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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整层大气透过率是反映大气光学特性的一个重要参数, 在激光大气传输、红外辐射传输的研究以及光电
系统的工程应用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介绍了激光外差技术的测量原理, 并着重介绍了利用激光外差光
谱技术高分辨测量整层大气透过率的原理和方法, 以及同步反演水汽廓线分布、柱浓度的方法。进而介绍了课题
组研制的 4.5 µm、3.53 µm 波段高分辨率激光外差光谱仪, 光谱分辨率分别达到了 0.006 cm−1、0.002 cm−1 , 以及利
用这些测量装置在合肥开展的整层大气透过率测量与水汽浓度反演的典型结果。 最后对激光外差技术在光电系
统工程应用中的后续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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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tal atmospheric transmittance i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reflecting the optical properties
of the whole atmosphe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y of laser atmospheric propagation,
infrared radiative transfer and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photoelectric systems. The measurement
principle of laser heterodyne technology is introduced firstly, especially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highresolution measurement of the total atmospheric transmittance by using laser heterodyne spectroscopy, as
well as the method of simultaneous inversion of the profile distribution and column concentration of water
vapor. Then the high-resolution laser heterodyne spectrometers at 4.5 µm and 3.53 µm band develop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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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research group, with 0.006 cm−1 and 0.002 cm−1 spectral resolutions respectively, are introduced, and
the typical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total atmospheric transmittance, water vapor profile distribution and
column concentration in Hefei area with the two devices are also presented. Finall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laser heterodyne technology in photo-electric systems engineering is prospected.
Key words: atmospheric optics; total atmospheric transmittance; concentration of water vapor; laser het-

erodyne technology

1

引 言

激光大气传输特性是光电系统工程应用的重要物理基础, 特别是对地基光电系统而言, 大气对系统
性能的影响不容忽视[1∼3]。 大气与激光相互作用将产生一系列线性和非线性效应, 通常关注的传输效应
主要包括散射、吸收、湍流效应、热晕效应以及湍流热晕相互作用等[4∼6]。 其中, 大气分子、气溶胶粒
子的散射和吸收直接削弱发射激光到达目标端的能量, 称为大气消光或者大气衰减[5,6]。 在光电系统的
工程应用中, 一般把散射和吸收计为系统的传输损耗, 并反映在大气透过率中。 大气散射仅仅是造成激
光能量的衰减; 而若发射激光的功率较高, 大气吸收的影响将更为显著, 它不但直接损耗激光能量, 而且
会因吸收加热大气而引起非线性热晕效应, 将进一步导致传输激光光束质量的退化, 从而大大降低光电
系统的性能甚至使其失效[3∼5]。因此, 大气消光不但是一个基础的物理现象, 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传输效
应。地基光电系统的应用场景通常包括整层大气 (从地基观测位置到大气层顶间的大气), 整层大气透过
率是反映大气光学特性的一个重要参数, 在激光大气传输、红外辐射传输的研究以及光电系统的工程应
用中,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7,8]。
对紫外、可见波段的光电系统而言, 除了大气吸收, 还会散射相当一部分的激光能量。 对应用更为
广泛的红外波段光电系统, 气溶胶粒子的消光、大气分子散射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 但 H2 O、CO2、O3、
CH4 和 N2 O 等微量气体吸收效应的影响却更为显著, 特别是 H2 O。 大气中水汽的含量仅为 0.1% ∼ 3%,
但它随时空的变化很快[8]。 水汽的吸收不但直接引起激光传输能量的损耗, 而且决定了整层大气
Bradely-Herrmann 热畸变参数 ND 的大小[3,4]。 ND 是衡量热晕效应强弱的特征参数, 这种非线性效应将进
一步引起传输光束的偏折、扩展以及畸变等, 进而可能严重影响光电系统的性能[3∼6]。因此, 水汽含量的
实时观测及其时空分布特性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整层大气透过率的获取主要包括模式计算和直接测量。 在模式计算方面, 通常采用 LOWTRAN[9]、
MODTRAN[10]、FASCODE[11]、LBLRTM[12] 和 CART[13∼15] 等通用软件, 结合标准大气模式, 计算不同传
输场景的整层大气透过率。 但是, 这只能反映典型天气条件下激光传输效率的平均情况, 无法满足光
电系统应用实时性、 性能评估准确度等需求。 在直接测量技术方面, 太阳辐射计[16]、 傅里叶变换光谱
仪[17]、空间外差光谱仪[18] 和激光外差光谱仪[19] 等仪器均能满足一定的工程应用需求。 特别是近年来
发展迅速的激光外差技术, 是一种新型的高分辨率、高灵敏度光谱测量技术[20,21]。
激光外差技术是利用本振光与信号光进行混频, 将属于频域的光谱信号以时域形式获得, 基于该技
术研制的激光外差光谱仪和傅里叶变换光谱仪、空间外差光谱仪在利用相干探测原理上有所不同, 它既
不需要前者的扫描部件, 又不需要后者的精密光栅, 而是利用带通滤波的方法测量光频域的信号, 在获得
高分辨率吸收光谱方面更具优势[22,23]。 激光外差光谱仪通过窄线宽调谐激光与跟踪捕获的太阳光进行
外差, 测量穿过整层大气的高分辨率吸收光谱, 对光谱数据进行标定后即可获取整层大气透过率, 并能同
步利用光谱数据反演 H2 O、CO2、O3 和 CH4 等多种微量气体的浓度[24∼27]。随着地基光电系统快速实时
评估以及性能评估精度等需求越来越严苛, 激光外差光谱仪因其高分辨率、 高灵敏度光谱测量的特点,
以及直接测量整层大气透过率、同步反演多种吸收气体空间分布的特点, 必然会得到更多关注和应用。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激光外差技术的测量原理, 以及利用激光外差技术直接测量整层大气透过率和
反演水汽浓度的方法。其次, 着重介绍了课题组研制的 4.5 µm、3.53 µm 波段高分辨率激光外差光谱仪,
以及在合肥地区开展的测量与分析, 获得的整层大气透过率测量以及水汽浓度反演的典型结果。 最后,

第4期

黄印博等: 激光外差技术高分辨整层大气透过率测量及水汽浓度反演研究

499

对激光外差光谱技术在光电系统工程应用中的深入发展, 以及全天时整层大气透过率测量、多种吸收气
体浓度同步获取方法与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展望。

2

整层大气透过率测量原理与水汽浓度反演方法

2.1 激 光外差 技 术 测 量 原 理
激光外差技术是一种基于相干探测原理的光谱测量技术, 它利用本振光 (如窄线宽红外激光) 与信号
光 (如太阳光) 经合束器在快响应探测器光敏面上进行相干, 产生光学混频信号, 该信号在平方率探测器
上响应的交流部分即为外差信号[23,28,29]。外差信号经过射频放大、带通滤波、平方率检波和解调等处理
后, 可获得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的光谱信号。 激光外差技术因将频率为 1013 ∼ 1014 Hz 量级的红外波段
激光信号转换为 106 ∼ 108 Hz 量级的射频信号, 大大降低了信号的处理难度[28∼30]。
假设本振光、信号光的电场分量分别为 El 和 Es , 则 El = Al cos ωl t, Es = As cos ωs t, 其中 Al、As、ωl、
ωs 分别为本振光和信号光的幅值、频率。两束光在量子效率为 α 的探测器光敏面上混频产生光电流, 探
测器的输出信号可以表示为
I(t) =

α 2
(A + A2s ) + αAl As cos(ωl t − ωs t) ,
2 l

(1)

式中前一项为直流信号 Idc , 后一项为交流信号 Iac , 交流部分即为外差信号。
外差信号的频率是本振光频率 ωl 与信号光频率 ωs 之差。与本振光频率相近的信号, 频率可由红外
转移到射频范围, 更利于后续信号的处理[23,29]。 当本振光线宽足够窄时, 还可实现信号光的高分辨率探
测。 另外, 由于外差信号的幅值与本振光、信号光电场振幅的乘积成正比, 外差信号的功率正比于本振
光、信号光的光功率; 因此, 即便观测到的信号光相对微弱, 也可以通过本振光进行放大, 获得较高的信
噪比, 从而实现高灵敏度探测[23,29]。
2.2 激 光外差 技 术 测 量 整 层大 气 透 过 率 的 原 理 与 方 法
激光外差技术具有高光谱分辨率探测、微弱信号光放大的特点, 因此基于该技术研制的激光外差光
谱仪非常适于开展整层大气吸收光谱的高光谱分辨率、高灵敏度探测[23,29,30]。通过对观测的原始吸收光
谱数据进行定标, 获取光谱仪的响应特性后, 即可实现整层大气透过率的直接测量[8,29,30]。
通常采用 Langley-plot 方法进行定标, 假设大气沿海拔高度方向由若干平行平面层组成, 每层内的大
气成分均匀分布[29,30]。根据 Beer-Lambert 定律, 激光外差光谱仪测量的波长为 λ 的太阳辐照度可表示为
P(λ) = P0 (λ)

( d0 )2
d

exp[−m(θ)τ(λ)] ,

(2)

式中 P0 (λ) 为大气层顶太阳辐照度的系统测量值; (d0 /d)2 为日-地距离修正因子, 修正大气上界太阳直射
辐照度; m(θ) 为沿天顶角 θ 光路上的相对大气质量; τ(λ) 为指向天顶方向的大气光学厚度[29,30]。 整层大
气透过率可表示为
T (λ) = exp[−m(θ)τ(λ)] .

(3)

对 (3) 式两边取对数, 并以 m(θ) 为自变量、ln[P(λ)/(d0 /d)2 ] 为变量在直角坐标系中绘图, 若 τ(λ) 保持不
变则可获得一条直线, 截距和斜率分别为 ln P0 (λ) 和大气光学厚度 τ(λ)。
在大气稳定、晴朗无云的天气条件下, 测量不同时刻、不同 m(θ) 下的太阳辐照度 P(λ), 并进行最小
二乘线性拟合, 将拟合直线外推可获得截距 ln P0 (λ); 在此基础上, 根据某一时刻激光外差光谱仪测量的
太阳辐照度 P(λ), 即可得到该时刻的整层大气透过率 T (λ)[29,30]。
2.3 水 汽廓线 分 布、 柱 浓 度的 反 演 方 法
基于测量的吸收光谱反演气体浓度, 常用的算法包括非线性最小二乘法[25]、蒙特卡罗法[26] 和最优估
算法[23] 等。其中, 基于贝叶斯统计理论的最优估算法非常适用于微量气体浓度的反演。利用该算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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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演时, 除测量吸收光谱数据外, 还需要确定一些约束条件和先验信息, 如 Jacobian 矩阵、增益系数、先
验廓线及其协方差矩阵等。
先验廓线是反演所需的基本参数之一, 这里采用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提供的大气参数数据[31]。
首先, 对原始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 去除直流调制和背景噪声等, 并利用 LBLRTM 模式软件根据温度、
压强和先验廓线等参数计算初始的整层大气透过率[32,33]。根据预处理后的光谱数据和透过率初始值, 计
算初始 Jacobian 矩阵、初始增益系数, 并循环迭代计算代价函数和状态向量。水汽浓度反演的流程图如
图1所示[23]。
在利用 LBLRTM 模式软件计算水汽的 Jacobian 值时, 气体浓度与整层大气透过率呈负相关, 因此
Jacobian 矩阵中的每个元素都小于零。 先验廓线协方差矩阵表征的是气体浓度的波动程度, 其数值越大
则信息量越多。 通常将气体浓度起伏设置为 ±1%, 每次迭代以后需要重新计算 Jacobian 值并进行替换。
在实际测量中, 外差探测器、检波器和放大器等器件的增益起伏会影响反演结果。设置增益系数可有效
去除这些影响, 激光外差光谱仪测量的光谱范围一般只覆盖几条吸收谱线, 所以增益系数一般使用一阶
或二阶多项式进行拟合。 增益系数、协方差矩阵等约束条件使得最优估算法的收敛速度很快。 通常迭
代次数不超过10 次, 就能达到较好的反演结果。当满足迭代条件时, 更新廓线对应的即为所需的水汽浓
度廓线, 对其进行积分则为水汽柱浓度[23]。水汽柱浓度定义为水汽在单位面积上从地表到大气层顶柱体
内所含的分子数。

Fig. 1

3

Flow chart of the inversion of water vapor profile distribution and column concentration

激光外差光谱仪

激光外差光谱仪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它通常由三个模块组成: 太阳跟踪模块、外差光路模块
和信号处理模块。具体的组成和功能如下[23,28∼30] :
1) 太阳跟踪模块由太阳跟踪器和一对抛物面镜组成。该模块主要用于实时跟踪太阳, 并将太阳光导
入到外差光路模块中, 其视场角大小、跟踪精度和传输效率等对吸收光谱的测量均有较大影响。
2) 外差光路模块是激光外差光谱仪的核心模块, 由本振激光器、激光控制器、斩波器、合束镜和高
速光电探测器等组成。 该模块主要用于实现光信号到电信号的转换。 将太阳跟踪模块捕获的太阳光经
斩波器进行调制后, 与本振光经合束镜进行合束, 并输入到快响应外差探测器中产生外差信号。 信号传
输损耗的大小、信号光与本振光的合束质量以及光路的抗干扰能力等, 都会直接影响吸收光谱的数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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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因此, 在外差光路模块中需要对两束光进行模式匹配, 并对镜片参数进行优化才能获得理想的外差
信号。
3) 信号处理模块是获取吸收光谱信号的关键部分, 由前级放大器、射频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射频
功率探测器以及锁相放大器等组成。通常采用调制解调的方式提取、处理外差信号, 并再现整层大气太
阳吸收光谱信号。

Fig. 2

4

System structure of laser heterodyne spectrometer

典型测量结果与讨论

4.1 4.5 µm波
波段 激 光 外 差 光 谱 仪 整 层 大 气 透 过 率 测 量 典 型 结 果
用外腔反馈式可调谐量子级联激光器作为本振光源, 其输出线宽在 1 s 积分时间内小于 10 MHz, 在
2201∼2283 cm−1 范围内输出波长可以连续无调模扫描, 最大输出功率可达 180 mW。利用课题组自行研
制的太阳跟踪模块 (视场角 10 mrad、跟踪精度 0.07 mrad) 捕获太阳光, 并与本振光进行外差, 研制集成
了一套 4.5 µm 波段激光外差光谱仪[8,29,30] , 光谱分辨率达到了 0.006 cm−1。
利用该仪器在合肥市郊的科学岛开展了整层大气透过率的直接测量与对比分析[8,29,30] , 该地区平均
海拔 30 m, 年降水量约 1000 mm。如图 3(a) 所示, 在 2017 年 4 月 19 日测量当日, 天气情况良好、晴朗无
云, 实测的整层大气透过率起伏相对较小, 其数值随高度角的减小而降低。在测量时段内, 斜程整层大气
透过率的变化范围为 0.14 ∼ 0.46, 平均透过率和标准偏差分别为 0.32、0.106。将实测的斜程整层大气透
过率换算为垂直上行传输的结果, 其变化范围为 0.47 ∼ 0.51, 平均透过率和标准偏差分别为 0.49、0.011。

Fig. 3

Diurn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 atmospheric transmittance in (a) clear cloudless weather and (b) cloudy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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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实测的大气参数数据结合 LBLRTM 模式软件计算了垂直上行传输整层大气透过率, 其变化范围为
0.55 ∼ 0.59, 平均透过率和标准偏差分别为 0.57、0.011。 实测和计算结果最小相对偏差为 5.7%, 最大相
对偏差为 14.5%。 由此可见, 课题组自行研制集成的 4.5 µm 波段激光外差光谱仪, 能够满足高分辨率整
层大气透过率的测量需求。
在晴朗无云的天气条件下, 实测与模式计算的整层大气透过率一致性较好。 然而, 在部分天气情况
下, 两者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异[8,29,30] , 如图 3(b) 所示。测量当日清晨天气晴好, 但在 9:50∼17:15 时段 (图中
阴影部分) 天空出现薄云, 激光外差光谱仪仍然可以正常跟踪太阳并进行连续测量, 但测量值明显偏小且
起伏较大。 由此可见, 即使是薄云对整层大气透过率的影响也很明显。 同时, 这也表明自行研制的激光
外差光谱仪, 能够同时响应水汽、气溶胶、薄云或卷云等大气成分对激光传输效率的影响, 有云天气条
件仍可满足高分辨率整层大气透过率的测量需求。只要激光外差光谱仪能够跟踪太阳进行观测, 外差信
号的信噪比满足数据处理的要求, 就能正常开展高分辨率整层大气透过率的直接测量。
4.2 3.53 µm 波 段 激 光 外 差 光谱 仪 整 层 大 气 透 过 率 测 量 与水汽浓度反演典型结果
用分布反馈式带间级联激光器作为本振光源, 其在 3.53 µm 波长附近可实现连续无跳模扫描, 激光
线宽优于 10 MHz, 功率起伏优于 1%。在 4.5 µm 波段激光外差光谱仪的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光路设计并
更新了部分单元器件, 研制集成了一套 3.53 µm 波段的激光外差光谱仪[8,23,34] , 光谱分辨率达到了 0.002
cm−1。 相比 4.5 µm 波段光谱仪, 光谱分辨率有显著提高, 能够进一步满足多种微量气体浓度高灵敏度探
测要求。
2018 年 3 月 26 日, 利用 3.53 µm 波段激光外差光谱仪在合肥继续开展了整层大气透过率的直接测
量, 并将实测结果与模式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23,34,35] , 如图 4 所示。在关注的谱段范围内, 两者的变
化趋势基本一致, 整层大气透过率的相对差值在 −0.1 ∼ 0.08 以内, 这进一步验证了课题组自行研制集成
的不同波段的激光外差光谱仪开展高分辨率整层大气透过率直接测量的可行性和精度。

Fig. 4

Comparison of measured total atmospheric transmittance with calculated results by LBLRTM

3.53 µm 波段主要为 H2 O、CH4 两种气体分子的吸收, 在 2831.8338 cm−1、2831.9199 cm−1 处分别有
HDO、 CH4 两种气体分子比较独立的吸收谱线。 因此, 能够同步开展 H2 O、 CH4 气体浓度的反演。 如
图 5 所示, 随观测时间的变化, 两种气体柱浓度的数值均有所起伏, 但基本是随近地面气温的下降而逐
渐减小。 H2 O 柱浓度的日变化范围为 1.36 ∼ 1.07 g/cm2 , 均值为 1.20 g/cm2 ; CH4 柱浓度日变化范围为
1.47 ∼ 1.03 g/cm2 , 均值为 1.31 g/cm2。
在此基础上, 利用 3.53 µm 波段激光外差光谱仪开展了连续观测, 并利用测量的吸收光谱数据重点开
展了水汽浓度的反演, 获得了 2018 年 1 ∼ 6 月水汽廓线分布、 柱浓度的月平均变化特征, 如图 6 所示。
在不同月份之间, 水汽浓度的变化有明显差异[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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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of water vapor and methane column density

Monthly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vapor in Hefei area. (a) Profile distribution; (b) Column concentration

1 月、2 月合肥地区气温最低, 白天近地面气温在 0 ◦ C 左右, 水汽蒸发动能不足。因此, 近地面水汽
浓度、柱浓度体积比分别为 1000 × 10−6、290 × 10−6。 在 2 月到 3 月期间, 水汽浓度增加很快, 比如: 近
地面水汽浓度体积比自 3000 × 10−6 增长至 30000 × 10−6 , 但随海拔高度下降, 在 1 km高度时下降幅度超
过 25000 × 10−6 ; 而水汽柱浓度体积比自 430 × 10−6 增长至 2040 × 10−6 , 增幅超过了 370%。 6 月近地面
气温可达 25 ◦ C, 而且观测地点因距离湖面较近水汽充沛, 近地面水汽浓度、 柱浓度体积比分别达到了
40000 × 10−6、4300 × 10−6。1 月、6 月近地面水汽浓度和柱浓度体积比分别相差了约 40 倍、15 倍。显
然, 对地基红外波段光电系统而言, 因受水汽浓度月变化特征的影响, 其系统性能必然也会有非常鲜明的
季节差异。

5

总结与展望

在激光大气传输、红外辐射传输研究以及光电系统的工程应用中, 整层大气透过率是一个重要的特
征参数, 它反映了激光在整层大气传输中的消光特性。 采用国际上流行的模式软件, 结合标准大气模式,
可以计算典型天气条件不同传输场景激光传输效率的平均情况; 还可以利用不同辐射计或光谱仪开展直
接测量, 获取整层大气透过率。 与传统的模式软件和测量仪器相比, 激光外差光谱仪因其高分辨率、高
灵敏度光谱测量的特点, 不但能够直接高分辨测量整层大气透过率, 还可以同步反演多种吸收气体的空
间分布, 从而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和应用。
简述了激光外差技术的测量原理和利用该技术直接测量整层大气透过率的原理和方法, 以及水汽廓
线分布、柱浓度的反演方法。 着重介绍了课题组自行研制的 4.5 µm、3.53 µm 波段激光外差光谱仪, 光
谱分辨率分别达到了 0.006 cm−1、0.002 cm−1 , 以及利用这些装置在合肥地区获得的典型的整层大气透过
率测量结果和水汽浓度反演结果, 并与传统方法获得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验证了自行研制集成的不
同波段的激光外差光谱仪直接高分辨率测量整层大气透过率、同步反演多种吸收气体浓度的可行性和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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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光电系统工程应用的飞速发展, 对整层大气透过率的光谱分辨率、时间分辨率以及微量吸收气
体空间分布的高度分辨率、时间分辨率等要求也越来越高。 然而, 实际大气成分复杂多变, 气象条件时
刻变化, 极端天气屡屡出现, 快速、准确获取整层大气传输效率和多种微量吸收气体浓度的难度也将越
来越大, 激光外差光谱仪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条件下的适用性、通用性也将受到很大挑战。 因此, 今
后还将进一步深入开展小型化、集成化、自动化高光谱分辨率全天时整层大气透过率直接测量技术的
研究, 以及整层大气透过率快速定标计算方法、多种微量吸收气体浓度同步反演算法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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