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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 ＭＯＤＴＲＡＮ模拟计算了全国３４个地点的逐月和全年平均大气模式在９４０ｎｍ波段的水汽透过

率，并拟合出每种大气模式水汽透过率与水汽量经验关系式中的参数犪、犫。结果表明，参数犪、犫值与模式的

整层大气可降水量有较好的相关性，并建立了犪犠、犫犠 的经验关系式，且该关系式与海拔高度 犎（地面气压

狆０）有关。最后分析了犪、犫值的变化对地基消光反演水汽量精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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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水汽对于大气中的辐射传输和能量平衡

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水汽含量的遥感具有重要的

意义，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１，２］。由Ｆｏｗｌｅ（１９１２）、

Ｖｏｌｚ（１９７４）等的研究可知，精确地确定水汽透过率

与水汽柱含量的关系对于水汽总量的遥感精度是

非常重要的。随着大气辐射传输模式的发展，人们

开始通过辐射传输模式模拟二者的定量关系［３５］。

Ｓｃｈｍｉｄ 用 ＬＯＷＴＲＡＮ７、ＭＯＤＴＲＡＮ３、ＦＡＳ

ＣＯＤ３Ｐ、ＴＨＯＭＡＳＯＮ四种模式模拟了水汽透过

率，并分别拟合出简单的经验关系式，还分析了经

验关系参数的取值偏差带来水汽量反演的误差［４］。

Ｈａｌｔｈｏｒｅ等详细讨论了９４０ｎｍ带宽对经验参数值

的影响［６］。近年来，国内外不少文献中都用同样的

方法通过模式计算得到某种大气模式的参数

值［６１０］，但是得到的参数值却不尽相同，且差别较

大，这将直接影响到反演的水汽总量的精度。我国

地域广大，地形复杂，不同地区的大气结构悬殊，因

此有必要对多种大气模式下的水汽透过率进行研

究，以确定适合不同地区和大气条件下的水汽透过

率与水汽量的精确参数化关系式。本文利用中分

辨率大气透过率计算软件（ＭＯＤＴＲＡＮ），通过对中

国３４个地点逐月平均大气模式计算９４０ｎｍ水汽

透过率，得到该波段整层大气透过率与水汽含量精

确的参数化关系式，并提出参数化的系数与水汽含

量和当地的海拔高度有关。

１　原理和方法

１．１　水汽透过率与水汽量的关系

用太阳辐射计遥测大气水汽总量，一般采用

９４０ｎｍ 波段（中心波长为９４０ｎｍ，带宽为１０

ｎｍ）。１０ｎｍ范围内包含了强弱不等数十条水汽

吸收线。该波段的平均透过率定义为：

珡犜犠 ＝∫
λ２

λ１

犜犠（λ）ｄλ／∫
λ２

λ１

ｄλ （１）

９４０ｎｍ波段的整层大气水汽平均透过率与水汽

总量的关系一般采用如下的经验关系式（Ｂａｒｔｅｌｓ，

１９８６）：

珡犜犠 ＝ｅｘｐ［－犪（犿犠）
犫］ （２）

式中，犠＝∫犺ρ（犺）ｄ犺，是垂直大气柱的水汽总量，
简称水汽总量，也称可降水量（ＰＷＶ）；犪、犫为常

数；犿是大气质量。以往的工作一般是假定犪、犫

为固定的常数，不随大气状态的变化而变化。事

实上，它们的精确值取决于大气的温度、气压和水

汽分布廓线。

１．２　资料选取和参数犪、犫的计算方法

本文搜集了全国共３４个地点（包括中国平



　第３６卷第２期 伽丽丽等：中国区域９４０ｎｍ带整层大气水汽透过率的参数化模式

均）从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逐月的平均大气温压、水汽

密度廓线资料（其中从地面到３０ｋｍ 为探空数

据，３０～１００ｋｍ统一采用同纬度的美国标准大气

模式）作为气候平均值，十年的数据具有当地的代

表性。为了便于比较，根据当地的海拔高度，大气

的温度、压强、水汽密度的月和年平均廓线分别被

插值成从０ｋｍ、１ｋｍ、２ｋｍ和３ｋｍ整数地面高

度至１００ｋｍ的格点数据。其中２５ｋｍ以下每１

ｋｍ为一层，２５～５０ｋｍ每５ｋｍ为一层，５０～７０

ｋｍ、７０～１００ｋｍ分别为一层。将插值好的某地

某月的数据导入 ＭＯＤＴＲＡＮ软件，计算整层大

气在９４０ｎｍ波段不同太阳天顶角时的水汽透过

率，分辨率为１个波数，带宽１０ｎｍ，天顶角变化

范围为０～８０°（大气质量犿 的变化范围为１～

５．５８），步长为５°。

计算不同天顶角θ时的大气平均透过率犜犠

（θ），而整层大气水汽总量犠 是由对水汽密度格

点指数插值后对高度积分得到的。然后利用式

（２），令ｌｎ（犿（θ）犠）为犡，ｌｎ（－ｌｎ犜犠（θ））为犢，采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即可得到对应于该地该月平

均大气模式的犪、犫值。

本文共模拟计算了全国３４个地点（包括中国

平均）、每个地点１～１２月和年平均共１３种大气

模式的犪、犫值。

２　参数犪、犫值的结果和分析

图１即为全国共３４个地点（包括中国平均）、

每个地点的１３个大气模式的犪、犫值及其所对应的

整层大气可降水量的关系图，其中海拔近似为０

ｋｍ、１ｋｍ、２ｋｍ、３ｋｍ的站点个数分别为２１、１０、２、

１个。从图中可见，即使模拟中带宽仅为１０ｎｍ，犪、

犫值也并非如 Ｈａｌｔｈｏｒｅ
［５］所说对大气模式不敏感，

而且犪、犫值与其对应的大气模式的整层大气可降

水量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犪犠、犫犠的图像分布分

图１　３４个地点年平均及各个月平均大气模式

犪、犫值和整层大气可降水量关系图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犪ａｎｄ犫Ｖｅｒｓｕ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ＰＷＶｆｏｒ３４Ｓｉｔ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别都形成４条有规律的曲线，进一步发现每条曲

线都是由海拔相同的地点的犪、犫值形成的。

２．１　参数犪、犫值与整层大气可降水量的经验关系

分海拔对犪犠、犫犠 关系进行分析。分别对

海拔相同地点的大气模式所对应的犪、犫值与可降

水量犠 值的关系进行拟合。其中对犪犠 采用线

性拟合：

犪＝犪０＋犽犪·犠 （３）

对犫犠 进行分段拟合：

犫＝
犫犫＋犽犽·ｅ－

犠／狋狋，犠 ≤１ｃｍ

犫０＋犽犫·犠，犠 ＞｛ １ｃｍ
（４）

拟合结果见表１。

表１　各海拔高度犪犠、犫犠 拟合参数值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ｉｔｔｅｄｆｏｒ犪犠ａｎｄ犫犠ａｔＦｏｕｒ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海拔

／ｋｍ
犪０ 犽犪 犫０ 犽犫 犫犫 犽犽 狋狋

０ ０．５７２－０．００９２１０．６０９ ０．００５７９ ０．６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４５３

１ ０．５５０ －０．０１１００．６０５ ０．００４８４ ０．６１１０．０４７２０．２６４

２ ０．５２５ －０．０１０２０．６０２ ０．００３８０ ０．６０５０．０４６７０．３０４

３ ０．４９８ －０．０１０３０．５９９ ０．００２３６ ０．５９８０．０４０２０．４０２

　　海拔分别为０ｋｍ、１ｋｍ、２ｋｍ、３ｋｍ的犪犠

线性拟合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７４、－０．９４２、

－０．９６、－０．９５２，标准偏差均小于０．００４，分别有

９２．７％、７８．４％、１００％、９２．３％的点的相对拟合线

的相对偏差小于１％；而犫犠 在犠＞１ｃｍ段的线

性拟合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９３、０．９５７、０．９１８、

０．９０１，且所有点对拟合线的相对偏差都小于

０．５％。显然，拟合得到的这些参数与海拔（地面气

压）有相关性。在拟合式（３）中，犪０ 与海拔的关系

可近似表示为：

犪０（犎）＝０．５７４－０．０２５犎 （５）

式中，犎 为站点的海拔高度（ｋｍ）。由于海拔分别

为０ｋｍ、１ｋｍ、２ｋｍ、３ｋｍ的地区相应的年平均

地面气压分别为１．０１６ｂａｒ、０．９０３ｂａｒ、０．８０１

ｂａｒ、０．７０５ｂａｒ，所以犪０ 又可表示为：

犪０（狆０）＝０．３３１＋０．２４狆０ （６）

式中，狆０ 即为地面气压（ｂａｒ）。

斜率犽犪 值在不同海拔的变化很小，最大、最

小值之差仅为０．００１８，且由于犽犪 本身值很小，犽犪

与犠 的乘积远小于犪０，在此，犽犪 按拟合时取样数

的多少取其加权平均值，得犽犪＝－０．００９８３。类似

地，犫０、犽犫、犫犫可分别近似表示为：

犫０ ＝０．６０９－０．００３２８犎 或０．５７７＋０．０３１６狆０

（７）

犽犫 ＝０．００５８９－０．００１１３犎 或

－０．００５１２＋０．０１０９狆０ （８）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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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犫＝０．６１６－０．００５８犎 或０．５６１＋０．０５３５狆０

（９）

　　在拟合式（４）中，因犽犽·ｅ
－犠／狋狋值相对于犫犫值

为小量，对犽犽、狋狋值也按拟合时取样数的多少取

其加权平均值，得犽犽＝０．０３０２，狋狋＝０．３８７。

综上所述，可得到参数犪、犫与整层大气可降水

量犠 和海拔高度犎或地面气压狆０的经验关系式：

犪＝０．５７４－０．０２５犎－０．００９８３犠 （１０）

犫＝

０．６１６－０．００５８犎＋０．０３０２·ｅ－
犠／０．３８７

　（犠 ≤１ｃｍ）

０．６０９－０．００３２８犎＋（０．００５８９－

　０．００１１３犎）犠（犠 ＞１ｃｍ

烅

烄

烆 ）

（１１）

或

犪＝０．３３１＋０．２４狆０－０．００９８３犠 （１２）

犫＝

０．５６１＋０．０５３５狆０＋０．０３０２·ｅ
－犠／０．３８７，

　（犠 ≤１ｃｍ）

０．５７７＋０．０３１６狆０＋（－０．００５１２＋

　０．０１０９狆０）犠（犠 ＞１ｃｍ

烅

烄

烆 ）

（１３）

　　为检验以上所得经验关系式的精确度，特选取

喀什站近期观测资料（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得到喀什年

平均大气模式，分别采用§１．２中所述的常规方法

和经验关系式（１０）～（１３）得到犪、犫值来加以比较。

常规方法得到的犪、犫值分别为０．５３３、０．６１０；将该

大气模式可降水量犠＝１．０３１ｃｍ及喀什地面海拔

犎＝１．３ｋｍ和狆０＝０．８６９９ｂａｒ分别代入式（１０）～

式（１３），得到的犪、犫值分别为０．５３１、０．６０９和０．

５３０、０．６０９，与常规方法得到的犪、犫值的相对偏差

分别为－０．３８％ 、－０．１６％和－０．５６％、－０．１６％。

２．２　讨　论

尽管带宽已小至１０ｎｍ，犪、犫值也并非常数，

它们对大气模式有一定的敏感性。已选用的这

３４个地点的大气模式，犪的变化达０．１，犫的变化

也接近０．０５。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参数犪、犫都

与整层大气可降水量有很好的相关关系，犪大致

随犠 的增加线性递减，犫在犠 较小时，随犠 的增

加按负指数关系减小，而犠 较大时，又逐渐按近

线性关系递增。且对于不同海拔的地区，其关系

曲线不同，海拔越高，犪、犫值越小。这意味着整层

大气可降水量相同的情况下，海拔高的地区水汽

透过率高，这也与海拔高的地方地面气压低、水汽

吸收谱线半宽窄、吸收弱相吻合。由此可知，与

犪、犫值强烈相关的因子大致有两个：整层大气可

降水量、当地海拔（地面气压）。基于此理由，把系

数犪、犫参数化成大气水汽总量和当地海拔高度

（或地面气压）的函数。

犫随犠 的增加先减小，后增大，存在一个极小

值点。犠 较小时，海拔越高的地方，犫随犠 的变化

越快；犠 较大时，海拔低的地方，犫随犠 的增加快。

犪值强烈依赖于海拔高度（地面气压），大约海拔每

升高１ｋｍ，犪值就减小０．０２５，且随犠 的增大以较

小的斜率减小，不同海拔地区减小的斜率大致相

同，整层大气可降水量每增加１ｃｍ，犪减小约０．０１。

３　几个典型地点犪、犫值的分析

鉴于参数犪、犫值对整层大气可降水量的强烈依

赖性，下面分析比较大气水汽含量特点较明显的两

个地点（海口和乌鲁木齐）的犪、犫值随月份的变化。

图２是海口和乌鲁木齐两地的各月平均大气

模式的整层大气可降水量和犪、犫值随月份的变化

情况，横坐标为０时，表示全年平均的情况。海口

地处边缘热带湿润型气候大区，水汽含量最少的１

月，整层大气可降水量都有２．９１ｃｍ，远大于１ｃｍ；

而水汽含量最多的６月，可降水量更是达６．０１ｃｍ，

水汽量大且全年变化大。因此，海口各月份犪、犫值

变化很大，犪最大、最小值分别为０．５５、０．５１５，犫最

大、最小值分别为０．６４４、０．６２６。其中，犪与对应月

份的大气可降水量成反相关，而犫与其成正相关。

乌鲁木齐则地处中温带干旱型气候大区，是世

界上距海洋最远的城市，全年水汽含量都偏少，除

夏季外，各个月份的大气可降水量均小于１ｃｍ，可

降水量最大的月份也不超过１．８ｃｍ。其可降水量

小，全年变化值也小，从而犪、犫值的变化也较小，除

夏季外，犪、犫值都与大气可降水量成反相关。

可见，各地参数犪、犫值随季节的变化因该地

大气水汽量的季节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由于

同一地点的地面气压全年变化一般不超过３％，

在估算某地某月的参数犪、犫值时，就可仅考虑当

地海拔值及该地该月的平均大气水汽含量，然后

选用式（１０）、式（１１）计算得到犪、犫。犪、犫的季节变

化规律反映在大气水汽总量的季节变化上。

４　犪、犫值对地基消光反演水汽总量

精度的影响

　　根据式（２）和太阳辐射计的测量原理，用太阳

辐射计９４０ｎｍ波段反演水汽量的公式为：

犠 ＝
１

犿
［１
犪
（ｌｎ犞０（λ）－ｌｎ（犞（λ）／（犱０／犱）

２）－

犿·τ（λ））］
１／犫 （１４）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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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海口和乌鲁木齐的犪、犫值随月份和水汽量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犪ａｎｄ犫ＶｅｒｓｕｓＭｏｎｔｈａｎｄＰＷＶｆｏｒ

ＨａｉｋｏｕａｎｄＷｕｌｕｍｕｑｉＳｉｔｅｓ

式中，犞０（λ）、犞（λ）分别是仪器对应于大气顶和地面

的太阳辐射强度的响应电压值，与太阳辐射强度成

正比；（犱０／犱）
２ 为日地距离修正项；犿为大气质量；τ

（λ）为整层大气瑞利散射和气溶胶光学厚度之和。

由式（１４）可得犪、犫值的不确定为反演整层大

气可降水量带来的误差［４］：

Δ犠
犠

Δ犪，Δ犫＝－
１

犪犫
Δ犪－ｌｎ（犿犠）

Δ犫
犫

（１５）

可以看出，Δ犪带来的误差由犪的相对偏差即Δ犪／犪

决定，而Δ犫带来的误差不仅取决于犫的相对偏差，

还与当时的水汽量和大气质量犿的乘积有关，且

分别由Δ犪、Δ犫引起的误差符号可能相同或相反。

以海口为例，由于海口各个月份的大气可降

水量均大于１ｃｍ，分别由Δ犪、Δ犫引起的误差可部

分相消。假设在反演１月水汽总量时而选用了６

月大气模式的犪、犫值，取犿＝２．０，通过式（１５）可

估算水汽总量的相对误差约为５．３％。而若全年

都选用海口年平均大气模式，则误差可控制在约

±３％。对于大气可降水量都小于１ｃｍ的不同大

气模式，由Δ犪引起的的误差要远大于Δ犫带来的

误差。乌鲁木齐各月选用全年平均大气模式的

犪、犫值反演水汽量误差不超过４％。一般选用水

汽量比实际水汽量大的大气模式的犪、犫值，反演

结果偏大，反之偏小。

选用不同于测点海拔地区的大气模式犪、犫值

反演水汽量的误差会很大，如取Δ犎＝－１，犠＝

２，犿＝２，由式（１０）、式（１１）和式（１５）可估算得水

汽量的误差约为－８．４％。

当测点大气温压、水汽廓线资料不足或为方便

计算时，可考虑采用§２．１中所得的犪犠、犫犠 拟合

式快速、简便地得到犪、犫值。绝大部分点对犪犠 拟

合式的相对偏差都小于１％，对犫犠 拟合式的相对

偏差都不超过０．５％。设 Δ犪／犪＝０．０１，Δ犫／犫＝

０．００５，仍然取犠＝２，犿＝２，则Δ犠／犠 Δ犪，Δ犫≈２．３％。

以上计算表明，即使是同一地点的不同月份，犪、

犫值的差别导致的误差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的

各个不同地区，犪、犫值的差别更大得多，犪在０．４７５～

０．５７５之间、犫在０．６～０．６４５之间均有取值，尤其是

对海拔不同的地区，其差别很大。在用地基消光测

量反演大气中的水汽含量时，通常笼统地选用一种

比较接近的标准大气模式来计算得到犪、犫值，而忽

略了地区和季节之间犪、犫值的差异，这样带来的误

差将可能达到８％以上。而采用本文的参数化模

式，由历史上测得的同期平均水汽量估算犪、犫值，

对于中国地区，水汽总量的遥测误差小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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