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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健民１

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图像定位和卫星风精度的
改善中解决问题的途径

摘要
本文以改善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图像定位和卫星遥感风精度的工作为例，简
述工程技术任务中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
气象卫星；图像定位；大气运动矢量
作者简介：许健民（ １９４４—） ，男，中国工
程院院士．１９６５ 年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
主要从事气象卫星数据处理和应用的研
究和业务工作． 在担任国家卫星气象中
心主任（ １９８６—１９９６ 年） 期间，气象卫星
资料在自然灾害监测、农作物长势监测
以及生态环境监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担任风云二号静 止 气
象卫星地面系统总师，所领导的研究组
全面实现了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图像的实
时、全自动、像元级高精度定位，在大气
运动矢量产品的开发中，提出了快速算
法和在云高度指定中区分薄卷云和低云
的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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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搞中国自己的气象卫星．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钱学森向当时的中央气象局领导指示：“ 把气象卫星星体、运载
工具造出来，完成发射、测量、轨道定点控制等工作，由航天部门归口．

关于气象卫星如何发展、走什么途径、采用什么体制，以及气象卫星
资料的地面接收、传输、处理、台站建设等工作，要从气象上去研究，
由中央气象局承担” ．这个指示明确了中央气象局在气象卫星系统工
程中的责任．为此，经国务院批准，中央气象局于 １９７８ 年成立一个下
属单位———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专门承担这两大任务．

一个型号的卫星，从规划到实现，须要经历 ６ ～ ８ 年的时间． 规划

工作既要有远见，在型号实现时不落后，又要保证依靠自己的技术力
量能按期完成任务．数据处理工作要把星上传递下来逐个像元的观测
资料拼接成图像，定标、定位准确，推导出能代表地物和大气物理状
态的产品，检验它们的精度．这些工作有很大的体量和难度，由许多科
技人员组成的团队共同完成． 在气象卫星发展的初期，由于我们当时
知识水平、经验、技能的不足，遇到过很多困难． 曾经有一段时间做不
对，或者做不准． 本文第 １ 节及第 ２ 节，以笔者参与过的一小部分工
作：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图像的定位和卫星遥感风的推导为例，介绍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６⁃１８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０２７５００７，４１２
７５０３６）
１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象卫星数据处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过程；第 ３ 节总结笔
者的工作经验．希望本文有助于相关专业的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之
后，较快地适应可能面临的工作局面．

风云气象卫星至今己经发射了 １７ 颗． 关于这些卫星的性能、数

据、产品、服务，己经有许多发表的文章可以参阅．读者可以从文献［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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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图像定位精度的提高
风云二号是中国第一代静止气象卫星． 静止气

象卫星的高度，距离地面大约 ３６ ０００ ｋｍ，相当于地
球半径的 ６ 倍，极地轨道卫星高度的 ４０ 倍．在静止轨
道高度上实现气象卫星观测，遇到了比极地轨道卫
星更复杂的工程技术问题，必须要通过星地协同工
作的方式来实现．

以及太阳、地球等参照物的位置．还要在数学模型中
将卫星、地球、太阳的位置参数正确地联系起来．
三点测距系统被用来测量卫星的位置． 在地面
上设三个测距站． 通过无线电波在卫星和测站之间
的传输时间，推出它们之间的距离，从而确定测距瞬
间卫星的位置．再根据卫星轨道方程，推出任意瞬间
卫星的位置．
控制好扫描辐射仪的开机时间，确保其在扫过
地球的范围内成像，是地面系统的工作．卫星每自旋

卫星的姿态必须可控，做到精准、稳定、可度量．

一圈，都会看见一次太阳，因此可以用太阳作为参照

三轴稳定是最合理的姿态控制方式． 目前的风云四

物，使得扫描仪在面向地球的时间开机，并将逐条扫

号 Ａ 星就是采用了三轴稳定姿态控制方式． 在三轴

描线精确配准． 卫星从扫过太阳到扫过地球之间的

稳定姿态控制体制下，卫星的姿态在 ｘ⁃ｙ⁃ｚ 三个空间

夹角，是一个天文几何关系，只要知道卫星的位置和

维度上都受控，在任何时间都面向地球上的观测目

自旋轴的指向，就可以精确算出．

标物，更容易提高观测质量和观测频次．虽然三轴稳

卫星的姿态根据地面上已知地点的地标影像，

定姿态控制方式优点很多，但是对卫星平台的姿态

或地球中心在图像上的位置，反推求出．将一系列图

控制能力要求极高．在风云二号规划的时候，航天部

像组成时间序列，放在一起观察，可以看到地球圆盘

门还难以做到．

在卫星云图上呈周期式的摆动和旋转：整个地球圆

自旋稳定体制把卫星做成一个圆柱体，使卫星

盘在南北方向摆动，同时它自身还在旋转．摆动和旋

围绕圆柱体旋转． 扫描仪借助卫星的自旋实现东西

转的周期，恰好等于卫星围绕地球公转一周所需的

向扫描．自旋过程中，扫描镜面向地球时，开机观测

时间．这样的图像表现，一定是受到某种规律支配的

采集资料．在下一个旋转周期，扫描镜在南北方向挪

结果．画出卫星对地观测的三度空间示意图，可以解

动一步，观测另一个条带． 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对

释观察到的现象．在理解图像表现的基础上，列出卫

地球的两维扫描成像． 风云二号卫星获取一幅完整

星对地观测的数学表达式，建立闭合的方程组．对于

的地球圆盘图像，耗时约 ２５ ｍｉｎ．图像上的每一个像

元，观测时间都不一样，但是逐个像元都准确己知，
不影响数据的定量应用．云图十分逼真，好像从卫星
上俯视地球拍摄的照片一样．自旋稳定的缺点是，在
卫星自旋一周的 ３６０°方位中，只有 １８°面向地球，其
余 ３４２°在空转．受卫星自旋约束，扫描镜在观测目标

自旋式静止气象卫星，描写卫星和地球之间关系的
图像定位方程组，由 １３ 个参数组成，用到 １３ 个坐标
系．个别参数可能在特定的坐标系中具有清晰的几
何和物理意义，但是在另外的坐标系中才保持守恒．
对这些参数和坐标系的深刻理解和准确表达，是建
立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图像定位数学模型的基础．

物上驻留的时间不可能延长，影响观测信噪比的提

为了验证定位数学模型的正确性，进行了相关

高；卫星的观域，只在南北方向可调，在东西方向不

参数的精度分析，建立了仿真系统，通过数值模拟，

可调，影响观测范围调整的灵活性和观测频次的提

检验了公式和坐标转换的正确性和程序的有效性．

高．虽然自旋稳定观测体制存在这些缺点，但是它也

通过广泛调研，还学习了有关的天文知识，采用了当

有明显的优点，即不需要对卫星进行频繁的姿态控

时国际上最先进的坐标体系．

制，从而容易做到稳定可靠．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早

通过这项工作，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创新地提出，

期事故比较多发的年代，天然稳定可靠的体制，是非

在地球圆盘图像的时间序列中，存在卫星姿态和扫

常重要的选择因素． 而且采用自旋稳定体制的东方

描仪失配的信息．根据这个原理，自主设计了基于地

红二号甲通信卫星，当时己经成功．所以风云二号卫

球圆盘图像时间序列的图像定位算法． 这种算法用

星选择了自旋稳定观测体制．

地球圆盘图像的时间序列作为己知量，自动解算出

在风云二号卫星获取一幅云图的时段里，卫星、

全套图像定位参数，还设计了容错措施，使定位系统

地球、太阳都在运动，准确地把逐个像元的观测数据

能容忍某些条件下太阳或月亮光对观测图像的干

拼接成图像，需要知道每个瞬间卫星的位置和姿态，

扰，可以正常工作． 系统不依赖图像上的地标，也不

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２０，１２（１）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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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操作人员进行手工作业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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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风矢量的精度与追踪目标物（ 通常是云） 的

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图像定位的研究工作，是利

高度确定关系极大．静止气象卫星在 ３６ ０００ ｋｍ 的高

的．ＦＹ２Ｂ 的数据质量并不好，但是对 ＦＹ２Ｂ 数据的观

法很难确定云的高度，因此云高的确定，一般采用物

用 ＦＹ２Ｂ 出现故障以后，带病运行获得的数据进行
察和分析，为理解风云二号卫星的行为和工作原理，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图像定位问题解决以后，对风云

度观测地球，而云的高度最多只有 １６ ｋｍ，用几何方
理的方法 ［１３⁃１５］ ． 在物理方法中， 对于密实 不 透 明 的
云，可以用窗区红外通道的亮度温度，直接确定其高

二号卫星的工作机理和系统中参数的含义有了更深

度．但是地球上存在大量的半透明卷云，由于从半透

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对地面系统中的软件进行检

明的卷云向上的辐射中，含有来自云下背景的辐射，

查．对曾经发生过的问题，找到根源，改正错误，使地

窗区红外通道测得的亮度温度，高于半透明卷云本

面系统的坚固性大大提高，为地面系统的稳定运行

身的实际温度，因此如果只使用一个窗区红外通道，

夯实了基础．

将低估云的高度．

长 Ｇｒｉｆｆｉｎ 访问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卫星气象中心向

透明通道（ 水汽） 共同指定云高的算法．他指出，半透

他展示了风云二号卫星实时收图的情况：先把预报

明云像元的卫星辐射测值中，不仅包含半透明云自

地理网格显示在屏幕上，然后接收云图． 结果显示，

身辐射的贡献，也包含来自半透明云下面背景辐射

实时接收卫星图像上的海陆边界，与事先显示的地

的贡献．假定云的半透明程度，在窗区和吸收区差别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ＮＡＳＡ） 局

理网格完全一致． Ｇｒｉｆｆｉｎ 回美国后，在 ＮＡＳＡ 网站的
主页上写道：“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ｅｅｎ ｓｏｍｅ ｖｅｒｙ ｎｉｃｅ ｔｈｉｎｇｓ．Ｗ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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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ｍｉｎｏｒ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ｂｉｔ ｏｆ ｇｅ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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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ｚｅｊｗａｃｈ ［１６］ 提出了一种用透明通道（ 红外） 和半

不大，那么半透明云窗区和吸收区的卫星观测值，应
该呈线性相关关系．根据这种线性相关关系，可以同
时估计出卷云的半透明程度和卷云所在地方的环境
温度，从而 比 较 准 确 地 算 出 半 透 明 云 的 高 度． 实 现
Ｓｚｅｊｗａｃｈ 算法的关键，是要把来自半透明云自身的
辐射，以及来自云下的背景的辐射，都估计正确．

以往的卫星风算法中，其高度指定计算，和示踪

卫星遥感风精度的改善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用日本 ＧＭＳ

卫星的数据推导风 ［８］ ．算法完全自行设计，在两个方

物轨迹计算一样，都把示踪图像块作为整体进行处
理 ［１７⁃１８］ ．将示踪图像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理的卫
星风推导算法，没有考虑以下问题：图像块中哪些像

面与国际上流行的算法不同：计算方案和风所在高

元在运动，这些像元是否是半透明云，如果是，那么

度的估计．关于计算方案，提出了简便算法，在结果

来自这些像元的卫星测值中，有多少辐射贡献来自

等价的前提下，计算工作量节减到原来的 １ ／ ８ 左右，
只需一台计算机就可以实现．这种算法在 １９９６ 年第

２４ 届国际气象卫星协调组织会议上被记录为重要

半透明云本身，多少来自云下的背景，这些问题以前
并没有深入研究．

２００６ 年，Ｂüｃｈｅ 等 ［１９］ 指出，相对于作为一个整

特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４ ＣＧＭＳ） ［９］ ．关于风所在高度的

体的示踪图像块，对运动做出较大贡献的像元，更加

估计，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提出，在估计卫星风的高度

能够代表运动中的云． 选择它们参与卫星风所在高

之前，应比较追踪区域内红外、水汽两个通道测值的

度的估计，可以比用示踪图像块作为整体的算法，做

分布，以区分薄卷云和低云

［８］

．对薄卷云需要进行高

度订正，而对低云则不需要进行高度订正，这就充分
利用了原来认为高度不容易做准确的薄卷云，卫星

得更加准确．Ｂｏｒｄｅ 等 ［２０⁃２１］ 后来又对这种算法进行过
改进和细化．

在 Ｂüｃｈｅ 等 ［１９］ 和 Ｂｏｒｄｅ 等 ［２１］ 工 作 的 基 础 上，

风的分布大大改进．这种高度估计方法在 １９９８ 年第

２０１７ 年张晓虎等 ［２２⁃２３］ 对风云二号卫星风矢量的算

欧洲气象卫星组织邀请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专家在他

量高度指定算法中的不足． 为了提高风矢量高度指

四届国际卫星风会议上，被记录为重要进展 ［１０］ ．后来
们的系统中实现了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算法
本气象厅 Ｋｕｍａｂｅ

［１２］

［１１］

．日

表示，中国提出的方法是有效、

可用的，并在日本的系统中采用该方法．

法进行了全面回顾，总结出当时风云二号卫星风矢
定的精度，对来自半透明云自身，以及来自云下背景
的两部分辐射，都进行了精算．
在没有使用代表运动的像元以前，图像块中全

４

许健民．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图像定位和卫星风精度的改善中解决问题的途径．

ＸＵ Ｊｉａｎｍｉｎ．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ｎ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ＦＹ⁃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ａｔ ｉｍａｇ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ｖｅｃｔｏｒ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部像元都参与聚类分析，得到来自半透明云自身的
辐射．这种做法不够精细，应该从图像块中，把代表
随风飘荡半透明云的像元挑选出来，进行聚类，估计
来自半透明云的辐射．根据像元对运动所做的贡献，
可以将追踪图像块中的像元分为三部分：１） 小贡献
像元；２） 暖区段大贡献像元；３） 冷区段大贡献像元．
重点考察暖、冷两个区段里大贡献像元的表现和统

误差较大．在做了以上改进后，算法于 ２０１１ 年改版．
据欧洲中期预报中心的检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ｃｍｗｆ．ｉｎｔ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 ｄ ／ ｃｈａｒｔｓ ／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 ａｍｖ ／

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 ／ ） ，ＦＹ２Ｅ 卫星风的误差比欧洲 Ｍｅｔｅｏｓａｔ７
卫星更小，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 ［２４］ ．

３

工程技术任务中解决问题的途径

计特征，归纳出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追踪

天气预报是一个系统工程． 无论做数值天气预

图像块部分 被 云 覆 盖．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散 点 图 上 的

报模式的开发，还是做卫星观测资料的处理，都需要

暖、冷两个区段比较对称，像元的数目和个别像元的

利用尽可能完整、正确的专业知识，按时高质量完成

贡献，差别都不大，追踪图像块里看见了地面，暖区

任务．工程技术与科学研究，它们的工作重心有很大

段的图像像元处于地面温度的典型值范围里． 第二

的不同．研究工作要关注创新，关注别人没有发现过

种情况是， 追 踪 图 像 块 全 部 被 云 覆 盖． 在 这 种 情 况

的自然现象，还要指出新发现的自然现象为什么能

下，散点图上的暖、冷两个区段在散点图上明显地不

够存在的机理；而工程则更加关注是否能成功，要求

对称，暖区段里的大贡献像元，数目比冷区段小，贡

把任务做对、做准、做可靠． 工程工作对参与工程的

献却比冷区段大，但是它们位于云与云之间的缝隙

科技人员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下面是笔者的工作

之中．因此无论追踪图像块部分被云覆盖，还是全部

经验，写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被云覆盖，都应该选择冷区段的大贡献像元， 估计
“来自半透明云体的辐射” ．这个结论，与 Ｂｏｒｄｅ 等
的认识不同．Ｂｏｒｄｅ 等

［２１］

［２１］

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

暖区段大贡献像元代表云的高度．而实际上，暖区段
大贡献像元往往处在云与云之间的缝隙里，云缝里
的像元，其测值不能代表云的高度．
在实施半透明云高度估计的算法时，还需要使

１） 工程科技人员面对的专业领域容不得自己选

择，需要解决哪方面的问题，就要把这方面的基础知
识从头学起来，逐一弄懂弄通，成为内行和专家．

２） 工程工作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与实际资料做

比较，对不对是硬道理． 这就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气象现代化工程体量大，涉及的专业面
广，以“ 做正确” 为考核标准，对工作精度有极高的要

用来自半透明云下面的背景辐射． 卫星并没有观测

求，而且要求系统在能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条件可

到来自半透明云下面的背景辐射． 因此来自半透明

靠地工作．其中有许多是工艺性的工作．因此要认真

云下面的背景辐射，只能用半透明云区周边无云区

看图、分析资料．这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这方面花时

里的卫星测值来代表．这里也存在以下两种情况：第

间和学习基础知识、读论文一样重要，要舍得花．

一种情况是，在卫星示踪云追踪区内包含有无云区．

３） 看资料要有灵感．要灵敏地察觉，问题可能出

这种情况下追踪区里的红外最高亮度温度，可以代

在哪里． 这样的灵感，来自扎实的基础知识、大量资

表云下地面辐射，水汽通道则不能．应该在红外亮度

料的阅读和对问题的反复思考．

温度较高的某个区段里，选择水汽亮度温度相对较

４） 对工程人员的要求，更侧重于解决问题．解决

低的测值，估计自下而上水汽通道的背景辐射，这是

问题要从对存在问题的精准定义入手． 对存在问题

因为红外亮度温度高值区段里，具有相对较低水汽

的科学、精准定义，是妥善解决问题的基础． 如果对

亮度温度的观测像元，离云区更近．这些地方比远离

存在的问题看不清，没有找到切入点，只进行一般的

云区的地方更加湿，更能代表云下的大气层结条件．

号召，不会有什么效果． 切入点找准了，就己经站在

由于水汽吸收的再发射作用，这些更加湿的地方，水

解决问题的半路上了． 切入点来自对情况的深入调

汽通道的亮度温度相对略低．第二种情况是，追踪区

查和对形势的正确判断．了解情况和认清形势，要做

正好位于云区的内部，追踪区里只看到云，没有看到
云下的地面．这种情况下应该扩大搜索范围，找到附
近的无云区，用附近无云区的测值，估计来自半透明
云下面的背景辐射．
风云二号卫星风的高度指定，曾经有一段时间

到“ 见树见林” ．“ 见林” ，是指对事情的全貌，要有总
体的理解；“ 见树” ，是指对事情的细节，要有透彻的
洞察．既在宏观上看到事情的全貌，又从微观上理解
它的细节，才能科学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５） 做任何工作，都是先有目标，后有行动，目标

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２０，１２（１） ：１⁃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１２（１） ：１⁃６

必须可度量、可考核、可检查． 如果当前的目标存在
偏差，可以在实践中改正． 只要坚持实践，不断总结
经验教训，一定可以找到正确的道路．只怕没有可度
量、可考核、可检查的工作目标．

６） 有了目标，还要做好工作，实现目标． 遇到困

难是必然的． 那些困扰着我们的热点问题和不理想
的状态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其

［２］

中一定有错综复杂的因素和矛盾，它们相互之间盘
根错节，交织在一起． 对于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努力
去克服困难． 在 解 决 问 题 的 过 程 中， 有 时 会 陷 入 困

［３］

境，必须要一步一个脚印，确认每一步都对，还需要
有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轻易放弃目标． 半
途而废等于不做．克服困难的体会，只有在走出困境
以后，才能领悟． 处身于困难之中，犹如在热带雨林

［４］

里，荆棘丛生，找不到出路；问题解决以后，回顾过去
的经历，又好像登高远望，一览无余．

７） 在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人们对存在问题的理

解必然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因此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还要不断地去观察、体验、感知、认识、分析，领悟
其中的脉络，调整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５］

８） 要简明扼要地把事情表达清楚． 把事情讲清

楚，才能获得领导的支持、公众的共鸣、团队的响应．

９） 要组织好团队． 现在单枪匹马能解决好的问

［６］

题不是很多．做事情都要依靠组织．组织要有明确的
组织目标、敬业的参事人员和扎实的基础知识，还需
要有互补的专业技能、团结合作的工作精神、相互认

［７］

同的行为规范、互相体谅的工作环境以及详细的档
案纪录．其中项目负责人特别重要．项目负责人要特
别关注上面所述的第 ４ 及第 ６ 条，带领队伍克服困
难．团队成员则要发挥各自的专长和优势，为组织目

［８］

标做出贡献．形势的改观和局面的突破，是通过一系
列优秀工作的实现达到的，绝非来自空洞的一般号
召，必须用高质量的工作推动事业进步． 所以，具有
专业门类比较齐全的科技人员，以及他们的有效组
织，是成功之本．
关注以上几个方面，对于高质量完成工程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工作，国家卫星气
象中心已经完成了 １７ 颗国产卫星的数据处理任务．

［９］
［１０］
［１１］

重要的是不怕失败，不断地实践，成功的经验和挫折
的教训，都帮助我们锻炼队伍，增长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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