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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利用月球表面的数字高程模型和对应的卫星影像；分析了遥感图像像元亮度值与光辐射照度、

月面地形（像元地面坡度、坡向）之间的定量关系；研究了月面遥感数字图像地形辐射改正的原理方法并实现

月面遥感数字图像的地形辐射改正，生成无阴影正射月表遥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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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月探测中，月表遥感影像所表现出的月表

物质和矿产的光谱特征是探测月表物质特性、成分

以及月球地形地貌的重要信息来源［１］。然而，由于

月球表面地形起伏，引起遥感图像像元与太阳相对

位置和几何取向的变化，导致像元坡面上太阳辐射

照度变化，改变了月球表面上遥感数字图像的像元

亮度值。这便是地形对月球表面遥感数字图像的

影响，该影响改变了月球表面遥感图像获取的地物

光谱及射率的真实信息，进而影响了遥感数字图像

的质量和定量研究的精度。消除地形对月球表面

遥感数字图像的影响，特别是月球表面山体阴影的

消除及其信息恢复，是月球表面遥感数字图像处理

与深入应用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难题。

当前，遥感图像地形辐射改正的方法在对地

探测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许多学者都提出

各种地形改正的方法［２４］。归纳起来，地形对遥感

图像的影响主要包括太阳直射、散射和邻坡反射

辐射［４，５］。与地球相比，月球表面没有大气，遥感

图像不存在大气影响。月球表面遥感图像像元亮

度值由太阳直射光辐射亮度值和邻坡反射辐射亮

度值两部分组成。本文在月球表面满足朗伯假定

的条件下，将对地探测中“遥感图像地形辐射改

正”的概念引入月球表面遥感数字图像处理之中，

研究遥感图像像元亮度值与像元的太阳辐射照

度、月球表面地形（地面坡度、坡向和高度）之间的

定量关系；研究月球表面遥感数字图像地形改正

的原理方法并使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月球表面遥感

数字图像的地形改正，生成真正的遥感数字正射

图像。

１　月球表面遥感图像地形改正原理

１．１　月球表面遥感图像像元光辐射照度与亮度值

月球表面遥感图像像元地面光辐射照度主要

由太阳直射光辐射照度和邻坡反射辐射光照度两

部分组成：

犈犻犼 ＝犈狊犻犼＋犈狉犻犼 （１）

式中，犈犻犼、犈狊犻犼和犈狉犻犼分别为月球表面遥感图像像

元地面的总光辐射照度、太阳直射光光照度分量

和邻坡反射光照度分量。

对应地，月球表面遥感图像像元亮度值主要

由两部分组成，即太阳直射光分量亮度值和邻坡

反射分量亮度值：

犇犖犻犼 ＝犇犖狊犻犼＋犇犖狉犻犼 ＝犓·犚犻犼·犈犻犼／π＝犓·

犚犻犼·（犈狊犻犼＋犈狉犻犼）／π （２）

式中，犇犖犻犼、犇犖狊犻犼犇犖狉犻犼分别为月球表面遥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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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元亮度值、太阳直射光辐射遥感分量和邻坡反

射辐射遥感分量；犚犻犼为目标像元的反射率；犓 为

传感器增益系数。

１．２　月球表面遥感图像像元的太阳直射辐射计算

像元在坡面上的太阳直射光辐射照度犈狊犻犼与

水平面上太阳直射光辐射照度犈′狊犻犼有如下关系式：

犈狊犻犼 ＝犈′狊犻犼·犉犻犼 （３）

式中，犉犻犼为太阳直射光的地形改正系数。如图１所

示，θ犻犼为太阳高度角；α犻犼为像元坡度角；ω犻犼是像元坡

向角犃犻犼与太阳方位角犃犔犻犼之差的绝对值，即

ω犻犼 ＝狘犃犔犻犼－犃犻犼狘 （４）

式中，α犻犼和犃犻犼可以从相应的ＤＥＭ 中获得；θ犻犼和

犃犔犻犼可以根据遥感图像中星下点的信息计算得到。

因此，可以计算犈狊犻犼与犈′狊犻犼的比例系数犉犻犼为
［６８］：

犉犻犼 ＝１－ｔａｎα犻犼ｃｏｔθ犻犼ｃｏｓω犻犼 （５）

　　设犇犖′狊犻犼为像元在水平地表的亮度值，则与

坡面上像元犇犖狊犻犼存在如下关系：

犇犖狊犻犼 ＝犇犖′狊犻犼·犉犻犼 ＝犇犖′狊犻犼·

１－ｔａｎα犻犼ｃｏｔθ犻犼ｃｏｓω犻（ ）犼 （６）

图１　太阳直射光的地形改正系数

Ｆｉｇ．１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Ｓｏｌａｒ

ＤｉｒｅｃｔＲａｄｉａｎｃｅ

１．３　月球表面遥感图像像元地面邻坡反射辐射

计算

由于起伏地表的遮挡，整个研究区域内仅有

部分像元的反射光到达目标像元犘犻犼。如图２所

示，在某一方向的地形剖面上，目标像元犘犻犼接收

的邻坡反射辐射的范围仅在犃犅 区域内。其余的

点由于地形遮挡，其反射光无法到达目标像元

犘犻犼。若ＤＥＭ上任一点其反射辐射欲达到目标像

元，则应满足下述条件：该点与目标像元点所成高

度角犺犽应比该点到目标像元连线上所有点与目

标像元点所成的高度角都要大［６］，即犺犽＞犺犻（犻＝

１，２，…，犽－１）。其中，犺犻是反射点与目标像元点

连线上第犻个点与目标像元点所成的高度角：

ｔａｎ犺犻＝ （犣犻－犣狆）／犛犻 （７）

犺犻＝ａｒｃｔａｎ［（犣犻－犣狆）／犛犻］ （８）

　　在ＤＥＭ上逐点进行上述计算和判断便可将

该区域上所有反射辐射能够达到目标像元点犘犻犼

的点确定出来。

图２　目标点接收的山地反射辐射

Ｆｉｇ．２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ａｄｉａｎｃ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ｂｙＴｅｒｒａｉｎ

目标像元犘犻犼与某一邻坡反射点犘犽犾之间所成

的立体角Ω犽犾计算公式为：

Ω犽犾 ＝ （犛·ｃｏｓβ犽犾）／犱犽犾
２ （９）

式中，犛为像元面积，β犽犾为邻坡反射点犘犽犾的入射

光线与目标坡面像元犘犻犼法向量的夹角，犱犽犾为邻

坡反射点犘犽犾到坡面像元犘犻犼的距离。

犘犻犼点的邻坡反射辐射照度为所有能够到达

犘犻犼点的反射点作用之和
［５，７］：

犈狉犻犼 ＝∑
犕

犽＝１
∑
犖

犾＝１

Φ犽犾／犛＝∑
犕

犽＝１
∑
犖

犾＝１

犔犽犾·

犛ｃｏｓθ犽犾·Ω犽犾／犛＝
１

犓∑
犕

犽＝１
∑
犖

犾＝１

犇犖犽犾·

ｃｏｓθ犽犾ｃｏｓβ犽犾／犱犽犾
２ （１０）

　　在对应数字地形图上，β犽犾可以方便地通过计

算犘犽犾犘犻犼连线（两点式）与像元坡面犘犻犼及相邻两

点决定的法线（点法式）的两直线交角得到，θ犽犾可

同理求得。

设犚犻犼为目标像元的反射率，则邻坡反射分量

亮度值可以表示为：

犇犖狉犻犼 ＝犓·犚犻犼·犈狉犻犼／π （１１）

１．４　遥感数字图像中的阴影判别

本文利用与遥感图像匹配的ＤＥＭ 和光照方

位参数进行遥感图像的阴影判断，其判别原理如

图３所示。对任意一个待判别像元，按照光线入

射反方向进行搜索，逐点计算待判别像元与前方

像元所构成的地面高度角犎犻犼。如果该角度大于

太阳高度角θ犻犼，则像元为阴影；否则为非阴影像

元。其中，高度角的计算公式为：

ｔａｎ犎犻犼 ＝ （犺犓犔 －犺犻犼）／犛犓犔 （１２）

式中，犺犓犔和犺犻犼分别为前方像元和待判别像元的

高程；犛犓犔为这两点间的直线距离。

１．５　月表目标非阴影像元反射率反演

在月球表面遥感图像中，非阴影像元的反射

率采用迭代算法来反演计算，并逐步逼近其真值。

当前像元的犇犖 值被一次性扣除环境照度影响

后，剩下的仅仅是太阳直射照度遥感值的近似值。

８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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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阴影的判别

Ｆｉｇ．３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ｈａｄｏｗ

因为每次反演得到的地面反射率都是近似值（第

一次反演得到初始像元地面反射率必须假定像元

遥感值等于太阳直射光遥感值：环境反射照度为

０），需要迭代逐次逼近其（反射率和环境反射照度

（遥感值））真值。

由于非阴影像元上太阳直射光照度大大高于

邻坡反射辐射照度，首先假设非阴影像元仅获得太

阳直射光照度，不考虑邻坡反射辐射，来进行地形

改正反演非阴影像元的反射率犚０犻犼。然后，利用经

过直射辐射地形校正后的反射率计算目标像元的

邻坡反射亮度值。将邻坡反射亮度值从目标像元

总亮度值中除去，再重复进行地形辐射改正，反演

目标像元的反射率犚犿犻犼，直到反射率值的变化量逼

近某一很小的常数。其反演流程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月表像元反射率反演的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Ｌｕｎａｒ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

理论上，距离的范围取得越大，当前像元坡面

上环境（反射）照度越大，像元反射分量遥感值越

大。但是，由于距离越大，反射像元对当前像元

（所成立体角越小）的反射照度贡献越小，以至于

增加距离范围像元坡面上环境照度不足以引起像

元遥感值的变化（传感器无法检出），这时距离的

范围才是合适的。这个合适的距离与当前像元的

地形环境、周围像元地面反射率、传感器灵敏度以

及成像瞬间的太阳高度角、方位角等因素有关。

当其他因素一定时，最佳距离范围主要与当前像

元所处的地形环境有关：地面平坦、简单，距离范

围大；反之则反。

１．６　月球表面遥感图像地形改正

月球表面遥感图像包括非阴影像元和阴影像

元。在地形改正过程中，本文分别对两种像元采

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改正。

对于非阴影像元，辐射地形校正后的像元亮

度值犇犖′犻犼为：

犇犖′犻犼 ＝犇犖′狊犻犼＝
犇犖狊犻犼
犉犻犼

＝

犇犖犻犼－犇犖狉犻犼
犉犻犼

（１３）

　　对于阴影像元，由于缺乏太阳直射光照，像元

的亮度值是由邻坡反射辐射造成的，则阴影像元

的反射率为：

犚犻犼 ＝π犇犖犻犼／犓犈狉犻犼 （１４）

　　当把阴影像元校正到水平地表时，其接收的太

阳直射辐射为水平面上太阳直射光辐射照度犈′狊犻犼：

犈′狊犻犼 ＝犈０ｓｉｎθ犻犼

式中，犈０为月球表面的太阳常数。

因此，校正后的阴影像元亮度值为：

犇犖′犻犼＝犓犚′犻犼犈＇狊犻犼／π （１５）

　　对于阴影中亮度值很小、甚至近似为０的像元

（太阳光经过月面多次反射、吸收、衰减，交叉反射

辐射照度很小，阴影像元月面反射信号很弱，传感

器无法检出），本文提出了一个近似的替代方案：可

以简单地用地形校正后的邻近同类像元（根据热红

外或微波特性判断）的亮度值替代，以完成月面遥

感数字图像的该类地形阴影消除和信息恢复。

综上所述，可以将月球遥感图像中每个像元

进行地形改正，生成无阴影的水平正射遥感图像。

２　实例及分析

本文选取了月球表面的一块真实影像进行了

实验，所有实验算法均基于ＶＣ＋＋语言开发完成。

图５（ａ）为１９９４年美国Ｃ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ｅ探月航天器获

取的月表近红外影像，图５（ｂ）为对应的ＤＥＭ 数

据，其空间分辨率均为１０００ｍ（ｈｔｔｐ：／／ａｓｔｒｏｇｅ

ｏｌｏｇｙ．ｕｓｇｓ．ｇｏｖ／Ｓｏｌ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Ｅａｒｔｈ／Ｍｏｏｎ／）。

从图５（ａ）可以看出，该地区分布的典型地形类型

９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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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环形山。该区域地形影响明显，阴影区域较多。

利用ＤＥＭ数据可以计算太阳直射光地形改正系

数，如图５（ｃ）所示。直射光改正系数的分布规律

与月表影像一致：缺乏光照的地区，直射光改正系

数小；光照充足的地区，直射光改正系数大。给定

水平面上太阳辐射为一常数，利用上述月球表面

遥感图像的地形改正方法，可以得到月球表面水

平无阴影遥感图像，结果如图５（ｄ）所示。可以看

出，本文提出的地形改正方法能够很好地消除月

表影像的阴影，充分恢复月表影像的反射／光谱特

征。同时我们发现，在环形山边缘地区存在校正

不足的现象，即部分边缘阴影无法恢复，这主要是

由于ＤＥＭ 数据和影像匹配或ＤＥＭ 数据采样存

在误差以及少数地形阴影中的遥感数值为０（太

阳光经过月面多次反射、吸收、衰减，交叉反射辐

射照度很小，阴影像元月面反射信号很弱，传感器

无法检出），同时又缺乏对应的微波和热红外遥感

资料，无法用同类地物像元遥感值替代所造成的。

图５　月球遥感影像及其地形辐射改正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ａｗＬｕｎａｒ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

为了更好地分析校正结果，笔者在月球影像

上选取了分别位于阴坡和阳坡的邻近像元的遥感

值进行了定量分析，选取的区域如图５（ａ）所示的

犃、犅区域。其中，阴／阳坡面可以根据当时太阳

入射光线的方位（太阳天顶角３５°，方位角２２５°）

进行判断。由于无法探测月球表面真实的地物覆

盖情况，对于邻近的阴、阳坡面的像元，可以假定

属于同一类地物，它们的像元值差异主要是由于

地表起伏所造成的。从表１可以看出，经过地形

改正后，分别位于阴、阳坡面的像元遥感值基本趋

近于一致，表明本文提出的校正方法能够有效地

消除地形对月表影响的影响。

表１　校正前后阴、阳坡影像像元值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ｉｘｅｌｓＶａｌｕ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坡度／ｒａｄ 坡向／ｒａｄ 犉
像元值

校正前 校正后

阴 ０．１７ ０．４４ ０．３９ ４８ １４５

坡 ０．３２ １．１２ ０．２６ ４４ １５４

区域犃 ０．３２ ６．１１ ０．３５ ２５ １３９

阳 ０．１３ ４．６１ ０．６１ １９８ １５３

坡 ０．３７ ３．８４ ０．８１ ２５５ １３３

阴 ０．２２ ０．７９ ０．３３ ４１ １４９

坡 ０．１８ ０．４９ ０．３８ ４６ １３３

区域犅 ０．０４ ３．９５ ０．５６ １５９ １４８

阳 ０．３５ ３．５４ ０．７７ ２５３ １３１

坡 ０．２８ ３．２７ ０．６９ ２５５ １４８

３　结　语

经过地形改正的月球表面遥感数字图像可视

为在月球表面的太阳光谱照度各点相同、地形状

况各点一致的最佳成像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月球表

面遥感数字图像。从理论上讲这样的月球表面遥

感数字图像应该是真正的月球表面遥感正射图

像。这样数字图像是对应月球表面上太阳光谱照

度无差异成像的结果，最大化地消除因位置（月球

经纬度）和地形对月球表面遥感数字图像的影响，

是对应月球表面波谱响应的结果。它充分、突出

地表达了地物波谱特性，提高了探测器对月球表

面物质（性质）的系统探测能力，并改善月球表面

遥感数字图像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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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Ｔｒｉｐ软件非差几何法精密定轨精度分析　　　　　　　　　张小红，等

 基于边缘特征点聚类分析的ＲＨＦ圆形目标快速检测 方圣辉，等

 简单地形特征建立ＤＥＭ的ＨＡＳＭ方法 宋敦江，等

 基于ＳＩＦＴ与粗差探测的ＳＡＲ影像配准 史　磊，等

 前视双基地ＳＡＲＣＳ成像算法 蔡复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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