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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准同步的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反演的气溶胶为辅助，采用ＦＬＡＡＳＨ模型对２００９１０２４鄱阳湖 ＨＪ１Ａ／Ｂ

卫星ＣＣＤ影像进行大气校正处理。结果表明，大气影响可以被有效去除，在水体遥感反射率较高的红、绿波

段，大气校正精度较高，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１３．４％和９．８％；而在水体遥感反射率较低的近红外、蓝波段，大

气校正精度较低，这可能与波段不同的信噪比和陆地邻近像元效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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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传统的外业采样方法相比，遥感作为一种

独立的监测手段，提供了一种大面积同步的水质

监测方法［１，２］。我国２００８０９０６成功发射了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 ＨＪ１Ａ／Ｂ星，ＨＪ１Ａ／ＢＣＣＤ高

时空分辨率的特性将有效提高水质遥感监测的能

力与水平。

进行 ＨＪ１Ａ／ＢＣＣＤ大气校正研究，有效剔

除大气影响，是利用 ＨＪ１Ａ／ＢＣＣＤ数据进行水

质参数定量反演的首要关键问题。基于辐射传输

模型的传统大气校正方法，如６Ｓ、ＦＬＡＡＳＨ 等，

是比较常用的陆地应用传感器影像大气校正方

法，但这些方法一般需要依赖卫星过境时的大气

状况数据，而 ＨＪ１Ａ／ＢＣＣＤ没有专门针对大气

的波段设置，无法有效获得这些数据。利用同一

地区过境时间差别较小的其他卫星传感器获得的

大气气溶胶数据，实现自身卫星传感器的大气校

正，这种方法在不同卫星传感器之间得到了有效

应用。已有研究尝试将准同步的 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

获得的气溶胶数据，应用于我国近岸海域 ＨＪ

１Ａ／ＢＣＣＤ影像的大气校正
［３］。为了探讨Ｔｅｒｒａ／

ＭＯＤＩＳ气溶胶数据辅助的 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

影像大气校正方法在我国内陆湖泊水体的适用

性，本文以鄱阳湖为例，对 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

像的大气校正进行了研究。

１　研究区域和数据

鄱阳湖（２８°２２′～２９°４５′Ｎ，１１５°４７′～１１６°４５′

Ｅ）位于江西省北部，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平均

水深８．４ｍ，最深处２５．１ｍ左右。鄱阳湖以松门

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面为入江水道，长４０

ｋｍ；南面为主湖区，长１３３ｋｍ（见图１）。它承纳

江西省境内赣江、抚河、信江、饶河和修水５大河

流（简称“５河”）的来水来沙，经调蓄后，由湖口注

入长江。丰水期（４～９月）鄱阳湖水面辽阔，枯水

期（１０月～来年３月）水位下降，洲滩裸露，具有

“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自然景观，是一个典型的

过水性、吞吐型、季节性的内陆湖泊。

２００９１０１７和２００９１０２４日笔者对枯水期

鄱阳湖进行了野外观测。实验当天，天气晴朗无

云，获取了光谱数据和水质数据等，采样站位地理

分布如图１所示，黑色三角形表示２００９１０１７入

江水道采样站位，黑色圆点表示２００９１０２４主湖

区采样站位。光谱测量采用美国ＳｐｅｃｔｒａＶｉｓ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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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ＳＶＣＨＲ１０２４便携式地物光谱仪，采用

水面以上法进行光谱测量［４］。图２显示了利用实

测光谱推导出的水体遥感反射率曲线，入江水道

的水体遥感反射率明显高于主湖区。实验影像数

据采用的是２００９１０２４的ＨＪ１Ａ／ＢＣＣＤ影像和

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影像，两颗卫星当天过境研究区域

的时间间隔小于１ｈ。

图１　鄱阳湖地理位置及采样站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

图２　鄱阳湖采样站位实测遥感反射率曲线

Ｆｉｇ．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ｓａ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

２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气溶胶数据辅助的

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像大气校正方法，其基本

原理为：ＨＪ１Ａ／ＢＣＣＤ没有短波红外（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ＷＩＲ）波段，无法有效获得大气气溶胶

光学厚度（ａｅｒｏｓｏ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ＡＯＤ）数据，而

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可利用两个短波红外波段同时获

得气溶胶类型和光学厚度。ＨＪ１Ａ／Ｂ和 Ｔｅｒｒａ

同属太阳同步轨道卫星，降交点时刻均为上午

１０：３０左右，可以认为两者是准同步的，过境同一

地区成像时的大气状况差异较小，因此，Ｔｅｒｒａ／

ＭＯＤＩＳ影像反演获得的气溶胶信息可近似作为

同一地区准同步的 ＨＪ１Ａ／ＢＣＣＤ影像大气校正

的输入参数。利用准同步的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影像

反演获得的气溶胶数据，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

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像基于辐射传输模型大气

校正方法对地面同步实测气溶胶的依赖。

２．１　犜犲狉狉犪／犕犗犇犐犛犃犗犇数据反演

针对 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影像，选择合适的大气

校正算法反演获得较为准确的 ＡＯＤ数据，是本

文实验的一个关键。根据２００９年实测数据分析

结果，鄱阳湖水体光学性质受叶绿素（０．６４９～

１８．５８２ｍｇ·Ｌ
－１）、悬浮泥沙（３～５２４ｍｇ·Ｌ

－１）

和黄色物质（４００ｎｍ吸收系数０．４９５～１．１７０１

ｍ－１）的共同影响，属于典型的ＩＩ类水体。在近红

外波段，由于悬浮泥沙和叶绿素的后向散射，鄱阳

湖水体在近红外波段的离水辐亮度不为０，因此，

文献［５］关于海洋Ｉ类水体的假设并不适用于鄱

阳湖水体。在短波红外波段，悬浮泥沙和叶绿素

的后向散射很弱，可以认为鄱阳湖水体在短波红

外波段的离水辐亮度近似为０，故本文选用ＳＷＩＲ

大气校正算法［６］处理与 ＨＪ１Ａ／ＢＣＣＤ影像准同

步的 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影像数据，获得并统计５５１

ｎｍ出现频率最高的 ＡＯＤ，作为研究区域有代表

性的ＡＯＤ数据。

２．２　犜犲狉狉犪／犕犗犇犐犛犃犗犇辅助的 犎犑１犃／犅犆犆犇

影像大气校正

将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反演获得的有代表性的

ＡＯＤ数据，按照式（１）、（２）转化为能见度；选择

ＥＮＶＩ软件中ＦＬＡＡＳＨ大气校正模块，将能见度

作为ＦＬＡＡＳＨ模块重要的输入参数，对经过辐

射定标和几何校正的 ＨＪ１Ａ／ＢＣＣＤ影像进行大

气校正处理，获取反射率数据；提取水体区域，按

照式（３）将得到的水体反射率数据转化成遥感反

射率数据：

β＝ＡＯＤ／α （１）

υ＝３．９１２／β （２）

式中，α为气溶胶层厚度（ｋｍ）；"为消光系数（１／

ｋｍ），υ为能见度（ｋｍ）。

Ｒｒｓ＝ρ狑／π （３）

式中，ρ狑 为反射率；Ｒｒｓ为遥感反射率。

２．３　波段等效遥感反射率计算

为了对 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像大气校正结

果进行验证，利用实测数据，按照式（４），计算获得

ＣＣＤｂａｎｄ１至ｂａｎｄ４对应波段的等效遥感反射

率Ｒｒｓ１、Ｒｒｓ２、Ｒｒｓ３和Ｒｒｓ４：

Ｒｒｓ犻 ＝

∫
λ２

λ１

ＲＳＲ犻（λ）Ｒｒｓ（λ）ｄλ

∫
λ２

λ１

ＲＳＲ犻（λ）ｄλ

（４）

９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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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Ｒｒｓ犻为波段等效遥感反射率；Ｒｒｓ（λ）为各

站位实测的连续光谱遥感反射率；ＲＳＲ犻（λ）为

ＣＣＤ波段的光谱响应函数；λ１、λ２ 分别对应光谱

响应函数两侧的０．１％的响应点。

３　实验与分析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的 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 反演获得的

５５１ｎｍ出现频率最高的ＡＯＤ数据为０．３０，将其

转化为能见度作为ＦＬＡＡＳＨ 模块的输入参数，

对ＨＪ１Ａ／ＢＣＣＤ影像进行大气校正处理。

３．１　结果验证

图３显示了２００９１０２４鄱阳湖９个采样站点

处实测波段等效遥感反射率ｉｎｓｉｔｕＲｒｓ、ＣＣＤ影

像未经大气校正的表观遥感反射率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Ｒｒｓ和大气校正后的遥感反射率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ｒｓ在

４个波段上的对比结果。与未经大气校正的Ａｐ

ｐａｒｅｎｔＲｒｓ相比，除蓝波段外，大气校正后的Ｓａｔ

ｅｌｌｉｔｅＲｒｓ更接近实测值ｉｎｓｉｔｕＲｒｓ，此结果表明

该实验有效去除了大气影响。近红外波段和蓝波

段的遥感反射率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ｒｓ４、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ｒｓ１与

实测数据相比结果偏高，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２０４．９％和５１．６％。红波段和绿波段的遥感反射

率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ｒｓ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ｒｓ３与实测值吻合较

好，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１３．４％和９．８％，大气校

正效果较为理想。

图３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鄱阳湖９个采样站位对应的 ＨＪ１Ａ／ＢＣＣＤ影像４个波段

ｉｎｓｉｔｕＲｒｓ、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ｒｓ和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ｒｓ的对比结果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ｉｎｓｉｔｕＲｒｓ，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ｒｓａｎ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ｒｓｏｆ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４，２００９ＨＪ１Ａ／ＢＣＣＤＩｍａｇｅａｔＮｉｎ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

　　如图４所示，大气校正平均相对误差按照从

小到大依次为绿波段、红波段、蓝波段和近红外波

段，而这几个波段对应的等效遥感反射率均值正

好符合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０．０４５、０．０４１、

０．０２４和０．０１０。数据表明，高遥感反射率波段大

气校正效果较好，低遥感反射率波段大气校正效

果较差。这可能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① 在低

遥感反射率波段（近红外、蓝波段），水体信号较

弱，信噪比较低，噪声对结果影响更大；② 在低遥

感反射率波段，水体信号与植被信号亮度相差更

大，受陆地邻近像元效应影响更为明显，由此引起

的误差也越大。原因是枯水期的鄱阳湖水道较

窄，岸边地表覆盖多为植被，在影像上表现为亮目

标，而水体为暗目标。已有研究表明［７］，当周围环

境信号大于研究目标信号亮度时，目标反射率对

周围环境信号比较敏感，环境信号与目标信号亮

度相差越大，像元邻近效应越严重。较强的陆地

邻近像元效应同时使得蓝波段和近红外波段的大

气校正结果偏高，导致影像遥感反射率高于对应

实测数据。

３．２　结果分析

图５显示了２００９１０２４鄱阳湖 ＨＪ１Ａ／Ｂ

图４　采样站点实测波段等效遥感反射率平均值Ｒｒｓ

与ＣＣＤ影像对应像元大气校正结果平均相对误差 ＭＲＥ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ａｎｄ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ｒｓａｎｄＣＣＤ

Ｉｍａｇ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ＭＲＥａ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ＣＣＤ影像经大气校正后４个波段的水体遥感反

射率。由于鄱阳湖不同水域水体的光学特性存在

差异，水体遥感反射率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特

征，以鄱阳湖松门山为分界点，南北水域水体的遥

感反射率差别比较明显。图６给出了松门山以北

入江水道和松门山以南主湖区ＣＣＤ影像各个波

段水体遥感反射率的平均值。入江水道４个波段

的水体遥感反射率平均值均高于主湖区，这主要

与悬浮泥沙后向散射的强弱程度有关。入江水道

水体实测悬浮泥沙浓度均值为１６６．５３ｍｇ·Ｌ
－１，

而主湖区仅为３９．７７ｍｇ·Ｌ
－１，高浓度的悬浮泥

沙能产生更强的后向散射。入江水道高浓度的悬

浮泥沙可能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修水和赣

０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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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一条分支在此处注入鄱阳湖，带来上游大量

泥沙，赣江水体含沙量较多，其多年平均的来沙量

占“５河”总来沙量的６２．８１％
［８］；二是该水域存在

大量的采沙活动，人为扰动引起泥沙悬浮。采沙

活动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当时采沙活动并不

具规模，但在２００１０２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实行

图５　鄱阳湖 ＨＪ１Ａ／ＢＣＣＤ影像大气校正结果

Ｆｉｇ．５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Ｊ１Ａ／ＢＣＣＤＩｍａｇ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

全面禁采后，大量采沙船涌入鄱阳湖［９］。

图６显示主湖区ＣＣＤ影像水体遥感反射率

波段平均值最高的是绿波段，而入江水道是红波

段。这一变化可结合图２来分析，在悬浮泥沙浓

度较低的主湖区，红波段遥感反射率数值低于绿

波段，但在悬浮泥沙浓度较高的入江水道，红波段

高于绿波段。这表明，随着悬浮泥沙浓度的增大，

红波段比绿波段对高浓度泥沙更为敏感，遥感反

射率数值上升更快。正如图７所示，与主湖区相

比，入江水道实测数据模拟的绿波段等效遥感反

射率增加了０．００８，红波段则增加了０．０１８。分析

表明，ＣＣＤ影像大气校正后的水体遥感反射率在

入江水道和主湖区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实测数据分

析结果是吻合的。

图６　鄱阳湖入江水道和主湖区 ＨＪ１Ａ／ＢＣＣＤ

影像各个波段水体遥感反射率的平均值

Ｆｉｇ．６　ＭｅａｎＲｒｓＶａｌｕｅｏｆＨＪ１Ａ／ＢＣＣＤＩｍａｇｅａｔ

ＥａｃｈＢａｎｄｉ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ｎｄＭａｉｎＬａｋｅＢｏｄｙｏｆ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

４　结　语

本文探讨了 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气溶胶辅助的

ＨＪ１Ａ／ＢＣＣＤ大气校正方法在内陆湖泊———鄱

阳湖的适用性。实验采用ＳＷＩＲ大气校正方法

处理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影像获得ＡＯＤ数据，以该数

据转化的能见度作为ＦＬＡＡＳＨ 模块的输入，对

图７　鄱阳湖入江水道和主湖区实测光谱数据

模拟得到的波段等效遥感反射率的平均值

Ｆｉｇ．７　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Ｂａｎｄ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Ｒｒ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ＩｎｓｉｔｕＤａｔａｉ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ｋｅＢｏｄｙｏｆ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

准同步的 ＨＪ１Ａ／ＢＣＣＤ影像进行大气校正。研

究结果表明，与未经大气校正的数据相比，大气校

正结果更接近于实测数据，这说明大气影响得到

了有效去除。水体遥感反射率较高的红、绿波段

大气校正效果较好，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１３．４％

和９．８％；水体遥感反射率较低的近红外和蓝波

段大气校正效果较差，这可能与波段不同的信噪

比和陆地邻近像元效应有关。校正后的影像水体

遥感反射率在入江水道和主湖区的空间分布特征

与实测数据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

本文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① 由于缺乏丰

水期地面验证数据，并未将大气校正方法应用于

水面相对开阔的丰水期鄱阳湖 ＨＪ１Ａ／ＢＣＣＤ影

像；② 对陆地邻近像元效应的影响只进行了定性

讨论，并未进行定量分析。在后续的研究中，将利

用丰、枯水期鄱阳湖更多的实测数据和影像数据，

进一步深入评价 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气溶胶辅助的

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像大气校正方法在内陆湖

泊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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