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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６Ｓ大气辐射传输模型为基础，计算了气溶胶光学厚度、太阳天顶角、传感器天顶角以及地表海拔变

化对于校正得到的地表反射率的影响，讨论了６Ｓ模型对于这些参数的敏感性，提出了一种基于查找表的大

气校正方法，利用６Ｓ模型离线计算建立了不同气溶胶的光学厚度、太阳天顶角、传感器天顶角以及地表海拔

条件下大气校正系数的查找表，基于该查找表对 ＭＯＤＩＳ影像进行逐像元大气校正。通过对本文方法、６Ｓ在

线校正方法和利用统一输入参数校正方法的比较表明，本文方法的计算结果与６Ｓ在线校正方法很接近，说

明本文方法可以有效地改善由于大气条件、传感器位置等空间分布差异对 ＭＯＤＩＳ图像大气校正的影响。

关键词：逐像元；ＭＯＤＩＳ；查找表；大气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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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遥感理论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应用

中的不断完善，遥感已经从开始的定性解释发展

到了现在的定量分析。大多数地表参数的定量遥

感模型如反照率、叶面积指数等都是建立在地表

反射率的基础上［１］，通过大气校正获取精确的地

表反射率信息是遥感定量分析的关键问题［２］，也

是主要难点之一。随着定量遥感技术的迅速发

展，特别是利用多传感器、多时相遥感数据进行土

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监测、全球资源环境分析、

气候变化监测等的需要，使得遥感图像大气校正

方法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对遥感图像大气校

正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３］。

太阳辐射从穿过大气层到达地表，然后被反

射再次穿过大气层到达遥感传感器的过程中，受

到大气分子、气溶胶和云粒子等大气成份吸收与

散射的影响，其获取的遥感信息中带有一定的非

目标地物的成像信息，因此需要进行大气校正，去

除遥感图像中的大气影响。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影

响主要来源于大气的吸收、大气分子的瑞利散射

和气溶胶的米散射作用，大气校正的目标就在于

从遥感传感器观测到的辐射信号中去除这些作用

的影响，得到地面目标物的真实反射率［４］。目

前，大气校正的方法有暗目标像元法、地表实测线

性回归法、大气辐射传输模型法等［５，６］，其中辐射

传输模型法由于普适性好、精度较高，在近年来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已有多位学者利用此方

法对遥感影像进行了大气校正处理。沈强和鄂栋

臣基于６Ｓ（ｓｅｃｏ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ｉｇ

ｎａｌｉｎｔｈｅｓｏｌａ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ｒａｄｉａｔｉｖｅｃｏｄｅ）模型对

南极高纬度地区的ＡＳＴＥＲ可见光波段的影像进

行了大气校正［７］；温兴平等利用不同定标系数对

ＣＢＥＲＳ０２影像进行了大气校正，并将结果与

ＥＴＭ＋影像校正结果进行了比较［８］；王中挺等利

用 ＭＯＤＴＲＡＮ模拟大气状况，建立了针对不同

大气模式的查找表来计算大气校正参数，用于提

高中巴资源卫星图像的大气校正速度［９］，但是没

有考虑到气溶胶空间分布差异对影像的影响；赵

春江等利用６Ｓ模型建立了气溶胶光学厚度和表

观辐亮度的查找表来直接计算地表的反射率，并

采用暗目标像元法反演出ＴＭ 影像的气溶胶光

学厚度来对该影像进行大气校正［３］，该方法考虑

了气溶胶光学厚度的空间分布差异，但是没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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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传感器、太阳位置以及海拔的变化。由于这些

研究 主要是针对范 围 较 小 的 ＴＭ、ＡＳＴＥＲ、

ＣＢＥＲＳ等遥感影像，考虑的变化因素相对较少，

或者把整幅影像的输入参数看成均一，或者仅仅

考虑气溶胶光学厚度的变化。也有学者利用６Ｓ

模型对 ＭＯＤＩＳ影像进行了大气校正，但所选研

究区的范围都不大，并非针对全景影像，也都是采

用了统一的输入参数进行大气校正［１０，１１］。对于大

范围的遥感影像而言，各个像元的差异比较大，用

统一的输入参数进行校正无法考虑各个像元的大

气状况、观测角度等条件的差异，但是如果每个像

元都在线运行辐射传输模型计算将耗费大量的计

算机资源和时间，如何在保证精度的条件下实现

逐像元的大气校正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针

对上述问题，本文利用６Ｓ离线计算建立了不同条

件下大气校正系数的查找表，基于查找表对 ＭＯ

ＤＩＳ影像进行逐像元的大气校正。

１　６犛模型

６Ｓ模型是目前世界上发展得比较完善的大

气校正模型之一，由Ｖｅｒｍｏｔｅ等人在５Ｓ（ｔｈｅｓｉｍ

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ｔｈｅｓｏｌａｒｓｐｅｃ

ｔｒｕｍｒａｄｉａｔｉｖｅｃｏｄｅ）模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来
［１２］，

适用于０．２５～４μｍ波长范围内电磁波的大气辐

射传输的模拟。利用６Ｓ模型进行大气校正的工

作流程是：将大气参数、几何参数、观测波段和海

拔高度等条件输入６Ｓ模型之后，通过计算模拟太

阳辐射在大气中的传输状况，给出大气校正系数

狓犪、狓犫 和狓犮。

２　敏感性分析

通常，在利用６Ｓ模型进行大气校正时，往往

假设整个研究区的大气条件均一，太阳和传感器

的观测角度一致，地表具有相同的海拔高度，然后

利用６Ｓ模型计算出大气校正系数，并应用于整个

图像，得到整个研究区地表的真实反射率。对于

小范围的遥感影像（如 ＴＭ 或者裁切为小块的

ＭＯＤＩＳ数据），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是对于大范

围的遥感影像（如整幅 ＭＯＤＩＳ或者ＡＶＨＲＲ数

据）而言，这样的简单假设就显得不合理了，势必

会影响校正得到的地表反射率的精度。

本文分析了利用６Ｓ模型计算地表反射率校

正的结果对于这些参数的敏感性，从而更深层次

地了解各种参数对于大气校正结果的影响程度，

为大气校正过程中的参数选取提供参考。本文选

择了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太阳天顶角、传感器天

顶角以及地表海拔这４个参数的变化来分析对

６Ｓ模型大气校正结果的影响。

６Ｓ模型的初始输入参数为：太阳天顶角设为

３０°，方位角为０°，卫星天顶角设为３０°，方位角为

９０°，成像日期为７月１日，大气模式为中纬度夏

季，气溶胶类型选择大陆型气溶胶，５５０ｎｍ光学厚

度为０．５，地表海拔设为１ｋｍ，波段选用ＭＯＤＩＳ的

第１、２、３、４波段，表观反射率设为０．３。然后分别

计算气溶胶光学厚度在０～１之间、太阳天顶角在

５°～３５°之间、传感器天顶角在０°～６５°之间、海拔高

度在０～４０００ｍ之间的变化对于校正得到的地

表反射率的影响，结果如插页Ⅱ彩图１所示。

从插页Ⅱ彩图１可以看出，气溶胶光学厚度

对于大气校正的影响明显要高于其他因素，传感

器天顶角对于大气校正的影响也比较大，太阳天

顶角以及海拔高度的变化对于６Ｓ模型大气校正

的影响相对较小。如果对于大气校正的精度要求

不高，可以只考虑气溶胶光学厚度以及传感器天

顶角的变化，其他要素设为常量，这样查找表比较

简单，而且运算速度大大提高。

３　查找表的建立和逐像元校正方法

利用６Ｓ模型离线计算不同气溶胶光学厚度、

太阳天顶角、传感器天顶角以及地表海拔情况下

的校正系数狓犪、狓犫、狓犮，建立针对这４个因素的查

找表。６Ｓ模型的初始参数设置基本同前面敏感

性分析时的输入参数，但气溶胶光学厚度、太阳天

顶角、传感器天顶角和海拔的取值范围有所变化。

在敏感性分析中，４个参数的取值比较常见，而在

建立查找表时还要考虑一些不常见的情况，所以

此处参数的取值范围如下：光学厚度取值０～２，

在０～１之间以０．１步长变化，在１～２之间以０．２

步长变化，共１６个值；太阳天顶角从０°～８０°以

１０°的步长变化，共有９个值；传感器天顶角从０°

～７０°以１０°的步长变化，共有８个值；地表海拔选

取０ｍ、２００ｍ、５００ｍ、１０００ｍ、２０００ｍ和４０００

ｍ共６个值。将上述参数组合代入６Ｓ模型循环

计算，得到 ＭＯＤＩＳ前７个波段在不同气溶胶光

学厚度、太阳方位角、传感器方位角、地表海拔下

的大气校正系数狓犪、狓犫、狓犮的查找表。

对 ＭＯＤＩＳ影像进行大气校正时，从 ＭＯＤＩＳ

Ｌ１Ｂ数据中导出表观辐亮度、太阳天顶角、传感器

天顶角数据，从 ＭＯＤＩＳ的气溶胶光学厚度产品

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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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读出光学厚度数据，结合 １ｋｍ 分辨率的

ＳＲＴＭＤＥＭ数据，逐像元根据查找表进行线性

插值，计算出当前像元对应波段的大气校正系数

狓犪、狓犫、狓犮，并计算该像元的地表反射率。整个校

正流程见图１。

图１　基于查找表的 ＭＯＤＩＳ逐像元大气校正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ｉｘｅｌｂｙｐｉｘｅ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ｃｏｒｒ

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ＤＩ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ｏｋｕｐＴａｂｌｅ

４　结果与讨论

ＭＯＤＩＳ影像范围很大，很难像 ＴＭ 大气校

正那样在卫星过境的同时进行地表同步观测来对

校正结果进行验证。前人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

在大气参数、几何位置信息等输入参数较为准确

的情况下，小范围的遥感影像经过６Ｓ模型的大气

校正后，得到的地表反射率信息比较准确。本文

主要验证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利用查找表逐像元进

行大气校正与整景影像利用统一输入参数进行大

气校正的差别。

为了对本文方法的大气校正结果进行验证，对

比了利用６Ｓ模型逐像元在线计算（６Ｓ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ｒｒｅ

ｃｔｉｏｎ，Ｏｎｌｉｎｅ）、基于查找表逐像元校正（ｌｏｏｋｕｐｔａ

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ＬＵＴ）以及整景影像利用统一输入参

数的６Ｓ模型校正方法（ｐａｒａｍａｔｅｒｕｎｉｆｏｒｍｍｅｔｈｏｄ，

ＰＵ）对于 ＭＯＤＩＳＬ１Ｂ影像的校正结果。因为６Ｓ

模型在线计算耗时太长，本文取了一景２００５年１０

月１７日的ＡＱＵＡ／ＭＯＤＩＳＬ１Ｂ数据的一个扫描行

（２１３７个像元）来进行验证。

插页Ⅱ彩图２给出了扫描线上自西向东各个

像元的气溶胶光学厚度、太阳天顶角、传感器天顶

角和地表海拔。可以看出，气溶胶变化比较剧烈，

有些像元低于０．２，有些像元高于０．６；太阳天顶

角自西向东逐渐增大；传感器天顶角从星下点开

始向两边逐渐增大；海拔高度总体上来说西高东

低，西部总体上在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ｍ之间，东部海

拔一般低于５０ｍ，为平原区域。

６Ｓ在线逐像元校正过程中，各个像元的气溶

胶光学厚度数据、太阳天顶角、传感器天顶角和地

表海拔分别来自各像元对应的数据。整景影像利

用统一输入参数的６Ｓ模型校正过程中，气溶胶光

学厚度取中心像元值０．１５，太阳天顶角取值４９°，

传感器天顶角取值０°，地表海拔取值３０ｍ。

三种不同校正方法得到的 ＭＯＤＩＳ第１、２、３、

４波段的地表反射率见插页Ⅱ彩图３（利用云掩膜

数据掩去了有云的像元）。从插页Ⅱ彩图３可以

看出，第１、３和４波段的ＬＵＴ法和Ｏｎｌｉｎｅ法的

校正结果很接近，而ＰＵ法得到的地表反射率与

前两者的差别要大一些，第２波段（近红外波段）

受到气溶胶散射的影响相对较小，ＬＵＴ法、Ｏｎ

ｌｉｎｅ法和ＰＵ法这三种方法计算得到的地表反射

率比较接近。

以 Ｏｎｌｉｎｅ法的校正计算结果为基准，以

ＬＵＴ法和ＰＵ法计算得到的第１～４波段反射率

的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表１）来进行定量评价。从

表１也可以看出，除了第２波段两种方法的误差

相差较小之外，其余波段查找表法的校正精度要

显著高于统一参数法。

表１　犔犝犜法和犘犝法校正结果的均方根误差

Ｔａｂ．１　ＲＭ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ＬＵＴ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ＰＵ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ｎｄ１ Ｂａｎｄ２ Ｂａｎｄ３ Ｂａｎｄ４

ＬＵＴ法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３７

ＰＵ法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１３９

５　结　语

本文以６Ｓ大气辐射传输模型为基础，分析了

大气校正结果对于气溶胶光学厚度等参数变化的

敏感性。结果表明，气溶胶光学厚度以及传感器

天顶角的变化对于大气校正结果的影响较大，太

阳天顶角以及地表海拔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用统一的输入参数对 ＭＯＤＩＳ影像进行大

气校正会产生比较大的误差。

通过对本文方法、６Ｓ在线校正方法和利用统

一输入参数校正方法的比较表明，本文方法的计

算结果与６Ｓ在线校正方法很接近，而统一输入参

数法的校正结果有一定程度的偏差，说明本文方

法可以有效地改善由于大气条件、传感器位置等

空间分布差异对 ＭＯＤＩＳ图像大气校正的影响。

本文方法相对于６Ｓ在线校正法而言，速度要快捷

很多；相对于统一输入参数法而言，精度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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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能够体现不同像元的大气性质、观测条件和

地表海拔的空间分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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