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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过近 ５０ 年的发展， 海洋卫星遥感日益成熟， 各种反演算法和数据集应运而生， 大大推动了海洋水文过程

的研究。 围绕与海洋水文相关的重要物理参数， 简要回顾了海面高度、 海水深度、 海表洋流及海水质量变化的卫

星遥感反演基本原理、 主要算法以及存在的难点和前沿性研究问题， 介绍了应用遥感反演算法制成的全球海洋水

文参数主要数据集， 并结合目前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卫星遥感反演海洋水文参数的发展趋势及所面临的挑战。 研究

发现， 运用多卫星、 多通道、 多模式的联合反演方法可以显著地提升人们监测海洋水文参数时空动态变化的能力，
必将成为未来全球海洋水文遥感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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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人类最大的资源宝库， 蕴藏极为丰富的生物、 化学、 矿产资源和能源， 是人类扩大生存空间、 推

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１］。 相对于陆地而言， 占地球表面积 ７１％的海洋拥有全球 ９７％的水量， 是自然界水

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对地球上的水文生态环境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２］。 在诸多海洋水文物理参数中，
海面高度、 海水深度、 海表流速及海水质量变化与全球水循环关系最为密切， 准确把握海洋中这 ４ 种水文参

数的变化， 不仅有利于海洋资源发掘、 海洋权益维护及沿海地区的综合开发和管理， 而且对于全面理解海⁃
陆相互作用过程以及地球水循环等意义重大， 已成为全世界高度关注的问题［３⁃４］。

长期以来， 人们对于上述海洋水文参数的获取， 主要是通过船只 “稀疏” 走航或站点定位测量等方式

来实现的［５］。 然而， 传统调查方式所获得的水文资料往往具有非连续性和非同步性， 无论在测量规模、 范

围、 频次上均十分有限， 因而对于全面认识复杂的海洋水文变化特征有一定的困难。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ＴＩＲＯＳ⁃１ 气象卫星取得了若干海洋信息后， 随即兴起了从太空研究海洋的热潮［６］， 人类能在瞬间看到几百公

里的洋面上水体信息， 并能充分而快速地分析海洋水位、 深度、 海水质量等水文要素的变化。 经过近 ５０ 年

的发展， 基于卫星手段的海洋水文参数反演研究已日趋成熟， 各种反演算法和数据集应运而生， 在海洋资

源、 环境和减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７⁃８］。 本文将主要针对海面高度、 海水深度、 海表流速及海水

质量变化 ４ 种重要海洋水文参数， 简要回顾各自的卫星遥感反演原理与方法及其研究进展， 在此基础上对多

种反演算法所生成的全球数据集进行介绍， 展望海洋水文参数卫星反演研究的发展前景。

１　 海洋水文参数的遥感反演

１ １　 海面高度

海面高度是指海水的自由水面距离固定基准面的高度， 是最基本的海洋水文参数之一［６］。 目前， 基于

遥感手段的海面高度获取， 主要是利用卫星测高的手段来实现的。 其原理是利用雷达高度计， 通过测定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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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与接收脉冲之间的时间延迟， 获得海面相对于某个参考椭球面的点位高程值［８］。 自 １９７３ 年 ＮＡＳＡ 发射

ＳＫＹＬＡＢ 卫星， 首次进行海洋卫星测高实验开始， 国际上先后发射了多颗、 多代测高卫星， 如 ＥＲＳ⁃１ ／ ２、
ＴＯＰＥＸ ／ Ｐｏｓｅｉｄｏｎ（Ｔ ／ Ｐ）、 ＧＦＯ、 ＥＮＶＩＳＡＴ、 ＪＡＳＯＮ⁃１ ／ ２、 ＣＲＹＯＳＡＴ⁃２、 ＨＹ⁃２ 以及 ＳＡＲＡＬ 等， 并在局部潮位

变化、 大中尺度的海平面变化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９⁃１０］。
由于测高卫星在运行过程中受到卫星轨道、 对流层延迟、 电离层延迟及海况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 其观

测值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 必须对其进行各项改正［８］。 早期的卫星测高技术很难辨别出高度计观测误差和

地球物理信号， 通常只能获得海面高的半定量观测［９］。 随着卫星测高技术的发展和算法的改进， 目前已可

以实现对海面高度进行定量化观测， 并且在开阔海域的测高精度也由最初的米级提高到现在的厘米级［１１］（图
１）。 然而， 在近海由于受到沿海地形、 岛屿、 潮汐等影响， 造成雷达测高脉冲的反射波形不规则， 无法准

确求得卫星至海面之间的距离［１２］。 针对这一情况， 国内外学者相继提出了多种波形重定方法， 如 ＯＣＯＧ 算

法［１３］、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算法［１４］、 参数模型算法［１５］等， 用于改善卫星高度计地球物理数据记录中瞬时海面高的精

度。 波形重定是高精度卫星测高技术中的难点， 也是目前的前沿研究问题［９］。

图 １　 卫星高度计发展历程及其测高精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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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单一雷达高度计是一种采用主动方式工作的微波传感器， 仅限于特定时间段内、 星下点附近很窄

的区域观测， 观测刈幅仅为 ３ ｋｍ 左右， 在中尺度海洋高度观测的时空连续性和准确性上受到了一定的限

制［３］。 近 ２０ 年来， 结合多种传感器联合观测海面高度的技术方法逐渐得到了论证并实施。 主要表现为以下

两个方面：
首先，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宽刈幅海洋高度计（Ｗｉｄｅ Ｓｗａｔｈ Ｏｃｅａｎ 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ｒ， ＷＳＯＡ）的开发和研制， 即将脉

冲雷达高度计与干涉高度计联合使用的一种新技术［１６⁃１７］。 该技术结合了传统高度计测高和干涉合成孔径雷

达（ＩｎＳＡＲ）技术于一体， 测量精度不但可以控制在 ３ ｃｍ 之内， 而且还能获取 １５ ｋｍ×１５ ｋｍ 空间像元尺度上的

高度值， 在获取海面高程信息方面显示出了巨大潜力［１８］。 ＷＳＯＡ 的研制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最早得到了 ＮＡＳＡ
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ＩＰ）立项资助。 随后， 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开展了 １０ 多年的宽刈幅微波测高

技术研究工作［１９］， 并且原本准备作为 ＪＡＳＯＮ⁃２ 卫星的试验载荷， 但是由于故障原因没有携带。 同时， 中国

科学院空间科学应用研究中心在国家有关计划的支持下， 也开展了宽刈幅三维成像高度计（Ｃｈｉｎａ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ｌ⁃
ｔｉｍｅｔｅｒ， ＣＩＡＬＴ）的研制和试验工作［２０］。 ＣＩＡＬＴ 在概念上与 ＷＳＯＡ 非常相似， 即融合了合成孔径技术、 干涉

技术和偏离天底点观测技术， 能够提供每个像元点高精度的实时动态三维信息［２０］。
其次， 除了通过研制具备宽刈幅观测能力的新一代高度计之外， 多种卫星测高数据的融合， 也可以有效

改善目前单一高度计观测时空分辨率不足的问题［１６］。 于振涛［２１］使用 Ｔ ／ Ｐ 和 ＪＡＳＯＮ⁃１ 两种高度计数据， 采用

相关插值算法对两者进行了融合， 最终生成了一套时空连续的网格化海面高度产品； 金涛勇等［２２］联合 ＧＥＯ⁃
ＳＡＴ、 ＥＲＳ⁃１ ／ ２、 ＥＮＶＩＳＡＴ、 Ｔ ／ Ｐ 和 ＪＡＳＯＮ⁃１ 数据构建了全球平均海面高模型； 孙文等［２３］ 联合 Ｔ ／ Ｐ、
ＪＡＳＯＮ⁃１和 ＪＡＳＯＮ⁃２ 三代卫星测高数据， 有效延长了中国近海及邻域海平面变化序列的时间跨度。 由此可

见， 通过多星测高数据的综合运用和交叉， 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促进和加深全球海面高度的实时、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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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监测。 表 １ 归纳总结了有关海面高度的主要卫星测高方法及其基本特征。

表 １　 卫星监测海面高度的主要方法及其基本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主要方法 优点 缺点 应用领域 提取精度

单一高度计观测 数据易获取操作简单 时空连续性受限 小尺度海面高度观测 厘米级至米级不等

宽刈幅海洋高度计观测 可以获取像元尺度上的高度信息 技术设计代价高 海面信息三维动态观测 厘米级

多种高度计数据融合 可获取时空连续的海面高度信息 — 海面高度长时序变化分析 厘米级

１ ２　 海水深度

海水深度是海洋水体的重要水文参数， 是海面高度及海底地形的同步反映。 根据使用的遥感波段及其探

测原理的不同， 卫星遥感反演海水深度的研究， 大致可分为遥感浅海测深和遥感深海测深两大类。 其中， 遥

感浅海测深又分为多光谱测深、 高光谱测深以及合成孔径雷达测深等技术［２４］， 而遥感深海测深则主要为雷

达高度计技术。 各种测深方法及其基本特征如表 ２ 所示。
（１） 遥感浅海测深　 浅海光学遥感反演水深的算法最早提出， 该算法主要通过辐射传输过程来建立光

谱反射率与水深之间的定量关系实现［２５］。 根据建模方式的不同， 又可分为理论解译模型、 半经验半理论模

型和统计相关模型等［２６］。 理论解译模型是以水体的光学理论为基础， 分析光在浅海水域的辐射传输过程，
并据此建立辐射亮度与水深的解析表达式， 进而解算出水深［２７］。 半经验半理论模型是简化海洋辐射传输理

论得到的水深、 离水反射率、 衰减系数及海底反射率之间的解析模式［２４］。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目前已逐

渐形成了诸如单波段模型、 双波段比值模型和多波段模型等多种解算方法［２８⁃２９］， 并且也得到了较广泛的应

用； 统计相关模型则是利用浅水水域多光谱数据与实测水深值之间的相关性而建立起来的水深遥感反演模

型［３０］。 该方法简便易行， 但是未考虑水体内部的环境影响， 建立的统计相关模型具有一定的区域局限

性［３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开始， 利用高光谱数据进行浅海水深反演的算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产生了基于

半分析模型的非线性优化算法［３２］、 主成分分析法［３３］ 以及基于物理原理的 ＨＯＰＯ 算法［３４］ 等等。 高光谱传感

器的出现， 有利于识别反射信号微弱的水体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浅海水深的反演精度， 具有巨大的发

展前景［２４］。
浅海雷达遥感测深主要是基于雷达后向散射强度变化（形成明暗相间的条纹）与水深的定量关系原理来

实现［３５］。 实践证明， 浅海（不超过 ５０ ｍ）ＳＡＲ 图像上的明暗条纹特征与海底地形、 地貌直接相关， 且雷达波

长越长， 水下地形和水深在 ＳＡＲ 图像上所反映的特征效果越好［３６］。 利用 ＳＡＲ 进行浅海水深探测的研究最早

可以追溯到 １９７８ 年， 第一颗海洋卫星 Ｓｅａｓａｔ 首次展示了浅海雷达测深的巨大潜力［３７］。 １９８４ 年， 德国科学家

Ａｌｐｅｒｓ 和 Ｈｅｎｎｉｎｇｓ［３５］提出了雷达浅海测深的理论模型， 开创了星载 ＳＡＲ 浅海测深定量化研究的里程碑。 随

后， 国内外科研人员相继对雷达浅海测深的相关技术方法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３８］。 目前较具规模和影响

的 ＳＡＲ 浅海测深技术是荷兰科学家采用迭代方式建立的 “水深估测系统”， 利用该技术获取的北海试验区反

演水深值误差仅为 ３０ ｃｍ［３９］。 近年来， 随着传感器硬件条件的发展， ＳＡＲ 浅海测深逐渐由传统的单波段、 单

极化研究向着多波段、 多极化研究不断深入［４０］， 从而可获取更为丰富的浅海水下地形信息。 多波段多极化

ＳＡＲ 必将成为未来浅海雷达遥感测深的重要手段之一。
（２） 遥感深海测深　 遥感深海测深的研究起源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Ｓｉｅｍｅｎｓ［４１］ 最早提出了通过海面重力

测量方法推求海洋深度的设想。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卫星测高技术出现后， Ｄｉｘｏｎ［４２］才将这一设想付诸实施。
其测深原理是首先利用卫星高度计数据推算海洋的大地水准面， 在此基础上根据海洋重力异常及其大地水准

面在一定波长范围内与海洋水深的相关关系， 结合水层深度、 地壳厚度等， 建立水深的反演模型， 推算出相

应的水深值。 目前， 国际上利用卫星测高数据反演海水深度的常用方法主要有解析算法和统计算法两大

类［４３］。 其中， 解析算法主要是基于 Ｐａｒｋｅｒ［４４］ 的异常扰动位计算公式和 Ｗａｔｔｓ［４５］ 的 ３ 个板块模型， 利用卫星

高度计数据所推求的海洋重力异常， 并参考海底地形模型反演出海洋深度。 通过解析方法建立的反演模型，
物理意义比较明确， 但是准确获取模型中的关键参数比较困难［４３］。 统计算法则主要是基于随机过程中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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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乘配置理论， 通过统计迭代计算的方法来获取反演的水深模型， 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实用性［４６］。
近年来， 随着卫星测高技术的发展， 国内外众多学者利用卫星高度计资料， 对上述两种方法在海洋深度探

测方面的适用性进行了大量研究。 研究发现， 目前利用卫星测高数据反演的深海水深值基本上都能保持在 １０％
的相对误差以内［４３］。 然而， 由于卫星高度计数据的空间分辨率较粗（６～９ ｋｍ）， 并且卫星测高在浅水区域或岛

屿附近受周围地形地物的影响较大， 使得其反演浅水区域的水深精度明显下降。 Ｌｅｅ 等［４７］利用基于卫星测高技

术获得的 ＥＴＯＰＯ２ 数据， 对巴哈马浅滩区域的海水深度反演和估算进行了试验研究， 发现基于卫星测高技术反

演的海洋深度， 一般只有在深水海区才有望获得较满意的结果。 但是作为传统的船只定点测量水深手段的一种

有益补充， 基于卫星测高技术的水深探测在未来海洋科学研究中仍然具有相当广阔的应用前景。

表 ２　 卫星遥感反演海水深度的主要方法及其基本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 ｓｅａ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目标 监测手段 主要方法 主要原理 优点 缺点

浅海测深

多光谱遥感
理论解译模型
半经验半理论模型
统计相关模型

基于光谱反射率与水深
之间的解析关系

方法简单
便于实现

精度不高
适用性差

高光谱遥感
主成分分析法
非线性优化算法
ＨＯＰＯ 算法

基于海洋辐射传递理论
可识别反射信号微弱的
水体信息，精度较高

受限于晴空条件
适合于大范围监测海岸带

雷达遥感
单波段单极化法
多波段多极化法

基于雷达后向散射强度
变化与水深的定量关系

具有全天候及一定水体
浑浊度下的可测性优点

要求有一定的风速、海面粗糙
度及水深范围条件

深海测深 卫星高度计
解析算法
统计算法

基于海洋重力异常与海
水深度的相关关系

可监测深水海区的海洋
深度

反演浅海区域的精度明显
下降

１ ３　 海表洋流

海表洋流是地球系统中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识和掌握海水的流动速度和方向规律对于理解气候模

式、 海洋热量传递及全球水循环等意义重大［４８］。 迄今为止， 基于遥感手段获取海表流场的方法大体上可分

为可见光 ／红外遥感、 合成孔径雷达遥感以及卫星测高遥感 ３ 种， 如表 ３ 所示。
（１） 可见光 ／红外遥感方法　 利用可见光 ／红外波段遥感影像提取海表流场的思路， 主要是根据遥感所

观测的示踪物（温度、 叶绿素、 悬浮泥沙、 盐度等）及其在一段时间段内的移动特征， 基于特征跟踪或模式

识别方法来实现海流的获取［４９⁃５０］。 基于该思路的海表洋流反演方法主要有最大相关系数法（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ＣＣ）和相关松弛法两种。 其中， ＭＣＣ 法是基于连续时刻水体光学 ／红外特征， 结合模板匹

配技术， 利用相关系数来跟踪海表示踪物结构变化的一种方法［４９］。 相关松弛法是对 ＭＣＣ 法的一种改进方

法， 该方法在决定某位置上的位移矢量时， 除了考虑相关系数值以外， 还考虑了周围矢量的一致性程度［５０］。
近年来， 基于可见光 ／红外波段遥感影像的海表洋流获取精度逐渐提高， 并且在实际应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Ｔｏｋｍａｋｉａｎ 等［５１］选取加利福尼亚附近海域， 利用 ＡＤＣＰ（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测量数据与 ＭＣＣ 法

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 均方差为 ０ １４ ～ ０ ２５ ｍ ／ ｓ； Ｂｏｗｅｎ 等［５２］ 选取了澳大利亚东部海域 ７ 年的 ＡＶＨＲＲ 数

据， 用 ＭＣＣ 法估算海表面流的精度达到了 ０ ０８ ～ ０ ２ ｍ ／ ｓ。 然而， 可见光 ／红外遥感方法是一种间接海流获

取方法， 同时需要连续时间且空间分辨率高的卫星影像作支撑，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方法的广泛应用［４８］。
（２） 合成孔径雷达（ＳＡＲ）遥感方法　 ＳＡＲ 提取海表流场的原理， 主要是利用雷达所提供的反映动力学

特征的海面粗糙度信息及复介电常数， 推断出海洋表面流场的大小和方向［５３］。 与可见光 ／红外遥感相比，
ＳＡＲ 具有全天候、 全天时获取数据的优势， 因而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 基于 ＳＡＲ 反演海表流场的方法研

究方面逐渐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５４］。 其中， 应用较为广泛的主要有基于单天线的多普勒频移计算

法［５３］和基于双天线的顺轨干涉 ＳＡＲ 测量法（ＡＴＩ 技术） ［５５］ 两类。 多普勒频移计算法是利用 ＳＡＲ 原始数据，
通过由海面后向散射多普勒质心与参考多普勒质心所确定的多普勒频移来求解海表流场的一种方法［５４］。 研

究表明， 利用该方法反演海表流场时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鲁棒性， 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该方法受制于一些

非线性问题及风场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目前， 该方法反演的流速误差基本上能够控制在±１０ ｃｍ ／ ｓ 之内，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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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误差小于±２０°［５６］。 基于双天线的 ＡＴＩ 技术是由美国学者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和 Ｚｅｂｋｅｒ［５５］ 首次提出。 其基本原理是，
通过两个顺轨天线接收的 ＳＡＲ 复图像的相位差正比于后向散射信号的多普勒频移关系， 反演出视向海表流

场分量［５７］。 目前， 国际上普遍认为 ＡＴＩ 技术是 ＳＡＲ 遥感反演海表流场的最好途径， 同时获得了较广泛的应

用。 Ｒｏｍｅｉｓｅｒ［５８］利用 ＳＲＴＭ 数据探讨了星载干涉 ＳＡＲ 进行海表流场反演的可行性； 于祥祯等［５９］ 建立了顺轨

干涉 ＳＡＲ 海表流场迭代反演算法， 并成功应用到了美国 Ｋｅｙ Ｌａｒｇｏ 海域流场反演过程中， 取得了较好的结

果。 此外， ２００７ 年德国发射的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 卫星， 其中就包括了 ＡＴＩ 技术测量海表流场的使命。 然而， 无论

是单天线法还是双天线法， 目前直接从 ＳＡＲ 获得海表流仍然存在着覆盖范围小、 重复观测周期长等需要解

决的问题［５５］。
（３） 卫星测高遥感方法　 基于卫星测高的海表流场反演， 主要是根据地球流体力学原理和运动学定律，

通过融合卫星散射计数据推算的 Ｅｋｍａｎ 流以及卫星高度计数据估算的地转流， 最终获得海表流场的一种方

法［６０］。 邱云和胡建宇［６１］利用 １９９３—２０１１ 年的 Ｔ ／ Ｐ 卫星高度计数据， 研究了热带大西洋表层环流的季节性

变化， 并用 Ａｒｇｏｓ 海面漂流浮标的观测结果进行了验证， 取得了较好的反演精度； 安玉柱等［６２］ 利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的卫星高度计资料和 ＱｕｉｃｋＳＣＡＴ 卫星风场资料， 反演了全球海表的地转流和 Ｅｋｍａｎ 流， 将两者合成

后生成了逐周的全球表层流产品。 研究表明， 该方法反演估算的海表流场数据客观合理， 是探测和获取大尺

度海流信息的一条有效途径。 然而， 由于卫星高度计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有限， 同时该方法很大程度上受大

地水准面精度的限制， 通常仅适用于研究大范围的海洋变化， 无法用于小区域（如大陆架浅海区）的海表面

流的反演［６０］。
此外， 鉴于不同海流遥感反演方法具有其特定的适用性， 通过有效结合不同的遥感数据能够充分发挥三

者的优势［６３］。 近年来， 多传感器联合反演海流的研究逐渐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重视。 Ｗｉｌｋｉｎ 等［６３］ 利用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年间的 ＡＶＨＲＲ、 ＴＯＰＥＸ ／ Ｐｏｓｅｉｄｏｎ 以及 ＥＲＳ 卫星数据， 联合最大相关系数法和卫星高度计法对

澳大利亚东部海域的海表流场进行了反演制图研究， 同时根据研究区域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１９９７ 年 ４ 月间的 １７ 个

浮标监测结果进行比较， 表明多种卫星传感器联合的海表流场反演结果具有更高的一致性。

表 ３　 卫星监测海表洋流的主要方法及其基本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ａｉ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监测手段 主要方法 优点 缺点

可见光 ／ 红外遥感 最大相关系数法、相关松弛法 原理简单 数据要求高、适用性差

ＳＡＲ 遥感 多普勒频移计算法、顺轨干涉 ＳＡＲ 测量法 可以全天候、全天时获取数据 覆盖范围小、重复观测周期长

卫星高度计 地转流估算 便于探测大尺度海流信息 时空分辨率较低、不适于小区域海流监测

多种传感器 多传感器联合反演 可获取时空连续的海表洋流信息 —

１ ４　 海水质量变化

海水质量变化是全球和区域气候变化的重要标志性指标之一。 传统的海水质量变化确定方法主要有海底

压力测量法和海洋学模型法两种［６４］。 然而对于大尺度海洋水体而言， 上述两种方法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海水

总质量变化， 且实测的海底压力数据受环境限制而分布极其有限［６５］。 近几十年来， 随着一系列测高卫星和

地球重力卫星的发射成功， 为人们提供了精确且详细的全球重力场和大地水准面模型， 开创了海水质量变化

监测研究的革命性进步。
（１） 卫星测高反演方法　 通常引起全球海平面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６６］： ① 比容海平面变化， 由

于海水温度、 盐度变化引起海水体积变化导致； ② 质量项海平面变化， 由于海洋与大气、 陆地之间进行各

种质量交换导致。 其中， 比容海平面变化项可以利用温度、 盐度数据计算得到［６７］。 由此， 利用卫星高度计

观测的平均海平面变化， 扣除掉模式计算的比容海平面变化， 则可以估算得到海水质量变化的等效水

柱高［６６］。
（２） 重力卫星反演方法　 由于地球重力场随时间的变化， 主要由于地球表面质量的变化和重新分布引

起， 在海洋上则表现为海水质量的增减或迁移［６８］。 基于这一原理， 则可以根据重力卫星 （如 ＣＨＡ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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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ＣＥ、 ＧＯＣＥ）所监测的地球重力场系数变化量来推求用等效水柱高表示的海水质量变化［６９］。
近 １０ 年来， 在利用测高卫星和重力卫星反演海水质量变化研究方面均逐渐得到发展。 Ｊｉｎ 等［６８］ 结合卫

星测高和海洋盐度、 温度等数据， 反演得到了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全球海水质量的变化。 同时利用 ＧＲＡＣＥ 月时变

重力场球谐系数， 反演计算了全球海洋等效水柱高的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 ＧＲＡＣＥ 时变重力场反演的全球

海水质量长期性变化为－０ ２±０ ２ ｍｍ ／ ａ， 周年变化幅度为 ７ ４±０ ４ ｍｍ； 卫星测高数据计算的全球平均海平

面长期性变化为 ２ １±０ ２ ｍｍ ／ ａ， 周年变化幅度为 ２ ５±０ ４ ｍｍ。 反演的两种海水质量变化的年际变化特征一

致性较好； 冯伟等［６６］利用 ＧＲＡＣＥ 卫星重力和海洋实测与模式资料， 探讨了海水质量变化对中国南海海平面

变化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利用 ＥＣＣＯ 模式得到的海水质量变化与 ＧＲＡＣＥ 卫星观测结果在空间分布上有

很好的一致性。 此外， Ｆｅｎｇ 等［６５］利用 ＧＲＡＣＥ 卫星重力数据成功获得红海地区的季节性海水质量变化信号，
并发现海水质量变化是该地区的平均海平面变化的主因。

由于冰后回弹的影像， 当前利用 ＧＲＡＣＥ 估算海水质量变化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误差可以

达到 ０ ５ ｍｍ ／ ａ［７０］， 如果联合卫星测高手段， ＧＲＡＣＥ 将能较好地反映空间大尺度比热容海平面的变化［６６］。
近几年来， 将测高卫星和重力卫星联合进行海水质量变化的研究逐步开展。 常金龙等［７１］ 联合卫星测高和

ＧＲＡＣＥ 数据研究了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间全球比容海平面变化的分布情况； Ｌｏｍｂａｒｄ 等［７２］ 联合 ＧＲＡＣＥ 和

ＪＡＳＯＮ⁃１数据计算了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间比容海平面季节性变化； Ｃａｚｅｎａｖｅ 等［４］ 利用 ＧＲＡＣＥ、 卫星测高和 Ａｒｇｏ
浮标数据计算了海平面变化， 结果显示海水质量变化对总体海平面的贡献约为 ８０％， 比容海平面长期变化趋

势约为 ０ ３ ｍｍ ／ ａ。 大量研究表明， 联合重力卫星及雷达高度计数据反演海水质量变化将是未来发展的

趋势［７２］。

２　 全球数据集

随着众多海洋卫星的发射成功以及遥感反演算法的逐步发展， 目前各种各样的区域性和全球性海洋水文

参数数据集应运而生， 并在全球海洋环境监测、 海洋环流动力学研究等多个方面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２ １　 海面高度产品

（１） Ｓｓａｌｔｏ ／ Ｄｕａｃｓ 高度计产品　 Ｓｓａｌｔｏ ／ Ｄｕａｃｓ 是由法国 ＡＶＩＳＯ 发布的一种延时的多任务融合高度计数据

产品［７３］。 该产品是利用 Ｔ ／ Ｐ、 ＪＡＳＯＮ⁃１、 ＪＡＳＯＮ⁃２ 的卫星测高数据， 再结合 ＥＲＳ⁃１ ／ ２、 ＥＮＶＩＳＡＴ 和 ＧＥＯＳＡＴ
等数据融合得到， 具有较高的时空分辨率， 其覆盖区域从 ８２°Ｓ 到 ８２°Ｎ， 空间分辨率有（１ ／ ３）°×（１ ／ ３）°和 １°
×１°两种墨卡托投影网格， 时间跨度从 １９９２ 年至今， 时间间隔为 ７ ｄ。 ＡＶＳＯ 的 Ｓｓａｌｔｏ ／ Ｄｕａｃｓ 数据产品类别丰

富， 包括海表面高度数据（ＭＡＤＴ）、 海表面高度异常（ＭＳＬＡ）以及地形高度等等。 其中， ＭＡＤＴ 是由海面高

度距平转化为海面动力距平后与平均海面动力地形（ＭＤＴ）叠加而成［７１］。 海面高度异常数据融合了多颗卫星

高度计（Ｔ ／ Ｐ， ＪＡＳＯＮ⁃１ 和 ＥＲＳ 系列）的数据产品， 该数据已经过了潮汐、 电磁偏向等多种校正。 目前， 该数

据产品可以通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ｖｉｓｏ 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ｙ ｆｒ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ａｃｃｅｓｓ ｈｔｍｌ 获取。
（２） ＣＣＡＲ ／ ＳＳＨ 海面高度产品　 ＣＣＡＲ ／ ＳＳＨ 是由美国科罗拉多天文动力学研究中心， 融合多种卫星测

高资料反演生成的近实时海面高度数据产品［７４］。 目前， ＣＣＡＲ 研究中心可以提供每天实时的 ＳＳＨ 产品以及

具有 ６０ ｄ 延长期的历史海面高产品。 其中， 实时 ＳＳＨ 产品主要是基于 ＪＡＳＯＮ⁃１ 和 ＯＳＴＭ ／ ＪＡＳＯＮ⁃２ 高度计的

ＯＧＤＲ 数据， 联合 Ｅｎｖｉｓａｔ 高度计的 Ｆａｓｔ⁃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Ｒｅｃｏｒｄｓ（ＦＧＤＲ）数据生成， 该产品的时间跨

度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至今； 历史 ＳＳＨ 产品则是基于荷兰 Ｄｅｌｆｔ 研究所地球空间研究中心的雷达高度计数据

库系统（ＲＡＤＳ）的数据反演生成， 其时间跨度是从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今。 无论是实时产品还是历史产品，
其空间分辨率均为 ０ ２５°×０ ２５°的格网数据。

（３） ＨＹ⁃２ 海面高度产品　 海洋二号卫星（ＨＹ⁃２）是中国第一颗海洋动力环境卫星， 该卫星集主、 被动微

波遥感器于一体， 具有高精度测轨、 定轨能力与全天候、 全天时、 全球探测能力， 可以获得包括海面高度在

内的多种海洋动力环境参数［７５］。 ＨＹ⁃２ 卫星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进行高纬度海面温度和海面高度观测的微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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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卫星， 在填补海面高度数据的空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其他海洋微波遥感卫星观测数据的融合产品将

显著提高海面高度的时空采样率和准确率［７５］。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由中国国家海洋局举行了海洋二号卫星数据

产品发布会， 向社会发布了海洋二号卫星数据产品。 目前， 用户可从国家卫星中心网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ｓｏａｓ ｇｏｖ ｃｎ ）申请获取该数据产品。

在海面高度产品应用方面， 随着卫星测高技术的发展， 利用卫星海面高度产品进行海洋水位、 环流、 涡

旋和潮汐等的监测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早在 １９９５ 年， Ｔｅａｇｕｅ 等［７］就将 ＰＩＥＳ 观测数据得到的海面高度

异常与 Ｔ ／ Ｐ 高度计数据得到的海面异常进行了比较研究， 结果显示两者一致性较好； Ｙｕａｎ 等［７６］采用美国航

天动力学科罗拉多中心提供的海面高度数据产品， 对中国南海东北部锚定测流站附近的海表面高度分布状况

进行了分析， 同时基于分析结果对利用 ＡＤＣＰ 测流资料所获得的研究区域浅水层 ／深层海流观测值进行了定

性分析和评估； 此外， 葛磊［７７］利用 ＡＶＩＳＯ 提供的 Ｔ ／ Ｐ 和 ＥＲＳ⁃２ 沿轨海面高度异常数据， 对 ＰＩＥＳ ＳＬＡ 测得

的海面高度异常进行了比较。 研究发现， 在日本海地区， ＰＩＥＳ ＳＬＡ 和卫星高度计 ＳＬＡ 相关系数很好， 具有

较高的一致性。
２ ２　 海洋深度产品

（１） ＥＴＯＰＯ 数据集　 ＥＴＯＰＯ 数据是当今海洋模式中最常用的水深数据。 该数据集是 ＮＯＡＡ 收集各方面

资料， 经过处理得到的网格化地形数据， 包含了一些网格化的全球地形数据和不同尺度的水深数据、 数字化

的陆地岸界数据等。 ２００１ 年 ＮＯＡＡ 又推出了 ＥＴＯＰＯ２， 并且在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又公布了 ＥＴＯＰＯ２ｖ２， ＥＴＯＰＯ２ 和

ＥＴＯＰＯ２ｖ２ 是在 ＥＴＯＰＯ５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包含了纬度－９０° ～ ９０°， 经度－１８０° ～ １８０°范围内分辨率为 ２′
的地形数据， 对于美国附近海域的分辨率已经提高到 ３″。 最新 ＥＴＯＰＯ 数据是 ＥＴＯＰＯ１， ＥＴＯＰＯ１ 分辨率为

１′的全球地形模型， 包含了大陆的地势起伏和海洋中的水深数据， 是在众多全球和区域数据集的基础上建立

起来的， 如美国海岸地形模型、 日本海洋地质数据中心的日本周围海底的测深网格数据、 国际北冰洋水深

图、 加利福尼亚湾的声学多波束水深调查图以及冰面的数据和岩基数据等（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ｇｄｃ ｎｏａａ ｇｏｖ ／
ｍｇ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ｔｍｌ）。

（２） ＧＥＢＣＯ 数据集　 ＧＥＢＣＯ 数据的全称是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ｉｃ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ｓ（全球海洋通用水深数

据）， 是由国际海道测量组织（ＩＨＯ）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ＩＯＣ）联合发布的最全面的世界大洋海底地形数

据， 也是当今海洋模式中最常用的海洋水深数据之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ｂｃｏ ｎｅｔ）。 目前， ＩＨＯ⁃ＩＯＣ 提供的相关

数据包括： ３０″ＧＥＢＣＯ＿０８ Ｇｒｉｄ 和 １′ＧＥＢＣＯ Ｇｒｉｄ 数据以及相关辅助数据， 格网数据采用 ＮｅｔＣｄｆ 格式。 其中，
３０″分辨率的 ＧＥＢＣＯ＿０８ 数据的海洋部分主要是基于船舶测深资料以及卫星重力数据联合插值的综合成

果［７８］， 陆地部分地形则基本上是根据 ＳＲＴＭ３０ 数字高程模型生成。 ３０″ＧＥＢＣＯ＿０８ Ｇｒｉｄ 和 １′ＧＥＢＣＯ Ｇｒｉｄ 数据

均可以通过英国海图数据中心（Ｂｒｉｔｈｉｓｈ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ｅｒ）下载并获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ｂｃｏ ｎｅｔ ／ ｄａｔａ＿
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ｇｒｉｄｄｅｄ＿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ｙ＿ｄａｔａ ／ ）。

在海洋深度产品应用方面， 国内外研究人员纷纷利用 ＧＥＢＣＯ、 ＥＴＯＰＯ 等海洋水深数据集在海底地形高

精度模拟、 地形复杂度分析、 海底地貌识别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Ｈａｒｒｉｓ 等［７９］基于 ＥＴＯＰＯ１ 海深数

据， 在全球大洋中共识别出了 ５ ８４９ 条海底峡谷， 论证了全球主动与被动陆缘海底峡谷在地貌特征差异上的

统计学意义； 滕飞等［８０］采用 ＥＴＯＰＯ１、 ＥＴＯＰＯ５ 以及海图读取的水深数据， 对印度尼西亚近海的水深进行了

优化模拟。 同时， 结合 １０４ 个 Ｔ ／ Ｐ 卫星高度计交叉点调和常数及国际水文组织的 ７９ 个验潮站调和常数， 对

模拟结果进行了比较和评价； 此外， 聂琳娟等［８１］ 基于分析得到的海水质量亏损引起的重力异常与海深之间

的线性关系， 利用 ＮＯＡＡ 提供的 ＥＴＯＰＯ２ 海深数据， 结合 ＥＧＭ９６ 重力场模型， 采用解析法反演得到了南海

海底地形， 反演结果与 ＬＤＥＯ 船测海深数据一致性较好， 均方根误差小于 １７５ ｍ。
２ ３　 海表洋流产品

（１） ＯＳＣＡＲ 产品 　 ＯＳＣＡＲ（Ｏｃｅ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是一种实时海洋表层流数据产

品［８２］。 该数据产品主要由卫星高度计数据、 ＱｕｉｃｋＳＣＡＴ 风场资料以及温度场数据联合反演得到的海表流场，
包括地转流和 Ｅｋｍａｎ 流成分， 其数据质量已通过与现场观测资料对比进行了验证。 ＯＳＣＡＲ 格网数据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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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包括 １°×１°（１９９２ 年至今）和（１ ／ ３）°×（１ ／ ３）°（２００９ 年至今）两种， 分别适用于大尺度和中小尺度洋流，
时间分辨率为 ５ ｄ。 目前， ＯＳＣＡＲ 数据可以通过 ＮＡＳＡ 物理海洋数据中心以及 ＮＯＡＡ 两种途径免费获取。

（２） ＧＥＫＣＯ 产品　 ＧＥＫＣＯ（Ｇｅｏ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ＥＫｍａ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是由法国 ＣＴＯＨ 研究中心提供的

全球（１ ／ ４）°空间分辨率的海表流数据。 ＧＥＫＣＯ 海流产品可提供 ＮｅｔＣｄｆ 格式的每日一个数据文档， 每个文档

包括输入数据（绝对动态海面地形和海洋表面风应力场等）以及输出数据（海表流场）共 １１ 个文件。 其中， 海

表流场不仅包含表层地转流， 而且包括风应力驱动的 ＥＫｍａｎ 流。 地转流场主要是根据卫星高度计数据联合

反演生成的， ＥＫｍａｎ 流场则是利用 Ｑｕｉｃｋｓｃａｔ 散射计资料结合海表气象数据计算而得。 目前， 该数据产品可

以通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ｅｇｏｓ ｏｂｓ⁃ｍｉｐ ｆｒ ／ ｓｕｄｒｅ ／ ｇｅｋｃｏ＿ｆｏｒｍ 免费获取。
（３） ＳＣＵＤ 产品　 ＳＣＵ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是由亚太数据研究中心 ／国际太平洋研究

中心提供海表流场产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ｐｄｒｃ ｓｏｅｓｔ ｈａｗａｉｉ ｅｄｕ ／ ）。 ＳＣＵＤ 海表流场产品由 ４ 种不同的数据融合

计算处理得到， 这 ４ 种数据分别为法国 ＡＶＩＳＯ 中心的海面高度距平数据、 平均动力地形数据、 ＱｕｉｃｋＳＣＡＴ 风

场数据和 ＮＯＡＡ 大西洋大气与海洋实验室提供的表面漂流浮标轨迹数据。 产品通过建立海表流速与局地水

平压强梯度和局地风场有关的线性模型， 并通过求解该模型与浮标速度的最小代价函数得到未知参数的值，
进而代入模型解得流速。 ＳＣＵＤ 提供了全球逐日的流场数据， 空间分辨率为（１ ／ ４）°×（１ ／ ４）°［８３］。

基于上述海表洋流产品， 国际上开展海洋水文现象和过程的例子较多。 Ｓｕｄｒｅ 和 Ｍｏｒｒｏｗ［８４］ 将 ＣＴＯＨ 的

ＧＥＫＣＯ 全球（１ ／ ４）°空间分辨率的卫星反演海流产品与其他类型的海流观测数据进行了比较， 并且结合拉格

朗日漂流浮标和航测 ＡＤＣＰ 进行了全球的有效性检验； 赵君［８５］ 利用现有 ＯＳＣＡＲ 流场数据、 Ｑｕｉｋｓｃａｔ 观测资

料以及 ＥＣＭＷＦ 风场数据， 对热带西太平洋的表层环流特征从不同时空尺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宣莉莉

等［８６］利用近 ２０ 年的卫星遥感海面绝对动力高度 ＡＤＴ 数据、 ＯＳＣＡＲ 表层流数据以及 Ａｒｇｏｓ 表面漂流浮标数

据， 研究了热带东印度洋表层环流的季节变化特征。 研究表明， Ａｒｇｏｓ 和 ＯＳＣＡＲ 流速资料均是表层环流研究

的重要数据集， 但由于 ＯＳＣＡＲ 表层海流流速只包含了地转流及 Ｅｋｍａｎ 流成分， 因而在低纬度非地转海流成

分显著的海域， 流速偏小， 而 Ａｒｇｏｓ 资料空间分布不均， 在近岸区域资料不足， 因此表层环流特征的分析很

有必要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８６］。

３　 结论与展望

卫星遥感技术具有覆盖范围大、 快速、 准确的宏观监测能力， 是未来全球海洋水体的动态监测与评价研

究的重要手段。 近 ４０ 多年来， 多种海洋资源卫星、 测高卫星及重力卫星不断发射成功， 为海洋水文参数的

遥感反演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数据源。 然而， 目前卫星遥感在观测海面高度、 海洋深度、 洋流及海水质量变化

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为： 可见光 ／红外传感器无法实现深海水深及高时间分辨率海

流信息的准确观测； 高频 Ｋｕ 波段的微波传感器在强降雨带无法准确获取海面信息； 单一雷达高度计的时空

采样频率过低， 无法实现星下点以外海面高度信息的获取等等。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 发展包括可见光、 红外

到微波波段的综合型海洋水文综合型传感器集成， 尤其是努力提高微波遥感器的观测性能， 将是全球下一代

海洋水文遥感卫星的主要发展趋势。 计划于 ２０２０ 年发射的地表水体海洋地形 （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Ｏｃｅａｎ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ＷＯＴ）卫星， 将搭载宽刈幅雷达干涉高度计， 其工作在 Ｋａ 波段， 测量海洋高度的数据单元为

１ ｋｍ×１ ｋｍ， 未来对 １０ ｋｍ 尺度海洋水文过程的观测将成为可能。 同时， 中国预计在 ２０１６ 年发射的 “天宫二

号” 空间实验室上也将同时携带宽波段成像仪、 三维成像高度计等传感器， 有望实现对海洋水文信息动态

监测的革命性进步。
除了目前在轨运行的 １０ 多颗海洋卫星以外， 在未来几年， 还将陆续有多个卫星传感器同时对海洋进行

探测， 但这些传感器往往为了特定的目的专门设计， 性能技术指标都有差异， 同时任何特定的水文参数反演

算法和数据集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 因此， 如何运用多卫星（海洋资源卫星、 测高卫星、 重力卫星）、 多通

道（可见光 ／红外和微波）、 多模式（主动和被动）的联合手段来提高遥感反演能力从而得到更为准确的海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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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信号估算， 仍然是卫星遥感反演海洋水文参数未来重点研究的方向之一。 另外， 值得指出的是， 各种海洋

水文变量的动态监测， 除了利用星载卫星遥感观测手段以外， 还需要配以传统的地面观测手段建立海上辐射

校正与真实性检验场， 最终形成以卫星为主体的立体海洋水文参数定量观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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