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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ＡＴＣＯＲ３模型的大气校正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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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４１０００）

介绍了ＡＴＣＯＲ３的算法，应用ＡＴＣＯＲ３对安徽铜陵及黄山地区两景ＴＭ图像进行了大气

校正，并用目视比较与提取ＮＤＶｌ分析的方法，比较了校正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ＡＴＣｏＲ３校正后，有
效地去除了薄雾对图像的影响；同时比较了ＡＴＣＯＲ３和ＡＴＣＯＲ２对同地区的校正效果，发现对于山区崎
岖地表状况下，ＡＴＣＯＲ３还原了下垫面的原貌，校正效果优于ＡＴＣＯ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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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地区，应用最为广泛；黑暗像元法直接、实用，

言

但没有考虑像元间多次散射的影响，同时对图像

大气校正对地面目标识别有重要作用，目前
常用的大气校正方法有辐射传输模型法、黑暗像
元法、不变目标法、直方图匹配法等方法［１－－２】．
黑暗像元法由于不需要卫星同步观测数据及野外

中的黑暗像元确定有一定的主观性，校正精度比
较低［引．精度较高的校正方法还是辐射传输模型
法，最常用的辐射传输模型有ＬＯＷＴＲＡＮ、ＭＯＤ—

ＴＲＡＮ和６Ｓ等，基于这些辐射传输模型，发展出

场地测量等的辅助、且能够适用于历史数据和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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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大气校正模块，包括ＡＣＯＲＮ、ＡＴＣＯＲ、

像元反射的辐射和散射进入传感器的部分，如式

ＡＴＲＥＭ、ＦＬＡＡＳＨ、ＨＡＴＣＨ、ＨＩＴＲＡＮ等【４１．

（１）所示．其中，只有第二部分包含了目标地物信

其中ＡＴＣＯＲ大气校正模型由德国Ｗｅｓｓｌｉｎｇ光电

息，故大气校正就是把（ａ）和（ｃ）部分的信息从图

研究所Ｒｉｃｈｔｅｒ博士于１９９０年研究提出并且经过

像移除，从而恢复目标特征．图像经过辐射定标

大量验证和评估的一种快速大气校正算法［５－６】．

以后，校正过程分为三步：
１）忽略邻边效应的情况下，地表反射率表示

ＡＴＣＯＲ模型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适用于卫星图像

的模式，包括１９９６年提出的用于平坦地面的ＡＴ－

为

ＣＯＲ２模型和１９９８年提出的可以推广到山区崎岖
地面的ＡＴＣＯＲ３模型；另一种是适用于机载和航
拍的ＡＴＣＯＲ４模型．ＡＴＣＯＲ模型算法的核心部
分是一个以ＭＯＤＴＲＡＮ４代码计算辐射传输方程

的数据库，通过输入传感器几何条件、光谱特征
及成像时的气溶胶等参数，通过插值法计算查找
表，从而进行精确快速的大气校正【６１．本文首先介
绍了ＡＴＣＯＲ３模型校正原理，然后利用该模型对

ｐ（１）＝—７ｒ［ｄ２面（ｃｏ丽４－ｃｌｉＤＮ丽）－厂Ｌｐ］，
～最（ｍ＝ｏ．１５）
’

ｒ

（２）
Ｐ７

式中ｄ２代表太阳到地球之间的距离，最为地面
辐照度，勺为地表到传感器的总透过率，ｅｌ为
仪器辐射响应度，ｃ０为仪器偏置，Ｌｐ为程辐射
亮度，ＤⅣ为图像灰度值；
２）计算每个像元邻近范围内的平均反射率，

安徽不同区域的ＴＭ图像进行了大气校正，并对

万＝万１∑ｐ兽，即用一个Ⅳ×Ｎ的低通滤波器

校正结果进行了有效的评价．

来进行邻边效应的去除．Ⅳ的大小由选取的半径

”ｔ，ｙ＝ｌ

为Ｒ区域所包含的像元值决定，冗的有效范围为

２

ＡＴＣｏＲ３大气校正原理

０．５，－，１ ｋｍ；

对于无云的不均匀地表情况，传感器入瞳处

３）在计算背景反射率肼＝ｏ．１５时，包含球形
反照率对全球通量的影响，模型的最后一步通过

的表观反射率可表示为【７】

平均反射率万与背景反射率Ｐ，的差值对其进行了

Ｐ＋（Ｏｓ，钆，也一丸）＝ｐａ（Ｏ。，Ｏｖ，九一丸）＋

黑［ｐ（Ｍ）ｅ－ｒ肌协（螂ｄ（儿）】，（１）

其中，Ｐ＋慨，乱，九一丸）是卫星入瞳处的表观反
射率，以，民，九一机分别为太阳天顶角、观测天
顶角和传感器的相对方位角，ｐａ（Ｏ。，儿，也一如）是

校正．

对于崎岖地表状况下，ＡＴＣＯＲ３算法比平坦
地面情况下增加了计算单个像元周围０．５ ｋｍ反射
率的地形观测因子ｖｔ凹ｒａｉ。（ｚ，Ｙ）

Ｋｅｒｒａｉｎ＠，Ｙ）＝１一Ｖｓｋｙ（Ｘ，耖），

大气反射率，Ｐ、Ｐ。分别为目标和背景反射率，
Ｔ（０ｓ）是太阳到地面总的透过率，Ｓ为大气半球反

Ｋｋｙ（ｚ，Ｙ）由校正时图像所提供的高程信息计算得

照率，ｅ－ｒ／＃．、ｔｄ（儿）分别为地表到传感器的直

出，对于平坦地面Ｋｋｙ（。，Ｙ）＝１．ＡＴＣＯＲ３中反射

射和漫射透过率，丁为大气垂直光学厚度。通常

率的计算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在忽略邻边效应的情

传感器入瞳处的辐亮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况下，以一个固定不变的地形反射率万｛２。ｉ。＝０．１

（ａ）

大气程辐射；（ｂ）目标像元反射的辐射；（ｃ）邻近

作为迭代的起始值，地表反射率表示为

ｐ趴刎）＝瓦画丽历面泛７ｒ｛面ｄ２［ｃ藏ｏ ４－历ｃｚＤｉＮ（ｘｉ，ｙ）瓦］－两Ｌｐ（ｉｚ，Ｏ磊ｒ，咖丙）｝蔼磊＝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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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ｚ，Ｙ是水平坐标，与像元位置的地理参考坐

方法相同。

标有关；ｚ是垂直坐标，由地面高程信息得到；

３

邵（名，０、，，纠为程辐射；～（ｚ，０、，）为地面到传感器
３．１

观测角的透射率；ｎ（ｚ）为太阳到地表的直接透射
率；ｐ（ｚ，Ｙ）为太阳射线与地面法线之间的角度；
６（ｚ，Ｙ）为二进制系数，当像元受到太阳直接照射

２１３

应用实例
ＡＴＣＯＲ３大气校正
ＡＴＣＯＲ３大气校正模型广泛应用在常用遥感

软件中，如ＥＲＤＡＳ

Ｉｍａｇｉｎｅ

９．０和ＰＣＩ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ａｌ

９．０以及这些软件的更高版本．ＡＴｃＯＲ３大气校

时为１，否则为０；最太阳直射辐照度；日ｉｆ（ｚ，Ｙ，名）
为漫射辐照度；最（ｚ，风）地表总辐照度；－：ｔｅ”ｒｒａｉ。
为变化的地表平均反射率，以ｉ＝１，２，３迭代计算；
Ｙｔｅｒｒａｉ。（ｚ，Ｙ）为地形变化因子，值在０—１之间．崎
岖地表状况下的邻边效应去除和大气半球反照率

正的操作流程如图１所示。
运用ＰＣＩ ９．０软件中嵌入的ＡＴＣＯＲ３大气校
正模块对安徽铜陵地区（Ｎ３００４５７３６Ⅳ一３１０１０７１２Ⅳ，

Ｅｌｌ７０３７７１２Ⅳ一１１８。１０’４８Ⅳ）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６日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对全球通量影响的去除方法与平坦地表状况下的

图１
Ｆｉ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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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Ｍ数据进行大气校正。设置相关参数，

校正结果如图２所示．

ＡＴＣＯＲ３大气校正的操作流程
ｆｌｏｗ ｏｆ ＡＴＣＯＲ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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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ｆｔｅ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ｂｅｆｏｒ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图２大气校正前后ＴＭ图像４、３、２波段假彩色合成图
Ｆｉｇ．２

ＴＭ ｆａｌｓｅ ｃｏｌｏ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ＧＢ ｗｉｔｈ ｂａｎｄｓ ４，３ａｎｄ ２

（ｂ）ＮＤＶＩ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ＶＩ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图３大气校正前后图像的ＮＤＶＩ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ＮＤＶＩ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通过目视比较可以发现，大气校正前图像对

一化植被指数进行分析比较，如图３所示．

比度不高；大气校正以后，有效地去除了薄雾对

图３中较亮部分为植被，黑色部分为水体．对

图像的影响，图像对比度明显增加，左侧长江周边

比图像可以发现，左侧长江周边地区在去除了薄

地区地物更加清晰可辨，恢复了下垫面的原貌；

雾的影响以后，像元明显变亮，即ＮＤＶＩ值得到了

右下角靠近皖南山区的区域，由于校正时计算了

较大提高；水体的ＮＤＶＩ值在校正后有所降低。统

天空视界、山体倾斜度和阴影等信息，校正后突

计表明，校正前图像的ＮＤＶＩ均值为０．３３６，校正

出了山体的倾斜度，山体的棱角更加分明，对山

后图像ＮＤＶＩ均值增加到０．５０５，图像校正以后，

体阴影进行了去除，有效地提高了图像的质量。归

ＮＤＶＩ最大值增大，最小值变小．因此，大气校正

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反映了地表的生态环境，。

能够增大高植被覆盖区与低植被覆盖区ＮＤＶＩ的

在以往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Ｉｓ】．因此，为了更好

差别，使植被信息更加突出．

地分析校正效果，对校正前后的图像分别提取归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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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Ｍ ｂａｎｄ １ ａｆｔｅｒ ＡＴＣＯＲ２

图４
Ｆｉｇ．４

（ｂ）ＴＭ ｂ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ｌ

ａｆｔｅｒ ＡＴＣＯＲ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ＣＯＲ２校正与ＡＴＣＯＲ３校正后ＴＭ第１波段图像

ＴＭ ｂａｎｄ １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ＴＣＯＲ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ＣＯＲ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为了验证在对崎岖地表状况下的图像进行
大气校正时，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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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ＡＴＣＯＲ３比ＡＴＣＯＲ２具有更好
本文在介绍了ＡＴＣＯＩＬ３算法的基础上，运用

的校正效果，文中选取地面起伏较大的黄山地
区（Ｎ２９０３４’３６＂一２９０５５’４８”，Ｅｌｌ７０３１’１２”，－４１７０５７’
３６”）的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６日的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ＴＭ数据作

为原始数据，分别利用ＡＴＣＯＲ２和ＡＴＣＯＲ３校
正模块对图像进行大气校正。根据校正区域地面

高程数据，在ＡＴＣＯＲ２中设置地面平均高程为３００
ｍ进行校正；在ＡＴＣＯＲ３中，提供校正区域地面
高程数据，并设置其他相关参数，进行校正。用
ＡＴＣＯＲ２与ＡＴＣＯＲ３模型校正后的结果分别如图
４（ａ）、（ｂ）所示。

ＡＴＣＯＲ３模型对ＴＭ数据做大气校正，通过目视
比较及提取图像ＮＤＶＩ值比较发现，ＡＴＣＯＲ３大

气校正消除了薄雾对图像的影响，校正后图像中
的植被信息得到了突出，增强了图像的对比度，
提高了图像的质量。最后用ＡＴＣＯＲ３和ＡＴＣＯＲ２
分别对山区ＴＭ数据进行校正，结果表明，在对
地形起伏较大的山区进行大气校正时，ＡＴＣＯＲ３
比ＡＴＣＯＲ２更能反映下垫面的高程情况，还原下

垫面的原貌，具有更好的效果．

由于大气散射对可见光谱区的电磁波影响明

显，瑞利散射强度与波长的４次方成反比，波长越
短，散射越强。因此，ＴＭ图像的第１波段受大气
散射影响最为严重。由图４可以看出，ＡＴＣＯＲ２

参考文献：

【１】

校正中设定了地面平均高程，校正后基本去除了

Ｚｈｅｎｇ
ｏｆ

Ｗｅｉ，Ｚｅｎｇ

Ｚｈｉｙｕａ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

薄雾对图像的影响，但图像对比度不高，下垫面

ａｇｅｓ【Ｊ】．Ｒｅｍｏｔｅ

的轮廓仍然不清晰；ＡＴＣＯＲ３在校正时提供了精

６６－７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确的地面高程信息，与ＡＴＣＯＲ２校正后图像比较

郑伟，曾志远．遥感图像大气校正方法综述【Ｊ】．

发现，ＡＴＣＯＲ３校正后的图像对比度明显增加，
下垫面山地崎岖地形清晰可见，山体棱角分明，
有效地去除了邻边效应的影响，增强了图像清晰
度，还原了下垫面的原貌。

【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４）：

遥感信息，２００４，（４）：６６－７０．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Ｍａ Ｊｉｎｊｉ，Ｗａｎｇ Ｊｉａｃｈｅｎｇ．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ＩＳ ｉｍａｇｅ ｆｏｒ ｔｕｒｂｉ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ｅ．．

ｔｅｒｓ闭．Ｊｏｕｒｎａｌ
ｔａｌ

万方数据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０７，２（４）：３０６－３１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学

陈瑾，麻金继，王家成．海岸带浑浊水域ＭＯＤＩＳ

王

建，潘竟虎，王丽红．基于遥感卫星图像的

图像的大气校正（Ｊ】．大气与环境光学学报，２００７，

ＡＴＣＯＲ２快速大气纠正模型及应用【Ｊ】．遥感技术

２（４）：３０６－３１１．

与应用，２００２，１７（４）：１９３－１９７．

嘲

Ｌｉａｎｇ Ｓ Ｌ，Ｆａｎｇ Ｈ

与

Ｌ，Ｃｈｅｎ Ｍ Ｚ．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ｔ－

境

光

问

Ｉ：ｍｅｔｈｏｄｓ嗍，ＩＥＥ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０ｎ

忉

Ｑｉ

Ｘｕｅｙｏｎｇ，Ｔｉ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Ｑｉｎｇｊｉｕ．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ｎｇ【Ｊ】．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ｆｏｒ

吼

Ｗａｎｇ ３Ｊａｎ，Ｐａｎ Ｊｉｎｇｈｕ，Ｗａ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ｇｅｓ朗．Ｒｅｍｏｔ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ｆａｓｔ ａｔｍｏ－
ｆｏｒ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麻金继

息定量化方面的研究．

万方数据

ｉｍ—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ｐｐ．－

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１７（４）：１９３－１９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作者简介。

Ａ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７，３５（３）：

Ｓｈａｎｇｐｅｉ，Ｈｅ Ｂｉｎｆａｎｇ，Ｌｉｕ Ｈｕｉｍ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Ｘｕ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Ｌｉｈｏ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６７５—６８６．

嘲

国土资源遥感，２００５，（４）：１－６．

Ｕｓ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ｌａｒ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ａｎｄ＆ＲＢｓｏｕｒｃ皑，

亓雪勇，田庆久．光学遥感大气校正研究进展【Ｊ１．

Ｉｍａｇｅｒｙ【ｓ１．／／ＡＴＣＯＲ２／３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６ｓ：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Ｊ】．ＩＥＥＥ

ｒｅｍｏｔｅ

２００５，（４）：１－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Ｖｅｒｍｏｔｅ Ｅ Ｆ，Ｔａｎｒｅ Ｄ，Ｄｅｕｚｅ Ｊ Ｌ，ｅｔ ａ１．Ｓｅｃ－
ｏｎｄ

２４９８．

阐

Ｒ．Ａｔｏｍ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Ｇｕｉｄｅ（ＶｅＴ．６．１）．

Ｇｅｏ－

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１，３９（１１）：２４９０－

Ｒｉｃｈｔｅｒ

报

ｆｏｒ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ＥＴＭ＋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ｒｅ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

气

环

４卷

学

大

２１６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ＭＯＤＩ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

ＶＩ

ｂｙ ａｔ－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０６，１（３）：２０２－２０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葡尚培，何彬方，刘惠敏．大气校正对几种ＭＯＤＩＳ

植被指数影响的分析闭．大气与环境光学学报，
２００６，ｌ（３）：２０２－２０９．

（１９７５－），男，汉族，安徽当涂人，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光学遥感和遥感信

基于ATCOR3模型的大气校正应用研究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麻金继， 陈浩， MA Jin-ji， CHEN Hao
安徽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大气与环境光学学报
JOURNAL OF ATMOSPHERIC AND ENVIRONMENTAL OPTICS
2009,4(3)

参考文献(8条)
1.王建;潘竟虎;王丽红 基于遥感卫星图像的ATCOR2快速大气纠正模型及应用[期刊论文]-遥感技术与应用
2002(04)
2.亓雪勇;田庆久 光学遥感大气校正研究进展[期刊论文]-国土资源遥感 2005(04)
3.Liang S L;Fang H L;Chen M Z Atmospheric correction of Landsat ETM+ land surface imagerypart
Ⅰ:methods 2001(11)
4.荀尚培;何彬方;刘惠敏 大气校正对几种MODIS植被指数影响的分析[期刊论文]-大气与环境光学学报 2006(03)
5.Vermote E F;Tanre D;Deuze J L Second simulation of the satellite signal in the solar
spectrum,6s:an overview[外文期刊] 1997(03)
6.Richter R Atomspheric/Topographic Correction for Satellite Imagery
7.陈瑾;麻金继;王家成 海岸带浑浊水域MODIS图像的大气校正[期刊论文]-大气与环境光学学报 2007(04)
8.郑伟;曾志远 遥感图像大气校正方法综述[期刊论文]-遥感信息 2004(04)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qyhjgxxb200903008.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