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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谱分析的 犕犗犇犐犛云检测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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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结了云、雪、植被、沙漠、水体等目标的光谱特性以及云和不同目标间的光谱差异，结合 ＭＯＤＩＳ影

像的波段范围，提出了一种对不同下垫面通用的多光谱云检测算法，试验证明了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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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利用航天遥感手段获取地球空间信息的过

程中，云是光信号传播的严重障碍，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遥感信息获取的质量，从而降低了数据的利

用率。目前除合成孔径雷达传感器能穿透云层获

取地表信息外，其他传感器均未能彻底解决影像

数据的云覆盖问题。因此云给影像处理带来许多

困难，使得影像识别、分类难以保证精度，有时甚

至无法进行。为了提高遥感影像数据的利用率和

精度，剔除遥感影像上的有云像元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云检测已经成为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

随着３６个波段的成像光谱仪（ＭＯＤＩＳ）的问

世，ＭＯＤＩＳ高光谱分辨率的特点为云检测与处理

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１］。目前对 ＭＯＤＩＳ数据

的多光谱云检测，一般根据不同的下垫面（一般陆

地、海洋、雪／冰、沙漠和高原）和不同种类的云

（高、中、低云和直展云）采用不同的检测算法［２］。

当前成熟的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多光谱云检测算法主

要可分为基于可见光反射率、基于近红外反射率

和基于热红外通道亮温及亮温差的算法。

目前，ＭＯＤＩＳ数据的多光谱云检测算法的研

究已有很多成果［３～１１］，而且部分算法已经趋于成

熟并投入生产实践当中。但是还没有一种多光谱

云检测算法能完全检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云，一

些算法往往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适用。

本文立足于研究一种对不同的下垫面均通用

的多光谱云检测算法，分析总结了云、雪、植被、沙

漠、水体等目标的光谱特性以及云和不同目标间

的光谱差异。根据 ＭＯＤＩＳ影像的波段范围和云

与不同下垫面的光谱差异最大化，笔者提出了多

光谱云检测算法，即将可见光１通道（０．６７μｍ）、

中红外６通道（１．６４μｍ）和中红外２６通道（１．３８

μｍ）相组合，进行不同下垫面上的云检测，效果理

想。

１　反射光谱特性分析

不同目标间存在着反射光谱的差异，因此可

以将地物和云的光谱特性作为云检测波段选择的

依据，寻求检测云的最佳波段组合。

１．１　云的反射光谱特性

一般的云层在各个波长对太阳光的散射较为

均匀，因此云在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均具有较高

的反射率，但云的光谱反射率随波长的增加而缓

慢减小。

位于高层云系的冰云（即卷云等）和雪在光谱

特征上很相似，仅根据二者的光谱特性不容易将

其区分。在１．３８μｍ中红外通道内，由于水汽的

强烈吸收使得地面、中低云的辐射很难到达传感

器，地面的反射率几乎为０，而属于高云系的卷

云［１２］湿度小，反射率很大。

１．２　植物的反射光谱特性

由于植物均进行光合作用，所以各类绿色植

物具有很相似的反射光谱特性 （Ｇｕｙｏｔ等，

１９８９），其光谱曲线虽有一定的变化范围，并呈一

定宽度的光谱带，但总的“峰谷”形态变化是基本

相似的，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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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地物的反射光谱特性曲线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Ｃｕｒｖｅ

Ｌｉｎ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在可见光谱段内，叶的反射和透射很低。在

以０．４５μｍ为中心的蓝波段及以０．６７μｍ为中

心的红波段，叶绿素强烈吸收辐射能（＞９０％）而

成为吸收谷。在这两个吸收谷之间（０．５４μｍ附

近）吸收较少，形成绿色反射峰（１０％～２０％）。

在近红外谱段内（０．７４～１．３μｍ），叶的反射

及透射相近（各占入射能的４０％～５０％），而吸收

能量却很低（＜５％）。在０．７４μｍ附近，反射率

急剧增加。

在中红外谱段内（１．３～２．５μｍ），植物的入

射能基本上均吸收或反射，透射极少。由于叶子

细胞间及内部的水分含量，绿色植物的光谱反射

率受到以１．４μｍ、１．９μｍ、２．７μｍ为中心的水吸

收带的控制而呈跌落状态的衰减曲线。其中１．４

μｍ和１．９μｍ的两个吸收带是影响叶子中红外波

段光谱响应的主要谱带。

１．３　土壤的反射光谱特性

土壤对所有入射能均吸收或反射，无透射。

如图１所示，自然状态下的土地表面的反射曲线

的“峰谷”变化较弱，没有明显的峰值和谷值。总

的看来，地表的反射率一般都是随着波长的增加

而增加［１３］，并且此趋势在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尤

为明显。

在云检测研究领域中，根据图像及土壤本身

的光谱特点，将土壤分为沙漠和一般陆地两类。

沙漠的含水量、有机质含量均明显少于一般土地，

而且沙漠的颗粒很小，呈粉粒状，表面平滑，因此

沙漠的反射率明显高于一般陆地，在橙色０．６μｍ

附近有个峰值，最高可达６０％以上。

１．４　水体的反射光谱特性

对水体来说，水的光谱特征主要由水本身的

物质组成所决定。

　　在可见光波段０．６μｍ之前，水的吸收少，反

射率较低，大量透射。水体可见光反射率约为

５％左右，对于清水，在蓝绿光波段反射率为４％

～５％，而０．６μｍ 以下的红光部分反射率降到

２％～３％。

在近红外、中红外谱段内，水体的吸收率很

强，几乎吸收全部的入射能量，因此在红外波段的

反射能量很小，反射率几乎为零，如图１所示。

１．５　雪的反射光谱特性

由图１的光谱曲线可以看出，雪的反射光谱

与太阳光谱最相似，雪的光谱反射率随波长变化

而变化（Ｄｏｚｉｅｒ，１９８９）。在可见光谱段内，冰雪有

微弱的吸收而强烈的前向散射，因而反射率较高

（８０％以上）
［１４］。随着波长的增加，雪的反射率逐

渐降低，在１．５５～１．７５μｍ的近红外波段上，积

雪由于吸收太阳辐射，使得雪的反射率很小［１５］。

在长波红外区（３～１４μｍ），冰雪高度吸收，故雪

的反射率很低。

１．６　云与其他地物间的光谱差异

根据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光谱通道区分，再参考

不同地物的光谱曲线图（如图１所示），发现 ＭＯ

ＤＩＳ数据的１通道（０．６７μｍ）和６通道（１．６４

μｍ）处的光谱曲线可以很好地区分雪和其他地

物。

云在可见光范围内的反射率接近于１，在近

红外、中红外波段范围内的反射率随波长的增加

而缓慢下降，因此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１通道反射率

与６通道反射率的差值大于０；一般陆地和沙漠

在红光波段内的反射率均小于１．６４μｍ谱段的

反射率，因此二通道反射率的差值小于０；水体在

红外谱段内的反射率几乎为０，因此二通道的差

值大于０，但水体的反射率很小，远远小于云在可

见光和红外范围内的反射率；雪在可见光范围内

的反射率与云的反射率相当，但其在红外部分的

反射率却远小于云的反射率，因此二通道的差值

将大于云的差值。由此通过设置适当的阈值将很

容易区分云和其他地物。但卷云和雪的光谱特性

很相似，使得很容易将卷云误识别为雪。ＭＯＤＩＳ

传感器的２６通道（１．３８μｍ）是专门用于检测卷

云的，因此用此通道作为判据区分雪和云。

图２绘制了不同地物及云在 ＭＯＤＩＳ数据的

１通道、６通道和２６通道影像上的光谱响应曲线，

其验证了通道１、６、２６相结合可以很好地将云、

雪、裸露地表、植被和水体区分开，获得较好的云

检测结果。

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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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云与不同地物的反射光谱响应曲线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

ＬｉｎｅｏｆＣｌｏｕｄ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２　多光谱云检测算法

本文提出的多光谱云检测算法，借鉴了植被

指数的定义来检测出在不同下垫面上空的云。

本算法选择通道 １ （０．６６μｍ）、通道 ６

（１．６４μｍ）和通道２６（１．３８μｍ）三个波段数据进

行云检测。归一化处理用来消除大气辐射及仪器

的影响，以便更好地突出云的信息，得到最佳云的

检测影像。基本运算如下：

Ｖａｌｕｅ＝
犆犎（１）－犆犎（６）

犆犎（１）＋犆犎（６）

式中，犆犎（狀）为通道狀影像上目标的反射率值。

　　本文云检测判据如下：

ｉｆ（犆犎（２６）＞犜１）

该像元为云覆盖；

ｅｌｓｅｉｆ（犜２＜Ｖａｌｕｅ＜犜３牔牔犆犎（１）＞犜４）

　　该像元为云覆盖；

ｅｌｓｅ　该像元未由云覆盖。

根 据 本 文 的 分 析，云 在 可 见 光 波 段

（０．６６μｍ）具 有 高 反 射 率，而 在 近 红 外 波 段

（１．６４μｍ）的反射率低于可见光波段的反射率，

但植被和裸露地表的反射率却远远高于可见光波

段的反射率，所以植被、裸露地表（包括沙漠）的

Ｖａｌｕｅ值小于零，而云的Ｖａｌｕｅ值大于零，因此植

被、裸露地表（包括沙漠）和云区分的阈值犜２＝０。

在１．６４μｍ的近红外波段上，云和雪的反射

率有较大的差异，在这一光谱范围内，云反射来自

太阳的辐射，而积雪吸收太阳辐射，使得雪的反射

率远小于云的反射率，因此雪的Ｖａｌｕｅ值较大，且

大于４０％
［２］，因此犜３＝０．４。

由于冰云与雪的光谱特性比较相似，使得冰

云的 Ｖａｌｕｅ值也大于０．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选择 ＭＯＤＩＳ的１．３８μｍ通道检测出漏检的

冰云（卷云）。由于地面的辐射很难到达传感器，

使得地物在影像上反映出的反射率几乎为０，而

冰云的反射率很高，均大于１０％，所以设置犜１＝

０．１。

由于水体的Ｖａｌｕｅ值约为零，容易与云混淆，

但水体的反射率很低，一般均小于２０％，所以通

过设置可见光波段反射率阈值犜４＝０．２，可将水

体去除。

本文以上阈值是依据不同地物在三个波段范

围内的光谱特性（即反射率的差异），并结合大量

ＭＯＤＩＳ影像的目视观察而最终选取的。

　　试验证明，根据上述判据，本算法可有效地检

测不同下垫面的云。

３　试验结果

为了验证本算法对下垫面的通用性，本文选

用多个地区、不同时相的 ＭＯＤＩＳ数据进行试验，

其中包括了沙漠、雪、植被和水体等多种下垫面。

本文选取三幅代表性影像，下垫面分别含有

沙漠、雪、植被、土壤和水，如图３～图５。

通过目视判读可以看出（如图３所示），本算

法可以检测出沙漠上空的云，特别是反射率较低

的薄云，达到预期检测效果。

图３　ＭＯＤＩＳ１、４、３波段彩色合成的塔克拉玛干

沙漠区域的影像

Ｆｉｇ．３　ＩｍａｇｅｏｆＭＯＤＩＳ１、４、３ｉｎｔｈｅＴａｋｌｉｍａｋａｎＤｅｓｅｒｔ

　　图４检测结果说明，该算法对于植被覆盖和土

壤区域的影像也可以满足目视判读的精度要求。

图５中将两幅影像比较，可以看出，本算法可

将云和雪、湖水等其他地物区分开。

４　结　语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到，云和陆地的分界线特

别清晰，并消除了云阴影的影响，检测效果理想。

本文提出的云检测算法具有以下优势。

１）本算法简单、有效地将云和不同下垫面区

分开，特别是雪地、沙漠。

７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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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９月份 ＭＯＤＩＳ１、４、３波段甘肃合成影像　　　　　图５　３月份 ＭＯＤＩＳ１、６、２６波段青海合成影像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ｅｐｔ．ＩｍａｇｅｏｆＭＯＤＩＳ１、４、３ｉｎＧａｎｓｕ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Ｍａｒ．ＩｍａｇｅｏｆＭＯＤＩＳ１、６、２６ｉｎＱｉｎｇｈａｉ

　　２）本文提出的算法判据主观因素较小，对不

同时相、不同地区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均适用。

３）毋需影像预处理操作，保留影像的原始信

息以备用户根据需要进行处理，简单可行。

４）归一化处理，既突出了云的信息，又部分

消除了太阳高度角、卫星扫描角及大气程辐射的

影响。

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云检测

算法，考虑外界因素对于阈值选取的影响和关系，

并验证光谱特性在其他高光谱传感器的适用性。

参　考　文　献

１　宋小宁，赵英时．ＭＯＤＩＳ图像的云检测及分析．中国

图像图形学报，２００３，９（９）：１０７９～１０８３

２　刘玉洁，杨忠东．ＭＯＤＩＳ遥感信息处理原理与算法．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　ＧａｏＢＣ，ＹａｎｇＰ，ＬｉＲ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Ｃｌｏｕｄｓ

ｉｎＰｏ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ｙｔｉｍ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Ｏ

ＤＩＳ１．３７５μｍ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３（４１）：４７４～４８１

４　ＧａｏＢＣ．ＣｉｒｒｕｓＣｌｏｕ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ｉｒｂｏｒｎｅＩｍａ

ｇ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Ｄａｔａ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１．３８ｍｍＷａｔｅｒＶａ

ｐｏｒＢ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３，２０

（４）：３０１～３０４

５　ＧａｏＢＣ，ＧｅｏｔｚＡＦＨ．ＣｌｏｕｄＡｒｅ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ＡＶＩＲＩＳＤａｔａＵｓ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Ｎｅａｒ

１μｍ．Ｊ．Ｇｅｏ．Ｒｅｓ．，１９９１（９６）：２８５７～２８６４

６　ＷｙｌｉｅＤＰ，ＭｅｎｚｅｌＷＰ．ＴｗｏＹｅａｒｓｏｆＣｌｏｕｄＣｏｖ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ＵｓｉｎｇＶＡＳ．Ｊ．Ｃｌｉｍ．Ａｐｐｌ．Ｍｅｔｅｏｒ．，１９８９

（２）：３８０～３９２

７　ＴｃｈｉｓｏｎＫＤ，ＨａｒｄｙＫ Ｒ．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Ｃｌｏｕ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ｒｙ．Ｉｎｔ．Ｊ．Ｒｅｍ．Ｓｅｎｓ．，１９９５（１６）：

３６６５～３６８０

８　ＳｏｄｅｎＢＪ，ＢｒｅｔｈｅｒｔｏｎＦＰ．Ｕｐｐｅｒ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ＥＯＳ６．７μｍＣｈａｎｎｅｌ：Ｍｅｔｈ

ｏｄ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Ｊｕｌｙ１９８７．Ｊ．Ｇｅｏ．Ｒｅｓ．，１９９３

（９８）：１６６６９～１６６８８

９　ＷｕＸ，ＢａｔｅｓＪＪ，ＫｈａｌｓａＳＳ．Ａ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Ｂａｎｄ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ｏｒＮＯＡＡ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Ｊ．Ｃｌｉｍ．，１９９３（７）：１２８２～

１３００

１０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ＳＡ．Ｇｌｏｂａｌ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１

ａｎｄ６．７μｍ．Ｊ．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６，（５２）：

４２４６～４２６３

１１　孙家扌丙．遥感原理与应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１２　盛裴轩，毛节泰，李建国，等．大气物理学．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３　付培健，王世红，林有恒．大气环流模式中地面参数

化的发展．地球科学进展，１９９９（１）：４４～５０

１４　浦瑞良，宫　鹏．高光谱遥感及其应用．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５　殷青军，杨英莲，徐维新．ＮＯＡＡ卫星资料云雪识别

方法的研究．高原气象，２００２，２１（５）：５２６～５２８

１６　袁玉江，胡列群．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冬季地面反射

光谱特征初探．中国沙漠，１９９９，１９（１）：２３～２７

１７　赵　峰．农牧交错区沙化地监测与评估技术研究：

［学位论文］．北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２００３

１８　王　珂，沈掌泉，王人潮．植物营养胁迫与光谱特性．

国土资源遥感，１９９９，１５（３）：９～１４

第一作者简介：李微，硕士生。现从事遥感图像处理研究。

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ｏｗｅｉｗｅｉ＿８０５６＠１６３．ｃｏｍ

（下转第４４３页）

８３４



　第３０卷第５期 陈金平等：基于星间测距／轨道定向参数约束的导航卫星自主定轨研究

犃狌狋狅狀犪狏狅犳犖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犛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犆狅狀狊狋犲犾犾犪狋犻狅狀犅犪狊犲犱狅狀犆狉狅狊狊犾犻狀犽

犚犪狀犵犲犪狀犱犗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犆狅狀狊狋狉犪犻狀犻狀犵

犆犎犈犖犑犻狀狆犻狀犵
１
　犑犐犃犗犠犲狀犺犪犻

２
　犕犃犑狌狀

３
　犛犗犖犌犡犻犪狅狔狅狀犵

２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ｏｌｏｇｙ，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ｉｄｉ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２　Ｘ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１ＭｉｄｄｌｅＹａｎｔａＲｏａｄ，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３７ＸｕｅｙｕａｎＲｏａｄ，

Ｈａｉｄｉ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ｆｌｉｇｈｔｉ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ａｕｔｏ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ｒａｎｇｅａｎ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Ｂａｓｉｎｇｏｕｒ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ｍｅｕｓｅｆｕｌ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ｏｕ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ＣＨＥＮＪｉｎｐｉｎｇ，Ｐｈ．Ｄ，ｓｅｎｉｏ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Ｈｉｓｍａｊ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ｊｉｎｐｉｎｇ＿ｃｈｅｎ＠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ｓｉｎａ．ｃｏｍ

（上接第４３８页）

犆犾狅狌犱犇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犕犗犇犐犛犇犪狋犪犅犪狊犲犱狅狀犛狆犲犮狋狉狌犿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犔犐犠犲犻１　犉犃犖犌犛犺犲狀犵犺狌犻
１
　犇犐犃犖犢狌犪狀狔狅狀犵

１
　犌犝犗犑犻犪狀狓犻狀犵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ｏｕ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ａｋｉｎｇ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ｃｌｏｕｄ，ｓｎｏｗ，ｖｅｇｅｔａ

ｔｉｏｎ，ｄｅｓｅｒ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ｏ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Ｉ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ｈ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ｌｏｕ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ｃｌｏｕ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ＤＩＳｉｍａｇｅｓ．

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ａｌｌ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ｅｎ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ｄ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ｈａｖｅ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ＭＯＤＩＳ；ｃｌｏｕ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Ｗｅｉ，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ＲＳ．

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ｏｗｅｉｗｅｉ＿８０５６＠１６３．ｃｏｍ

３４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