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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7GQO@GR太湖站 #$$L 年 J 月"#$"$ 年 J 月的太阳分光光度计实测数据! 分
析太湖上空单次散射反照率$;;7%随时间变化特征以及频率分布特征=结果表明! ;;7的月
均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 ^ 月的 $hJL ~$h$! 和 "# 月的 $ĥD ~$h$!=季节均值的最大值为夏
季的 $hJ% ~$h$!! 最小值为冬季的 $ĥ^ ~$h$%& ;;7的年均值为 $hJ$=从频率分布来看!
;;7的最高频率分布区间为 $hJ r$hJ#=分析表明! 太湖上空存在中度吸收型的气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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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散射反照率 !2/*F,128+331)/*F+,B19’"
;;7#" 作为气溶胶重要的光学性质参数 &"’ " 已被
广泛应用于气溶胶对气候的影响 &#’ 0遥感影像大
气校正精度的提升 &!’等方面的研究中=

国内外学者一般通过观测气溶胶粒子对入射
辐射的性质和强度的变化来反演 ;;7" 主要手段
有$地基遥感测量方法 &"’ " 空基遥感法 &%’ " 以及
空H地结合法 &L’ % 从气溶胶本身的结构出发反演
;;7&M’=相比较而言" 地基遥感测量法操作不仅
较为简单" 而且能够较为精确地反演 ;;7=常用
的观测仪器是太阳分光光度计 !5GH!"^#" 目前
通过该类仪器获取的数据已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
北方 &L’ 0长三角 &D’等地区 ;;7的研究之中" 但是
针对太湖区域上空及其 ;;7长时间序列变化特
征目前还没有研究=

本研究基于 7GQO@GR太湖站点 5GH!"^ 的
#$$L 年 J 月1#$"$ 年 J 月的 ,101,# 数据" 旨在
通过&揭示 ;;7随时间变化特征% ’探讨 ;;7频
率分布" 进而揭示该地区气溶胶的变化特征" 获
取精确的 ;;7" 最终为太湖水色遥感大气校正精
度的提升提供数据支持=

CJ材料与方法

CLCJ站点介绍与数据获取
观测站点位于太湖北部的中国科学院太湖湖

泊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研究 站内 ! !"h%#"v@"
"#$h#"LvG#" 紧邻太湖" 海拔约 "$ :" 周围无建
筑物阻挡0空气流通顺畅0视野开阔=

7GQO@GR太湖站点的 5GH!"^ 于 #$$L 年 J
月安装在中国科学院太湖湖泊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研究站内" 该仪器以 "hLv的视场角每 ! :/* 获取
!%$0!^$0%%$0L$$0MD$0^D$0J!M0"$#$0"M%$ *:通
道的太阳直射光谱辐射测量值和天空辐射值" 除
J!M *:通道以外" 其余通道的测量值用来反演
7OR!反演误差在 $h$" r$h$# &^’ # " ;;7由 7OR
及其对应通道的天空扫描观测数据进一步反演得
到 &J’=该仪器每年由 @7;7定标 " 次=7GQO@GR
太湖站点的 ,101,# 数据是经过前后场定标校准"
并经过严格的去云处理=

CLAJ分析方法
CLALCJ气溶胶光学厚度

依据 T11)HT’(F(1)Hf+:B1)3定理"大气总光学
厚度 23’3+,!’#

&"$’可表达为

23’3+,!’# G2)!’# H2+!’# H2’]!’#" !"#
式中$ ’为波长" 以 %:为单位% 2)为 Q+4,1/F6 散
射光学厚度" 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量" 可由经验公
式!##计算得出% 2’]和 2+分别为臭氧吸收光学厚
度和气溶胶光学厚度% !##式中 @为压强 !单位
6i+#% ’为波长" 以 %:为单位% 2’]为臭氧的光
学厚度" 可采用!!#式计算$
2)!’# G$h$$^ LMJ’

I%!" H$h$""!’I# H

$F$$$ "!’I%# @
"$"!F#L

" !##

2’]!’# G(’]!’#*/D"$$$" !!#
式中" (’]!’#为臭氧吸收系数" /为臭氧含量!单
位 S.#=结合!"#1!!#式即可求出气溶胶光学
厚度 2+=
CLALAJ单次散射反照率

单次散射反照率定义为散射系数与总辐射系
数的比值 &"$’=

$!’# G%28+3!’#D%+B2!’# H%28+3!’#" !%#
式中$$为单次散射反照率" %+B2和 %28+3分别为吸
收系数和散射系数=;;7由 %%$0 MD$0 ^D$0 "$#$
*:通道的天空扫描观测数据及对应的 7OR反演
得到 &""’ " 其反演精度主要与仪器定标精度有关"
为确保 ;;7的反演精度!误差小于 $h$! &"’ # " 采
取的数据筛选原则如下$ " # 7OR! %%$ *:#,
$hL% ## 太阳天顶角不小于 %$v=为叙述方便及
便于对比分析" 本文使用 %%$ *:处的 ;;7值=

AJ结果与讨论

ALCJ@@!随时间变化特征
按照北半球平均气温将太湖地区的四季做如

下划分$ "" 月下旬至次年 # 月底为冬季0! 月上
旬至 L 月中旬为春季0L 月底至 J 月上旬为夏季0
J 月中旬至 "" 月中旬为秋季=将 #$$L 年 J 月1
#$"$ 年 J 月的 ;;7!%%$ *:#值作日平均处理以
代表该天的情况" 然后再利用这些日均值作月平
均和季节平均" 得到如图 " !+#" " ! B#所示 ;;7
!%%$ *:#的月变化和季节变化=如图 "!+#所示"
;;7的均值 #1! 月有小幅递减" %1^ 月逐渐增
加% J1"# 月逐渐递减=月均最大值为 ^ 月的
$hJL ~$h$!" 最小值为 "# 月的 $ĥD ~$h$!=由
于天气状况以及仪器定标等原因使得 D 月份的观
测数据缺失% ;;7的低值区出现在 "" 月至次年 !
月" 表明该时期吸收性气溶胶的排放量高于其他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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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太湖上空 ;;7的月变化与中国华东地区吸
收性气溶胶的排放量变化趋势呈反比关系 &""’ "
表明人类活动对本地区气溶胶性质影响较大=

;;7从冬季至夏季逐渐增加" 夏季至秋季递
减!图 "!B##" 最大值出现在夏季的 $hJ% ~$h$!"
最小值为冬季的 $ĥ^ ~$h$%=太湖 ;;7的季节变
化跟中国华北地区郑州类似 &"#’=春季" 受到北方
沙尘天气的影响" ;;7从 !1% 月有明显的增加=
夏季太湖 ;;7值最大" 主要与$ 夏季" 太湖地区
相对湿度增加" 吸湿性气溶胶粒子吸水后体积膨
胀" 散射性增强" 实际上本地区约 %$y的散射效
应的贡献源自于水汽 &"!’有关% 同时也与夏季从
海洋上空输送的非吸收性硫酸盐粒子至太湖上空
有关=秋季 ;;7值降低" 冬季 ;;7值最低" 表明
该区域吸收性气溶胶含量为全年最高% 以煤为主
要燃料的华北地区释放的黑炭气溶胶长距离输送
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图 CJ@@!"DDB "?#的变化图
Q’)LCJb*.’*$’#"#-@@! "DDB "?#

J

太湖地区 ;;7的年均值为 $hJ$" 总体来看"
太湖上空存在着中度吸收型的气溶胶 &"%’ % 与中
国华北地区 !$ĥ$ r$ĥJ#相比偏大 &"#’ " 跟同样
处于城市H工业型气溶胶地区的墨西哥城的 $hJ$
相同" 略低于法国巴黎地区的 $hJ! &"’ % 这种差异

性除受到燃料类型0天气影响等原因之外" 也受
到所处的地理位置因素的制约=太湖受到长三角
地区工业城市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如非吸收性的
硫酸盐粒子#的影响 &L’ % 另外该观测站点紧邻太
湖" 太湖本身释放大量水汽的影响" 致使该区域
的 ;;7值较高=受排放源0周围环境0气溶胶构成
等因素的影响" 致使气溶胶的时空分布" 粒子大
小以及形状等性质变化较大" 但对于本地区而
言" 通过对比 ;;7和同时期 7OR的标准偏
差 &"L’ " 得知太湖地区的 ;;7变化远比 7OR小"
因此对于同属于气溶胶光学性质的 7OR和 ;;7"
二者的变化程度不同=

ALAJ@@!的频率分布特征
#$$L 年 J 月1#$"$ 年 J 月 ;;7的频率分布

!图 ##" ;;7呈单峰分布" 最高频率分布区间为
$hJ r$hJ#" 约占总样本的 #!y=落在低值区间
!;;7q$ĥL#的 ;;7占总样本的约 "!y=约 "y
的 ;;7小于 $ĥ" 介于 $ĥ r$hJ 的 ;;7约占总
样本的 L$y" 大于 $hJ 的 ;;7占总样本的 L"y=
;;7的最大值为 "h$" 是最小值 $hD% 的约 "h%
倍" 表明该区域存在不同吸收性质的气溶胶!强
吸收型气溶胶和非吸收型气溶胶# &"%’=太湖地区
气溶胶的 ;;7这种变化对研究水色遥感大气校
正算法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图 AJ@@!"DDB "?#的频率变化
Q’)LAJb*.’*$’#"’"-.%c/%"1< #-@@!"DDB "?#

J

存在于太湖上空的吸收性气溶胶主要为化石
燃料和生物质燃料不完全燃烧 &#’和汽车尾气释
放 &"M’的黑炭气溶胶!B,+8I 8+)B’*" T5# &"D’ " 而且
该类气溶胶的排放量近年来有逐渐增加的趋
势 &"M’ " 不仅严重干扰传感器获取的水体信息" 而
且会给遥感反演水体信息造成比较大的误差" 致
使现行的一些-类水体!光学性质主要由黄色物
质和悬浮物决定的水体#的大气校正算法失效%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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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输入不准确的 ;;7将会给遥感影像大气校
正结果带来较大的误差 &!’ " 这对反射信号很弱的
水体而言提高水色遥感大气精度显得十分重要"
因此发展精确的针对太湖-类水体的大气校正算
法" 除考虑吸收性气溶胶的存在之外" 精确地获
取 ;;7也是必不可少的=

EJ结论

"#;;7的均值 !1% 月有明显递减的趋势"
%1^ 月逐渐增加% J1"# 月逐渐递减" 月均值最
大值为 ^ 月的 $hJL ~$h$!" 最小值为 "# 月的
$ĥD ~$h$!%

##;;7的最大值出现在夏季的 $hJ% ~$h$!"
最小值为冬季的 $ĥ^ ~$h$%% 年均值为 $hJ$" 表
明太湖上空存在中度吸收型的气溶胶%

!#;;7呈单峰分布" 最高频率分布区间为
$hJ r$hJ#" 占总样本的约 #!y=高值区间! ;;7
X$hJ#的 ;;7占总样本的约 L"y=;;7的最大
值!"h$#是最小值!$hD%#的约 "h% 倍" 表明该区
域存在不同吸收性质的气溶胶=

感谢美国马里兰大学李占清教授提供本文的研究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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