。然而 ,航空遥感时的实际情形并非完全

如此 ,在实际的航空扫描图像上均会存在由于视

角不同而引起的辐射误差 。这是因为实际地表并

非完全是朗伯表面 ,其辐射率事实上与视角有关。

笔者认为 ,视角辐射误差不仅与成像几何位置有

关 ,而且与地表微地形有关。一般来说 ,传感器记

录的地表反射特性既受到地物本身光谱反射特性

的影响 ,也受到地表粗糙程度的影响 ,这种粗糙程

度就是微地形的一种反映。在一定的空间尺度

上 ,地物表面可以看作是由许多具有不同倾斜方

向的微小平面所组成的。地表的粗糙程度与这种

微小平面的组合特性和分析的空间尺度有关 。航

空遥感中 ,微地形可认为是由一系列微小平面所

组成的 ,而空间尺度则由像元分辨率来确定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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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笔者从地物表面的粗糙程度及表面方向变化影

响的角度对航空扫描图像产生的视角辐射误差进

行分析。

　　在遥感成像的过程中 ,只有进入传感器的光

线才对遥感图像的形成发生作用。若不考虑大气

和传感器本身匀光性的影响 ,进入传感器 、对遥感

图像的形成发生作用的光线主要分为地物的漫反

射光和地物对太阳直射的反射光两部分 。对于传

感器的视角而言 ,地物的漫反射较符合朗伯假定

的条件 ,可以认为地物的漫反射光较少受视角的

影响 ,而地物对太阳直射的反射光则与视角的大

小密切相关 ,其受视角变化的影响必须予以考虑。

由几何光学反射定律可知 ,平面对光线的反

射满足反射角等于入射角的条件 。一般来说 ,平

面的反射特性与光源的特性和平面本身的质地 、

结构特性有关 。当光源为理想漫射光时 ,平面的

反射各向同性 ,表现为在各个方向上的反射强度

都相等 。但是在有向光源的情况下 ,平面对入射

的有向光源的光线主要在一个方向发生反射 。遥

感成像时 ,太阳可近似为一有向的平行光源 ,当太

阳高度角一定时 ,如将地面看成一系列微小平面

组成 ,地面的反射能量则由每个微小平面的反射

能量来决定。

遥感成像时 ,地表微小平面的入射光既包含

太阳的直射光(有向光源),又包含天空及环境的

漫射光 。因而 ,该平面的反射光主要由两部分组

成:①平面对漫射光的反射。假定漫反射各向同

性 ,则在平面对应的反射半球内 ,各个方向上的反

射强度均相等 ,它对视角辐射误差的影响较小。

②平面对太阳直射光的反射 ,其反射方向由太阳

光照射方向和反射平面倾斜方向所决定 ,它是引

起视角辐射误差的主要原因。

　　如图 1所示 ,设 S 为传感器成像系统投影中

心 , Z 为太阳天顶角 , θ为传感器视角 , α为地物

反射微平面 P 的倾角 。当 P 平面的反射光 I′的

方向与θ一致时 ,入射光 I 的能量将主要到达传

感器成像平面上的a 点 ,并对微平面 P 在遥感图

像上a 点的构像发生作用 。此时 Z 、θ、α满足如

下关系:

α=(Z +θ)/2

　　一般来说 ,在航空遥感的一个航带内 ,太阳天

顶角 Z 可以基本上认为是不变的 ,因此 ,微平面

P 的倾角γ随传感器视角 β的变化而变化。设 θ

的变化范围为[ -A , A] ,则传感器在 β方向上对

应的最大太阳直射反射的反射微平面的倾角

α(θ)可以写为:

α(θ)=(Z +θ)/2 , θ∈ [ -A , A] (1)

　　当 θ<-Z 时 , α(θ)<0 ,此时产生最大直射

反射的微平面处于地物阴面。此时遥感成像的能

量主要是漫射光产生的。

当 θ=-Z 时 , α(θ)=0 ,此时产生最大直射

反射的微平面对应水平反射面 。位于此视角上的

水平地物面极易产生镜面反射 ,从而形成“闪光斑

点” 。

当 θ>-Z 时 , α(θ)>0 ,此时产生最大直射

反射的地物面处于地物阳面。此时易产生较大的

反射光强 。

当 θ=Z 时 ,产生最大直射反射的微平面对

应的倾角 α(θ)=θ=Z ,此时入射光线 、反射光线

及传感器视角取得一致。在此视角方向上 ,当存

在倾角为 Z 的地物反射微平面时 ,容易产生“热

点”效应。

从式(1)可以看出 ,当 θ逐渐变大时 , α(θ)也

随之变大 ,即产生最大直射反射的微平面的倾角

也逐渐变大。由此可见 ,在不考虑地物反射率差

异的情况下 ,传感器成像面上每一点的光强大小

不仅与视角有关 ,而且与此方向上的地物微平面

构成有关 。当在某一视角对应的地表位置正好具

有产生最大直射反射的微平面结构时 ,传感器能

够得到较大的反射光强 ,容易形成光强分布中的

峰值点。因此笔者认为 ,地物微平面构成 、分布及

成像几何方位的变化引起了反射光强的变化 ,它

们是遥感图像上引起视角辐射误差的主要原因。

图 1　太阳天顶角 Z 、视角 θ及反射面倾角α之间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s among Z 、θand α

2　基于统计分析的视角辐射误差改
正

　　笔者认为 ,传感器接收到的辐射能量的大小

不仅与宏观地形有关 ,而且与微地形(分辨率单元

内的细小地形 ,包括植被冠顶的空间分布结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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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 。自然地表除了水面和一些人造地物(如

平整的水泥地等)外 ,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粗糙度 ,

即具有一定的微地形结构 。由于遥感成像的每个

像元主要记录分辨率单元内地物辐射能量的平均

值
[ 2]

,因而地形对成像的影响涉及到分辨率单元

内的微地形分布 。宏观地形主要以阳坡 、阴坡及

遮挡的方式影响遥感成像 ,而微观地形则以其空

间分布影响进入传感器的反射能量的大小。这种

影响主要是通过各个方向上反射强度的变化来体

现的。如果在分辨率单元内 ,微地形的微小反射

平面倾角从-90°到 90°均匀分布(即地物的微地

形分布对应于理想的半球形分布),对于垂直入射

的平行光而言 ,该分辨率单元对应地物的各反射

方向上的反射强度均相等 ,这时成像不受微地形

的影响 。然而 ,自然界中实际的地表及地物覆盖

面的微表面不可能完全是理想的半球形分布形

态。由于各个倾角微平面分布的概率不相同 ,使

得地物在不同反射方向上的反射强度也不同 ,因

而 ,同一种地物从不同的视角测量时 ,其反射能量

可能也不同 ,在最大反射强度的视角方向上能够

得到最大的反射能量。从本质上看 ,视角辐射误

差是由于地物在不同方向上的反射强度不同引起

的。由于自然地物分布的复杂性与随机性 ,使得

地物在不同方向上的反射强度分布也具有一定的

随机性。因而 ,视角辐射误差既具有系统性 ,又具

有随机性的特点 。

针对视角辐射误差的特性 ,本文提出一种基

于图像统计特性的视角辐射误差改正方法。该方

法根据遥感扫描图像数据 ,按照均值 、方差一致的

准则 ,从数理统计的角度来改正视角辐射误差对

遥感扫描成像的影响 。

对于传感器扫描行上相应于一定视角 θ的

任一像点p i ,假定其对应的地物点 P i的平均反射

能量为 E′i(平均反射能量为地物点的各方向反

射能量的平均值);到达传感器 p i 点上的反射能

量为E i , E i是在视角θ方向上的反射能量 。如地

物点对太阳直射光的平均反射能量(E′i -A i)与

地物点对太阳直射光的视角 θ方向上的反射能

量(E i -B i)之比一定 ,即

　　　ki =(E′i -A i)/(E i -B i)

则有:

E′i =k iE i +A i -kiB i

式中 , A i 、B i 分别为漫射光对平均反射能量和方

向反射能量的影响 。当 i 一定时 ,记 bi =A i -

k iB i , 上式可以写为:

E′i = k iE i +bi (2)

　　式(2)表明 ,地物点的平均反射能量 E′i 与传

感器记录的反射能量E i 成线性关系 ,其中 , ki 、b i

与视角有关。

对于一条扫描航带而言 ,假定各类地物分布

均匀 ,则每个视角对应的地物平均反射能量分布

应该一致 ,即它们对应的均值 、方差应相等。记天

底点视角方向对应的 i 为 0 ,在其方向上扫描图

像能量分布的均值 、标准差分别为 m 0 和 δ0 。当

需要校正 i 对应的视角的影响时 ,只需将 m i 、δi

归化到 m′0 和 δ′0(m′0 、δ′0 分别为天底点视角

方向对应的地物平均反射能量分布的均值和标准

差),从而使在每个视角方向上记录的能量都有相

同的平均反射能量分布。

计算式(2)的数学期望和方差 ,分别可得到 i

方向对应的均值m′i 和标准差δ′i ,其中

m′i =k im i +bi , δ′i = k iδi

　　根据每个视角对应的地物平均反射能量分布

一致的要求 ,令 m′i =m′0 , δ′i =δ′0 ,有:

k i = k 0δ0/δi (3)

b i = k 0m 0 +b0 -k im i (4)

由式(3)、(4)可知 ,如果已知天底点视角方向对应

的 k 0 、b0 值 ,则可以求得所有视角方向的 k i 、b i

值 ,从而可进行任一视角方向上的辐射能量改正。

上述 k 0 、b0 值确定了天底点方向的地物平均

反射能量分布与方向反射能量分布之间的关系。

假定二者有相同的分布 ,则有 k 0 =1 , b0 =0 ,即

m′0 =m 0 , δ′0 =δ0 ,此时利用式(2)、(3)及式(4)

可将任一视角方向上的反射能量归化为天底点方

向的反射能量 。如果能够求出确定天底点方向上

地物平均反射能量分布与方向反射能量分布之间

关系的 k 0 、b0 值 ,则可将任一视角方向上的反射

能量归化为天底点方向的平均反射能量 。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改正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

本文利用机载成像光谱数据 M IVIS 进行了模拟

试验。试验区位于法国东南部的“ La Crau”大气

辐射试验场。该地区地势平坦 ,没有较大的高程

变化 ,植被覆盖包括农田 、耕地和果园等 。试验场

中央区域以稀疏的低矮植被和中小尺度的卵石覆

盖为主 ,较适合于进行遥感影像辐射改正的研究。

试验中采用了 1996 年 7 月 12 日获取的

MIVIS数据 ,其飞行高度为 3km ,地面分辨率为

5m ,太阳高度角为 25.2°。为了分析和了解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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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卵石和植被在可见光 、近红外波段的反射情

况 , 根据遥感图像的数字模拟方法[ 6] , 利用

M IVIS一条航带的数据模拟了飞行高度为 3km 、

地面分辨率为 5m 的 SPOT 三个波段 XS 1 、XS 2 、

XS 3的光谱图像 。在对该模拟图像的分析中 ,笔

者发现在模拟图像上存在明显的视角辐射误差。

为消除这种辐射畸变 ,笔者根据上述方法对这些

模拟图像的视角辐射误差进行了分析和改正试

验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如图 2 、图 3所示。

　　试验中 , 根据 M IVIS 数据模拟的 SPOT

XS 1 、XS 2 、XS 3波段的光谱图像的大小为 755像

素×7 168像素 ,其中扫描行数为 7 168 ,每一扫描

行的像元数为 755 ,即图像列数为 755。由于扫描

行上每一列对应一固定的视角 ,下面根据列的位

置来看视角对遥感成像的影响 。

分别对 XS 1 、XS 2 、XS 3 模拟图像的每一列

像素计算均值和标准差 ,其均值数据如图 2所示。

从图 2可以看出 ,尽管该试验区地势平坦 ,在不同

的视角方向上 , XS 1 、XS 2 、XS 3的能量均值数据

还是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来。绿波段 XS 1与红波

段 XS 2的均值曲线较为接近 , 而与近红外波段

XS 3的曲线形态之间则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也

说明了视角辐射误差与成像波谱有一定的关系。

同时从图 2还可以看出 , 3条曲线上均存在几个

明显的峰值点 ,它们分别反映了热点效应和镜面

反射的影响。

　　(a)　　　　　　　　　　　　　　　　　　　　　　　　　　　(a)

　　(b)　　　　　　　　　　　　　　　　　　　　　　　　　　　(b)

　　(c)　　　　　　　　　　　　　　　　　　　　　　　　　　　(c)

图 2　误差改正前能量均值与视角之间的关系　　　　　图 3　误差改正后能量均值与视角之间的关系

F ig.2　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Mean of Energy　　　　　Fig.3　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Mean of Energy

and Look Direction befo re Correcting Er rors　　　　　　　and Look Direction after Correcting Erro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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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 , 本文利用式(2)、(3)、(4)对

XS 1 、XS 2 、XS 3图像进行了视角辐射误差改正。

计算中 k 0取 1 , b0 取 0 ,即将所有视角方向的辐

射能量归化到天底点方向上 。改正后 XS 1 、

XS 2 、XS 3 图像的每一列像素的均值结果如图 3

所示 。为了检验改正的效果 ,表 1列出了视角辐

射误差改正前后均值分布数据的比较结果。从

表 1可以看出 , 在视角辐射误差改正前 , XS 1 、

XS 2和 XS 3波段的按视角分布的能量均值的最

大偏差分别达 510.34 、571.90 和 1 159.9。在视

角辐射误差改正后 , XS 1 、XS 2和 XS 3 波段按视

角分布的能量均值的最大偏差分别为 0.499 3 、

0.499 0和 0.499 5。从这些数据来看 ,由于视角

变化而引起的相对辐射误差得到了较好的改正。
表 1　能量均值分布数据的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Energ y Mean Data

项　　目
改正前

X S1 X S2 XS 3

改正后

XS1 XS2 X S3

均　　值 4 299.20 4 365.60 7 424.4 4 200.6 4 329.9 6 990.8

均值最大偏差 510.34 571.90 1 159.9 0.499 3 0.499 0 0.499 5

最大均值 4 809.60 4 937.40 8 584.3 4 201.1 4 330.4 6 991.3

最小均值 3 801.80 3 799.90 6 441.8 4 200.5 4 329.8 6 990.7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 ,遥感成像尤其是航空扫

描成像系统中 ,由于微地形 、成像相对方位的变化

极易产生视角辐射误差 ,从而在遥感图像上引起

辐射畸变。从图 2 可以看出 , 3 个波段的曲线形

态各异 ,说明视角辐射误差不仅与视角有关 ,而且

与传感器成像波段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误差改正

时需要考虑波谱的影响 。表 1的数据表明 ,这类

误差引起的辐射畸变还是较大的 ,对遥感定量分

析很不利。从图 3的结果来看 ,各波段误差改正

后的均值最大偏差均较小 ,说明本文研究的改正

方法是较为有效的 。需要强调的是 ,视角辐射误

差的形成是很复杂的 ,涉及到多个因素的综合作

用。本文对视角辐射误差的研究只是从数理统计

的角度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更深入的研究将

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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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aerial remo te sensing ,because the pixels of scanning line have different look directions

they have different radiometric erro rs , called as the look direction error in this paper.The spe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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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and hot point are the examples of the look direction error.The radiometric errors affect

the precision of digital analyses' result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mages.So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correct the radiometric errors.The paper ,beginning f rom both the sensor' s look direction and the

micro_plane reflection , analy zed and researched the look direction error to Airborne Imaging Scan-

ner image and the co rresponding correction method.The authors consider that in the airborne

imaging scanner , the factors ,mainly including micro_terrain and the change of relative geog raphic

posit ion in imaging , are the main reasons to create the look direct ion erro r.The radiometric erro r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look direction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ectral bands of sensors.Be-

cause of the complexi ty of the terrain dist ribution , it is very dif ficult to correct exact ly the radio-

metric error.The authors also consider that the look direction erro r has the sy stematic and random

features.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 theory , a co rrect method based on image' s statistic analysis was

put out and used to calibrate the look direction error.The main ideas of the correcting method in-

clude:the rat io between average reflecting energy and the reflecting energy received by sensor is

fixed fo r every pixels in the same look direction;there are the same average ref lect ing energy dis-

tribution in the dif ferent look direction.The paper sees the earth surface as a model betw een full

reflecting model and full Lambian model.The model is dif ferent f rom bo th full reflecting model

and full Lambian model.In the paper' s model , if the ref lect ion intensity of every direction of ob-

ject is the same the model becomes full Lambian model.If there is only one ref lect ion direction to

an input ray , the model is similar to full reflecting model.The determination of correcting coeff i-

cients depends on the dist ribution of ref lect ion energy in the every look directions.At last , the ex-

periment w as completed by using simulated image data.

Key words:RS imaging ;look direction erro r;radiometric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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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h , the mode of w alking through or flying over , and the animation route , and so on.

　　The initial version of CCGIS had been used for a few pilot CyberCi ty projects , such as Shen-

Zhen ,Shanghai and Beijing.The modeling methods and data model adopted in CCGIS are good

choices for CyberCity const ruction.In the near future ,next version of CCG IS w ith more pow erful

functions will be carried out.

Key words:CyberCity ;GIS;LOD;integrated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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