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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沙尘暴的遥感监测方法研究
———以中国日本合作研究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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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亚洲沙尘暴遥感监测的一些新方法，并对监测结果与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这些结果能够为

ＧＣＭ全球尺度沙尘模型提供参数和验证数据。本次研究结果为亚洲沙尘暴的中长期预测／预警系统提供了

新的遥感技术方法。

关键词：亚洲沙尘暴；遥感监测；综合监测方法；ＧＣＭ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近年来，发生在我国北方的沙尘暴受到国内

许多部门的重视，有关部门都开展了大量研究工

作。中国与日本环境厅合作启动了“亚洲风送沙

尘及其对气候的影响研究与科学实验———阶段

Ｉ”（ａｅｏｌｉａｎｄｕｓ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ｍｐａｃｔ

ｐｈａｓｅＩ，ＡＤＥＣＩ）。ＡＤＥＣＩ项目的目标是研究

沙尘暴起沙及远距离传输的全过程，同时通过辐

射强迫直接作用评价亚洲沙尘暴对全球气候的影

响，使用全球尺度沙尘模型（ＧＣＭ）评价沙尘暴期

间飘浮在大气中的沙尘量、在大气中的三维分布、

沉降到地表的沙尘量及其直接的辐射强迫的影

响［１～３］。本文主要介绍亚洲沙尘暴遥感监测的一

些新进展，包括沙尘暴运移路径的遥感监测，沙尘

气溶胶的光学厚度的遥感监测，Ｌｉｄａｒ数据反演

原理与方法。

１　沙尘气溶胶运移路径的遥感监测

沙尘源区的沙和粉沙含量高而粘粒含量低的

裸露、松散沉积物地面很容易产生扬尘。而在有

植被和有胶结或具有结皮保护层的地表，即使是

在严重的风暴天气条件下，所产生的尘埃量也是

很少的。在风暴作用下，前者地表的粗沙粒可通

过跃移进入地面以上数十ｃｍ的高度，细沙可以

进入地面以上２ｍ高度，而粉沙则被带入１５００

ｍ以上的高空，粘粒可悬浮于整个对流层中并被

搬送到几千ｋｍ以外。沙尘暴的这种大范围的运

移过程很难通过地面观测站及自动气象站观测

到。遥感卫星由于其覆盖范围广，时间分辨率高，

能够对沙尘传输的运移方向和运移路径实时监

测。

本研究采用 ＨＹＳＰＬＩＴ４模型（ｈｙｂｒｉｄｓｉｎｇ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ｖｅｒｓｉｏｎ

４，混合单粒子拉格朗日综合模型）模拟大气中气

溶胶颗粒物运行轨迹的方法来监测沙尘暴的运移

路径［４］，使用的数据是沙尘暴过程中的 ＮＯＡＡ

１６数据以及气象卫星观测的气象数据。

ＨＹＳＰＬＩＴ４模型是一个完整的从简单的大

气气溶胶颗粒的轨迹模拟到复杂的气溶胶传输和

沉降过程模拟的模型系统。ＨＹＳＰＬＩＴ４模拟沙

尘后向轨迹算法模型为：

犘′（狋＋ｄ狋）＝犘（狋）＋犞（犘，狋）ｄ狋， （１）

犘（狋＋ｄ狋）＝犘（狋）＋０．５［犞（犘，狋）＋

犞（犘′，狋＋ｄ狋）］ｄ狋 （２）

式中，犘′（狋＋ｄ狋）是第一个假定位置；犘（狋）是初始

位置；犞（犘，狋）是初始速度向量；犘（狋＋ｄ狋）是终点

位置；犞（犘′，狋＋ｄ狋）是第一个假定位置的速度向

量。

将式（２）对时间积分就得到大气气溶胶颗粒

的位置变化（轨迹）。从某个确定的起始地点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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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时刻回追前段时间气溶胶颗粒的运行轨迹，

就称之为后向轨迹；反之，为前向轨迹。本文以

２００２年北京地区发生沙尘暴事件为例，分析影响

北京地区沙尘暴的后向轨迹。

用该方法模拟气溶胶颗粒后向轨迹步骤包

括：① 确定起始地点：北京３９．９２°Ｎ，１１６．３８°Ｅ；

② 确定起始时刻：分别从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８、１９、２０

日，４月６、７、８、９日的０时（世界时）开始；③ 确定

总运行时间：前４８ｈ～前７２ｈ；④ 选择垂直运动

的方式：采用气象局模型的垂直速度场数据，还要

有当地的气象数据支持，最后形成后向轨迹。

后向轨迹的数据格式有三种：ＡＳＣⅡ数据格

式、文本格式（经度、纬度以及沙尘气溶胶的高

度）、图像格式。封三彩图１是将文本格式后向轨

迹数据制成三列（经度、纬度、高度）工作表，将表

格数据输入到Ｇｒａｐｈｔｏｏｌ软件，最后形成２００２年

春季影响北京地区沙尘暴的后向轨迹线，是对

２００２年北京地区发生沙尘暴的运移路径的总结。

图中标星号的地方是北京所处的位置，不同颜色

的曲线代表以不同时刻为起始时间的后向轨迹

（比如图中的红色线是从３月２０日０时（世界时，

下同）开始向后回追４８ｈ的气溶胶颗粒的轨迹

线；粉蓝色是从３月１９日０时开始回追４８ｈ的

轨迹线；其他颜色的轨迹线同样表示从不同的时

间节点向后回追的气溶胶的运行轨迹。图中几条

粗黑的直线是几个大的山脉的位置示意。分析封

三彩图１，２００２年春季北京地区的沙尘暴通过５

条主要路径到达北京地区。第一条路径是东北沙

尘路径（图中蓝色和黄色线所示），沙尘从我国东

北沙尘源区（尤其是浑善达克沙地）吹起，东北风

将它们带到了北京上空；第二条路径（图中红色

线），从蒙古国北部和阴山北坡来的气团将沙尘从

北方地区经过我国内蒙古中部运移到了北京地

区；第三条路径（图中紫色线）被称为北方沙尘路

径，气团将沙尘从阿拉尔山脉经过我国北方沙漠

地区从贺兰山和阴山之间穿过，然后运移到北京

地区；第四条只有一条轨迹线（图中绿色线），沙尘

从我国西部沙源地吹起后向东运移到北京；第五

条路径（图中部的两条粉蓝色线），气团先是从西

北方向向南移动，到一定位置后，突然转向北到达

北京地区。

北京地区在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日发生了一起典

型的沙尘暴事件，因此将这一天的后向轨迹线单

独进行分析，见图１。图１是封三彩图１中２００２

年３月２０日的后向轨迹线的立体图，图中犡 轴

是经度，犢 轴是纬度，犣轴是高程。图中的箭头方

向表示沙尘的运移方向。

图１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日北京地区沙尘暴后向轨迹立体图

Ｆｉｇ．１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ｏｎＭａｒ．２０，２００２

分析图１，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日影响北京地区的

沙尘暴可以回追到内蒙古东部、蒙古、新疆北部地

区。北京处在西风环流带上，受地形的影响，主导

风尤其春季形成沙尘暴的大风为西北风，北京处

在下风向区。在此次事件中，沙尘从３月１８日开

始从新疆地区向东部地区运移，经过蒙古国、内蒙

古东部，３月２０日到达北京地区；沙尘的运移趋

势是由高到低，由我国的西北向东部地区运移。

在此次沙尘暴事件中沙尘暴的运移路径受两方面

因素的影响：一是西风引导气流的作用；二是沙尘

粒子自然沉降的结果。

２　沙尘气溶胶光学厚度的遥感监测

卫星传感器能够监测地球表面总的反射与辐

射（犚狅）。反射与辐射到达传感器瞳镜经历了大

气散射、气溶胶散射、陆地表面散射以及云散射等

过程。其中，气溶胶散射是遥感探测的主要内容。

卫星能够提供全球尺度的气溶胶浓度和分布

信息。它主要通过测量大气消光（包括气溶胶颗粒

散射和吸收太阳光）来实现［５］。消光系数定义为：

σｅｘｔ＝∫
∞

０

π狉
２犙ｅｘｔ（犿，狉）狀（狉）ｄ狉 （３）

其中，狉为颗粒半径；犙ｅｘｔ（犿，狉）为消光效率因子，

它是颗粒成分和大小的函数；犿 为折射的综合指

数；狀（狉）为给定半径的颗粒数目。

气溶胶颗粒粒径、成分或分布都将影响观察

的消光量。

气溶胶光学厚度［５］
σ犃 为：

σ犃 ＝∫σｅｘｔ（λ，狕）ｄλ （４）

其中，σｅｘｔ是消光系数；λ是波长；狕是高度。

在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中，用式（４）就能计算出

ＧＭＳ５的光学厚度。封三彩图２是由２００２年４

月８日ＧＭＳ５遥感数据反演的气溶胶光学厚度

９０７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８月

时序变化系列数值图，每一景代表某一时刻的光

学厚度。时间从０ｈ到５ｈ（世界时）。图中不同

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气溶胶光学厚度，从蓝色到红

色，沙尘气溶胶光学厚度值从０到２５变化。从封

三彩图２中可以看出，沙尘气溶胶光学厚度最大

的地方是沙尘气溶胶的中心位置，随着时间的推

移，沙尘气溶胶朝一定的方向运移、扩散，其光学

厚度不断发生变化。通过对ＧＭＳ５遥感数据反

演光学厚度的分析能够获得沙尘暴发生时的起沙

区、沙尘的影响范围、沙尘气溶胶的运移方向等信

息，这对于沙尘暴的预报和预警是非常重要的。

３　探空激光雷达（犔犻犱犪狉）

探空激光雷达是探测大气气溶胶和高云光

学物理参数时空分布的一个有效、可靠的手段，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始终是激光大气遥感的一个

前沿研究课题。由于高云的时空分布变化很大，

它的消光系数值也往往较小，它的微物理光学特

性的探测更加困难，激光雷达几乎是目前探测薄

高云分布的惟一手段。为了观测远离沙尘源区地

方的风沙变化，探测沙尘传输路径上空气溶胶在

沙尘发生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变化，中日 ＡＤＥＣＩ

项目先后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北京、合肥、敦

煌、沙坡头、阿克苏等地布设了Ｌｉｄａｒ观测站。

３．１　雷达信号反演原理与方法

在一次散射的条件下，激光雷达方程为：

犘（狕）＝犈犆狕－
２［β犪（狕）＋β犿（狕）］犜

２
犪（狕）犜

２
犿（狕）

（５）

其中，犣是Ｌｉｄａｒ观测高度；犘（狕）是来自距离狕处

大气的激光回波信号；犈犆是常数；β犪（狕）是 Ｍｉｅ

（气溶胶和云）后向散射系数；β犿（狕）是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分子）后向散射系数。

犜犪（狕）＝ｅｘｐ －∫
狕

０

σ犪（狕）ｄ［ ］狕 （６）

犜犿（狕）＝ｅｘｐ －∫
狕

０

σ犿（狕）ｄ［ ］狕 （７）

式中，σ犪为 Ｍｉｅ气溶胶消光系数；σ犿为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大气分子消光系数。

散射率犚（狕）和极化率犇为：

犚（狕）＝β
犪（狕）＋β犿（狕）

β犿（狕）
（８）

犇＝
犐犛

犐犘＋犐犛
×１００％ （９）

式中，犐犛是犛（狕）部分的信号强度，与激光光束的

极化角度垂直；犐犘是犘（狕）部分的信号强度，与激

光光束的极化角度平行；犛（狕）＝犘（狕）狕２

激光雷达方程的两个主要求解方法是Ｆｅｒ

ｎａｌｄ方法和Ｋｌｅｔｔ方法。通常假设 Ｍｉｅ消光后向

散射比为常数以求解方程。邱金桓等采用前向积

分法和后向积分法综合求解激光雷达方程，其分

解点的高度距离记为犣犆。对犣＞犣犆，采用前向积

分法，并有犣０＝犣犆；而对犣＜犣犆，采用后向积分

法。犣犆是通过选取近乎不含气溶胶粒子的清洁

大气层所在的高度来确定。本研究采用以上综合

方法来求解激光雷达方程。

３．２　结果演示及分析

中日合作ＡＤＥＣＩ项目将沙尘暴地面观测

的第一个加强观测期（ＩＯＰ）定于２００２年４月８

日～２１日。用公式（９）计算得到的极化率是一组

三维数组（时间、高度、大小）。封三彩图３将计算

结果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绘制成二维可视化图，时

间是２００２年４月８～１１日，地点是沙坡头Ｌｉｄａｒ

观测站。图中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极化率值，

从蓝色到红色极化率的值是逐渐变大的。分析封

三彩图３，只有个别非常大的极化率值（红色图

斑）分布在１０ｋｍ以上的高空外，比较大的极化

率值（图中浅蓝色）都集中在地表以上１０ｋｍ的

范围内，这部分代表的是沙尘的极化率，说明沙尘

起沙、传输以及沉降的过程都是集中在地表以上

０～１０ｋｍ的范围内进行的，接近地表。

４　结　语

１）沙尘暴的遥感监测方法很多，本文介绍的

三种监测方法的监测时间都是在 ＡＤＥＣⅠ项目

第一个加强观测期内，它们是目前对沙尘暴的监

测中常用到的，也是主要的遥感监测手段，都是沙

尘暴立体综合监测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三种监测

方法相辅相成，在沙尘暴的监测中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２）２００２年影响北京地区的沙尘暴共有５条

路径。要治理北京地区的沙尘暴，仅仅加强北京

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是不够的，更应该加强北京

周边地区尤其是官厅水库库区及库区周围以及张

家口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

３）沙尘的运移路径不仅受到西风引导气流

和冷空气移动路径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局部地形

的影响。沙尘在运移过程中由于重力作用，沿途

不断有沙尘颗粒沉降到地表，如果遇到沙漠或戈

壁还会不断有沙源物质补充，因而沙尘气溶胶厚

度在运移过程中其浓度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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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沙尘气溶胶在运移过程中一般在地表０

至１０ｋｍ范围内向远离沙尘源区的方向移动，接

近地表。所以当发生沙尘暴时，地表能量（ＬＳＴ、

Ａｌｂｅｄｏ及ＳＭ等）会发生变化，也说明在沙尘源

区及沙尘经过区域布设地面观测实验站并测量地

表总悬浮颗粒物浓度（ＴＳＰ）、可吸入颗粒物质量

浓度（ＰＭ）、风速等近地表状况数据的科学性和必

要性。

５）遥感监测结果和数据能够为 ＧＣＭ 全球

尺度沙尘模型系统提供参数数据及验证数据，并

为亚洲沙尘暴的中长期预测／预警系统提供基础

数据及科学依据。以遥感监测为主的亚洲沙尘暴

的综合监测体系，将多种监测方法和手段结合起

来，进行了技术和手段的整合和研究，提高了沙尘

暴的预测预报水平，同时该体系也需要一个不断

完善的过程。

６）本文所论述的遥感监测方法可以推广，不

仅能用于２００２年的沙尘暴监测，而且也可以用于

其他时段的沙尘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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