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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OCI 数据黄海气溶胶光学厚度
反演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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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气溶胶是研究大气辐射收支的重要参数，确定气溶胶光学特性对于研究气候变化和实现卫星定量遥感有重要意
义。针对黄海上空气溶胶反演时存在下垫面背景受到内陆河流巨大影响及吸收性气溶胶干扰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
于 GOCI 数据的气溶胶光学厚度反演新算法，利用 AERONET 数据对比分析了黄海上空气溶胶光学厚度的反演精度，结果
表明该算法能较好地反演气溶胶光学厚度，相比业务化算法具有较高的反演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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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version method of aerosol optical depth over
the Yellow Sea based on GOCI data
ZHENG Xiao-shen, ZHANG Ya-nan, LIU Yu-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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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erosol i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in the study of atmospheric radiation budget. It is important to determine

aerosol optical characteristics for studying climate change and realizing quantitative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Aiming at
solving the problem that the background of underlying surface is greatly affected by inland rivers and the interference of
absorbent aerosols in the inversion of aerosols over the Yellow Sea, a new aerosol optical depth inversion algorithm based on

GOCI data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AERONET data, the inversion accuracy of aerosol optical depth over the
Yellow Sea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algorithm can retrieve aerosol optical depth well, and has higher inversion
precision than the operational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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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气溶胶是大气中的微量成分，在大气中气
溶胶的含量虽然不高，但对调控地球辐射收支平衡
及全球气候模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气溶胶成为
研究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重要参数。海洋上空气
溶胶光学性质的研究对于估计电磁波的辐射、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和提高定量遥感精度有重要意义 （刘

玉光， 2009；沈 永平 等， 2013）。 Griggs （1975）
和 Fraser （1976） 利用单通道原理建立的海洋气溶
胶光学厚度 （Aerosol Optical Depth，AOD） 反演算

法，对于海表反射率较大的区域反演效果并不理
想。多通道遥感算法反演气溶胶主要是利用通道反
射特征避免下垫面反射的影响来提高反演精度。
Durkee 等 （1986） 用 AVHRR 的 630 nm 和 830 nm
波段来反演 AOD，Remer 等 （2005） 验证了 660 nm
和 870 nm MODIS 海上 AOD 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演
有效性，结果证明 MODIS 数据的反演效果很好。
刘毅等 （2008） 利用 MODIS 气溶胶业务产品验证
渤海、黄海、东海和日本以南海域的反演结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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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表明基于 MODIS 数据的双通道算法和业务

中起到作用。因此，减少以上因素的影响有助于提

算法对黄海的反演结果并不理想。多角度气溶胶遥
感的原理是基于大气和地表对大气顶层卫星信号贡

高黄海上空气溶胶光学特性的反演精度。在此背景
之下，本文提出了一种针对黄海气溶胶光学厚度的

献的比率随观测角度的不同而不同的特点，将地表
与大气信号区分开来。 Veefkind 等 （1998； 2000）

新反演算法。该算法基于高时空分辨率卫星 GOCI

数据，通过增加吸收性气溶胶模态，减小由于水体

利用双角度算法 （ATSR-DV） 算法反演了不同区
域的气溶胶并得到了较好的反演结果。

针对黄海海域，气溶胶光学特性的反演主要受
到以下三点因素的影响， （1） 黄海海域上空不但
受到海洋水汽蒸发的影响，也受到包括沿岸工业排

放、化石燃料及西北内陆黄沙等陆源物质的影响。
因此，其上空的气溶胶包括非吸收性气溶胶和吸收
性气溶胶。 （2） 区域下垫面受到内陆河流影响较

为 明 显 ， 近 岸 海 域 为 典 型 的 浑 浊 水 体 （牟 冰 ，
2014；王正，2013），下垫面的反射影响反演精度。
（3） 由于气溶胶的空间分布不均匀，时间变化较
大，低时空分辨率的遥感数据不能在实际观测应用

反射引起的误差，达到提高反演精度的目的。

1

数据来源

1.1 地基数据

AERONET （Aerosol Robotic Network） 是 一 个
由 NASA 和 PHOTONS 共同建立的气溶胶地基遥感
观测网络 （郭阳洁， 2014），该网络现已经覆盖了
全球主要的区域，目前全球共有超过 500 个站点。
通常，将 AERONET 所测得的气溶胶光学厚度作为

真值，来检验遥感反演的气溶胶光学厚度的准确
性，图 1 为 AERONET 全球站位图。

图 1 AERONET 全球站位分布图

AERONET 气溶胶数据包括 1 级、 1.5 级和 2
级数据产品， 1 级产品未经筛选和最终的校正；
1.5 级产品经过了云污染筛选，未经过最终校正；2

级产品经过了校正、云污染筛选和质量控制。黄海
AERONET 站位少，且部分站位数据的可用性差，
实验选择有数据质量保证且位于 GOCI 刈幅内的
Anmyon 站位 （36.54毅N， 126.33毅E），能够验证反
演算法对浑浊水体的适用性。下载网址为 https://
aeronet.gsfc.nasa.gov。

1.2 GOCI 数据
2010 年 韩 国 成 功 发 射 地 球 静 止 轨 道 卫 星
COMS，这颗卫星上搭载着世界上第一个静止轨道
GOCI 海洋水色传感器，每天能够提供从 00:16 UTM
到 7:16 UTM 的分辨率为 500 m 的 8 幅卫星遥感图
像。由于时空分辨率较高， GOCI 数据对于监测黄
海的海洋环境变化十分有意义，本文选用的 GOCI
遥感数据包括 GOCI L1B 数据以及 GDPS 处理 的
L2A 级数据， GOCI 数据直接从韩国 COMS 卫星官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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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免费下载，网站为 http://kosc.kiost.ac.kr/。

2

MODIS L1A

GOCI L1B

反演方法

表现反射率反演

2.1 GPRO 算法
GOCI 传感器的优势在于利用静止轨道卫星获

去离水反射率

取高时空分辨率的遥感影像， GPRO 算法为 AOD
反演的业务化方法，通过去除离水反射率的影响反
演 AOD。反演流程如图 2 所示。
TOA 反射率
1 km伊1 km 分辨率

云掩膜
浑浊水体

Yes

NO

海表反射率
（30 d 清洁窗口）

海表反射率
（菲涅耳反射）

AOD （550 nm）

查找表搜索
FMF、Type、
AOD （550 nm）

图2

GPRO 算法流程图

对于浑浊水体，GPRO 仅利用去除离水反射率
的 490 nm 反 射 率 反 演 550 nm 处 的 AOD。 与
AERONET 数 据 比 较 ， GPRO 反 演 算 法 相 对 于
MODIS 业 务 算 法 的 反 演 精 度 更 高 （Lee et al，
2010）。
GPRO 反演算法主要有三点不足：第一，对浑
浊水体采用 30 d 清洁窗确定离水反射率存在一定

的误差；第二，GPRO 算法中并没有具体给出气溶
胶 Type；第三， GOCI 业务化算法对云去除过程过
于严格导致在浑浊水体上空反演会出现偏差。
2.2 GNEW 算法
针对 GPRO 算法中对离水反射率的处理以及

查找表中气溶胶模态设置中存在的缺陷，本文提出
一种基于 GOCI 数据的气溶胶光学特性反演算法
（GNEW 算法）。该算法的主要流程如图 3 所示。
该算法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表观反
射率与辐亮度之间的相互转换反演，为了去除由于
太阳天顶角及观测点与太阳之间距离的变化而引起
的误差，该算法首先将 GOCI 的辐亮度数据转化为
表观反射率。该算法利用去除离水反射率的反射数
http://hytb.nmdis.org.cn

MODIS 离水

反射率

除噪声处理

辐亮度反演
LUT 搜索
AOD、FMF、Type

图3

基于 GOCI 数据的气溶胶光学特性反演流程图

据来减少由于水体辐射信号引起的干扰。第二部分
为离水反射率除噪声反演，针对离水反射率产品存
在明显条带噪声的问题，该算法提出了插值法去条
带噪声以提高离水反射率的准确性和可用性。第三
部分为查找表的建立和搜索。该算法的输出结果为
气溶胶光学厚度 （AOD），细颗粒比例 （Fraction of

AOD contributed by fine dominated model， FMF） 及
气溶胶模态 （Type）。
2.2.1 表观反射率的反演
基于下载的 GOCI L1B 数据，根据大气校正方
程 （张民伟，2009） 将卫星接收的辐亮度转化为表
观 反 射 率 ， 式 （1） 为 表 观 反 射 率 的 计 算 公 式
（Teillet et al，2001），
仔L（姿）d2
籽（姿）=
（1）
ESUN（姿）cos（兹）

其中，籽（姿）表示 姿 波长处的表观反射率；d 表示日
地距离 （天文单位）；兹 表示太阳天顶角；ESUN（姿）
表示 姿 波长处平均太阳辐照度；L（姿）表示 姿 波长处
传感器接收到的辐亮度，单位为 W·m-2·sr-1·滋m-1。

上式中日地距离是遥感影像成像时间的函数，
表达式如下：
（JD - 4）仔
（2）
d = 1 - 0.016 74cos 0.985 6·
180
其中，JD 表示遥感成像儒略日。

蓸

蔀

波段平均太阳辐照度是大气层外的太阳光谱辐
照度与传感器各波段光谱响应函数的积分，表达式
如下：
ESUN（姿）=

乙

姿2
姿1

BMSI（姿）S（姿）d姿

乙

姿2
姿1

S（姿）d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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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姿）表示 姿 波长处的光谱响应函数，BMSI（姿）
表示 姿 波长处大气层外太阳光谱辐照度。

谱响应区间主要集中在 300~1 000 nm 范围内，因

Wehrli85 太阳光谱范围为 0.2~10 滋m， GOCI 的波

exoatmospheric irradiances，ESUN），如表 1 所示。

采用 Wehrli85 太阳光谱曲线计算 GOCI 接收的
波段平均太阳辐照度 （张楠，2013；张璐 等，2014）。
表1

ESUN

Band1

1.707 20

Band2

1.886 70

此，对 300~1 000 nm 区间内的大气层外太阳光谱

辐照度和光谱响应函数进行积分，最终获得 GOCI 传
感器接收的大气层外平均太阳光谱辐照度（Mean solar

GOCI 接收的平均太阳辐照度 （W·m-2·sr-1·滋m-1）
Band2

1.937 39

Band2

1.854 25

2.2.2 离水反射率反演
大洋水体下垫面比较均匀，离水辐射在可见光

和近红外波段受到水体的影响较小，针对大洋水体
的气溶胶反演已经很成熟并且反演精度较高。但是
浑浊水体受到的影响比较复杂，影响其上空气溶胶
散射的主要因素是离水反射率，计算离水反射率成
为气溶胶光学特性反演的重要过程。

2.2.2.1 NIR-SWIR 算法反演离水反射率
对于浑浊水体区域，NIR 离水反射率算法处理
后 会 出 现 明 显 的 误 差 （Lavender et al， 2005；
Ruddick et al， 2000； Siegel et al， 2000）， 利 用
SWIR 在近岸浑浊水体反射率基本为零的特性来反
演离水反射率更为准确。 GOCI 没有 SWIR 波段，
用 MODIS 数据来弥补 GOCI 波段设置的缺陷，使
用 NIR-SWIR 算法提高反演离水反射率精度，间
接提高 AOD 的反演精度。利用浑浊水体系数对水
体进行区分，若为浑浊水体采用 SWIR 波段进行处
理，若为非浑浊水体采用 NIR 波段进行处理。
GNEW 算法中使用的是 MODIS 离水反射率每
天的数据产品，这相比于 GPRO 算法中通过 30 天

影像处理，而获取离水反射率更高效且精度更高。
MODIS 数据的处理需要与 GOCI 数据在时间上保
持 对 应 ， GOCI 中 心 扫 描 时 间 为 0:16 、 1:16 、 2:
16、 3:16、 4:16、 5:16、 6:16、 7:16 UTC， MODIS
Terra 通过黄海上空的时间为 1:30~3:30 UTC 之间，
因此，实验采用 MODIS Terra 1:30~3:30 UTC 之间
经过黄海上空的遥感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2.2.2.2 离水反射率反演去噪声处理
MODIS NIR-SWIR 算法处理后的离水反射率

表现出明显的条带状噪声。采用插值法对 MODIS
离水反射率影像上的条带噪声进行处理，利用式
（4） 确定最终的噪声像元位置。
（4）
data[*，l] - data[*，fl] 跃 T

Band2

1.542 35

Band2

1.493 84

Band2

1.276 89

Band2

0.973 93

其中， l 表示数据矩阵的行， * 表示数据矩阵 l 行
的所有列元素，fl 表示最近非噪声行，T 为检测噪
声的阈值。

当确定输入图像的噪声像元和非噪声像元位置
之后，对原始数据按照 5*5 窗口进行搜索，若目标
像元为噪声像元，利用窗口内非噪声像元的均值代
替噪声像元原有的值。若目标像元为非噪声像元仍
然维持原值。
2.2.3 辐亮度反演
将处理后反射率转化为辐亮度，输出结果将为
后续利用查找表确定最终反演结果做准备。
2.2.4 气溶胶光学厚度反演
通过以上操作可以得到 GOCI 数据 8 个波段对
应的去掉离水反射率之后转换得到的辐亮度结果。

卫星遥感的辐亮度大气校正方程可表达为
L（姿）= L（
兹）L（
（姿）+ T（姿，
R 姿）+ L（
A 姿）+ L RA
r 姿）+
t 姿，
兹）L wc（姿）+ （
t 姿，
兹）L（
（
（5）
w 姿）
其中，L（姿）表示卫星探测的辐亮度； L （
表示由
R 姿）
于大气中分子瑞利散射引起的辐亮度； L （
表示
A 姿）
由于气溶胶散射引起的辐亮度； L RA 表示由于大气
中空气分子与气溶胶之间多次散射引起的辐亮度；
L（
兹）表
表示由于太阳耀斑引起的辐亮度； T（姿，
r 姿）
示大气的直接透射率； L wc（姿）表示由于白帽引起
t 姿，
兹）表示大气的漫透射率； L（
的辐亮度；（
表
w 姿）
示离水辐亮度；姿 表示传感器波长；兹 表示卫星天
顶角。
对于 GOCI 数据 8 个可见光波段的单次散射来
说，如果不考虑多次散射引起的辐亮度，消除了每
个波段中瑞利散射，太阳耀斑，白帽和离水辐亮
度，气溶胶散射引起的辐亮度简化为：
L（
子（
F（
P（
兹，兹s）（
/ 4仔cos兹）
A 姿）= 棕（
A 姿）
A 姿）
S 姿）
A 姿，
其中，棕（
为气溶胶单次散射比，棕（
（姿）
=K AS
/K AE（姿），
A 姿）
A 姿）
K AS 为气溶胶散射系数， K AE 为气溶胶消光系数，
http://hytb.nmdis.org.cn

98

海 洋

39 卷

通 报

取经验值 0.8。 子A（姿）表示气溶胶光学厚度， F（
S 姿）

表3

为衰减的太阳辐亮度， PA （姿，兹，兹s） 为气溶胶相函
数，兹s 为太阳天顶角，兹 为观测角。

类尘埃（3）

2.2.5 查找表搜索
2.2.5.1 数据输入

烟尘（4）

Rstar5b 是由 Nakajima 和 Tanaka （Nakajima et
al，1986；1988；Stamnes et al，1988） 提出的用于
模拟大气—陆地—海洋之间辐射传输过程的辐射传
输模型。该模型曾用于 ADEOS/OCTS 及 ADEOS-

域/GLI 产品反演算法中。 Rstar5b 中假定陆地或海
洋之上的平行平面为若干均匀层，模拟波段范围为
0.2~200 滋m。
2.2.5.2 查找表的建立和搜索
Rstar5b 中包括水蒸气、冰粒子、类尘埃、水

溶性粒子、海盐粒子、烟尘粒子、火山灰粒子、
75 % H2SO4、黄沙在内的 9 种基本的气溶胶颗粒。
气溶胶基础模态由这 9 种基本气溶胶颗粒按照不同
比例进行内部混合， Rstar5b 中气溶胶基本模态组
成比例如表 2 所示。
表2

水
冰
类尘埃
烟尘
火山灰

水

冰

1.0
0.0

0.0
0.0
0.0

75 %H2SO4 0.0

乡村
海盐
城市
热带
黄沙

0.0
0.0
0.0
0.0
0.0

Rstar5b 气溶胶基本模态组成

类尘 水溶

海

烟

性

盐

尘

0.0

0.00

0.00

0.0

0.0

0.0

0.0

1.00

0.00

0.0

0.0

0.0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0
0.00
0.00
0.00
0.30
0.00

0.00
0.00
0.00
0.00
0.70
0.00

0.0
0.0
0.0
0.0
0.0
1.0

0.24

0.56

0.0

0.00

0.00

0.0

0.30

0.70

0.0

0.0
1.0
0.0
0.0
0.0
0.0

灰

0.0
0.0
1.0
0.0
0.0
0.0

黄

H2SO4 沙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0.0

0.0

0.0

1.0

0.0

0.0

0.0

0.0

由表 2 可以看出，气溶胶模态在内部混合比例
上为固定值。
实验中针对黄海上空气溶胶模态的分析，选用
类尘埃、烟尘、海盐、城市、黄沙这五种气溶胶基
本模态进行外部混合。气溶胶的外部混合方式按照
表 3 所示的方式，其中姨表示对该基本模态进行混
合，空白表示不进行处理。
如表所示，分别用代码 3、4、8、9、11 表示
http://hytb.nmdis.org.cn

城市（9）

黄沙（11）

类尘埃（3） 烟尘（4） 海盐（8） 城市（9） 黄沙（11）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类尘埃、烟尘、海盐、城市、黄沙气溶胶模态，外
部混合方式为将代码依次连接起来，依次表示为
Type = 38，Type = 39，Type = 48，Type = 49，Type =
98，Type = 811，Type = 911。
模型中用 FMF 表示混合模态 （Type =AB） 中

A 的混合比例，也就说，FMF 越大，混合模态中 A

的比例越高。
因此， Rstar5b 模型的输入变量可根据以上说

明建立，特别说明的是其中方位信息可根据图像角
度文件获得，对于输入变量中的自变量 AOD忆 及
FMF 的组成分别如表 4 所示。
表4

火山 75 %

埃

海盐（8）

Rstar5b 气溶胶模态外部混合组成

AOD忆和 FMF 的输入数据

变量名

组成

AOD忆

0.0，0.1，0.3，0.6，1.0，1.5，2.1，2.8，3.6，5.0

FMF

1.0，0.9，0.8，0.7，0.6，0.5，0.4，0.3，0.2，0.1，0.0

如表 5 所示， Rstar5b 的输入文件个数取决于
太阳天顶角、出射光线角、相对方位角、 AOD忆 以
及 FMF 的个数。由于以上参数进行组合后数据量
极大，因此实验中对原 Rstar5b 模型进行修改，使

得模型可以循环运行并逐个输出对应文件。
查找表 （Look up table， LUT） 建立时对于给
定角度参数，每种 LUT 包括 11 种不同的 FMF 参
数，每种 FMF 中包括 10 种不同的 AOD忆 。查找表
搜索流程如图 4 所示。在确定像元在 LUT 中的起
始位置后，对每种 LUT 提取相应的 110 行进行逐
个计算，确定最佳 LUT。实验中设计的气溶胶模态
有 7 种，将 上述过程循 环 7 次 获 取 7 个 相 应 的
FMF、 490 nm AOD 及 490 nm 辐亮度值。将每种
LUT 对应的 490 nm 处辐亮度插值结果与观测辐亮
度进行对比，将最小差值作为最佳的 LUT，同时输
出相应 LUT 的 FMF 值和 AOD 值。因此，输出结
果包括每个像元的 FMF、AOD 及气溶胶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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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数
据立方
体

3

反射率
数据立
方体

基于 Anmyon 站位的 AERONET 数据对 GNEW

算法、 GPRO 算法的反演结果进行了验证，其中

数据读取

GNEW 为本文提出的基于 GOCI 数据气溶胶光学厚
度反演算法，GPRO 算法为 GOCI 数据业务化 AOD
反 演 算 法 。 基 于 GOCI 数 据 时 间 与 质 量 ， 选 择

判断像元数据是否有效
No

Yes

LUT[i]

Anmyon 站位无云天气状况下， 2014 年和 2015 年
夏季 （6-8 月）、2015 年和 2014 年冬季 （12-2 月）

FMF[j]

判断最小距离

11
次

Yes

No

1.5 级 AERONET 数据进行验证。

在 Anmyon 站位基于 AERONET 数据分别对比
GPRO 反演数据和 GNEW 反演数据，结果如图 5
所示， （a） 图为夏季， （b） 图为冬季。
如 图 5 所 示 ， 在 夏 季 ， GNEW 算 法 相 较 于
GPRO 算法更接近 AERONET 数据，并且 GPRO 算
法在 AOD 大于 0.25 时有明显的低估。在冬季，在
整个监测区间内 GNEW 算法比 GPRO 算法更接近
AERONET 数据，并且主要的气溶胶光学厚度主要
集中在 0.02~0.3 区间内。冬季当气溶胶光学厚度

7
次

插值
R490[j]
R490[i]FMF[i]AOD[i]

FMF AOD

图4

反演结果验证

LUT 搜索流程图

1.0

0.6

0.9
0.8

0.5

0.7

0.4

0.6
0.5

0.3

0.4

0.2

0.3
0.2

0.1

0.1

0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0
0

AERONET AOD

0.1

（a）夏季

0.2

0.3

0.4

AERONET AOD

0.5

0.6

（b）冬季

图 5 Anmyon 站位 AERONET 数据与 GPRO 算法和 GNEW 算法反演结果对比

在 0.02~0.15 区间时， GNEW 算法与 GPRO 算法都
存 在 高 估 的 情 况 ， 但 是 GNEW 算 法 仍 更 接 近
AERONET 数据。当 AOD 大于 0.15 时， GNEW 算
法与 GPRO 算法都存在低估的情况，但是 GNEW

算法仍更接近 AERONET 数据。总体而言，GNEW
算法相比于 GPRO 算法更接近 AERONET 数据。
表 5 列举了 GNEW 算法和 GPRO 算法在夏季
和冬季反演结果的相关统计数据，由于验证 GOCI

表 5 GNEW 算法和 GPRO 算法的相关统计数据

总数
夏季
冬季

34
95

R2

GNEW 算法

0.957 8
0.887 1

斜率

截距

总数

0.939 7

0.036 6

34

0.752 4

0.035 4

70

R2

GPRO 算法

0.904 6
0.801 1

斜率

截距

0.805 1

0.048 5

0.633 1

0.05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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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ERONET 的数据是随机选择的，因此结果可以

说明 GNEW 算法在冬季和夏季都表现出较 GPRO
算法更好的反演效果。综上所述， GNEW 算法在

浑浊水体上空能较为准确地反演 AOD，同时GNEW
算法的反演精度相比于 GPRO 算法有提高。

GNEW 算法误差产生的可能原因，主要包括
以下三点，第一，辐射传输模型中大气及气溶胶颗

粒参数设定不准确，这其中包含大气组分浓度、大
气压力廓线、大气质量、温度廓线、粒子尺度分布
等 （王欣睿 等，2016）；第二，由于水体环境变化

使得离水反射率随时间出现变化。第三，去除离水
反射率时对大气漫透射率的估计出现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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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J, Kim J, Song C H, et al, 2010. Algorithm for retrieval of aerosol op原
tical properties over the ocean from the Geostationary Ocean Color
Imager援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114(5): 1077-1088援

Nakajima T, Tanaka M, 1986. Matrix formulations for the transfer of solar
radiation in a plane -parallel scattering atmosphere [J]援Journal of
Quantitative Spectroscopy and Radiative Transfer, 35(1): 13-21援

Nakajima T, Tanaka M, 1988. Algorithms for radiative intensity calcula原
tions in moderately thick atmospheres using a truncation approxima原
tion援Journal of Quantitative Spectroscopy and Radiative Transfer, 40
(1): 51-69援

Remer L A, et al, 2005. The MODIS aerosol algorithm, products, and vali原
dation, J. Atmos. Sci., 62: 947-973.

Ruddick K G, Ovidio F, Rijkeboer M, 2000. Atmospheric correction of

SeaWiFS imagery for turbid coastal and inland waters援Applied Op原
tics, 39(6): 897-912援

Siegel D A, Wang M H, Maritorena S, et al, 2000. Atmospheric correction

of satellite ocean color imagery: the black pixel assumption援Applied

结论

Optics, 39(21): 3582-3591援

黄海海域气溶胶光学特性反演精度受到陆源物
质的影响显著，近岸水体上空的气溶胶模态为吸收
性气溶胶和非吸收性气溶胶共存的状态。本文在
GOCI 数据业务化气溶胶反演算法 GPRO 算法基础
上，提出了改进的 GNEW 算法。针对黄海海域气
溶胶光学特性的反演，该算法基于 Rstar5b 气溶胶

模态内部比例，选用类尘埃、烟尘、海盐、城市、
黄沙这五种气溶胶基本模态进行外部混合形成黄海
上空气溶胶模态类型，兼顾了黄海上空非吸收性气
溶胶和吸收性气溶胶共存的状态。对于浑浊水体，
利用 MODIS 波段设置的优势，进行离水反射率反
演，进行 GOCI 数据中离水反射率的去除，对于气

溶胶反演精度的提高有重要作用。 GOCI 数据的高
时空分辨率在气溶胶观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该算
法能较好地反演浑浊水体上空的气溶胶光学厚度，
相比于 GPRO 算法在反演精度上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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