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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有限的卫星观测数据，通过反演地物二向性反射分布函数（ＢＲＤＦ）模型提取复杂地表的真实信

息，是一个不适定的地球科学反演问题。为了克服离散不适定性带来的困难，在分析引起模型解不稳定的原

因和数据误差传递机制的基础上，使用构建滤波函数的方法实现ＢＲＤＦ模型的正则化约束反演。实验结果

表明，正则化滤波算法与 ＭＯＤＩＳＡＭＢＲＡＬＳ算法精度相当，完全适用于具有充足观测和稀疏观测情况下的

地物参数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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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卫星遥感技术和遥感反演理论的不断发

展，通过多角度卫星数据反演ＢＲＤＦ模型是准确

获取地表反照率的主要途径。然而，观测数不足

或角度弱分布的观测样本会使ＢＲＤＦ模型欠定，

此时，反演的最大困难就是欠定模型所表现出的

不适定性。针对不适定的反演问题，文献［１］提出

构建潜数据使欠定模型超定，并求其最小二乘解。

但这种方法依赖于ＢＲＤＦ测量数据的不断积累

和先验知识的不断更新。文献［２］使用ＱＲ分解

法来改善反演矩阵的病态特征，并建议用奇异值

分解法反演ＢＲＤＦ模型参数，但前者只适合超定

模型的求解。鉴于上述问题，本文依据病态反演

理论和算法［３６］，通过构建滤波函数实现ＢＲＤＦ

的正则化约束反演。

１　反演方法

１．１　犅犚犗犉模型的不适定性

波长λ处地物双向光谱反射率可以用半经验

线性ＢＲＤＦ模型进行描述
［７］：

ρ犿（λ，θ狊，θ狏，φ）＝犳ｉｓｏ（λ）＋犳ｇｅｏ（λ）·

犽ｇｅｏ（λ，θ狊，θ狏，φ）＋犳ｖｏｌ（λ）犽ｖｏｌ（λ，θ狊，θ狏，φ）（１）

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７，８］。

式（１）可以写成矩阵形式：

犓犳＝ρ （２）

其中，模型参数向量犳＝［犳ｉｓｏ　犳ｇｅｏ　犳ｖｏｌ］
Ｔ；ρ＝

［ρ０　ρ１　…　ρ狀－１］
Ｔ 为观测数据向量；ＢＲＤＦ模

型核矩阵的代数算子犓＝

１ 犽０ｇｅｏ 犽０ｖｏｌ

１ 犽１ｇｅｏ 犽１ｖｏｌ

  

１ 犽犿－１ｇｅｏ 犽犿－１

熿

燀

燄

燅ｖｏｌ

。如

何根据观测数据获取参数犳是整个反演过程的

关键。由于ＢＲＤＦ模型对角度抽样、角度分布以

及观测样本的噪音非常敏感，传感器定标、高浓度

气溶胶和云检测、大气校正等都有可能成为对地

表参数有效反演的噪声源。ＭＯＤＩＳ通过多天累

积得到目标像元的多次观测，理论上能实现

ＢＲＤＦ模型的超定。但实际上，这些多角度的反

射率数据会因为线性相关、噪音污染等诸多因素

而使得ＢＲＤＦ模型的反演矩阵的条件数很大，从

而导致反演的不稳定，此时，称ＢＲＤＦ模型为奇

异系统。此外，卫星观测方向不足、观测样本不充

分等因素也会导致模型欠定，导致模型反演困难。

１．２　反演问题的正则化泛函分析

欠定系统反演困难的根本原因是由系统的小

奇异值引起的，可以通过构造正则化滤波器将系

统的较小奇异值过滤掉，从而达到改善ＢＲＤＦ模

型核矩阵算子的代数特征谱的目的。因此，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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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小二乘反演的基础上，通过正则化的手段对

解施加罚项约束，从优化理论的角度求解目标函

数的极小元，即在犾２赋范空间极小化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泛函，使ＢＲＤＦ模型的反演问题适定
［５］：

犳γ ＝ａｒｇｍｉｎ ‖犓犳－ρ‖
２
犾
２＋γ‖犔犳‖

２
犾｛ ｝２

（３）

上述极小化问题等价于求解离散的Ｅｕｌｅｒ方程：

犓犓犳γ＋γ犎犳γ ＝犓

ρ （４）

其中，γ为正则化参数；犔为正则算子（犎＝犔犔

为约束矩阵）。γ对正则化过程至关重要，γ太大，

导致噪音被过滤掉的同时解也被部分过滤掉，γ

太小，噪音未被完全过滤掉，得到的解不稳定。在

处理 ＭＯＤＩＳ卫星数据时，利用 ＭＯＤＩＳ探测器的

信噪比计算出误差水平作为正则化参数的初始猜

值，然后通过阻尼 Ｍｏｒｏｚｏｖ偏差原则和高阶收敛

的牛顿迭代法来确定最佳的正则化参数［３６］。对

已知地物种类，如果累积到的有效观测不足以使

ＢＲＤＦ模型超定，采用先验知识进行约束反演，可

以改善反演结果的精度。通过直接测量可以获得

大量不同地物的ＢＲＤＦ背景资料，利用这些测量

数据可以建立ＢＲＤＦ模型参数的先验分布知识。

根据地物目标知识库中所有地物数据可以得到

ＢＲＤＦ模型参数的平均值珚犳＝
１

犖
∑
犖

犻＝１
犳犻（犖 为地物

目标知识库中收集到的训练样本数目）。因此，正

则算子犔在程序中的形式为
［９］：

犔＝

１－犖
－１

－犖
－１

－犖
－１

－犖
－１ １－犖

－１
－犖

－１

－犖
－１

－犖
－１ １－犖

－

熿

燀

燄

燅１

（５）

１．３　观测误差传播机制的分析

卫星观测数据珘ρ和地物目标反射率的真实值

ρ之间满足关系式珘ρ＝ρ＋η（η为随机噪声）。若

线性紧算子犓 的奇异系统为（σ犼；狌犼，狏犼），运用奇

异值分解方法，可得到最小二乘解。当ｍｉｎσ｛ ｝犼

→０时，观测数据的误差将被放大１／σ犼→"

倍，从

而导致解的高度不稳定性。由于线性模型（１）的

核函数均只依赖于卫星观测的几何角度，所以，误

差的传播主要是由角度抽样随机噪声η和系统

的小奇异值 ｍｉｎσ｛ ｝犼 控制的，误差水平的传播因

子为１／ｍｉｎσ｛ ｝犼 。对这种奇异系统，通过ＬＳＥ方

法无法得到模型参数解空间内的解。

１．４　正则滤波器的构建

对线性紧算子犓 的奇异系统（σ犼；狌犼，狏犼），有

犓狌犼＝σ犼狏犼，犓
狏犼＝σ犼狌犼（犓

为犓的伴随算子）。由

犳γ＝ （γ犎 ＋犓
犓）－１犓

ρ 得 （犓
 ）－１ （γ犎 ＋

犓犓）犳γ＝ρ，其中，犎＝狌犎ｄｉａｇ（δ犼）狏
Ｔ
犎，由于

（犓）－１（γ犎＋犓犓）狌犼 ＝
γδ犼＋σ

２
犼

σ犼
狏犼

（γ犎＋犓犓）犓－１狏犼 ＝
γδ犼＋σ

２
犼

σ犼
狌犼

不难得出，算子（犓）－１（γ犎＋犓犓）的奇异值为

（γδ犼＋σ
２
犼）／σ犼，故：

犳γ ＝∑
∞

犼＝１

ωγ（σ
２
犼）

σ犼
（ρ，狏犼）狌犼 ＝∑

∞

犼＝１

σ犼
σ
２
犼＋γδ犼

（ρ，狏犼）狌犼

（６）

因此，正则化滤波函数可选择如下形式：

ω
Ｔｉｋｈ
γ （σ

２
犼）＝

σ
２
犼

σ
２
犼＋γδ犼

（７）

其中，ω
Ｔｉｋｈ
γ （σ

２
犼）＝

１，σ
２
犼＞γδ犼

０，σ
２
犼＜γδ

烅
烄

烆 犼

。

根据前面的分析，在最小二乘问题的基础上，

对１／σ犼施加一个抑制因子（１０），便可得到 Ｔｉｋ

ｈｏｎｏｖ正则化解：

犳
Ｔｉｋｈ
γ ＝∑

∞

犼＝１

σ犼（狌
Ｔ
犼珘ρ）

σ
２
犼＋γδ犼

狏犼 ＝ （犓
犓＋γ犎）－

１犓
珘ρ

（８）

　　当约束矩阵犎≡犐为恒定单位阵时，通过滤

波函数构建的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方法退化成基于

谱截断的奇异值分解（ＴＳＶＤ）正则化，对应的滤

波函数为ω
ｒｅｇＴＳＶＤ
γ （σ

２
犼）＝

１，σ
２
犼＞γ

０，σ
２
犼＜

烅
烄

烆 γ
。此时得到的

模型参数解犳
ｒｅｇＴＳＶＤ
γ ＝∑

σ
２
犼＞γ

σ犼（狌
Ｔ
犼ρ）

σ
２
犼＋γ

狏犼＝（犓
犓＋

γ犐）
－１犓

ρ。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所构建的滤波函

数的不同，正则化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可以

根据正则化滤波函数需要满足的条件，选择合适

的滤波器实施正则化。

２　算法应用与分析

２．１　犘犗犔犇犈犚３／犘犃犚犃犛犗犔多角度数据

由于ＰＯＬＤＥＲ３探测器采用双向ＣＣＤ阵沿

轨±５１°和跨轨±４３°扫描，因此，ＰＯＬＤＥＲ３数据

为地表参数的定量遥感提供多角度支持。ＬＳＣＥ

从卫星观测（观测数据已经过去云处理和大气效

应的扣除）中筛选数据建立了不同地物覆盖的

ＢＲＤＦ数据库。

从ＰＯＬＤＥＲ３／ＰＡＲＡＳＯＬＢＲＤＦ数据库中

选择常绿针叶林的测量数据进行反演。正则化滤

波算法和 ＭＯＤＩＳＡＭＢＲＡＬＳ算法反演的３个通

道（中心波长分别为５６５ｎｍ、６７０ｎｍ和８６５ｎｍ）

的结果如表１所示。可以看出，两种方法反演结

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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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３个通道的一致率（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ＰＯＣ）大于９７％，这表明正则化滤波算法在用多

角度遥感数据反演时的精度和 ＭＯＤＩＳＡＭ

ＢＲＡＬＳ算法相当。

表１　正则化滤波算法（犚犉犜）和 犕犗犇犐犛

犃犕犅犚犃犔犛算法反演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ｅｄ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ＲＦＴ）ａｎｄＭＯＤＩＳ

ＡＭＢＲＡＬ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模型

参数

波长／ｍｍ

５６５（绿） ６７０（红） ８６５（ＮＩＲ）

ＲＦＴ ＡＭＢＲＡＬＳ ＲＦＴ ＡＭＢＲＡＬＳ ＲＦＴ ＡＭＢＲＡＬＳ

犳ｉｓｏ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２

犳ｇｅｏ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犳ｖｏｌ ０．２０６ ０．２０６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０ ０．３４１ ０．３４２

ＰＯＣ ９９．２８％ １００％ ９７．８４％

　　图１给出了卫星观测结果与模型反演的结果

比较情况，ＲＭＳ表示均方差，Ｃｏｒ．表示相关系数。

其中，第一、二和三行依次对应８６５ｎｍ、６７０ｎｍ

和５６５ｎｍ通道的结果；第一列是卫星观测的双

向反射率极坐标图，第二列是观测值与模型值偏

差极坐标图，第三列是观测值与模型值的散点图。

极坐标图中，横线表示太阳主平面（后向散射方向

位于右边），由内到外每个圆代表观测天顶角２０°

的增量，小圆圈代表热点方向。从图１中可以看

出，双向反射率的最大值出现在热点方向；反射率

的方向性特征在可见光近红外光谱区域十分明

显，且可见光部分的方向性特征较其他光谱范围

的要强一些。通过反演得到的模型值与观测值的

偏差对每个通道而言略有变化。但是，根据模型

与观测值的偏差、均方差以及相关系数的比较结

果，模型反演出的双向反射率的值非常接近观测

值。对数据库中的不同地物进行分析后，所得结

论非常接近。因此，正则化滤波算法完全适用于

反演有充足观测的地物ＢＲＤＦ。

２．２　犕犗犇犐犛观测数据

选取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７、２８日（分别对应于当

年的第３３０和３３１天）青藏高原地区的 Ｔｅｒｒａ

ＭＯＤＩＳ数据进行反演。所选区域对应的ＭＯＤＩＳ

正弦投影网格编号为 Ｈ２５Ｖ０５，４个角点的经纬

度分别为（４０．０°Ｎ，９１．３７９°Ｅ）、（４０．０°Ｎ，１０４．４３３°

Ｅ）、（３０．０°Ｎ，８０．８２９°Ｅ）和（３０．０°Ｎ，９２．３７６°Ｅ）。

反演所用的 ＭＯＤ０９ＧＡ数据全部由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ＮＡＳＡＭＯＤＩＳ数据订制接口提供。反

演得到的红光和近红外波段的反照率结果如图２

所示。表２中给出了根据§１．２节的方法得到的

ＭＯＤＩＳ１～７通道正则化参数γ的初始猜值。其

图１　模型反演结果与观测值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中，ＭＯＤＩＳ反射率数据的噪音
［１０］用于求解近似

Ｍｏｒｏｚｏｖ偏差方程以获取最佳的正则化参数。

图２　２００９年 Ｈ２５Ｖ０５区 ＭＯＤＩＳ图像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ＩＳＩｍａｇｅｒｙｏｖｅｒＴｉｌｅＨ２５Ｖ０５ｉｎ２００９

表２　犕犗犇犐犛陆地通道技术参数及相应的

正则化初始猜值

Ｔａｂ．２　ＭＯＤＩＳＬａｎｄＢ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通道

序号
ＳＮＲ

定标和大气校正造成

的影像反射率噪音

正则化参数初

始猜值

１ １２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８１３

２ ２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９７５

３ ２４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１１５

４ ２２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３８６

５ ７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５１４

６ ２７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６３６

７ １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０９１

　　图３是 Ｈ２５Ｖ０５区（共２４００×２４００个像素

点）反演结果的直方图。图３（ａ）中，云、冰雪和水

等未参与反演的像元约占１７％；参与反演的像元

处理后的结果分布在［０．２，０．９５］区间。图３（ｂ）

反照率的涨落区间为［０．３，０．９５］。可以发现，红色

可见光通道和近红外通道的反照率的直方图分布

类似。需要指出的是，青藏高原地区有常年积雪

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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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云像元和地面雪像元同时出现在卫星视

场内时，可能会造成云／雪像元的误判。因此，参

与计算的地物像元中可能混有未识别的雪像元。

从图２（ａ）中可以看出明显的两条拼接痕迹，

造成图像的左右两部分明暗程度不一，这是由

ＭＯＤＩＳ大气校正后的反射率产品的特点决定的

（以８ｄ为周期进行合成）。选择藏南地区７００像

元×７００像元作为研究区域，对应的经纬度范围：

北纬３０．０°～３３．０°，东经８４．６８３°～９０．７８８°（如图

４所示）。该地区的海拔较高，晴空时能见度高，

气溶胶的影响非常小，大气以瑞利散射为主。图

４中的黑色区域是未反演的区域，包括云、冰雪或

水体等像元。研究区域地物覆盖类型多以草地和

湿地为主，红、绿、蓝光波段的反照率的值多分布

在０．５、０．３５和０．２３附近。从图３和图５的统计

结果以及图２和图４的反演结果可以看出，在观

测数不足的情况下，正则化滤波算法反演结果的

纹理特征非常细致。图４（ｂ）和图４（ａ）在图像细

节上非常接近，这表明正则化滤波算法能有效地

再现地物的本征信息。

　　

图３　２００９年 Ｈ２５Ｖ０５区利用ＤＯＹ３３０和

ＤＯＹ３３１的 ＭＯＤＩＳ数据反演结果统计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ｖｅｒＴｉｌｅＨ２５Ｖ０５

ｆｒｏｍＭＯＤＩ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ＯＹ３３０ａｎｄＤＯＹ３３１ｉｎ２００９
　　　　　　

图４　感兴趣区域（７００像元

×７００像元）１（红）、３（蓝）、

４（绿）三通道的合成图像

Ｆｉｇ．４　Ｔｈｒｅ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Ｔｒｕｅ

Ｃｏｌｏ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图５　感兴趣区域 ＭＯＤＩＳ１（红）、３（蓝）、

４（绿）通道白空反照率直方图

Ｆｉｇ．５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ＷｈｉｔｅＳｋｙＡｌｂｅｄｏｏｖｅｒＲＯＩ

ｉｎＭＯＤＩＳＢａｎｄ１

３　结　语

本文从分析导致奇异系统解不稳定性的根本

原因着手，通过构建正则化滤波函数的方法对

ＢＲＤＦ模型进行约束反演。由于需要陆地参数，

前期工作已经论证了此算法对质量较好、观测方

向充足的多角度观测数据的反演精度和 ＭＯＤＩＳ

ＡＭＢＲＡＬＳ算法精度相当。为了验证算法的自

适应能力，使用了ＰＯＬＤＥＲ３／ＰＡＲＡＲＯＬ多角

度数据和采样不足的 ＭＯＤＩＳ数据进行反演实

验。实验结果表明，正则化滤波算法能同时反演

超定和欠定的不适定问题。通过滤波函数的构建

实施正则化约束的方法，为陆地地表参数的有效

提取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新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新途

径，对解决地球科学中的其他反演问题具有借鉴

作用。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王彦飞研究员和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与遥感中心

ＷａｎｇＺｈｕｏｓｅｎ博士给予的指导。ＰＯＬＤＥＲ３／

ＰＡＲＡＳＯＬＢＲＤＦ数据由ＬＳＣＥ制作并由ＰＯＳ

ＴＥＬ服务中心提供，ＭＯＤＩＳ数据通过 ＮＡＳＡ

ＷＩＳＴ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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