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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用牛顿非线性迭代法同时反演大气参数和表层温度，该反演算法应用到我国渤海地区 ＭＯＤＩＳ

红外资料中，可反演得到中尺度范围内的大气温度、水汽廓线，其误差分别不超过１．５Ｋ 和１８％。反演得到

的表层温度、大气可降水量（ＴＰＷ）和大气稳定度（ＴＴＩ）与美国国家宇航局（ＮＡＳＡ）ＭＯＤ０７产品相似。

关键词：ＭＯＤＩＳ；大气温度廓线；水汽廓线；表层温度；大气可降水量；大气稳定度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１　反演方法与流程

１．１　方法

忽略大气散射影响，则晴空下地气系统到达

卫星探测器的红外辐射量为［１］：

犚狏 ＝ε犅狊τ狊－∫
狆狊

０
犅ｄτ（０，狆）＋

（１－ε）∫
狆狊

０
犅ｄτ


＋犚′ （１）

　　笔者选用第２４～３６通道
［２］（除第２６通道外）

来反演大气参数，故可忽略犚′在辐射传输方程中

计算。式（１）可近似为数学上的扰动形式：

δ犜犫狏 ＝犠犜狊δ犜狊＋∫
狆狊

０
犠犜δ犜ｄ狆＋∫

狆狊

０
犠狇δｌｎ狇ｄ狆（２）

犠犜狊 ＝β狊τ狊 （３ａ）

犠犜（狆）＝－β
τ
狆
＋β（１－ε）

τ


狆
（３ｂ）

犠狇（狆）＝ （犜狊－犜犪）ετ狊β狊－２（１－ε）∫
狆狊

０
βτ

 τ
狆
ｄ［ ］狆

　
ｌｎτ狇
狆

＋∫
狆狊

狆
βτ＋（１－ε）τ［ ］ 犜

狆
ｄ｛ ｝狆 ｌｎτ狇狆

（３ｃ）

式中，犜犫狏是亮温，犠犜狊
，犠犜，和犠狇分别是表层温

度、大气温度、大气水汽的权重函数；β（狆）＝（犅／

犜）／（犚／犜犫）；τ狇是水汽透过率函数；犜狊是表层

温度；犜犪是表面空气温度。从式（３）可以看出，权

重函数可以从某一给定大气状态计算得到［３］。把

式（２）写成矩阵形式
［４］：

δ犢＝犠δ犡 （４）

式中，δ犢＝δ犜犫，权重函数矩阵犠 包含矩阵犠犜、

犠狇和犠犜狊
，即

犠 ＝ ［犠犜δ狆　犠狇δ狆　犠犜狊
］Ｔ （５）

δ犡＝ ［δ犜 　δｌｎ狇　δ犜狊］
Ｔ （６）

　　最小方差法
［５］在实际问题中用得较为广泛，

其思想来源于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它使解犡 满足

如下极小问题：

犑（犡）＝ 犢犿 －犢（犡［ ］）Ｔ犈－１ 犢犿 －犢（犡［ ］）＋

（犡－犡０）
Ｔ犎（犡－犡０）＝ｍｉｎ （７）

使用牛顿迭代法：

犡狀＋１ ＝犡狀＋犑″（犡狀）
－１·犑′（犡狀） （８）

获得下列类似非线性迭代形式［６］：

δ犡狀＋１ ＝ （犠
Ｔ
狀·犈

－１·犠狀＋犎）
－１·犠犜

狀·犈
－１·

（δ犢狀＋犠狀·δ犡狀） （９）

　　取犎＝γ犐应用到式（９），则由此得到的解称

为最小信息解，这里γ是光滑参数，犐是单位矩

阵。式（９）变为：

δ犡狀＋１ ＝ （犠
Ｔ
狀·犈

－１·犠狀＋γ犐）
－１·犠Ｔ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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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１·（δ犢狀＋犠狀·δ犡狀） （１０）

　　光滑参数在求解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

色。如果γ太大，解被约束得过多，则会在反演中

产生较大的偏差，如果γ 太小，则解是不稳定

的［７］。本文利用偏差原则来最优选择光滑参数

γ
［８］，即在同步反演大气廓线的同时对γ采用分步

迭代的原则。

卫星观测的有效信息量是有限的，由于大气

变量特别是温度场和水汽场存在自相关性，因此

仅需一些有限相互独立的变量就能代表大气温度

结构和大气水汽结构的变化［９］。用经验正交函数

（ＥＯＦｓ）来表示大气温度廓线和水汽廓线，可以使

要反演的变量数大为减少。假定有：

δ犡＝Φ犃 （１１）

其中，犃＝（α１，α２，…，α犕），

Φ＝

Φ犜 ０ ０

０ Φｌｎ狇 ０

０ ０ Φ犜

熿

燀

燄

燅狊

（１２）

式中，Φ犜是由前犖犜个温度经验正交函数组成的

矩阵；Φｌｎ狇是由前犖狇个水汽混合比（ｌｎ狇）经验正交

函数组成的矩阵；Φ犜狊＝１，犕＝犖犜＋犖狇＋１。显然

Φ
Ｔ
Φ＝犐，定义犠′＝犠Φ，则式（１０）变为另一种迭

代形式：

犃狀＋１ ＝ （犠
′犜
狀 ·犈

－１·犠′狀＋γ犐）
－１·

犠′犜狀 ·犈
－１·（δ犢狀＋犠′狀·犃狀） （１３）

以及

δ犡狀 ＝Φ犃狀 （１４）

表１　犕犗犇犐犛红外光谱通道波宽、光谱辐射亮度

和仪器噪声

Ｔａｂ．１　ＭＯＤＩＳ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Ｂ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ａｎｄ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Ｅ（ｄｅｌｔａ）Ｔ（Ｋ）

主要应用 波段
波段宽

度／μｍ

光谱辐射亮度／

（Ｗｍ－２ｓｒ－１μｍ
－１）

仪器噪

声／Ｋ

表面温度 ２０ ３．６６０～３．８４０ ０．４５ ０．０５

２１ ３．９２９～３．９８９ ２．３８ ２．００

２２ ３．９２９～３．９８９ ０．６７ ０．０７

２３ ４．０２０～４．０８０ ０．７９ ０．０７

温度廓线 ２４ ４．４３３～４．４９８ ０．１７ ０．２５

２５ ４．４８２～４．５４９ ０．５９ ０．２５

水汽廓线 ２７ ６．５３５～６．８９５ １．１６ ０．２５

２８ ７．１７５～７．４７５ ２．１８ ０．２５

２９ ８．４００～８．７００ ９．５８ ０．０５

臭氧 ３０ ９．５８０～９．８８０ ３．６９ ０．２５

表面温度 ３１ １０．７８０～１１．２８０ ９．５５ ０．０５

３２ １１．７７０～１２．２７０ ８．９４ ０．０５

温度廓线 ３３ １３．１８５～１３．４８５ ４．５２ ０．２５

３４ １３．４８５～１３．７８５ ３．７６ ０．２５

３５ １３．７８５～１４．０８５ ３．１１ ０．２５

３６ １４．０８５～１４．３８５ ２．０８ ０．３５

式（１３）在计算上是一种更有效的解。因此，反演

问题简化成求解向量犃，然后根据式（１４）产生新

的大气廓线变化量，进而最终求得反演大气廓线。

１．２　流程

反演大气参数以及表层温度的流程如图１所

示，输入的参量包括初始大气廓线、表面参数、

ＭＯＤＩＳ红外资料、历史探空数据集和光滑参数

等，采用８种云检测法分别按高云、中云、低云进

行云检测［１０］。为降低图像噪声，减小误差，对去

除了云的 ＭＯＤＩＳ图像，以每５像素×５像素（卫

星观测视场）扫描点求平均（Ｔｅｒｒａ星 ＭＯＤＩＳ红

外波段扫描点影像分辨率为１ｋｍ），作为待求点。

最后，用牛顿非线性迭代法同时反演，当满足

犡犻－犡犻－１ ≤０．２８，迭代中止，输出大气温度、水

汽廓线和表层温度等反演结果。

图１　反演大气参数以及表层温度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ｆｏｒ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ｋｉ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　犕犗犇犐犛红外资料的应用与分析

选用Ｔｅｒｒａ星在渤海地区 ＭＯＤＩＳ晴空资料

进行反演实验，并结合探空资料和美国ＮＡＳＡ反

演的产品 ＭＯＤ０７作比较。时间为２００６１０１２，

反演区域大小为５６０ｋｍ×５７０ｋｍ。假定海水表

面发射率在红外区为０．９８，初始大气廓线采用美

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ＮＣＥＰ）的数值天气预报模

式的结果，并且在反演中将大气按气压从０．００５

ｈＰａ到１１００ｈＰａ分成１０１层，观测误差由仪器噪

声及０．２Ｋ的模式误差组成。图２给出了渤海地

区的１、３、４通道真彩色融合图２（ａ）和红外３１通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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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卫星图２（ｂ）。

图２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２日标准时间０２３９渤海地区

的实验结果

Ｆｉｇ．２　ＴｅｒｒａＭＯＤＩＳＩｍａｇｅｓｆｒｏｍ０２３９ＵＴＣ１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０６ｉｎＢｏＳｅａ

图３给出了反演的威海地区大气温度、水汽

廓线与探空资料的比较，反演的温度误差在１．５

Ｋ内，水汽误差不超过１８％，表明反演的大气廓

线能很好地展现大气垂直结构的变化，与探空资

料相符合。探空资料是通过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

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提供的。

图３　反演的大气温度廓线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图４（ａ）、４（ｂ）给出了反演的表层温度与

ＮＡＳＡＭＯＤ０７产品比较，反演的表层温度十分

接近 ＭＯＤ０７产品，相差不超过１．８Ｋ。

反演的大气可降 水 量 （ＴＰＷ）与 ＮＡＳＡ

ＭＯＤ０７产品的比较如图４（ｃ）、４（ｄ）所示，反演的

大气可降水量分布类似于 ＮＡＳＡ ＭＯＤ０７产品，

误差在０．３ｃｍ以内。

大气稳定度（ＴＴＩ）是一种雷暴发生指数，计

算大气稳定度可依据公式 ＴＴＩ＝ （犜８５０－ 犜５００）

＋ （犜犱８５０－犜５００）来计算，其中，犜８５０、犜５００分别是

８５０ｈＰａ、５００ｈＰａ上的大气温度，犜犱８５０是８５０ｈＰａ

上的露点温度。反演的大气稳定度在３７．６和５３．

２之间分布，与 ＭＯＤ０７ 产品相比（图４（ｅ）、４

（ｆ）），最大差异不超过４。

　　未来的工作包括和其他气象卫星（例如

ＧＯＥＳ、ＦＹ系列、ＮＯＡＡ系列）反演产品的更多

比较以及表面发射率加入反演参数中。Ｌｉ的研

图４　结果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

究指出，在红外区（８～１３μｍ）可以用６个波段来

重建实验室测量的大约超过５０种土壤和植被的

表面发射率［９］，用表面发射率的特征向量来决定

表面发射率的变化是可行的。因此，可以在反演

中用经验正交函数来表示表面发射率，并最终反

演表面发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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