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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嫦娥二号微波辐射计数据的全月亮温制图

连　懿１　陈圣波１　孟治国１　张　莹１

１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２１

摘　要：中国嫦娥绕月卫星在世界上首次搭载了微波辐射计，用于获取不同深度月壤的微波辐射亮温，而这正

是月壤厚度研究和月壤表层参数信息反演的基础。基于嫦娥二号的微波辐射计２Ｃ级数据，建立４个频率通

道（３．０、７．８、１９．３５、３７．０ＧＨｚ）在不同纬度下的亮温日变化模型，并通过该模型对亮温数据进行时角校正，得

到了正午时刻的全月微波亮温图。结合ＣＣＤ影像和ＤＥＭ 数据比较的结果表明，处理后的亮温数据很好地

反映了月球的地形特征及月表的反射率信息。基于高频的亮温数据对月球亮温异常区域进行了分析，发现其

都是哥白尼纪的新鲜撞击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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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波辐射计是搭载在嫦娥卫星上的主要载

荷之一，是国际上第一台绕月被动微波探测仪，

用于获取不同深度的月壤微波辐射亮温，探测

月壤特性［１］。早在１９６０ｓ，基于地基微波辐射计

月球的被动微波辐射测量就开始了，其观测波

长在１～５００ｃｍ之间
［２４］。但是利用地基微波辐

射计存在如下缺陷：① 无法实现对月球背面的

观测；② 空间分辨率较低；③ 存在临边效应［５］。

我国嫦娥一号绕月卫星发射后，对月球表面亮

度温度的研究重新引起关注，并针对不同频率

的微波辐射计数据开展了不同目标的科学研

究。基于嫦娥一号微波辐射计低频数据主要研

究了月壤厚度［６，７］，进而反演出月壤的表层参数

信息，并评估了３Ｈｅ的资源量
［８，９］。高频主要探

测月表的基本辐射。通过高频通道测量到的月表

基本辐射，配合模拟的月球表面温度剖面可以反

演出月球表面的介电常数分布［２］。亮温数据是上

述研究的基础，因此亮温数据的处理对于月壤特

性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基于嫦娥一号微波辐射计数据已经利

用插值的方式完成了全月微波亮温图的制

作［１０，１１］。在此基础上，郑永春以及Ｃｈａｎ提出了

利用时角校正亮温数据，并得到了基于时角校正

的全月微波亮温图像，校正后的数据表现出了更

丰富的信息［５，１２］。但是其使用的嫦娥一号微波辐

射计数据无论在数据量上还是在覆盖的时间跨度

上都低于嫦娥二号，因此，本文基于嫦娥二号微波

辐射计数据实现全月微波亮温图的制作。

１　数据选取及预处理

１．１　微波辐射计

搭载微波辐射计的嫦娥二号卫星于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１日成功发射，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技术试验

与科学探测。嫦娥二号工作轨道为１００ｋｍ×１００

ｋｍ 圆轨道，轨道周期约１１８ｍｉｎ，回归周期约为

一个月，回归总圈数约３３４轨。微波辐射计的探

测频率为３．０、７．８、１９．３５和３７．０ＧＨｚ，每个频段

的探测灵敏度均为０．５Ｋ，空间分辨率在３．０

ＧＨｚ通道下为５０ｋｍ，在７．８、１９．３５、３７．０ＧＨｚ

通道下为３５ｋｍ。微波辐射计亮温数据以ＰＤＳ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ｄａｔａｓｙｓｔｅｍ）标准存储，２Ｃ级轨道数

据包括了数据采样时间、４个频率通道的亮温、星

下点太阳入射角和方位角、月球表面经纬度以及

轨道高度等信息［１０］。

为了对嫦娥二号亮温数据的空间分布进行研

究，基于圆柱投影、ＧＣＳ＿ＭＯＯＮ＿２０００坐标系和

嫦娥微波计的空间分辨率，并采用转化后的亮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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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对０．５°分辨率的网格进行填图，将月表划分为

０．５°×０．５°的规则格网，统计了所有嫦娥二号亮

温数据在全月面的空间覆盖状况。如图１所示，

其数据覆盖率达９９．９７％。从覆盖密度的分布来

看，覆盖密度随纬度的升高而增加，在两极地区最

高，这是由ＣＥ２的极轨轨道特性决定的。

图１　嫦娥二号微波辐射计数据在０．５°×０．５°网格下的空间覆盖分析图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ｖ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２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ＤａｔａＵｎｄｅｒ０．５°×０．５°Ｇｒｉｄ

１．２　时角校正

月表温度受月球时间的影响较大，这是由于

其温度随月球时间的变化会引起亮温的剧烈变

化，进而会掩盖其他诸如地理位置、地形以及月表

物质介电性能等对亮温的影响。为了更加准确地

表达月表亮温的空间变化，本研究引入了时角的

概念来表示月球的时间（１ｈ对应１５°角）
［５］。

在地平坐标系统，采用嫦娥二号微波辐射计

２Ｃ级数据中的太阳入射角和方位角来表示太阳的

方位。但当地时间的时角还与纬度有关，因此采用

赤道坐标系来表示月球的时角信息。在地平坐标

系到赤道坐标系的转化中，将太阳入射角和方位角

信息转化为时角信息，其计算公式［５，１２］为：

ｔａｎφ＝ｓｉｎ犪ｔａｎ犻／（ｃｏｓλ－ｓｉｎλｃｏｓ犪ｔａｎ犻）（１）

其中，犻是太阳入射角，取值范围为［０，π］；犪是太

阳方位角，取值范围为［０，２π］；θ是极角，用来表

示极距，取值范围为［０，π］；φ是负极角，取值范

围为［－π，π］；λ是纬度，取值范围为［－π／２，

π／２］；犺则表示时角，犺＝－φ。

１．３　数据比较

嫦娥一号和嫦娥二号上同时搭载了性能相似

的微波辐射计。本文在对微波辐射计数据时角进

行计算的基础上，对ＣＥ１和ＣＥ２的数据进行了

比较分析。从图２中可以看出，尽管ＣＥ１卫星

在绕月飞行期间测得的亮温数据可以多次覆盖月

球表面，但对亮温数据的统计结果表明，其亮温数

据多数集中在月球午夜时刻（对应时角－１８０°或

１８０°）和正午时刻（对应时角０°），而不能够覆盖一

天当中的整个时段，因此不能很好地模拟亮温数

据的日变化特征。而嫦娥二号在每个时段上都拥

有大量的亮温数据，相对嫦娥一号而言，能更好地

模拟亮温随时角变化的特征。因此，根据亮温数

据的时角特性，本文采用嫦娥二号微波辐射计数

据来制作全月亮温图。

图２　嫦娥数据采样点的时角信息统计

Ｆｉｇ．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ＨｏｕｒＡｎｇｌ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ｔａ

２　全月亮温制图

２．１　亮温日变化模型

为了获取全球范围内特定时刻的亮温分布，

分别提取每２０°纬度区域的中心纬度±０．１°的亮

温数据，建立不同纬度的亮温日变化的高斯拟合

模型。研究中比较了高斯拟合、线性拟合、傅立叶

拟合等几种拟合方式，并利用精度高的３次高斯

拟合模型来拟合嫦娥二号的亮温数据，即

ＴＢｍｏｄｅｌ＝犪１·ｅ
（－（（犺－犫１

）／犮
１
）２）
＋

犪２·ｅ
（－（（犺－犫２

）／犮
２
）２）
＋

犪３·ｅ
（－（（犺－犫３

）／犮
３
）２） （２）

其中，犺表示时角，取值范围为［－π，π］；犪犻、犫犻、犮犻（犻

＝１，２，３）分别是高斯模型的拟合参数；ＴＢｍｏｄｅｌ是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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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纬度的高斯拟合模型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

拟合数据 犪１ 犫１ 犮１ 犪２ 犫２ 犮２ 犪３ 犫３ 犮３ 模型

０°Ｎ±０．１° １５１．６　 　８．７７５ １２３．２ ２０７．４ ２０２．３ ２０３．９ ２１８．４ －２１０ 　１４８．８ ｍｏｄｅｌ０

２０°Ｎ±０．１° １５３．２ －１１．１ １７２．４ １８３ ２４４ ３０５．５ １４８．７ －２０６．１ ９８．２３ ｍｏｄｅｌ２０

４０°Ｎ±０．１° ６２．５６ ４２．２５ １４１ １９２．８ ８６６ ２７１１ ３６．０７ －１７４．３ ６３．６７ ｍｏｄｅｌ４０

６０°Ｎ±０．１° ７８．２６ －１９９．３ ８８．１９ ２０５．３ ５３．１６ ２８６．２ １１．８７ １８４ ３４．０３ ｍｏｄｅｌ６０

８０°Ｎ±０．１° ６６．８ －１８２．２ ９５．２５ －９．１４５ １１．２ ９．２３６ １４１．８ ６８．７６ ２４７．９ ｍｏｄｅｌ８０

通过模型计算不同时角的亮温值。表１是拟合模

型分别在不同纬度的拟合参数。

　　为了构造正午时刻的全月亮温图像，需要将

所有时间段下的亮温数据转化为正午时刻，即时

角为０°时的亮温值。根据式（２）并结合空间插值

方法，通过式（３）对每个亮温数据进行不同时角的

尺度变化，得到正午时刻的亮温值。

ＴＢｎｏｏｎ ＝
ｌａｔ（ｃｅｎｔｅｒ）－ｌａｔ（ｌｏｗｌａｔ）

２０
·ＴＢ犺（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Ｂｎｏｏｎ（ｌｏｗｌａｔｍｏｄｅｌ）／ＴＢ犺（ｌｏｗｌａｔｍｏｄｅｌ）＋

　
ｌａｔ（ｈｉｇｈｌａｔ）－ｌａｔ（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
·ＴＢ犺（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Ｂｎｏｏｎ（ｈｉｇｈｌａｔｍｏｄｅｌ）／ＴＢ犺（ｈｉｇｈｌａｔｍｏｄｅｌ） （３）

其中，ｌａｔ（ｃｅｎｔｅｒ）为采样点的纬度；ｌａｔ（ｌｏｗｌａｔ）、ｌａｔ（ｈｉｇｈｌａｔ）

分别是低于采样点和高于采样点并且最靠近采样

点的高斯拟合模型的中心纬度；（ｌａｔ（ｃｅｎｔｅｒ）－

ｌａｔ（ｌｏｗｌａｔ））／２０、（ｌａｔ（ｈｉｇｈｌａｔ）－ｌａｔ（ｃｅｎｔｅｒ））／２０分别表示

采样点低、高纬度的高斯拟合模型的权重函数；

ＴＢ犺（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表 示 采 样 点 的 亮 温 测 量 值；

ＴＢｎｏｏｎ（ｌｏｗｌａｔｍｏｄｅｌ）、ＴＢｎｏｏｎ（ｈｉｇｈｌａｔｍｏｄｅｌ）分别表示采样点低、

高纬度的高斯拟合模型对应的正午亮温值；

ＴＢ犺（ｌｏｗｌａｔｍｏｄｅｌ）、ＴＢ犺（ｈｉｇｈｌａｔｍｏｄｅｌ）分别表示采样点低、高

纬度的高斯拟合模型对应的采样时角的亮温值。

２．２　数据滤波

由于仪器系统噪声、月表地形起伏、卫星轨道

与姿态测量等多个环节都存在误差，嫦娥微波辐

射计数据中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的误差。从原始

数据到时角处理的过程中，数据的误差会被传播

和放大，导致微波辐射计数据中存在明显的亮温

奇异值，甚至出现严重的失真和扭曲现象，因此

需要通过滤波的方法进行处理。本文采用基于地

学统计法［１３］的单轨滤波，逐点统计每个０．５°×

０．５°网格点中通过亮温日变化模型校正后的所有

亮温数据。

珡犜＝
１

犖∑
犖

犻＝１

犜犻，δ＝ ∑
犖

犻＝１

（犜犻－珡犜）
２／

槡 犖 （４）

式中，珡犜为该网格点中所有亮温数据的平均值；δ

为标准差；犖 为该网格点中亮温数据的个数；犜犻

为网格点中各个亮温数据的值。如果该亮温数据

满足 犜犻－珡犜犻 ＞犕δ，则将该值作为奇异值被剔

除。其中，犕 为阈值测点参数，这里取犕＝４
［１４］。

２．３　制作全月亮温图

在剔除掉奇异点后，基于简单圆柱投影和

ＧＣＳ＿ＭＯＯＮ＿２０００坐标系，并采用转化后的亮温

值对０．５°×０．５°分辨率的网格进行填图。由于嫦

娥二号微波辐射计数据在０．５°×０．５°分辨率的网

格下并不是全覆盖的，因此还需对填图结果进行

克里金插值，得到正午时刻３．０、７．８、１９．３５和

３７．０ＧＨｚ下的全月亮温图（见图３）。

　　图３显示，月球表面的亮温随纬度的升高而

降低，这是因为太阳辐射分布不同以及影响亮温

的月球表面的物理温度从赤道向两极逐渐降低的

缘故。比较图３（ａ）至３（ｄ）可以发现，频率越高，

全月表面亮温分布的差异越大，这是因为频率越

高，电磁波对月壤的穿透深度就越小，月壤深度越

小，其不同纬度的物理温度差异越大。

３　亮温数据分析

３．１　结合犇犈犕和犆犆犇影像分析亮温数据

从微波亮温分布图上可以看出，除从宏观上

存在明显微波亮温纬度性分布外，还可以看到即

使在同一纬度上的亮温也并不完全相同。结合

ＣＣＤ影像和ＤＥＭ 数据进行比较（图４），结果表

明，微波辐射的局部特征受到月球地形和月表反

射率的影响。

从图４（ｂ）中可以看出，在虹湾地区，亮温随

等高线的分布趋势，这些地形信息都可以从时角

校正后的微波亮温图中获得。在图４（ｂ）箭头位

置的北部地区，同一纬度下山脊的阳面亮温值高

于阴面，由此可以看出太阳辐射是决定亮温值高

低的重要因素。

亮温值除了反映月球的地形信息外，还反映

反射率的信息。将虹湾的亮温图和该地区嫦娥一

号ＣＣＤ影像图进行比较可以看出，ＣＣＤ影像图

中海拔较高的区域内的亮度值比月海区域内的

高，而亮温值则相反。这是由于月海区域的反射

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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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正午时刻各频率亮温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ＬｕｎａｒＢｒｉｇｈ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ｅａｔＤａｙｔｉｍｅａｔＥａｃ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图４　虹湾地区ＣＣＤ影像图和亮温图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ＣＤ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ｅａｔＳｉｎｕｓＩｒｉｄｕｍ

率较低，相对而言可以吸收更多的热能，因此表现

出了较高的亮温值。

３．２　亮温异常区域研究

通过分析中低纬度地区３７．０ＧＨｚ的亮温

图，发现了一些亮温异常的区域，如图５中的犃、

犅、犆区域是相对周围区域的一个亮温异常冷点。

图６显示了这些亮温异常冷点几乎都是撞击坑，

并且普遍都是一些比较新的撞击坑，如哥白尼纪

形成的Ａｒｉｓｔａｒｃｈｕｓ撞击坑（图６（ａ））、Ｌａｎｇｒｅｎｕｓ

撞击坑（图６（ｂ））和Ｌｅｎｔｓ撞击坑（图６（ｃ））
［１５］。

这是因为在哥白尼纪或者更晚形成的撞击坑的反

射率高，其热变换速度也高于周围区域，因此其亮

温值不同于周围区域。

研究中将 Ａｒｉｓｔａｒｃｈｕｓ撞击坑的亮温值与该

撞击坑所在纬度带的亮温数据的平均值进行了比

较，如表２所示，其中，ＴＢｃｒａ表示 Ａｒｉｓｔａｒｃｈｕｓ撞

击坑的亮温值；ＴＢａｖｇ表示 Ａｒｉｓｔａｒｃｈｕｓ撞击坑所

在纬度带的亮温均值。由表２可见，Ａｒｉｓｔａｒｃｈｕｓ

撞击坑的亮温普遍低于同纬度的均值，并且随着

频率的增加，差值也随之增大。且频率越高，探测

深度越浅，这是由于表层温度变化较底层温度变

化快，因此高频通道的亮温更表现出亮温的异常

特征，这也是本文选用最高频率通道（３７．０ＧＨｚ）

的亮温值来研究亮温异常区域的原因。

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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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３７．０ＧＨｚ中低纬度亮温图

Ｆｉｇ．５　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ｍａｇｅａｔ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ｔ３７．０ＧＨｚ

图６　亮温异常区域ＣＣＤ影像

Ｆｉｇ．６　ＣＣＤＩｍａｇｅｏｆ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ｒｅａ

表２　犃狉犻狊狋犪狉犮犺狌狊撞击坑不同频率亮温异常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ＡｒｉｓｔａｒｃｈｕｓＣｒａｔｅｒ

亮温／Ｋ
微波辐射计测量频率／ＧＨｚ

３．０ ７．８ １９．３５ ３７．０

ＴＢｃｒａ ２１２ ２０４ ２２８ ２３９

ＴＢａｖｇ ２２９ ２２２ ２４６ ２６１

ＴＢ犇＝ＴＢａｖｇ－ＴＢｃｒａ １７ １８ １８ ２２

４　结　语

本文对嫦娥亮温数据的时角信息进行了统计

分析。结果表明，嫦娥二号微波辐射计数据无论

是在数量上，还是覆盖的时间跨度上，都优于嫦娥

一号，其数据空间覆盖度也达到９９．９７％，一定程

度上对嫦娥一号和嫦娥二号的数据质量进行了评

价。通过研究不同频率及不同纬度下的时角和亮

温的相关关系，分别建立了不同频率通道下和不

同纬度下的亮温日变化模型，并根据模型对亮温

数据进行了时角校正。亮温分布图显示，月球表

面各频率的亮温随纬度的升高而降低；频率越高，

全月表面的亮温分布差异越大。本文还结合

ＤＥＭ和ＣＣＤ影像数据比较评价了微波亮温图。

同时还基于高频的亮温数据研究了月球亮温异常

区域，结果表明，亮温异常区域为哥白尼纪的新鲜

撞击坑。

参　考　文　献

［１］　ＯｕｙａｎｇＺｉｙｕ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１Ｌｕ

ｎａｒＯｒｂｉｔｅｒａｎ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ｏａｌ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２［Ｊ］．

犛狆犪犮犲犮狉犪犳狋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２００９，１９（５）：１６（欧阳自

远．嫦娥一号卫星的初步科学成果与嫦娥二号卫星

的使命［Ｊ］．航天器工程，２００９，１９（５）：１６）

［２］　ＨｉｒｔｈＷ，ＢｕｔｚＭ，ＦｕｅｒｓｔＥ，ｅｔａｌ．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Ｍｏｏｎ’ｓＤｉｓｋａｔ６ｃｍ Ｗａｖｅ

ｌｅｎｇｔｈ［Ｊ］．犜犺犲犕狅狅狀，１９７６，１５：３１７３２３

［３］　ＭａｒｉｎａＢ．ＭｏｏｎＤｉｓ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Ｐｈａｓｅａｔ１７００ ＭＨｚ［Ｒ］．ＥｉｄｇｅｎｓｓｉｓｃｈｅＴｅｃｈ

ｎｉｓｃｈｅ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 Ｚüｒｉｃｈ，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Ｐｈｙｓｉｋ，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０３

［４］　ＫｅｉｈｍＳＪ，ＧａｒｙＢ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ｉｇｈＲｅｓ

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ｕｎａｒ 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ａｐｓ ａｔ

Ｌａｍｂｄａ３．５５ Ｍｉｃｒｏｍｅｔｅｒ［Ｊ］．犈犗犛犜狉犪狀狊，１９７９，

６０：２９９

［５］　ＺｈｅｎｇＹＣ，ＴｓａｎｇＫＴ，ＣｈａｎＫＬ，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Ｍｉ

ｃｒｏｗａｖｅ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ＭｏｏｎｗｉｔｈＣｈａｎｇ’Ｅ１Ｄａｔａ：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Ｔｉｍｅ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Ｊ］．犐犮犪

狉狌狊，２０１２，２１９：１９４２１０

［６］　ＭｅｎｇＺｈｉｇｕｏ，Ｃ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ｂｏ，ＤｕＸｉａｏｊｕａｎ，ｅｔ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ｎＭｉｃｒｏ

ｗａｖｅ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ＬｕｎａｒＲｅｇｏｌｉｔｈＳｔｉｍｕ

ｌａｎｔ［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１１，２１

（１）：９４１０１

［７］　ＦａＷｅｎｚｈｅ，ＪｉｎＹａｑｉｕ．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ＬｕｎａｒＲｅｇｏｌｉｔｈ

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Ｕｓ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ａｎｃｅ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Ｌａｙｅｒ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Ｃ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ｅＵＶ

ＶＩＳＤａｔａ［Ｊ］．犛狆犪犮犲犛犮犻，２００７，２７（１）：５５６５（法文

哲，金亚秋．三层月壤模型的多通道微波辐射模拟

与月壤厚度的反演［Ｊ］．空间科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１）：

５５６５）

［８］　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ＬｉＹｕｎ，Ｊｉａｎｇ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ｔａｌ．

Ｌｕｎ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ＲｅｇｏｌｉｔｈＴｈｉｃｋ

６３７



　第４０卷第６期 连　懿等：利用嫦娥二号微波辐射计数据的全月亮温制图

ｎｅｓｓａｎｄ Ｈｅｌｉｕｍ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Ｒｅ

ｔｒｉｅｖｅｄｆｒｏｍ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

ＣＥ１Ｌｕｎａｒ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Ｓｏｕｎｄｅｒ［Ｊ］．犛犮犻犆犺犻狀犪犛犲狉

犇—犈犪狉狋犺犛犮犻，２００９，３９（８）：１０６９１０８４（王振占，

李芸，姜景山，等．用“嫦娥一号”卫星微波探测仪亮

温反演月壤厚度和３Ｈｅ资源量评估的方法及初步

结果分析［Ｊ］．中国科学Ｄ辑：地球科学，２００９，３９

（８）：１０６９１０８４）

［９］　ＦａＷＺ，ＪｉｎＹＱ．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ｌｉ

ｕｍ３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ｕｎａｒＲｅｇｏｌｉｔｈＬａｙ

ｅｒ［Ｊ］．犐犮犪狉狌狊，２００７，１９９０：１５２３

［１０］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ＬｉＹｕ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ｉ，ｅｔａｌ．Ｉｎ

ｏｒｂｉｔ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ｄＡｎｔｅｎｎａＰａｔｔｅｒ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ＣＥ１Ｌｕｎａｒ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Ｓｏｕｎｄｅｒ（ＣＥＬＭＳ）［Ｊ］．

犛犮犻犆犺犻狀犪犛犲狉犇—犈犪狉狋犺犛犮犻，２００９，３９（８）：１０２９

１０４４（王振占，李芸，张晓辉，等．“嫦娥一号”卫星微

波探测仪数据处理模型和月表微波亮温反演方法

［Ｊ］．中国科学 Ｄ 辑：地球科学，２００９，３９（８）：

１０２９１０４４）

［１１］ＦａＷＺ，ＪｉｎＹＱ．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Ｂｒｉｇｈｔ

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Ｌｕｎ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

Ｒｅｇｏｌｉｔｈ Ｌａｙｅｒ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１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Ｊ］．犛犮犻犆犺犻狀犪犛犲狉，２０１０，Ｅ５３：１６８１８１

［１２］ＣｈａｎＫＬ，ＴｓａｎｇＫＴ，ＫｏｎｇＢ，ｅｔａｌ．ＬｕｎａｒＲｅｇｏ

ｌｉｔｈＴｈｅｒｍ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Ｃｈａｎｇ’Ｅ１Ｍｉ

ｃｒｏｗａｖｅ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Ｊ］．犈犪狉狋犺

犘犾犪狀犲狋犛犮犻犔犲狋狋，２０１０，２９５（１／２）：２８７２９１

［１３］ＳｈｅｎｇＪｕ，ＸｉｅＳｈｉｑｉａｎ，ＰａｎＣｈｅｎｇｙｉ．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盛聚，谢式千，潘承

毅．概率论与数理统计［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４）

［１４］ＨａｏＷｅｉｆｅｎｇ，ＬｉＦｅｉ，ＹａｎＪｉａｎｇｕｏ，ｅｔａｌ．Ｌｕｎａｒ

Ｐｏｌａｒ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１ＬａｓｅｒＡｌ

ｔｉｍｅｔｅｒ［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２０１２，

５５（１）：４６５２（郝卫峰，李斐，鄢建国，等．基于“嫦娥

一号”激光测高数据的月球极区光照条件研究［Ｊ］．

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１２，５５（１）：４６５２）

［１５］ＣｈｅｖｒｅｌＳＤ，ＰｉｎｅｔＰＣ，ＤａｙｄｏｕＹ，ｅｔａｌ．Ｔｈｅ

Ａｒｉｓｔａｒｃｈｕ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ｎｔｈｅＭｏｏ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ｅＵＶ

ＶｉｓＮ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ａｔａ［Ｊ］．犐犮犪狉狌狊，２００９，１９９（１）：

９２４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犕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犚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犅狉犻犵犺狋狀犲狊狊犜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狅狀狋犺犲

犔狌狀犪狉犛狌狉犳犪犮犲犅犪狊犲犱狅狀犆犺犪狀犵’犈２犕犚犕犇犪狋犪

犔犐犃犖犢犻１　犆犎犈犖犛犺犲狀犵犫狅
１
　犕犈犖犌犣犺犻犵狌狅

１
　犣犎犃犖犌犢犻狀犵

１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Ｇｅｏ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１３０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ｌｕｎａｒｒｏｖｅｒｗａｓｅｑｕｉｐｐｅｄｗｉｔｈａｐａｓｓｉｖｅ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

（ＭＲＭ）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ｕｎ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

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ｔｈｅｂａｓｅ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ｌｕｎａｒｒｅｇｏｌｉｔｈ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ｌｕｎａｒｒｅｇｏｌｉｔｈ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ＲＭ２Ｃｌｅｖｅｌ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Ｃｈａｎｇ’Ｅ２，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ｄｉｕｒ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ｓ，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ｍａｐ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ｏｎｗ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ｈｏｕｒａｎｇｌ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ＣＤ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ＥＭｄａｔａ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ａｔ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ｃｏｍ

ｍｅｎｄａｂ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ｌｕｎａｒ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ｕｎ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ａｒｅａｓｏｆｌｕ

ｎａｒ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ｔ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ａｌｌａｒｅｆｒｅｓｈｉｍｐａｃｔｃｒａｔ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ａｎｐｅｒｉｏ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ｈａｎｇ’Ｅ２；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ｈｏｕｒａｎｇｌｅ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ＡＮＹｉ，Ｐｈ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Ｅｍａｉｌ：ｆｉｓｈｌｉｃｅ＠１６３．ｃｏｍ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ＣＨＥＮＳｈｅｎｇｂｏ，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ｓｂ＠ｊｌｕ．ｅｄｕ．ｃｎ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４１３７２３３７，４０９０１１８７；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８６３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Ｔｏｐｉｃｓ，Ｎｏ．２００８ＡＡ１２Ａ２１２．

７３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