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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TCOR3模型的大气校正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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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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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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tmospheric Correction Based on ATCOR3 Model

MA Jin-ji，CHEN Hao

(College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tthu 24100，China)

Abstract：The algorithm of ATCOR3 was introduced．Then the algorithm was applied to correct two scene

TM imageries of Tongling and Huangshan of Anhui Province．By the method of eye comparison and NDVI

analyzing，the effect of the correction was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haze on images is

effectively eliminated．Atmospheric correction result by the ATCOR3 and the ATCOR2 Was compared，and

it indicated that the ATCOR3 restore was better than ATCOR2 when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he surface

was rugged ter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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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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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地测量等的辅助、且能够适用于历史数据和偏

远地区，应用最为广泛；黑暗像元法直接、实用，

但没有考虑像元间多次散射的影响，同时对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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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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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大气校正模块，包括ACORN、ATCOR、

ATREM、FLAASH、HATCH、HITRAN等【41．

其中ATCOR大气校正模型由德国Wessling光电

研究所Richter博士于1990年研究提出并且经过

大量验证和评估的一种快速大气校正算法[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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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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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不同区域的TM图像进行了大气校正，并对

校正结果进行了有效的评价．

2 ATCoR3大气校正原理

对于无云的不均匀地表情况，传感器入瞳处

的表观反射率可表示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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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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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率，e-r／#．、td(儿)分别为地表到传感器的直

射和漫射透过率，丁为大气垂直光学厚度。通常

传感器入瞳处的辐亮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a)

大气程辐射；(b)目标像元反射的辐射；(c)邻近

像元反射的辐射和散射进入传感器的部分，如式

(1)所示．其中，只有第二部分包含了目标地物信

息，故大气校正就是把(a)和(c)部分的信息从图

像移除，从而恢复目标特征．图像经过辐射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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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p(1)=—7r[d2面(co丽4-cliDN丽)-厂Lp]， (2)r

～最(m=o．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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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1∑p兽，即用一个Ⅳ×N的低通滤波器
”t，y=l

来进行邻边效应的去除．Ⅳ的大小由选取的半径

为R区域所包含的像元值决定，冗的有效范围为

0．5,-,1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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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反射率万与背景反射率P，的差值对其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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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y(z，Y)由校正时图像所提供的高程信息计算得

出，对于平坦地面Kky(。，Y)=1．ATCOR3中反射

率的计算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在忽略邻边效应的情

况下，以一个固定不变的地形反射率万{2。i。=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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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有关；z是垂直坐标，由地面高程信息得到；

邵(名，0、，，纠为程辐射；～(z，0、，)为地面到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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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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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全球通量影响的去除方法与平坦地表状况下的

方法相同。

3 应用实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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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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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数据进行大气校正。设置相关参数，

校正结果如图2所示．

图1 ATCOR3大气校正的操作流程

Fig．1 Work flow of ATCOR3 atmospheric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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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fore correction (b)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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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VI before correction (b)NDVI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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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度不高；大气校正以后，有效地去除了薄雾对

图像的影响，图像对比度明显增加，左侧长江周边

地区地物更加清晰可辨，恢复了下垫面的原貌；

右下角靠近皖南山区的区域，由于校正时计算了

天空视界、山体倾斜度和阴影等信息，校正后突

出了山体的倾斜度，山体的棱角更加分明，对山

体阴影进行了去除，有效地提高了图像的质量。归

一化植被指数(NDVI)反映了地表的生态环境，。

在以往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Is】．因此，为了更好

地分析校正效果，对校正前后的图像分别提取归

一化植被指数进行分析比较，如图3所示．

图3中较亮部分为植被，黑色部分为水体．对

比图像可以发现，左侧长江周边地区在去除了薄

雾的影响以后，像元明显变亮，即NDVI值得到了

较大提高；水体的NDVI值在校正后有所降低。统

计表明，校正前图像的NDVI均值为0．336，校正

后图像NDVI均值增加到0．505，图像校正以后，

NDVI最大值增大，最小值变小．因此，大气校正

能够增大高植被覆盖区与低植被覆盖区NDVI的

差别，使植被信息更加突出．

3．2 ATCOR3与ATCOR2校正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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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 band 1 after ATCOR2 correction (b)TM band l after ATCOR3 correction

图4 ATCOR2校正与ATCOR3校正后TM第1波段图像

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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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COR3比ATCOR2具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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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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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正中设定了地面平均高程，校正后基本去除了

薄雾对图像的影响，但图像对比度不高，下垫面

的轮廓仍然不清晰；ATCOR3在校正时提供了精

确的地面高程信息，与ATCOR2校正后图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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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结 论

本文在介绍了ATCOIL3算法的基础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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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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