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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的MODIS影像 BRDF辐射校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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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二向性造成的辐射失真 , 在核驱动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改进的二向性反射分布模型 , 并通过

对MODIS 影像的试验 , 得到了减弱辐射差异的较好效果 , 并对试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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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遥感影像获取过程中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

响 ,遥感影像存在一定的几何和辐射失真 ,这使得

同一地物在多时相 、多传感器影像上的灰度分布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严重影响了图像的质量和应

用。因此 ,在几何校正的基础上 ,为了消除影像的

灰度分布差异 ,必须进行辐射校正。随着定量遥

感技术的迅速发展 ,进一步提高辐射校正精度的

要求也越来越迫切。

产生辐射失真的原因有很多种 ,其影响程度

也各不相同。遥感器的输出辐射亮度除了与传感

器的光谱响应特性 、大气条件 、光照情况等因素有

关外 ,还与地物本身的反射和发射波谱特性有关。

传统的辐射校正主要考虑以下 3个方面:①传感

器的灵敏度特性引起的辐射误差改正 ,如光学镜

头的非均匀性引起的边缘减光现象的改正 ,光电

变换系统的灵敏度特性引起的辐射畸变校正等;

②光照条件的差异引起的辐射误差改正 ,如太阳

高度角不同而引起的辐射畸变校正 ,地面的倾斜

引起的辐射畸变校正等;③大气的散射和吸收引

起的辐射误差改正[ 1] 。

1　地表像元二向性反射原理

传统的辐射校正方法由于没有细致地考虑成

像过程中地物的反射和发射光谱特性 ,而不能很

好地解决地物的辐射失真问题 。近年来 ,随着定

量遥感和多角度遥感的发展 ,由地面二向性反射

特性引起的辐射失真的校正逐渐为人们所重视。

对随之产生的二向性反射分布函数(bi  direc-

tional reflectance distribution function ,BRDF)模型的

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由于大气或地表都不是理想的均匀层或朗伯

体 ,即其表面的反射辐射强度与入射辐射方向有

关 ,而且在各反射方向上分布不均匀 。地表的反

射通常既不是漫反射也不是镜面反射 ,甚至也不

是两者的加权和。从对地多角度观测数据中提取

地面目标的空间结构等参数 ,机理上主要依赖于

地物本身的二向性反射特性。二向性反射是自然

界中物体对电磁波反射的基本宏观现象 ,即反射

不仅具有方向性 ,而且这种方向性还依赖于入射

的方向
[ 2]
。物体的反射辐射与物体的表面结构特

征及物体的物质组成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物体表

面的不同 ,其向四面八方形成的散射通量的空间

分布也就不同 。二向反射的名称强调其为两个独

立方向(入射和反射)的函数 ,而不是正反双向 ,根

据接收到的散射信号来得出地表的信息参数 。

2　一种改进的 BRDF模型

用于 MODIS BRDF/反照率产品的算法被称

为 AMBRALS(algorithm for MODIS bidirectional re-

flectance anisotropies of the land surface ,各向异性地

表MODIS 双向反射率算法),各核相组合 , 称为

AMBRALS BRDF 模式[ 3] 。AMBRALS 是美国地球

观测系统(EOS)中元数据和反照率产品的处理算

法 ,其理论基础是核驱动的线性模型 ,利用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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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物理意义的核的线性组合来拟合地表的二向性

反射特征 。二向性反射可以分解为各向同性反射

(常量)、体散射 、几何反射 3部分的权重之和 ,而

每个部分使用不同的 BRDF 模型核 ,按最小误差

原则组合成一个新的 BRDF 模型。这种模型适用

于MODIS产品 ,也叫作二向性反射的“核驱动模

型”(kernel-driven models)。其核驱动模型为:

R(θ, φ,  , λ)=f iso(λ)+fvo l(λ)kvo l(θ, φ,  )+

fgeo(λ)kgeo(θ, φ,  ) (1)

式中 ,R(θ, φ,  , λ)是波长 λ的 BRDF 的反射率;

f geo是几何散射的核;f vol是体散射的核;kgeo 、kvol

是各自的权值;f iso是朗伯常量;θ是太阳天顶角;

φ是视线天顶角; 是视线与太阳间的相对方位

角。 f iso 、f geo 、 fvo l通过对野外实地观测值进行反

演 ,得出拟合观测数据的最优值 。体散射核

(RossThick核)的表达式为:

k vol =
(π/2-ξ)cosξ+sinξ

cosθ+cosφ -
π
4 (2)

式中 , ξ是散射相角 ,

cosξ=cosθcosφ+sinθsinφcos (3)

几何散射核(LiSparse核)为:

k geo =O(θ, φ,  )-secθ′-secφ′+

1
2(1+cosξ′)sec (4)

式中 ,

O = 1
π
(t -sintcos t)(secθ′+secφ′) (5)

cos t =
h
b

D
2 +(tanθ′tanφ′sin )2

secθ′+secφ′ (6)

D = tan2θ′+tan2φ′-2tanθ′tanφ′cos (7)

cosξ′=cosθ′cosφ′+sinθ′sinφ′cos (8)

θ′=tan-1
b
r

tanθ (9)

φ′=tan
-1 b
r

tanφ (10)

式中 , b 是球体垂直半径;h 是球体水平半径;r

是球心高度。根据经验值 ,可以把这几个参数取

一固定值 。模型中 ,地表看成被随机投影物覆盖 ,

这些投影物被看作是球体 ,在地表随机分布[ 3] 。

本文参考了这个模型的思想 ,把图像灰度值

本身的反射率看作是朗伯反射常量来代替原 f iso

项 ,考虑到原体散射和几何散射的影响 ,相当于在

图像原有的反射率上加一个改正 ,最后用新的反

射率反算出新的图像灰度值。为了适应不同的地

表类型 ,Ambrals模式提供了不同核的组合 ,可提

供的体散射核为 RossThin 、RossThick 等 ,几何光学

核为 LiSparse 、LiDense等 。然而 ,作为MODIS 产品

的标准算法 , 采用对实测数据拟合能力最佳的

RossThick核与 LiSparse核的组合 。RossThick核是

体散射的一个相对应的表达 ,由Roujean等获取和

描述;LiSparse 核是 Li 和 Strahler 用模拟法得到

的 ,能很好地表达几何散射的特性 。则有:

R′=R +f vol(λ)kvo l(θ, φ,  )+f geo(λ)k geo(θ, φ,  )

(11)

式中 , R′是经过体散射和几何散射改正后得到的

新反射率;θ、φ、 可以从遥感影像元数据中得

到;R 是由原图像灰度反算出的反射率 ,是与原始

数据相关的量 ,由原图像中得出 ,则有:

reflectance =reflectance_scales

(SI-ref lectance_offset) (12)

式 中 , reflectance_scales 和 reflectance_offset 是

MODIS的元数据;SI(scaled integer)与图像的灰度

值DN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本文采用拟合方法得

出SI和 DN的关系式为:

SI =a ×DN +b (13)

　　不同的图像 ,其 a 和b 的值是不同的 。原始

图像提供的是灰度值信息(即 DN),根据式(12)和

式(13)可以得出相对应的反射率值 ,用于本文中

模型的计算。

这种方法在考虑了影响辐射量失真的两个重

要光谱反射特性(体散射和几何散射)的基础上 ,又

充分利用了图像原始数据的光谱信息 ,既简洁又能

得到较好的减弱辐射失真的效果 。原核驱动模型

需要反演 f iso 、fgeo 、f vol 3个参量 ,而新的方法只需要

反演后两个量 ,减少了计算量。

3　试　验

本文采用的 MODIS 影像是分辨率为1 000

M level_L1B的长江流域的影像(图 1(a)、1(b))。

由于时相和太阳天顶角等差异 ,使得同一地区不

同时刻获取的影像差别也很大。从图 1 可以看

出 ,在天气状况相似的情况下 ,两幅图的色调差异

很大 ,这严重影响了 MODIS影像的处理和应用 ,所

以必须对两幅图像的灰度分别进行校正 ,使两者间

的色调差异减小。因为图像基准的不同 ,所以在数

据处理前要对图像进行几何配准(图 1(c))。

图1(g)和图 1(h)是原始图像的灰度直方图 ,

可以看出两幅图像的波峰值有较大的差异。前一

幅图像的灰度范围集中在 100 ～ 150 ,而后一幅图

像的灰度集中在 50 ～ 100的范围内 。采用本文提

出的改进算法进行辐射校正 ,由于没有足够的条

件进行野外实地观测 ,所以其中 f vol 、fgeo两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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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数采用的是文献[ 2]中通过对“田野”地区方

向反射率的野外测量来反演的结果(由于“田野”

地区与本文的地物类别较符合), 分别取值为

0.261和 0.063。处理结果见图 1(d)和图 1(e),并

对处理结果(图 1(e))进行几何配准(图 1(f))。

图 1　试验

Fig.1　Experimentation

　　通过结果图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灰度值的变

化 ,两幅图像在色调上均变化了很多 ,灰度分布得

到了明显改善 ,而且还可以看到新生成图像的色调

对比度也有一定的增加 ,有利于对图像的辨识。试

验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的改进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减弱辐射量的偏差。该校正方法不是传统意义

上两幅图像的相对校正(如直方图规定化),而是其

各自对图像色调失真的绝对校正 ,校正了成像过程

中的部分辐射失真 ,明显地改善了影像灰度与地物

波谱特征之间的对应关系 ,对于提高遥感影像分类

和地物自动解译的精度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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