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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准不变反射率地物的交叉定标方法，首先用 ＭＯＤＴＲＡＮ模式从已知定标系数的影

像中反演出反射率，然后计算出对应未知定标系数影像中相同准不变地物的辐射率，最后求出定标系数。将

这种方法应用于ＣＢＥＲＳ０２卫星ＣＣＤ影像定标，并用６Ｓ模式对ＣＢＥＲＳ０２和ＥＴＭ＋影像进行大气校正，比

较用不同定标系数校正后的地物光谱曲线，得出在高反射率地物下，不同定标系数校正后的地物光谱曲线与

ＥＴＭ＋的基本一致；低反射率地物下，单点定标系数误差较大，两点定标系数误差较小，用两点定标系数进行

大气校正后植被信息得到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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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遥感影像中提取信息可概括为影像分类信

息提取和物理参量反演两种方式。物理参量的反

演要求遥感影像首先要经过辐射定标处理，遥感

影像资料在辐射定标后才能得到充分利用。

ＣＢＥＲＳ卫星于２００３１０２１发射成功，在轨测试

表明，ＣＢＥＲＳ０２卫星数据总体质量比ＣＢＥＲＳ０１

卫星有所提高［１］。从ＣＢＥＲＳ运行以来，卫星辐

射定标的研究工作取得诸多成果。但从目前的文

献资料来看，ＣＢＥＲＳ卫星的定标系数不统一，且

定标系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而变大，给产品的

应用带来一定的困难。场地定标法已成功应用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２］、ＳＰＯＴ

［３］等卫星，ＣＢＥＲＳ的场地辐射

定标工作采用中国敦煌卫星定标场［４，５］，但场地

定标法需要大量的同步观测数据，在测量时需要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测量时由于大气参数及

仪器本身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定标系数存在一定误

差，另外，场地定标不能对历史数据进行定标。交

叉定标法［６９］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一不足。交叉定

标法中，传感器的选取较为关键，Ｌａｎｄｓａｔ７传感

器的波段范围、波谱响应曲线及星下点分辨率与

ＣＢＥＲＳ０２最为接近，且Ｌａｎｄｓａｔ卫星有较高的

定标精度，因而作为ＣＢＥＲＳ０２交叉定标的参考

传感器较为理想。传统的交叉定标方法通常需选

取卫星同步覆盖的影像数据，但由于卫星轨道参

数差异明显，这样的资料并不多见。杨忠东［１０］采

用了间隔４ｄ的ＥＴＭ＋影像资料对ＣＢＥＲＳ０１星

进行交叉定标，彭光雄采用了相距１ｄ的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遥感数据对ＣＢＥＲＳ０２卫星进行交叉定标
［１１］，

这些研究资料时间间隔虽然较短，但大气参数还

是会在短时间内产生较大变化，且研究中没有考

虑光谱响应曲线差异也会带来一定误差。本文提

出一种简便的交叉定标方法，这种方法利用交叉

定标的两影像上存在的准不变目标物。大量研究

证明，影像上存在准不变目标物［２，１２１６］，本文利用

准不变目标物在一定时期内反射率不变的假定对

ＣＢＥＲＳ０２影像进行交叉定标，因而这种方法可

以采用较长时间间隔的同地点遥感影像作为交叉

定标影像，只要求两景影像内存在准不变目标物。

研究中首先用大气辐射模式 ＭＯＤＴＲＡＮ
［１７］从

ＥＴＭ＋影像中反演出准不变目标物的反射率，而

后用 ＭＯＤＴＲＡＮ模拟计算出到达ＣＢＥＲＳ０２卫

星时的入瞳辐亮度，最后将计算出的辐射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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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ＢＥＲＳ０２卫星影像ＤＮ值建立线性关系，得到

定标系数。采用广州市的 ＥＴＭ＋ 和 ＣＢＥＲＳ０２

影像进行交叉定标，并计算出ＣＢＥＲＳ０２的定标

系数。最后用敦煌卫星定标场的定标系数和

ＥＴＭ＋影像大气校正后的地物反射率光谱曲线对

结果进行了验证。

１　犈犜犕
＋和犆犅犈犚犛０２卫星参数

ＣＢＥＲＳ０２上载有３种遥感相机可昼夜观测

地球，其中ＣＣＤ相机共有可见／近红外４个波段，

星下点空间分辨率为１９．５ｍ，ＣＣＤ１～ＣＣＤ４为可

见光和近红外波段，ＣＣＤ５为全色波段。Ｌａｎｄｓａｔ

ＥＴＭ＋影像星下点空间分辨率为３０ｍ，有可见、

近红外６个波段，两者空间分辨率接近。图１为

ＣＢＥＲＳ０２和 ＥＴＭ＋ 各 波 段 光 谱 响 应 曲 线，

ＣＢＥＲＳ０２的光谱响应曲线来自中国资源卫星应

用中心网站。从图１可以看出，ＣＢＥＲＳ０２和

ＥＴＭ＋前４个波段所对应的波长范围及峰值中心

基本一致，因而用ＥＴＭ＋影像对ＣＢＥＲＳ０２影像

进行交叉定标较为合适，但两者光谱响应曲线中

心峰值存在较大区别，因而在交叉定标时不应忽

略光谱响应曲线的影响。研究中采用２００２１１０７

的ＥＴＭ＋影像和２００４１０１０的ＣＢＥＲＳ０２影像

进行交叉定标试验。

图１　ＣＢＥＲＳ０２和ＥＴＭ
＋各波段光谱响应曲线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ｏｆ

ＣＢＥＲＳ０２ａｎｄＥＴＭ＋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准不变反射率地物的选取

首先将两景影像进行精几何校正，投影到同

一坐标系内，并重采样到相同空间分辨率，然后找

出不同时期两景影像中存在的大面积准不变地

物，大面积地物选取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邻近效

应的影响。研究中发现，虽然两景影像采集日期

相差两年，但通过目视解译，还是发现有一些地物

存在较好的一致性，可以假定这些固定地物在两

年内地物反射率曲线未发生明显变化。有些文献

中提到准不变目标物的选取方法［１６］，本文准不变

反射率地物的选取方法是首先用ＩＳＯＤＡＴＡ非

监督分类方法将两景影像分为２０～５０类，对比寻

找两景影像中一致的大面积均质目标物。通过对

比发现，大面积均质地物只有建筑物与水体，建筑

物为高反射率目标物，水体为低反射率目标物。

研究中找到大面积均质建筑物和水体各５处，大

面积均质建筑物选择白云机场。每处选区要求像

元样本总数大于５０，选区内像元ＤＮ值标准差小

于２，这样可以保证选区内像元ＤＮ值差异较小，

最后计算出各选区在不同波段ＤＮ的平均值。

２．２　地物反射率反演

１）将计算出的 ＥＴＭ＋ 影像中地物的平均

ＤＮ值代入式（１），计算出各波段的辐射率值：

犔犪 ＝ＤＮｇａｉｎｓ＋ｂｉａｓ （１）

式中，犔犪为辐射率，单位为 Ｗｍ
－２ｓｒ－１μｍ；ＤＮ为

各选区计算出的平均值，ｇａｉｎｓ和 ｂｉａｓ为获取

ＥＴＭ＋影像时卫星的增益和偏移系数。

２）输入ＥＴＭ＋影像获取时大气参数、卫星参

数及光谱响应曲线函数，用 ＭＯＤＴＲＡＮ生成该

大气参数下的ＥＴＭ＋辐射率与反射率的查算表。

３）利用查算表查出式（１）中计算出的辐射率

犔犪所对应的地物反射率。

２．３　计算出定标系数

１）将查出的反射率值及ＣＢＥＲＳ０２获取时

的大气参数与波段参数输入 ＭＯＤＴＲＡＮ，计算

出辐射率。

２）结合光谱响应曲线计算出ＣＢＥＲＳ０２各

波段入瞳辐亮度：

犔犫 ＝
∫

∞

０
犔（λ）狊（λ）ｄλ

∫
∞

０
狊（λ）ｄλ

（２）

式中，犔犫为入瞳辐亮度，单位为 Ｗｍ
－２ｓｒ－１μｍ；λ

为波长；犔（λ）为不同波长下的辐射率；狊（λ）为通道

光谱响应曲线。

３）将各波段计算出的入瞳辐亮度与ＣＢＥＲＳ

０２影像中计算出的与ＥＴＭ＋影像相对应区域的

平均ＤＮ值用线性拟合方法求出ＣＢＥＲＳ０２卫星

各通道的定标系数。研究中为便于比较，计算了

单点定标系数和两点定标系数。单点定标系数仅

采用高反射率地物计算定标系数，定标系数为建

筑物平均ＤＮ值与入瞳辐亮度的比值；两点定标

系数用高反射率地物与低反射率地物计算定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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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定标系数通过建筑物与水体的平均ＤＮ值及

其对应的入瞳辐亮度用线性拟合求出。

３　结果比较与讨论

单点定标系数与敦煌定标场的比较结果如

表１所示，敦煌定标场定标结果是采用高反射率

地物对影像进行定标，因而也属于单点定标法。

定标日期为２００４０８２５，与影像采集日期仅隔一

个多月，因而星上传感器性能发生变化的因素较

少，从表中可以看出两者基本一致。

表１　单点定标系数／（Ｗｍ－２ｓｒ－１μｍ）

Ｔａｂ．１　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ｉｎｔ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定标场 ＣＣＤ１ ＣＣＤ２ ＣＣＤ３ ＣＣＤ４

敦煌定标场 １．０２８７ １．７２９８ １．０３８７ ２．１５９４

白云机场 １．０５５３ １．７６２４ １．０１８６ ２．１７６８

误差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１７４

　　单点定标法假定传感器暗电流为零，这个条

件一般较难满足，因而单点定标存在一定误差，一

般对高反射率目标而言误差较小，对低反射率目

标误差较大［４，５］。两点定标结果见表２。从表２

可以看出，偏移值与零点相差较大，因而认为传感

器暗电流为零的假定并不成立。

表２　两点定标系数结果／（Ｗｍ－２ｓｒ－１μｍ）

Ｔａｂ．２　ＤｏｕｂｌｅＰｏｉｎｔ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ＣＤ１ ＣＣＤ２ ＣＣＤ３ ＣＣＤ４

增益 １．３２９２７１１３ ０．６６０３３４９６ １．２２９８５０１７ ０．５９３００２３９

偏移 －３６．９３０３７６９１ －１４．４０４５０６７６ －２０．９２８０６８６９ －１７．７９４４７４３４

　　为检验定标系数，将ＣＢＥＲＳ０２与ＥＴＭ
＋影

像均用６Ｓ模式
［１８，１９］进行了大气校正，ＣＢＥＲＳ０２

影像校正时用不同定标系数分别进行了计算。

６Ｓ模式对ＣＢＥＲＳ０２影像进行大气校正的效果

得到成功的检验［２０］，校正时输入影像采集的大气

参数及光谱响应曲线，最后对不同定标系数校正

的结果与ＥＴＭ＋影像校正后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在两景影像中找到另外３处相对应的准不变不同

类型地物，并对它们的反射率曲线进行比较。图

２为３种定标系数校正后的不同地物反射率曲线

与相同地物在ＥＴＭ＋影像中反射率曲线的对比

图。从图３中可以看出，单点定标与敦煌定标场

的结果基本一致，两点定标结果在高反射率目标

物下与敦煌定标场一致，在低反射率目标物下差

异较大。与ＥＴＭ＋影像的地物反射率曲线比较

得出，不同定标系数下高反射率建筑物反射率曲

线基本一致，但植被与水体反射率曲线差异明显。

单点定标结果在低反射率地物下误差较大，

ＣＣＤ３、ＣＣＤ４中误差较明显，且地物反射率曲线

走势也有较大变化，在ＥＴＭ＋影像水体与植被的

地物反射率曲线中，ＣＣＤ３的反射率明显小于

ＣＣＤ２，而用单点及敦煌定标场结果，ＣＣＤ３的反

射率明显大于ＣＣＤ２。两点定标系数得到的反射

率曲线与ＥＴＭ＋曲线走势相同，在ＣＣＤ３、ＣＣＤ４

中两者较为一致，在ＣＣＤ１、ＣＣＤ２差异较大。这

是因为水体为暗目标，程辐射的影响非常大，有时

会超过水体本身的反射率，而大气散射的影响在

波长较短的ＣＣＤ１、ＣＣＤ２波段较为明显，这种影

响随着波长增加而减小。

为比较三种定标系数校正后影像中的植被信

息，对校正后影像的 ＮＤＶＩ进行了比较。图３为

２８３７行像元 ＮＤＶＩ水平分布图，从图上可以看

出，单点定标结果与敦煌定标场定标的结果基本

一致。两点定标结果在植被和水体处与单点定标

图２　ＣＢＥＲＳ０２和ＥＴＭ
＋影像经６Ｓ模式大气校正后不同地物反射率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ｎＣＢＥＲＳ０２ａｎｄＥＴＭ
＋Ｉｍａｇ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ｙ６ＳＭｏｄｅｌ

１１４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４月

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两点定标结果中，ＮＤＶＩ值在

植被处明显提高，在水体处明显降低，植被信息得

到明显恢复。这是因为两点定标系数在ＣＣＤ３、

ＣＣＤ４效果较好，这两个波段含有丰富的植被信

息。

图３　２８３７行像元ＮＤＶＩ水平分布

Ｆｉｇ．３　ＮＤＶＩ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２８７３ＰｉｘｅｌｓＲｏｗ

４　结　语

１）在高反射率地物条件下，敦煌定标场、单

点定标系数、两点定标系数下反演出的地表反射

率结果与ＥＴＭ＋影像一致。

２）敦煌定标场、单点定标系数对于低反射率

目标物误差较大，尤其是在ＣＣＤ３、ＣＣＤ４波段。

３）由于大气散射的干扰，两点定标系数在

ＣＣＤ１、ＣＣＤ２波段下误差较大。

４）两点定标系数在ＣＣＤ３、ＣＣＤ４波段效果

较好，反演出的地表反射率与 ＥＴＭ＋ 影像较接

近。用两点定标系数对影像进行大气校正后，植

被信息得到明显恢复。

５）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有不确定因素会影

响到定标结果。首先交叉定标方法的精度依赖于

对比传感器的精度，其他的不确定性来自卫星过

境时的几何、大气参数、传感器的光谱响应曲线及

ＭＯＤＴＲＡＮ模拟计算误差等方面。另外，如果

两景影像内没有准不变目标物，这种方法就不能

使用。

致谢：本研究使用的ＣＢＥＲＳ０２图像由中国

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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