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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准确、稳定的大气温度垂直观测对于研究全球

气候变化非常重要，其中平流层温度是研究平流层

大气结构特征和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１～３］．一

直以来，探空观测是提供全球大气温度的主要方式．

但是，探空设备、数据处理方法的调整更换，致使常

年观测的探空数据一致性较为有限；同时，由于探空

有限的监测范围和探空数据随高度质量下降，仅靠

探空提供的大气温度数据难以达到建立高质量气候

数据库标准的要求［４，５］．

近二十几年来，随着卫星气象学的迅速发展，国

内外学者开始广泛使用能够覆盖全球观测的卫星资

料来研究气候变化．搭载在美国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ｃｅａｎｉｃ

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ＡＡ）发射的

系列极轨卫星平台上的微波探测仪器（ＭＳＵ）和先

进的微波探测仪（ＡＭＳＵ）分别从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９８年

起一直提供全球大气温度垂直廓线，成为气候研究

的重要数据［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约有３０年的

ＭＳＵ／ＡＭＳＵ资料一直广泛用于全球温度趋势的

研究［７～９］．阿拉巴马大学（ＵＡＨ）的Ｃｈｒｉｓｔｙ等
［１０］曾

经用２３年的 ＭＳＵ／ＡＭＳＵ数据分析对流层和平流

层温度的气候变化特征，得到全球温度气候增长速

度为０．００９Ｋ／ｄｅｃａｄｅ－１．遥感系统（ＲＳＳ）的 Ｍｅａｒｓ

等［１１］也做了类似的分析，并且与Ｃｈｒｉｓｔｙ结果进行

比较，发现洋面两者得到的全球温度的气候变化呈

相反趋势，陆面两者的气候变化趋势一致，全球温度

的气候变化趋势（０．０９７±０．０２０Ｋ／ｄｅｃａｄｅ－１）比

Ｃｈｒｉｓｔｙ显著增加．对于同样的 ＭＳＵ／ＡＭＳＵ 卫星

观测资料，分析的全球温度变化趋势却有着显著差

异，这主要与研究中心采用不同经验或者物理方法

订正观测结果有关．通常，ＮＯＡＡ卫星平台和探测

设备的改变、轨道漂移和衰减、ＭＳＵ／ＡＭＳＵ业务

标定系数的变化都会对观测的微波亮温产生影响．

由于缺少可信的参考背景，ＭＳＵ／ＡＭＳＵ数据中存

在的误差因素难以准确地剔除，因此很难评价这些

研究者得到的温度趋势．这也一直成为近年来采用

ＭＳＵ／ＡＭＳＵ资料分析温度气候性变化中一个备

受争议的问题［１２］．

ＧＰＳ掩星技术是采用临边探测原理，通过电磁

波穿越大气产生的信号时间延迟信息，获取大气折

射率廓线，然后反演得到大气温度廓线［１３～１５］．与

ＡＭＳＵ探测原理不同，ＧＰＳ掩星数据不存在平台、

仪器更换和轨道偏移产生的误差．此外，ＧＰＳ掩星

数据具有很高的垂直分辨率（０．１～１ｋｍ），能够全天

候进行观测，不受云雨大气的影响．Ｈａｊｊ等
［１６］通过比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Ｍｉｎｉ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ａｙｌｏａｄ（ＣＨＡＭＰ）和Ｓａｔéｌｉｔｅ

ｄｅＡｐ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ＣｉｅｎｔíｆｉｃａｓＣ （ＳＡＣＣ）掩星数据，

显示了ＧＰＳ掩星数据在１０～２０ｋｍ的精度是０．１

Ｋ．Ｋｕｏ等
［１７］的研究表明ＧＰＳ掩星数据最为准确的

范围是５～２５ｋｍ．宫晓艳等
［１８］通过分析ＧＰＳ掩星

技术反演大气参数的误差特性表明，反演的大气温

度误差在３０ｋｍ以下较小，而３０ｋｍ以上，由于受

电离层影响误差明显．Ｈｏ等
［１９］用４年的ＣＨＡＭＰ

掩星数据与ＲＳＳ和ＵＡＨ研究中心采用的 ＭＳＵ资

料比较，展示了气候研究中ＧＰＳ掩星数据能够作为

独立的数据比较、检验其他卫星观测数据质量的作

用．更多的研究
［２０，２１］表明，较高稳定性和精确性的

ＧＰＳ掩星数据为气候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参考背

景，也成为气候研究领域一个关注的发展方向．

新一代的掩星任务———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ＳＡＴ３／

ＣＯＳＭＩＣ于２００６年４月发射成功，这是ＧＰＳ掩星

观测历史一个重大的突破［２２］．与以往掩星任务不

同，ＣＯＳＭＩＣ同时有６颗低轨卫星接收器，因此每

天能获取全球２５００条廓线，这比以往任何ＧＰＳ掩

星任务获取的数据量高出一个量级．ＧＰＳ掩星的优

越性和大量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数据为进一步深入研

究大气温度垂直结构和验证相关的大气温度数据提

供了有利的条件．

因此，本文利用新的ＧＰＳ掩星观测———ＣＯＳＭＩＣ

数据检验 ＮＯＡＡ不同卫星平台的 ＡＭＳＵ 观测质

２５９２



　１２期 何文英等：ＣＯＳＭＩＣ数据验证ＡＭＳＵ平流层低层观测的初步分析结果

量．为了和卫星观测结果比较，将ＣＯＳＭＩＣ提供的

大气温度廓线与微波辐射传输模式结合，得到模拟

的ＡＭＳＵ亮温．通过亮温比较，分析了ＧＰＳ掩星数

据用于检验和订正不同卫星平台上ＡＭＳＵ观测结

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同时，两种不同探测原理数据

的比较，初步显示了ＧＰＳ掩星数据和 ＡＭＳＵ资料

共同结合而构建长期稳定、准确的大气温度数据库

的潜在优势．

２　数据与方法

本文使用的ＣＯＳＭＩＣ温度廓线是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ＣＡＲ）数

据资料分析和存档中心（ＣＤＡＡＣ）（ｈｔｔｐ：／／ｃｏｓｍｉｃ．

ｃｏｓｍｉｃ．ｕｃａｒ．ｅｄｕ／ｃｄａａｃ／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获取．公式（１）

描述了大气折射率与大气压强（ｈＰａ）、水汽压（ｈＰａ）

和温度（Ｋ）的关系．Ｋｕｏ等
［１７］详细介绍了ＣＤＡＡＣ

如何通过掩星观测得到大气折射率以及反演大气温

度的过程．

犖 ＝７７．６
犘
犜
＋３．７３×１０

５犘Ｗ

犜２
， （１）

　　忽略公式（１）中水汽项的影响，通过大气折射率

反演的是“干空气”温度，这个温度在水汽很少的对

流层顶以上和真实大气温度非常接近［２３］．ＣＯＳＭＩＣ

工作组曾经分析了掩星数据反演的干空气温度精度

和稳定性．结果表明，从地面到３０ｋｍ范围内的温

度误差平均值＜０．０５Ｋ，并且３～２５ｋｍ的温度误

差均值＜０．０２Ｋ．通过比较ＣＯＳＭＩＣ和ＣＨＡＭＰ

反演的干空气温度廓线，两者在５００～１０ｈＰａ之间

的温度误差均值为－０．０２１Ｋ．因此，具有较高精度

和稳定性优势的ＣＯＳＭＩＣ干空气温度廓线成为本

文使用的数据．

为了和卫星观测结果比较，我们将ＣＯＳＭＩＣ干

空气温度廓线输入到ＡＭＳＵ快速辐射传输模式，得

到模拟亮温．详细的模式辐射验证分析可以参考

Ｗｏｏｌｆ等的工作
［２４］．本文只关注表征平流层低层大

气温度的ＡＭＳＵ通道９的观测结果．该通道亮温的

权重函数峰值位置在１８ｋｍ左右，主要的大气贡献

位于１０～２５ｋｍ．该高度范围内没有对流层中复杂

的水汽以及云水粒子存在，微波辐射传输过程相对

比较简单，大气辐射的主要影响因子是大气温度．如

上所述，该高度范围内的ＧＰＳ掩星数据反演的大气

温度具有很高的准确性，为获取更为真实的模拟亮

温提供有利保障．

原始的 ＡＭＳＵ数据以及标定系数从 ＮＥＳＤＩＳ

下载，然后通过数据中心提供的程序将原始的

ＡＭＳＵ数据转换成对应的微波亮温形式．我们下载

了ＮＯＡＡ１５、１６和１８三个平台上的ＡＭＳＵ数据．

然后按照时间间隔３０ｍｉｎ和空间５０ｋｍ匹配三个

卫星平台上ＡＭＳＵ的通道９（Ｃｈ９）亮温．为了选取

更为准确的卫星观测，我们只选用卫星扫描角１５°

范围内的ＡＭＳＵ像素．

除了卫星平台之间的匹配，我们以同样的时空

匹配原则（３０ｍｉｎ／５０ｋｍ）将不同平台的 ＡＭＳＵ

Ｃｈ９观测亮温与ＣＯＳＭＩＣ模拟亮温进行匹配．为了

避免时空匹配引入的误差，我们采用该时空范围内

ＡＭＳＵ观测亮温的平均值与模拟亮温匹配，并且选

用的是卫星扫描角１５°范围内的ＡＭＳＵ像素．这样

匹配样本受到影响是随机的，不易产生显著的系统

匹配偏差．

通过比较模拟的微波亮温（记为 犜ｂｃｏｓｍｉｃ）与

ＮＯＡＡ１５，１６和１８平台的 ＡＭＳＵＣｈ９亮温（分别

记为犜ｂａｍｓｕ＿Ｎ１５、犜ｂａｍｓｕ＿Ｎ１６和犜ｂａｍｓｕ＿Ｎ１８），分析 ＣＯＳＭＩＣ

资料检验ＡＭＳＵ观测结果的可行性以及识别不同

平台ＡＭＳＵ在平流层观测结果的偏差变化特征．

３　结果和讨论

首先，我们比较２００７年７月不同 ＮＯＡＡ平台

的ＡＭＳＵＡ观测亮温和对应ＣＯＳＭＩＣ模拟亮温的

关系（图１）．总的看来，对于三个不同的卫星平台，

模拟与观测的亮温都具有非常好的一致性，相关系

数均达到０．９９以上，标准偏差均小于０．９Ｋ．对于

不同平台、不同数目的匹配样本，如此高的接近程度

也初步展示ＣＯＳＭＩＣ数据能够作为检验或内部标

定不同卫星平台ＡＭＳＵ通道９观测结果的一个理

想参量．为了定量化亮温随地理位置的改变，我们将

亮温分布分成三个纬度带：６０°Ｓ～９０°Ｓ（黑色）、６０°Ｓ～

６０°Ｎ（绿色）和６０°Ｎ～９０°Ｎ（红色）．可以看出，较高

亮温一般都分布在北极地区，低亮温都分布在南极

地区．这主要是该时间阶段是北半球夏季、南半球冬

季．在寒冷的南极地区，ＮＯＡＡ１６、ＮＯＡＡ１８的观测

亮温随着温度降低出现偏低于模拟亮温的趋势，尤

其后者更为显著．

为了进一步了解亮温差异随纬度带变化，表１

给出三个平台的观测亮温和模拟亮温在两个极地地

区的偏差．可以看出无论南极还是北极，ＮＯＡＡ１５、

１６、１８的ＡＭＳＵ观测亮温都偏低于模拟结果，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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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ＮＯＡＡ不同平台上ＡＭＳＵ通道９观测亮温与匹配的ＣＯＳＭＩＣ模拟亮温比较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ｐｌｏｔｓｏｆＣＯＳＭ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Ｔｂ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ｂ

ｏｆＡＭＳＵＣｈａｎｎｅｌ９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ＯＡ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表１　极地地区犆犗犛犕犐犆模拟的亮温与不同平台观测亮温

以及平台之间观测亮温的差值比较（单位：犓）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犳犆犗犛犕犐犆狊犻犿狌犾犪狋犲犱犜犫犪狀犱

犃犕犛犝狅犫狊犲狉狏犲犱犜犫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狊犪狊

狑犲犾犾犪狊狋犺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犳犃犕犛犝犜犫犪犿狅狀犵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犖犗犃犃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犻狀狆狅犾犪狉狉犲犵犻狅狀（狌狀犻狋：犓）

６０°Ｎ～９０°Ｎ ６０°Ｓ～９０°Ｓ

Ｎ１５ＣＯＳＭＩＣ －０．１３ －０．７２

Ｎ１６ＣＯＳＭＩＣ －０．２６ －０．８３

Ｎ１８ＣＯＳＭＩＣ －０．７２ －１．５４

Ｎ１５Ｎ１６ ０．１１ ０．１７

Ｎ１６Ｎ１８ ０．４２ ０．５９

Ｎ１５Ｎ１８ ０．４８ ０．７３

南极地区的偏差明显大于北极地区．对于不同的卫

星平台，ＮＯＡＡ１５、１６的结果与模拟亮温差异程度

较为接近，而ＮＯＡＡ１８的偏差程度明显高于前两个

平台的结果．

通过观测与模拟亮温差异反映的不同平台之间

观测亮温的差异程度是否与观测结果一致？为此我

们也利用不同平台之间观测亮温匹配数据比较

ＮＯＡＡ１５、１６、１８平台上ＡＭＳＵ通道９微波亮温差

异程度．从表１数据显示出ＮＯＡＡ１５、１６之间的差

异最小，小于０．２Ｋ，而它们和ＮＯＡＡ１８之间的差

异程度显著增加，尤其在南极地区，差异最为明显，

高达０．７３Ｋ．同时，南极地区的不同平台差异程度

都大于北极地区．这种平台之间差异趋势与用

ＣＯＳＭＩＣ模拟亮温比对所反映的趋势是一致的．同

时，不同平台观测亮温之间的差异也能通过ＣＯＳＭＩＣ

模拟和观测亮温之间关系再现出来，如北极地区的

ＮＯＡＡ１６、１８观测亮温的差异（０．４８Ｋ）能通过对应

的Ｎ１６ＣＯＳＭＩＣ（－０．２６Ｋ）减去 Ｎ１８ＣＯＳＭＩＣ

（－０．７２Ｋ）得到．当然，在有些情况下，通过模拟亮

温计算的平台亮温差异与观测结果偏差较大，如

北极地区用 Ｎ１５ＣＯＳＭＩＣ（－０．１３Ｋ）减去 Ｎ１８

ＣＯＳＭＩＣ（－０．７２Ｋ）得到的 Ｎ１５Ｎ１８的偏差为

０．５９Ｋ，与实际的ＮＯＡＡ１５１８亮温差异０．４８Ｋ有

着０．１１Ｋ的差距，这主要是不同平台观测亮温匹配

的样本与用模拟亮温匹配观测亮温获得的样本不一

样引起的．总的看来，通过ＣＯＳＭＩＣ模拟亮温与观

测结果比较反推的不同平台之间ＡＭＳＵ亮温的偏

差趋势和差异程度都与观测结果非常接近，这表明

ＣＯＳＭＩＣ数据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参考标准，用来

验证和分析不同ＮＯＡＡ平台的ＡＭＳＵ在平流层观

测结果的相对和绝对偏差程度．

接下来，我们比较分析２００６年８月至２００７年

７月，ＮＯＡＡ不同卫星平台上ＡＭＳＵ通道９观测亮

温与对应匹配的ＣＯＳＭＩＣ模拟亮温的差异变化特

征．图２显示了三个卫星平台上观测亮温与模拟亮

温偏差的月平均分布图，我们依旧关注差异较为明

显的极地地区．总的看来，整个一年中，观测亮温都

偏低于模拟亮温，并且极地冬季偏低的幅度最大，夏

季最小．ＮＯＡＡ１５与 ＮＯＡＡ１６的观测与模拟亮温

偏差程度都很接近，而ＮＯＡＡ１８平台上亮温差异幅

度明显大于前两者．无论南极还是北极地区，三个平

台上观测亮温与模拟亮温的变化趋势都比较一致，

即极地冬季差异显著，夏季差异最小．相比较而言，

北极地区亮温差异随季节变化幅度较小，ＮＯＡＡ１５，

４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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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平台观测与模拟亮温的差值月平均变化（时间：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００７年７月）

（ａ）北极（６０°Ｎ～９０°Ｎ）；（ｂ）南极（６０°Ｓ～９０°Ｓ）．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犜ｂ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ｆｒｏｍ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６ｔｏＪｕｌｙ，２００７
（ａ）Ｎｏｒｔｈｐｏｌｅ（６０°Ｎ～９０°Ｎ）；（ｂ）Ｓｏｕｔｈｐｏｌｅ（６０°Ｓ～９０°Ｓ）．

１６平台的亮温差异变化幅度小于０．６Ｋ，ＮＯＡＡ１８的

变化幅度在０．８～１．４Ｋ．南极地区亮温差异随季节变

化幅度剧烈，如ＮＯＡＡ１５，１６平台上亮温差异程度从

夏季较小的０．１Ｋ增加到冬季的１Ｋ，ＮＯＡＡ１８平台

的亮温差异由夏季的０．６Ｋ增加到冬季的１．８Ｋ．

除了通道９，我们也采用类似方法比较２００７年

７月ＡＭＳＵ通道８观测结果与对应ＣＯＳＭＩＣ模拟

亮温．通道８主要响应５～２５ｋｍ的大气贡献，其权

重函数峰值约在１３ｋｍ．由于低层５００ｈＰａ左右的

大气对通道８贡献相对较小，因此ＣＯＳＭＩＣ干空气

温度廓线在低层对模拟亮温产生的不确定性也较

小．通道８的模拟和观测亮温的散点图（图略）与图

１非常类似，即其ＣＯＳＭＩＣ模拟亮温和观测结果在

不同平台都非常接近，也达到０．９９以上的相关系

数，对应的标准偏差略微增加为１．１Ｋ，这估计是受

到较低层大气的影响．此外，不同平台的通道８观测

与模拟亮温在极地地区的偏差变化特征也与通道９

的结果类似，即所有平台的观测亮温都偏低于模拟

结果，并且这种偏低趋势在南极地区更为显著．

为了进一步了解亮温差异，我们用２００７年７月

资料分析了一天２４小时内通道９的观测和模拟亮

温差异分布．图３ａ显示出白天的亮温差异较小，而

晚上亮温差异显著增加．结合对应的２４小时内匹配

的亮温样本的纬度分布（图３ｂ），可以看到白天的样

本主要分布在北极地区，这时是北极夏季极昼时段，

对应的ＮＯＡＡ１５，１６平台的亮温差异几乎接近零，

甚至出现正偏差；而到了晚上，样本主要分布在南极

地区，这时是南极冬天极夜时段，可以看到不同平台

图３　（ａ）不同平台观测与模拟结果差异在２４小时内分布和（ｂ）模拟与观测匹配样本在２４小时内随纬度的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２４ｈｏｆ（ａ）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犜ｂ

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ｂ）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ａｉｒ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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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亮温差异都是显著的负偏差，尤其ＮＯＡＡ１８最为

明显．

由于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数据没有仪器和轨道变化

引入的误差，并且ＣＯＳＭＩＣ资料质量也不受地理位

置和天气条件改变影响．以前研究以及本文的分析

也表明，平流层的ＣＯＳＭＩＣ数据具有很高准确性和

稳定性，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参量用于验证容

易受卫星轨道、传感器等影响的卫星观测数据．因

此，本文比较中不同平台上ＡＭＳＵ平流层低层的观

测结果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应该是卫星平台以及

ＡＭＳＵ亮温标定等因素产生．偏差的基本趋势是不

同平台的ＡＭＳＵ平流层观测亮温都普遍偏低，尤其

ＮＯＡＡ１８平台最为显著；并且，观测结果在南极冬

季偏低的最为明显．对于极地ＡＭＳＵ观测结果一天

内不同的偏差变化趋势，最为直接的可能是，极昼和

极夜情况下，太阳辐射差异显著，会影响到 ＡＭＳＵ

观测设备，尤其是天线性能，致使获得的观测亮温出

现明显差异．

由于ＡＭＳＵ卫星数据受卫星平台变换、轨道和

传感器标定系数随时间衰变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上

述比较中发现的 ＡＭＳＵ平流层观测结果在不同平

台、不同区域和时间存在不同偏差的具体原因目前

难以全面、详细地剖析出来，这需要对观测设备硬件

和数据处理软件方面做大量研究．不过，通过引入一

种不同观测方式———ＧＰＳ临边探测技术获取的

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数据，本文工作不仅展示了ＣＯＳＭＩＣ

数据检验不同卫星平台观测结果的可行性，而且还

利用掩星数据的优势识别了ＡＭＳＵ平流层观测结

果的偏差程度．这将有利于开展ＡＭＳＵ平流层观测

结果的修订工作，重新构建高质量的 ＡＭＳＵ 数据

库，为正确分析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有利保障．目前，

ＣＯＳＭＩＣ数据中心正在开展这样一个对ＡＭＳＵ数

据长时间序列的订正工作，本文工作是该计划前期

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将在今后继续与ＣＯＳＭＩＣ中心

合作，通过更长时间尺度的数据分析ＡＭＳＵ观测结

果的质量及其订正研究．

４　结　论

基于ＧＰＳ临边探测技术在平流层观测的优势，

本文用新一代ＧＰＳ掩星数据———ＣＯＳＭＩＣ资料验

证不同卫星平台上ＡＭＳＵ的平流层观测结果．通过

ＣＯＳＭＩＣ大气温度廓线与辐射传输模式结合，得到

模拟亮温，并与匹配的ＡＭＳＵ平流层观测结果进行

比较．

对于三个 ＮＯＡＡ卫星平台，ＣＯＳＭＩＣ模拟亮

温和其ＡＭＳＵ观测亮温都非常接近，两者具有非常

好的一致性，相关系数均达到０．９９以上．通过不同

平台的ＡＭＳＵ观测结果与匹配的ＣＯＳＭＩＣ模拟亮

温比较，能够反推出与观测结果一致的不同平台之

间的偏差程度．这表明ＣＯＳＭＩＣ模拟亮温可以作为

相对独立的参考标准，用以验证ＮＯＡＡ不同卫星平

台上ＡＭＳＵ观测亮温相对和绝对偏差程度．

通过一年数据的比较验证，初步显示ＮＯＡＡ不

同卫星平台的ＡＭＳＵ观测亮温在平流层低层都偏

低，并且ＮＯＡＡ１８平台的亮温偏低程度明显大于

ＮＯＡＡ１５、１６，而后两者无论变化趋势还是范围都

很接近．ＡＭＳＵ 亮温偏差趋势是极地冬季偏差显

著，夏季较小．相比较而言，北极地区不同平台的

ＡＭＳＵ观测亮温偏差随时间变化幅度较小，较为稳

定；而南极地区，不同平台的观测亮温的偏差随着季

节明显变化，尤其在冬季，ＮＯＡＡ１８的观测结果达

到１．８Ｋ的偏差．结合２４小时内ＡＭＳＵ观测亮温

偏差变化及其样本分布特征，可以看到明显的太阳

辐射差异可能是导致ＡＭＳＵ观测亮温偏差的主要

原因．

本文通过一年的ＣＯＳＭＩＣ数据得到上述初步

验证结果，对于ＡＭＳＵ平流层观测结果随时空的偏

差变化特征，我们还需要用更长时间的数据分析加

以论证；并且对于冬季南极地区模拟和观测亮温差

异显著的原因，需要结合其他观测数据做更多分析．

致　谢　本工作中的资料获取和处理以及部分资料

分析是在美国 ＵＣＡＲ／ＣＯＳＭＩＣ工作组完成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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