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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一种利用 ＭＯＤＩＳ图像，用查找表反演海岸与海岛地物光谱反射率的方法。该方法首先借助

ＡＨＭＡＤ辐射传输模型，由 ＭＯＤＩＳ图像的水体像元反演出气溶胶的光学特性；在所选影像为晴空无云条件

下，假设一定范围内的海岛与海岸上空的大气和水体上空的大气一样，借助６Ｓ辐射传输模型计算基于地物

光谱反射率的查找表，然后由 ＭＯＤＩＳ图像的陆地像元的反射率和几何条件加上反演的气溶胶光学厚度，用

插值法可求得地物光谱反射率。还给出了厦门地区实际卫星图像的反演结果，并就反演误差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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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定量遥感初期，人们试图通过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方法———归一化ＮＤＶＩ和时间序列ＮＤＶＩ

最大值合成［２］等方法绕开大气校正问题［１］。目

前，大气校正主要采用依据大气参数进行辐射传

输计算的方法［３］，如在陆地上使用暗目标方法［４］

反演气溶胶光学特性，还有暗体减法等［５］；这些校

正方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小地面反射率不确定度

产生的误差。

由于海洋表面相对陆地表面来说要简单得

多，而且在对水体观测时，大气信号所占比重更可

达总信号的９０％以上
［６］，故海洋表面的反射率变

化对大气光学特性的影响较小。本文基于这一性

质，首先借助ＡＨＭＡＤ辐射传输模型
［７］，用 ＭＯ

ＤＩＳ图像基于查找表的方法
［８］反演出海洋上空的

气溶胶的光学特性。若在所选影像为晴空无云条

件下，假设一定范围内（中心点１５ｋｍ为半径的

圆内）的海岛与海岸上空的大气和水体上空的大

气一样，然后借助６Ｓ辐射传输模型
［９］和反演出的

气溶胶模式，计算基于地物光谱反射率的查找表，

再由 ＭＯＤＩＳ图像的陆地像元和反演出的气溶胶

光学厚度，最后用插值法即可得到地物光谱反射

率。

１　反演方法

１．１　利用 犕犗犇犐犛图像反演气溶胶光学特性

利用 ＭＯＤＩＳ图像反演气溶胶光学特性，分

为陆地与海洋两种反演方法。陆地上空气溶胶的

反演是基于暗目标的方法；海洋上空气溶胶的反

演是基于查找表的方法。

１．１．１　查找表的计算

Ｔａｎｒé等人提出了利用 ＭＯＤＩＳ图像，基于

查找表的方法来反演海洋上空气溶胶的光学性

质［１０］。查找表是基于大小粒子模式，用ＡＨＭＡＤ

辐射传输模型计算大气顶层表观反射率的表。本

文采用Ｌｅａｖｙ等提出的气溶胶模式
［１１］，即５种大

粒子和４种小粒子模式。海洋上空气溶胶光学特

性的反演误差，主要来源于气溶胶粒子的大小与

谱分布［１２］，因而气溶胶粒子的模型设定有重要的

意义。近海的海水辐射变化较大，Ｌｅａｖｙ等人
［１１］

已经给予讨论，故海洋表面反射模型采用Ｃｏｘ的

海浪模型［１３］。把９个粒子模式分别当作９种气

溶胶模式，对每一种气溶胶模式，用 ＡＨＭＡＤ辐

射传输模型分别计算在５５０ｎｍ处，６个气溶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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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厚度（τ犪＝０．０，０．２，０．５，１．０，２．０，３．０），１６个

观察天顶角（θ狏＝１．５°～８８．５°，间隔６°）、１６个相

对方位角（狏＝０°～１８０°，间隔１２°）和９个太阳天

顶角（１．５°，１２°，２４°，３６°，４８°，５４°，６０°，６６°和７２°）

在 ＭＯＤＩＳ前７个波段下的表观反射率的值。

１．１．２　反演方法和原理

计算生成查找表的方法和利用它们进行反演

的基础是 Ｗａｎｇ和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４）提出的简化方法，

即按双对数正态模式分布的粒子多次散射，由同样

光学厚度下每一个模式粒子产生的辐射加权平均

近似计算。当两个模式具有不同的吸收特性时，简

化就会遇到困难，但对这里的简化概念是很合适

的。这种简化的优点是仅需考虑９种气溶胶模式，

而不是所有４×５×１１组合（１１是表示模式间的相对

浓度有１１种可能值，即η的所有可能的取值类）。

如果卫星观测的总反射率可表示为：

ρ
犮
λ（μ狊，μ狏，狏）＝ηρ

狊
λ（μ狊，μ狏，狏）＋

（１－η）ρ
犾
λ（μ狊，μ狏，狏） （１）

式中，ρ
狊
λ（μ狊，μ狏，狏）和ρ

犾
λ（μ狊，μ狏，狏）分别是小模式

和大模式反射率的值（查找表中已经计算出），η
是大小模式之间的比值（分别取０，０．１，０．２，０．３，

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１．０）；上标犮、狊和犾

分别表示计算、小模式和大模式，下标λ表示中心

波长。气溶胶模式的选择和光学厚度的确定是通

过ε狊犾取最小值来实现的：

ε狊犾 ＝
１

狀∑
狀

λ＝１

ρ
犿
λ －ρ

犮狊犾
λ

ρ
犮狊犾
λ ＋０．（ ）０１槡

２

（２）

式中，ρ
犮
λ（μ狊，μ狏，狏）和ρ

犿
λ（μ狊，μ狏，狏）分别是中心波

长为λ时，计算与测量表观反射率的值。对于海

洋上空气溶胶的反演，ＭＯＤＩＳ的前７个通道能

用，但第三通道（４７０ｎｍ）对海洋表面的变化有很

大的起伏，而且它会导致在确定还不完全清楚的

气溶胶贡献时产生误差，故在反演中没有使用此

通道。对于任何η值上的大粒子和小粒子模式的

合成，利用式（１）计算５５０ｎｍ通道总的表观反射

率（ρ
犮
５５０ｎｍ（μ狊，μ狏，狏）），利用５５０ｎｍ通道观测的表

观反射率（ρ
犿
５５０ｎｍ（μ狊，μ狏，狏））通过在这６个光学厚

度下所有大粒子和小粒子模式的组合进行线性内

插获得光学厚度，然后在相应的气溶胶模式下用

此光学厚度计算其他５个通道的表观反射率。通

过式（２）对所有可能的气溶胶模式（４×５×１１）计

算，当ε狊１取最小值时，就可以得到最佳气溶胶的

模式和气溶胶在５５０ｎｍ处的光学厚度。

１．２　地物光谱反射率的反演

１．２．１　６Ｓ辐射传输

６Ｓ是Ｖｅｒｍｏｔｅ等人提出的解辐射传输方程

的模型［９］，只要给定几何条件、大气模式、气溶胶

模式、光学厚度以及地面反射率情况，利用６Ｓ就

可以计算大气顶层的表观反射率和大气的其他性

质，如大气透过率等。

假设地面为朗伯面，则地物光谱反射率为［９］：

ρ
（θ狊，θ狏，狊狏）＝ ［ρ犪（θ狊，θ狏，狊狏）＋

ρ犮
１－ρ

狊
犮

·

犜（θ狊）·犜（θ狏）］×犜犵犪狊（θ狊，θ狏，狊狏） （３）

式中，ρ
（θ狊，θ狏，狊狏）是表观反射率；ρ犪（θ狊，θ狏，狊狏）是

大气反射率；ρ犮 是下垫面反射率；犜（θ狊）是太阳到

地面总的透射率；犜ｇａｓ（θ狊，θ狏，狊狏）是太阳地面遥

感器总的气体透射率；狊是大气半球反照率。

１．２．２　利用６犛计算查找表

由６Ｓ计算所需的参数，大气模式选择中纬度

夏季（根据反演的图像确定）；气溶胶模式用§１．１

反演的最佳结果；海拔高度为零；下垫面取朗伯面

（反射率分别取０．０２到０．１８每隔０．０２的所有

值）。借助６Ｓ辐射传输模型，计算在５５０ｎｍ处，

６个气溶胶光学厚度（τ犪＝０．０，０．２，０．５，１．０，

２．０，３．０）、６个太阳天顶角（θ狏＝１８．２°～２１．２°，间

隔０．５°）、６个相对方位角（狏＝０°～３０°，间隔５°）

和５个观察天顶角（θ狏＝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下

的在ＭＯＤＩＳ７个波段处的大气顶层表观反射率，

用于反演地物光谱反射率的查找表。查找表在

６７０ｎｍ处的结构如表１所示（部分）。

表１　计算地物光谱反射率的查找表

Ｔａｂ．１　Ｌｏｏｋｕｐ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Ｕｓｉｎｇ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

太阳天

顶角／（°）

观测天

顶角／（°）

相对观测

方位角／（°）

气溶胶光

学厚度
表观反射率 地表反射率

… … … … … …

１９．２ ２５．０ ２．０ ０．２７ ０．１５４５ ０．１４００

１９．２ ２５．０ ２．０ ０．２７ ０．１７１３ ０．１６００

１９．２ ２５．０ ２．０ ０．２７ ０．１８８２ ０．１８００

１９．２ ２５．０ ２．０ ０．２８ ０．０５５７ ０．０２００

１９．２ ２５．０ ２．０ ０．２８ ０．０８０２ ０．０５００

… … … … … …

１．２．３　地物光谱反射率的反演

由 ＭＯＤＩＳ图像，可以读出像元的几何条件

即太阳天顶角、观测天顶角、相对观测方位角和表

观反射率，再加上§１．１反演出的最佳气溶胶模

式和光学厚度，基于表１，利用线性插值法可以求

出地物光谱反射率。

１．３　反演的流程

基于查找表反演地物光谱反射率的方法，是

建立在海洋表面反射率已知的基础上以及海洋上

空的气溶胶模式和海岸上空气溶胶模式相同的条

件下。当条件满足时，就可以从 ＭＯＤＩＳ图像反

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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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地物光谱反射率，其步骤如下。

１）假设９种粒子模式，其中４种小粒子和５

种大粒子；

２）用Ｃｏｘ的海浪模型计算海洋表面反射率；

３）由式１）和式２），借助ＡＨＭＡＤ辐射传输

模型计算用于反演气溶胶光学特性的查找表Ａ；

４）选出晴空的 ＭＯＤＩＳ图，读出海洋部分像

元的反射率值，利用式（１）和式（２）可以反演出大

气气溶胶的模式和光学厚度；

５）由反演出的气溶胶模式和６Ｓ辐射传输模

型计算用于反演地物光谱反射率的查找表Ｂ；

６）从ＭＯＤＩＳ图中读出海岸和海岛部分像元

的反射率值和几何条件，基于查找表Ｂ和步骤４）

反演的气溶胶光学厚度，利用插值法反演得到地

物光谱反射率。

１．４　反演误差的模拟估测

为了验证气溶胶光学厚度的改变对地物光谱

反射率的影响，进行如下模拟计算。取太阳天顶

角与方位角分别为１９°和９５°，观测天顶角与方位

角分别为２８°和９０°，气溶胶光学厚度在５５０ｎｍ

处的真值为０．２８，对查找表Ｂ进行插值。

表２模拟了５５０ｎｍ波段气溶胶光学厚度增

大１０％或减小１０％等情况下，对反演地面反射率

的影响。从表２中可以看出，随着气溶胶光学厚

度误差的加大，对可见光波段的反射率反演影响

加大，而对近红外波段的影响相对较小，气溶胶光

学厚度变化１０％对反演地面各波段光谱反射率

产生的误差均在５％以内。如果再考虑插值误

差，则总的误差不会超过１０％。

表２　气溶胶光学厚度的不确定度给地物

反射率反演带来的误差／％

Ｔａｂ．２　Ｅｒｒｏｒｉ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ｅｒｏｓｏ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

波长／μｍ
光学厚度 （５５０ｎｍ）

增加１０％ 增加５％ 减小５％ 减小１０％

　误差

０．４７ ２．６０ １．１０ ０．９０ １．８６

０．５５ １．３０ ０．４５ ０．３９ １．２０

０．６６ １．５０ ０．８４ ０．６７ １．４５

０．８６ １．４１ ０．７６ ０．７８ １．５５

１．２４ １．２０ ０．４７ ０．５９ １．０２

１．６４ ０．８０ ０．４５ ０．３０ ０．７９

２．１３ ０．４９ ０．２９ ０．２９ ０．５０

　　通常情况下，陆地上空气溶胶光学厚度总是

大于海洋上空的气溶胶光学厚度。本算法中对气

溶胶光学厚度的反演误差可能来源于水体、风速

和风向的选取，它们带来的误差使气溶胶光学厚

度计算值产生偏差；而在一定范围内，认为陆地上

空与海洋上空大气条件相同的假设，有可能造成

气溶胶光学厚度比真实值小。故气溶胶光学厚度

在计算中可能出现偏小，而产生的误差是地面光

谱反射率的反演误差的主要来源。

２　犕犗犇犐犛图像的应用与分析

笔者选用的 ＭＯＤＩＳ图像是中国东南海域

２００３０５２８卫图，所取范围为晴空无云的３０像元

×３０像元 （已经归化１ｋｍ分辨率图，图１（ａ）圈

内的部分）。４个顶点的经纬度坐标为：（２４．６８２

０，１１８．１９９０），（２４．６３７０，１１８．５６３０），（２４．４１４

０，１１８．１４２０），（２４．３６９０，１１８．５０５０）。根据暗目

标法，提取图１（ｂ）中的所有水像元，用于反演气

溶胶的光学厚度和气溶胶的模式。反演出的气溶

胶最佳模式是第三小粒子与第一大粒子按４∶１

比例，以双模谱的形式组成；气溶胶光学厚度每行

的平均值如图２（ａ）所示。将每行海水像元计算

的气溶胶光学厚度取平均用于该行陆地像元反射

率的反演，被海岛隔开的取两个值。

图１　ＭＯＤＩＳ图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ＩＳＩｍａｇｅ

图２　ＭＯＤＩＳ图像中每行气溶胶的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ＲｏｗｏｆＭＯＤＩＳＩｍａｇｅ

图２（ａ）给出了图像中每行气溶胶平均光学

厚度（有海岛的分为两个），图２（ｂ）给出气溶胶每

行平均光学厚度的相对误差，标准值（τ犪（５５０ｎｍ）

等于０．２６４）选自该地区的地面对大气的同步测

量。从图２中可以看出该处的大气气溶胶随空间

变化很小，所研究范围内的大气均匀状况良好。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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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和图４给出了图１（ｂ）中任意标注的各

像元反射率曲线。图３中曲线是海水的光谱曲

线，在８７０ｎｍ到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率近似为零。

犜１和犜２都是把海平面看作朗伯面采用同陆地一

样的方法反演出来的反射率，犜是用海浪模型
［１３］

计算出来用于反演海洋上空气溶胶光学特性的反

射率（风速用６ｍ／ｓ，叶绿素含量用０．５ｍｇ／ｍ
３，

盐份３５ｐｐｔ）。从这三条曲线可以看，出反演的结

果与模型计算的结果符合得较好。

图４中４个图的曲线是近海岸地物反射率的

曲线。这些光谱曲线较为符合植被的光谱特点，

在可见光波段反射很小，在６７０ｎｍ～１２４０ｎｍ反

射迅速增加，红外波段渐渐减小。

图３　图２（ａ）中所示海洋像元在 ＭＯＤＩＳ７个

波段的反射率曲线

Ｆｉｇ．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ａｓＦｉｇ．２（ａ）Ｍａｒｋ

图４　图１（ｂ）中所示各像元在 ＭＯＤＩＳ７个波段的反射率曲线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ｄａｓＦｉｇ．１（ｂ）Ｍａｒｋ

　　图４（ａ）中条曲线是大陆沿岸的地物光谱反射

曲线，曲线犅、犉可能含有水像元；图４（ｂ）８条曲线

是海岛沿岸地物光谱曲线；曲线犌可能是海洋与陆

地的复合像元；曲线犗是典型的绿色植被反射率曲

线；图４（ｃ）、４（ｄ）图中的曲线分别是离海岸较远的

内陆与海岛内的地物光谱反射率，从中可以看出内

陆的地物较复杂，海岛内的地物较为单一。

３　结论与展望

根据海岸地物近水的特点，本文采用海洋上

空反演的气溶胶光学厚度用于地面反射率的反

演，对每一个地面像元由卫星接收时的太阳天顶

角、方位角，观测天顶角、方位角和反演的大气气

溶胶光学厚度，在６Ｓ辐射传输模型基于反演的气

溶胶模式计算的查找表中，用插值法即可反演出

地物光谱反射率。数值模拟显示，在反演地物光

谱反射率时气溶胶光学厚度的误差在１０％以内，

则对地面光谱反射率的反演误差均在１０％以内。

该方法利用了实时反演的气溶胶模式，反演

速度快，反演误差小。但此法仅仅适用于近海岸

和小的海岛，对离海洋较远（３０ｋｍ）的陆地反演

的结果有待近一步研究。近海岸的水体是Ⅱ类水

体，目前对ＩＩ类水体没有好模型计算其反射率，

它对气溶胶反演的精度有影响，从而影响地面反

射率的精度。下一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改进Ⅱ类

水体的反射率模型，并用ＡＳＤ实测卫星过顶时地

物反射率数值与反演结果作对比分析。

致谢：作者对朱永豪研究员提供的修改意见

表示感谢！

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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