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６卷 第８期

２０１１年８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６Ｎｏ．８

Ａｕｇ．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６１５。

项目来源：国家９７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ＣＢ７０７１０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９０６０９２，４１０７１２６１，４０６７６０９４）；国家自然基金委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０２１０６１）；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９ＣＤＢ１０７）；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科研经费资助项目；武汉大学博士生自主科研课题资助项目。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１）０８０９６０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星载激光雷达气溶胶数据辅助的
近岸浑浊水体大气校正研究

田礼乔１　陈晓玲１
，２，３
　邱　凤１　张　伟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江西师范大学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昌市紫阳大道９９号，３３００２２）

（３　南昌大学鄱阳湖环境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昌市南京东路２３５号，３３００３１）

摘　要：提出了一种星载激光雷达ＣＡＬＩＯＰ气溶胶数据辅助的 ＭＯＤＩＳ／Ａｑｕａ水色数据大气校正方法，并在长

江口及其邻近浑浊水体区域进行了实验。通过与实测光谱数据的对比分析说明，本文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如近红外波段离水辐亮度为零的假设的不合理性，摆脱对实测数据的依赖，有效地反演离水辐亮度，修复

ＳｅａＤＡＳ软件中短波红外近红外联合大气校正算法中短波红外波段引起的产品的条带问题。

关键词：水色遥感；大气校正；浑浊水体；ＭＯＤＩＳ；ＣＡＬＩＯＰ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海洋水色卫星传感器接收到的总辐射能量

８０％以上来自大气的干扰，而来自海面的辐射只

有３％～１５％
［１，２］。因此，消除大气程辐射的干

扰，获得有效的离水辐射信号，实现卫星影像大气

校正，是水色遥感信息提取的关键技术之一［３］。

目前，最为常用的大气校正算法由 Ｇｏｒｄｏｎ等人

提出，并逐步完善。该算法已内嵌在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管理局（ＮＡＳＡ）提供的海洋遥感数据资料

处理软件（ＳｅａＤＡＳ）中，能满足海洋清洁水体（Ｉ

类水体）水色遥感研究与应用的需求［４］。由于近

岸大气气溶胶和水体光学特性比较复杂，该算法

运用到中国近岸浑浊水体卫星水色数据处理时，

其大气校正模块不再适用［５］。因此，如何精确地

确定近岸浑浊水体上空大气气溶胶的光学特性，

并消除其对传感器所接收到的辐射的影响，成为

水色遥感定量反演中的关键问题。目前，针对近

岸ＩＩ类水体的大气校正研究主要集中在采用光

谱迭代和优化算法消除气溶胶的影响上［６，７］。这

些算法一般都需要以一定的假设或已知参数为基

础，但有些假设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状况，获

取已知参数使算法进一步业务化也存在一定困

难。因此，浑浊水体大气校正算法目前存在的关

键问题依然是在尽量不用假设条件和现场实测数

据的情况下，实现浑浊水体信号与气溶胶信号的

有效分离。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准同步的星载激

光雷达（ＣＡＬＩＯＰ）气溶胶数据辅助ＭＯＤＩＳ／Ａｑｕａ

水色影像的浑浊水体大气校正算法。

１　近岸浑浊水体大气校正

近岸浑浊水体大气校正中，瑞利散射太阳耀

斑等影响的计算方法相对成熟，其关键的问题往

往围绕高动态气溶胶辐射的定量估算展开。本实

验先对ＣＡＬＩＯＰ数据进行处理，求得其５３２ｎｍ

波段和１０６４ｎｍ波段的气溶胶光学厚度，并进行

光谱扩展，得到与 ＭＯＤＩＳ水色数据波段设置相

一致的气溶胶光学厚度信息，将其用于计算浑浊

水体上空气溶胶辐射的影响，最终实现浑浊水体

ＭＯＤＩＳ／Ａｑｕａ水色波段的大气校正。

１．１　犆犃犔犐犗犘气溶胶光学厚度求解

标准激光雷达方程可以表示为：

犡（狉）＝犆β（狉）犜
２（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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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犡（狉）是狉范围内的标准激光雷达信号；犆

是系统定标参数；β（狉）是后向散射系数；犜
２（狉）为

大气双向透过率。透过率犜（狉）可以表示为：

犜（狉）＝ｅ－τ
（狉），τ（狉）＝∫

狉

０
σ（狉′）ｄ狉′ （２）

式中，σ（狉′）是消光系数；τ（狉）是狉范围内的光学厚

度。散射和消光主要是由瑞利（分子）和气溶胶散

射共同引起的：

β（狉）＝β犚（狉）＋β犪（狉），σ（狉）＝σ犚（狉）＋σ犪（狉）

（３）

犛犪 ＝
σ犪（狉）

β犪（狉）
，犛犚 ＝

σ犚（狉）

β犚（狉）
＝
８π
３

（４）

式中，犛犚是大气分子消光系数；犛犪为激光雷达比；

瑞利后向散射系数β犚（狉）和消光系数σ犚（狉）可以

由大气模型计算和测量得到［８］，本实验中，β犚（狉）

由式（５）计算
［９］：

β犚（狉）＝５．４５
５５０（ ）λ

４

·１０－２８·ρ０·ｅｘｐ －
狉（ ）犎
（５）

式中，λ是激光雷达波长，本实验中，λ＝５３２ｎｍ

或１０６４ｎｍ；犎 为大气气溶胶标高，此处取８．３

ｋｍ；海表标准大气密度ρ０＝２．５×１０
１９ｃｍ－３。

根据ＡＥＲＯＮＥＴ测量的参数和邻近站点气

象参数确定激光雷达比犛犪后
［１０１２］，联立方程（１）

～（５），计算可得气溶胶消光系数σ犪（狉）。因为海

拔４０ｋｍ 以上的消光过程基本可以忽略，所以

ＣＡＬＩＯＰ探测得到的水域表面的气溶胶光学厚度

τＣＡＬＩＯＰ可以用式（６）计算：

τＣＡＬＩＯＰ ＝∫
４０

０
σ犪（狉′）ｄ狉′ （６）

１．２　气溶胶光学厚度光谱扩展

ＣＡＬＩＯＰ大气探测激光雷达与 ＭＯＤＩＳ水色

数据的波段设置存在差异，为了将ＣＡＬＩＯＰ气溶

胶光学厚度数据用于 ＭＯＤＩＳ水色遥感大气校正

研究，先利用ＣＡＬＩＯＰ５３２ｎｍ和１０６４ｎｍ两个

波段的气溶胶光学厚度数据计算光谱依赖指数，

即Ａｎｇｓｔｒｏｍ指数α，用下式表示
［１３］：

α＝
ｌｎ［τ犪（λ２）］－ｌｎ［τ犪（λ１）］

ｌｎ（λ１）－ｌｎ（λ２）
（７）

式中，λ１＝５３１ｎｍ，λ２＝１０６４ｎｍ。基于Ｊｕｎｇｅ谱

分布假设［１４］，通过对ＣＡＬＩＯＰ气溶胶光学厚度数

据光谱插值，可以获取 ＭＯＤＩＳ各个波段的气溶

胶光学厚度值τ犪（λ犻）
［１４，１５］。

１．３　大气校正处理

最常用的气溶胶单次散射犔犪狊（λ）的计算式

为：

犔犪狊（λ犻）＝
１

４πｃｏｓθ
ω犪（λ犻）τ犪（λ犻）犉０（λ犻）犘犪（θ，θ０，λ犻）

（８）

式中，犘犪（θ，θ０，λ犻）是散射角为α的气溶胶单次散

射相函数；ω犪（λ犻）为气溶胶单次散射反照率；犉０为

大气层外垂直入射的太阳辐照度；狉（θ）是入射角

为θ的菲涅耳反射率；θ０和φ０分别是太阳天顶角

和方位角；θ和φ 分别是传感器天顶角和方位

角［１］。其中，

犘犪（θ，θ０，λ犻）＝

犘犪（θ－，λ犻）＋［狉（θ）＋狉（θ０）］犘犪（θ＋，λ犻）

ｃｏｓθ±＝±ｃｏｓθ０ｃｏｓθ－ｓｉｎθ０ｓｉｎθｃｏｓ（φ－φ０）

　　根据Ｇｏｒｄｏｎ等人的研究，气溶胶与大气分

子之间的多次散射犔犿犪（λ）正比于单次散射犔犪狊

（λ）
［１６］：

犔犿犪（λ）＝犃（λ）·犔犪狊（λ） （９）

式中，犃为与气溶胶类型有关的经验常数，通过内

嵌在ＳｅａＤＡＳ的气溶胶模型查找表来确定。

２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针对长江口及其近

岸水体 ＭＯＤＩＳ／Ａｑｕａ影像进行了大气校正处理。

该区域由于海陆交互作用明显，气溶胶和水体的

光学特性都较为复杂，是典型的浑浊近岸水体区

域。ＳｅａＤＡＳ标准的近红外波段大气校正算法往

往对该地区的气溶胶辐射估算过高，从而导致大

气校正过度，甚至出现有些波段离水辐亮度为负

数的情况，而采用短波红外大气校正算法得出的

部分结果也有明显的条带噪声（见插页Ⅰ彩图２

（ｂ）、２（ｄ）和彩图２（ｆ）、２（ｈ））。本文提出的星载

激光雷达气溶胶数据辅助的近岸浑浊水体大气校

正方案主要分４步实现：① 利用ＳｅａＤＡＳ短波红

外近红外波段联合大气校正算法进行数据处理，

确定浑浊水体区域和大气校正失败的区域；② 对

ＮＡＳＡ下载的ＣＡＬＩＯＰ分层大气气溶胶光学信

息进行处理，以获取总体气溶胶光学厚度，并对照

浑浊水体区域和大气校正失败区域的经纬度范围

对数据进行最大概率统计分析，选取最具代表性

的气溶胶光学厚度值；③ 基于Ｊｕｎｇｅ谱假设，对

５３２ｎｍ和１０６４ｎｍ两个波段的星载激光雷达气

溶胶光学厚度进行光谱扩展，得出待校正区域的

ＭＯＤＩＳ各个波段的代表性气溶胶光学厚度数据，

利用ＳｅａＤＡＳ内嵌大气校正模型进行大气校正处

理；④ 利用同步实测数据对大气校正结果的精度

进行评价，并对误差原因进行简单分析。

插页Ⅰ彩图２（ａ）至２（ｄ）为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８

日的 ＭＯＤＩＳ／Ａｑｕａ影像４１２ｎｍ 波段各种大气

校正算法的结果，白色为云覆盖区域和大气校正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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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区域（见插页Ⅰ彩图２（ａ）长江口及其邻近浑

浊水体区域），棕色为陆地。点状线为准同步过境

的ＣＡＬＩＯＰ星载激光雷达轨迹线，从图中可以明

显地看出，ＣＡＬＩＯＰ传感器可以获取近岸浑浊水

体区域上空的大气气溶胶信息。插页 Ⅰ 彩

图２（ａ）为采用近红外波段离水辐亮度为零假设

的大气校正标准算法所得的结果；彩图２（ｂ）为采

用 Ｗａｎｇ等提出的短波红外近红外联合的大气

校正算法所得的结果；彩图２（ｃ）为采用ＣＡＬＩＯＰ

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数据作为输入的大气校正结

果；彩图２（ｄ）为短波红外近红外联合大气校正

算法条带严重区域的放大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短波红外近红外联合算法和ＣＡＬＩＯＰ大气校正

算法在长江口及其近岸浑浊水体都可以得到有效

的大气校正结果。短波段红外大气校正算法结果

有较明显的条带（见插页Ⅰ彩图２（ｂ）的方框区域

及对应的放大显示彩图２（ｄ）），这主要是因为短

波红外大气校正算法所用的１６４０ｎｍ波段的数

据本身具有较多条带噪声引起的。ＣＡＬＩＯＰ气溶

胶数据大气校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条带噪声

的问题。

本算法也被应用于其他有准同步激光雷达数

据的 ＭＯＤＩＳ／Ａｑｕａ影像的大气校正处理中。插

页Ⅰ彩图２（ｅ）至２（ｈ）为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２日长江

口及其邻近水体区域的大气校正结果。可以看

出，ＣＡＬＩＯＰ气溶胶数据辅助得出的大气校正产

品（插页Ⅰ彩图２（ｇ））能有效恢复ＳｅａＤＡＳ标准

算法中的大气校正失败区域（插页Ⅰ彩图２（ｅ）），

也能较好地避免短波红外近红外联合大气校正

产品中的严重条带问题（插页Ⅰ彩图２（ｆ）的方框

区域及对应的放大影像插页Ⅰ彩图２（ｈ））。２００６

年９～１０月，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近海海

洋科学考察开放航次”在本研究区域共获取１２组

实测光谱数据，其中站位犖２３（Ｎ３０°１４．８８７′，Ｅ

１２３°９．９３１′）与卫星过境时间最为接近，故选取其

作为实测验证点。图１为犖２３站位实测光谱数

据与ＣＡＬＩＯＰ激光雷达气溶胶数据辅助的大气

校正结果之间的对比。从图１可以看出，经本文

提出的大气校正算法校正后的影像遥感反射率与

实测数据吻合较好。由于４８８ｎｍ波段以后已经

出现 ＭＯＤＩＳ水色数据信号饱合，此处只能给出

４１２ｎｍ、４４３ｎｍ、４８８ｎｍ三个波段的对比结果。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主被动卫星遥感方式结合的

图１　犖２３站位实测光谱数据与ＣＡＬＩＯＰ气溶胶数

据辅助的 ＭＯＤＩＳ／Ａｑｕａ影像大气校正结果之间的对比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ｓｉｔｕ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ＯＤＩＳ／Ａｑｕａ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ＡＬＩＯＰＡｅｒｏｓｏｌＤａｔａｉｎＳｔａｔｉｏｎ犖２３

水色遥感大气校正算法。该算法 充 分 利 用

ＮＡＳＡ提供的ＣＡＬＩＯＰ气溶胶光学厚度标准产

品，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常见大气校正算法难以

获取同步气溶胶光学厚度作为输入的难题，具有

进一步业务化应用的潜力。在长江口及其近岸浑

浊水体区域，通过与实测光谱的对比分析，可以认

为，该算法能有效地反演遥感反射率和减少异常

值，进而实现浑浊水体区域的悬浮泥沙、叶绿素浓

度反演，这将有利于近岸Ⅱ类水体水色遥感研究

和应用的进一步开展。

此外，在本算法的应用中有几个问题仍需要引

起重视：① 由于受白天背景噪声信号、地域差异等

因素的影响，ＣＡＬＩＯＰ气溶胶数据反演算法还需要

进一步改进，气溶胶光学厚度的精度还需要进一步

提高；② 由于ＣＡＬＩＯＰ传感器只能获取与 ＭＯ

ＤＩＳ／Ａｑｕａ传感器同步的少量点状气溶胶光学厚度

数据，在两者结合的大气校正研究中，两者之间的

尺度差异还需要引起重视；③ 还需要更多的现场

实测数据对本文提出的算法进行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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