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用格式：翟召坤,卢善龙,王萍,等.基于NSIDC海冰产品的FY北极海冰数据集优化[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7,19(2):143-151. [ Zhai Z K, Lu

S L, Wang P, et al. 2017. Optimization of FY arctic sea ice dataset based on NSIDC sea ice product.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

19(2):143-151. ] DOI:10.3724/SP.J.1047.2017.00143

基于NSIDC海冰产品的FY北极海冰数据集优化

翟召坤 1,2，卢善龙 2*，王 萍 1，马丽娟 3，李 多 3，任玉玉 3，武胜利 3

1. 山东科技大学测绘科学与工程学院，海岛（礁）测绘技术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青岛 266590；2. 中国科学院遥

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数字地球重点实验室，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3. 国家气候中心，国家卫

星气象中心，中国气象局，北京 100081

Optimization of FY Arctic Sea Ice Dataset based on NSIDC Sea Ice Product

ZHAI Zhaokun1,2, LU Shanlong2*, WANG Ping1, MA Lijuan3, LI Duo3, REN Yuyu3 and WU Shengli3

1. College of Geoma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Laborator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on Island and Reef, State Bureau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Qingdao 266590, China; 2.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nd Digital

Earth, Key Laboratory of Digital Earth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mote Sensing Science,

Beijing 100101, China; 3.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National Satellite Meteorological Center,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rctic sea ic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ulation of global climate and sea ice extent is a ba-

sic parameter for sea ice monitoring. In recent 40 years,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ic issues such as deg-

radation of Arctic natural environment, frequent extreme weathe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nd global sea-lev-

el rise are caused by continuous warming and apparent sea ice decrease in Arctic. So it′s important to know the

extent, variation, trend of Arctic sea ice and its response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data-

sets such as HadISST and OISST sea ice dataset provided long time series of changes in sea ice of the Arctic re-

gions. However, the spatial resolution of these datasets is relatively low. There are some limits in the study of re-

sponse of sea ice change in Arctic key regions to weather and climate in China. To overcome these problems and

to make up the lack of passive microwave sea ice dataset provided by China, FY (Feng Yun) sea ice dataset is de-

veloped by NSMC (National Satellite Meteorological Center) on June 27th, 2011. In this dataset, the Enhanced

NASA Team (NT2) algorithm is used based on the data of MWRI (Microwave Radiation Imager) sensor carried

on FY satellite. In this algorithm, direct radiative transfer model is used to model MWRI brightness temperature

for four surface types (ice-free ocean, new-formed ice, one-year ice and multi-years ice) and for different atmo-

spheric conditions. Then, sea ice coverage lookup table (0% to 100% in 1% increments) is obtained based on

modeled brightness temperature considering different atmospheric conditions. Sea ice coverage is confirmed by

comparing observed value with modeled value. Sea ice ext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most 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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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 regions. Although matching errors between channels and positioning errors have been corrected in FY dataset,

the received echo signal is relatively weak due to the shorter antenna on MWRI. The weak echo signal makes it

difficult to correctly differentiate the boundary between sea ice and near sea shore land, which greatly impact the

total accuracy of the datase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study introduces a method of

optimizing FY Arctic sea ice dataset based on NSIDC (National Snow and Ice Data Center) sea ice product. In

NSIDC product, judgment matrix was created covering the entire grid and identifying each pixel as land, shore,

near-shore, offshore or ocean as determined by the land/sea mask. Then, these different pixels are corrected in

different degrees, respectively. Sea ice extent calculated from NSIDC product is strongly consistent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accuracy of FY dataset is greatly improved. Th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NSIDC product (R2 = 0.9997) during June 27th, 2011-December 31st, 2015. The

maximum deviation percent of daily, monthly and annually sea ice extent is 3.5%, 1.9% and 0.9%, respectively.

Also,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of FY dataset has no obvious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of

the dataset. The optimized FY dataset can correctly reflect Arctic sea ice extent and its variation, especially in

coastline regions. It can provide reliable basic data for the study of Arctic sea ic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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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极海冰对全球气候起着非常重要的调制作用，海冰范围是海冰监测的基本参数。近40年，北极地区持续变暖，北极

海冰显著减少，进而引发北极自然环境恶化、北半球极端天气频发、全球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环境和气候问题。准确获取北

极海冰范围及其演变趋势，确定海冰变化对全球气候系统的响应，是研究和预测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的关键之一。HasISST和

OISST海冰数据集在海冰监测中应用最为广泛，可为北极地区长时间序列海冰变化研究提供基础数据，但这2套数据集空间

分辨率相对较低，应用于北极关键区对中国气候响应研究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为解决这一问题和弥补国内海冰监测微波遥

感数据的空白，2011 年 6 月 27 日，国家卫星气象中心（National Satellite Meteorological Center, NSMC）发布了 FY（Fengyun,

FY）北极海冰数据集，该数据集利用搭载在FY卫星上的微波成像仪（Microwave Radiation Imager, MWRI）数据，使用Enhance

NASA Team算法制作，该算法利用前向辐射传输模型模拟北极地区4种海表类型（海水、新生冰、一年冰和多年冰）在不同大

气条件下MWRI辐射亮温，进而得到每种大气条件下0~100%的海冰覆盖度查找表（海冰覆盖度每次增加1%），通过观测值与

模拟值的比对得到海冰覆盖度，由该数据集计算得到的北极海冰范围在大部分区域与实际情况相符。该产品虽已进行通道

间匹配误差修正和定位精度偏差订正，但由于其搭载的微波成像仪（Microwave Radiation Imager, MWRI）天线长度有限，造成

传感器探测到的地物回波信号相对较弱，难以区分海冰和近岸附近的陆地，影响了该数据集的精度和应用。为解决这一问

题，本文基于美国冰雪中心（National Snow and Ice Data Center, NSIDC）发布的海冰产品对FY海冰数据集进行优化，NSIDC

产品利用判断矩阵对海岸线附近的像元进行识别，并对误差像元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由NSIDC产品计算得到的北极海冰

范围与实际情况更为符合。数据集优化大大提高了FY海冰数据集的精度，研究结果表明，优化后FY海冰数据集与NSIDC

产品相关系数高达0.9997，且二者日、月、年平均最大海冰范围偏差仅为3.5%、1.9%、0.9%，且FY海冰数据集优化过程对其较

好的空间分异特征无明显影响。该数据集可正确地反映北极海冰范围及其变化情况，且海岸线附近海冰的分布情况更准确，

可为北极海冰变化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

关键词：海冰数据集；风云三号卫星；遥感；北极；空间分异

1 引言

北极海冰约占全球海冰面积的 30%[1]，在全球

气候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2-4]。海冰的反照率高达

80%[5]，可通过改变海气之间的热量、水汽交换通

量[6]来影响区域乃至全球气候系统。近年来，北极

地区持续变暖，且速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北极

年均海冰范围在1978-2012年持续减少，每10年减

少3.5%~4.1%，夏季减小最快[7]，2007年和2012年夏

季北极海冰覆盖面积大幅度减少，在过去1450年以

来都是独一无二的[8]。北极海冰的上述变化对区域

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成为了热点研究内容，尤其是

2007年和2012年夏季北极海冰极小值的出现与中

纬度地区天气、气候的响应关系引起了国内外很多

学者的关注[9-12]，从而使人们对反映海冰变化数据

集的准确性、时间过程连续性和空间分辨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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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更高要求。

卫星遥感技术在海冰监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

作用[13]，多光谱遥感数据空间分辨率相对较高，但

受天气影响较大，数据量有限，很难形成质量较高

海冰产品；微波遥感具有全天时、全天候的特点[14]，

利用微波辐射亮度温度数据反演得到海冰覆盖度，

进而得到海冰范围和面积是目前全球海冰监测的

主要方法[15]。很多学者根据一年冰、多年冰、有强

烈地表散射的海冰等不同类型海冰特点以及卫星

传感器的特性，设计了多种海冰提取算法并制作了

一系列海冰产品。Cavalieri等[16]和Comiso等[17]利用

搭载在 Nimbus- 7 上的多通道扫描微波辐射计

（SMMR）、DMSP 上的专用微波成像仪（SSM/I）和

专用微波成像/探测仪（SSMIS）的低空间分辨率频

段数据，分别采用NASA Team算法[18]和Bootstrap算

法[19]，反演得到空间分辨率为25 km的NSIDC全球海

冰产品；Spreen等[20]利用分别搭载在Aqua和GCOM-

W1上的AMSR-E和AMSR2的高空间分辨率频段数

据，采用ARTIST Sea Ice（ASI）算法[20]反演得到空间

分辨率为6.25 km的ASI全球海冰产品，但该产品时

间过程存在中断情况；Rayner等[21]和Reynolds等[22]综

合现有的数字化海冰图表和微波海冰产品，并在误

差校正的基础上分别制作了全球海冰数据集Had-

ISST和OISST，但产品的空间分辨率仅为1°。

风云三号B星（FY3B）是中国新一代极轨气象

卫星，为中期数值天气预报、全球变化研究和预测、

大范围自然灾害和地表生态环境监测提供基础数

据。搭载在该星上的微波成像仪（Microwave Radi-

ation Imager, MWRI）为海冰研究增添了新的数据

源，杨虎等[23]将MWRI传感器与国际上同类仪器进

行对比，该传感器偏差特性与同类微波遥感仪器相

当，能够为地球物理参数的反演提供足够高的精

度，且该传感器空间分辨率优于国外同类型传感器

（SMMR、SMM/I、SSMIS）。杨虎等利用 MWRI 数

据，采用Enhanced NASA Team算法[24]，反演得到了

空间分辨率为 12.5 km的 FY全球海冰产品。该产

品虽已进行通道扫描方向偏差修正和定位精度偏

差订正，但由于MWRI传感器天线长度有限，造成

传感器探测到的地物回波信号相对较弱，且传感器

获取的数据地理定位不准，导致已发布的FY海冰

数据集海岸线附近海水、海冰、陆地像元存在错分

现象，由该产品得到的北极海冰范围整体偏大，与

实际海冰分布情况不符，影响了该产品在北极海冰

监测业务系统中的应用。

目前时间一致性较好的2套产品分别为哈德莱

气候预报中心（Hadley）制作的 HadISST 海冰数据

和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NCEP）制作的OISST海

冰数据，二者对重叠时间段的海冰数据进行偏差调

整，取得了非常好的一致性，但2套产品空间分辨率

仅为 1°，用于分析北极海冰变化对中国气候影响，

特别是研究格陵兰海、巴伦支海、喀拉海等关键海

区的影响方面，存在较大的局限；MODIS海冰产品利

用光学遥感数据得到，空间分辨率最高可达1 km[25]，

但受云雾影响，难以形成时间过程连续、空间范围

全覆盖的海冰产品；而其他高空间分辨率光学传感

器数据由于卫星重访周期较长，目前仅应用于局地

海域海冰监测，还未大规模应用于北极海冰监测；

NSIDC和NCEP海冰产品空间分辨率相对较高[26-27]，

时间序列也较长，且NSIDC产品在制作过程中，对

海岸线附近海水、海冰、陆地像元错分现象进行了

修正，使海冰的分布更符合实际情况。为了制作一

套时空过程连续且能满足应用精度需求的FY海冰

数据集，本文以NSIDC产品为参考数据源，对FY北

极海冰数据集进行了优化，得到了空间分布较为准

确、空间分辨率较高的北极海冰数据集，为北极海

冰变化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2 研究区和数据源

2.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为整个北极地区，即北纬 66°34'以内的

区域，总面积为 2100 万 km2，包括北冰洋以及格陵

兰岛、埃尔斯米尔岛、帕里群岛等诸多岛屿和亚、

欧、北美大陆北部的部分区域[28]，主要海域有格陵

兰海、喀拉海、巴伦支海等海域（图1）。

2.2 数据源及预处理

本文采用的数据源包括NSIDC和FY北极海冰

数据集，由于FY海冰数据集是使用Enhanced NASA

Team算法反演得到的空间分辨率为12.5 km的产品，

研究选用经插值得到的使用NASA Team算法反演得

到的空间分辨率为12.5 km的NSIDC海冰产品。其

中，NSIDC和FY海冰数据集分别是美国国家冰雪数

据中心网站（http://nsidc.org/data/polaris/）和国家卫星

气象中心风云卫星遥感数据服务网（http://fy3.satel-

lite.cma.gov.cn/portalsite/default.aspx）公开共享的海

冰产品，二者时间跨度均为 2011 年 6 月 27 日至

201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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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处理包括格式转换、投影处理和海冰覆

盖度范围调整。其中，数据集格式统一转换为Geo-

tiff；投影参数为极方位立体投影（Polar Stereograph-

ic Grids）[29-30]；海冰覆盖度范围统一调整为 0~100，

110为极点区域无意义值，120为陆地。

3 海冰数据集优化方法

在微波遥感影像上，陆地区域的实际辐射亮度

温度高于海水，且差异较为明显（图2），但由于传感

器自身的原因，实际获取的亮温差异变小，导致海

冰产品海岸线附近海水、海冰、陆地像元错分现象，

这种情况在夏季尤为严重。NSIDC产品利用判断

矩阵对海岸线附近的像元进行识别并对异常情况

分别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使海冰分布情况更符合

实际情况；FY的MWRI传感器精度略低于SMMR、

SMM/I、SSMIS，虽然FY产品虽也进行过类似的处

理，但在现有发布的产品中此误差仍然非常明显，

通过对比分析同时相的NSIDC和FY产品，发现在

北极地区大部分区域，二者海冰分布情况较为一

致，但在海陆交界处二者差异较大，主要表现为FY

产品部分海水和陆地被错分为海冰，且FY产品北

极点中心无意义区域过大，导致FY产品海冰范围

偏大，通过处理这两部分误差即可实现FY海冰数

据集精度的大幅提高。由于二者均是对北极海冰

实际分布情况的反映，且空间分辨率一致，因此，本

研究使用NSIDC产品对FY产品进行修正。

对比分析 NSIDC 和 FY 产品空间分布（图 3），

本研究对FY产品海水错分为海冰、陆地错分为海

冰、海冰错分为陆地、海冰错分为无意义区域、海水

错分为无意义区域 5 种情况。对其分别参照

NSIDC产品进行修正，具体方法如下：

Case1: D1⊆A ∈ [ ]0,15 D2⊆B ∈ [ ]15,100

→ D2 = D1
（1）

Case2: D1⊆D ∈ [ ]120 D2⊆B ∈ [ ]15,100

→ D2 = D1
（2）

Case3: D1⊆B ∈ [ ]15,100 D2⊆D ∈ [ ]120

→ D2 = D1
（3）

Case4: D1⊆B ∈ [ ]15,100 D2⊆C ∈ [ ]110

→ D2 = D1
（4）

图2 陆地、海水辐射亮温的模型模拟值和实际测量值[28]

Fig. 2 Simulated and measured brightness

temperature between land and sea[28]

图1 研究区域

Fig. 1 The study area

图3 NSIDC与FY修正后海冰范围散点图

Fig. 3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NSIDC and

enhanced FY sea ic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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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5: D1⊆A ∈ [ ]0,15 D2⊆C ∈ [ ]110

→ D2 = D1
（5）

式中：D1 和 D2 分别为 NSIDC 和 FY 海冰产品；A、

B、C、D分别代表海水、海冰覆盖度、无意义值和陆

地取值范围。

4 精度评价

本文选取判定系数、最大偏差百分比、空间分

异性来评价修正后 FY 产品的精度。相关系数 R

（式（6））是衡量2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的指标，

相关系数的平方称为判定系数，判定系数的大小决

定了 2 个变量之间相关的密切程度；偏差百分比

（Percentage of Deviation, PD）为修正值与参考值之

间偏差百分比（式（7）），其中，CE（Corrected Extent）

为修正后 FY产品海冰范围，RE（Reference Extent）

为NSIDC产品海冰范围；空间分异性，全称空间分

层异质性（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是指某一

属性值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如气候分带、生

态分区、地理区划、以及各种分类现象，可利用地理

探测器 q-statistic（式（8））来检验不同产品的可分

性 [31- 32]。式（8）中，总体（population）被划分为 h=

1,…,L个层（strata），即L个子区域或L个子总体，N

和 σ2 分别表示总体大小及其方差。

R =
∑

i = 0

n

(xi - -x)(yi - -y)

∑
i = 0

n

(xi - -x)2∙∑
i = 0

n

(yi - -y)2

（6）

PD = CE -RE
RE

×100% （7）

q = 1 - 1
Nσ2∑

h = 1

L

Nhσ
2
h （8）

4.1 判定系数

对NSIDC产品和FY修正后产品重叠时间段内

日平均海冰范围偏差值进行统计，发现二者的偏差

较小，且对二者偏差最大的前20组数据进行线性回

归分析表明，二者之间的判定系数R2为0.9997（图3），

说明修正后的FY产品与NSIDC产品一致性较好。

4.2 最大偏差百分比

利用式（7）对 2套产品进行不同时间尺度偏差

分析，结果表明，二者日平均、月平均、年平均最大

偏差分别出现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2015 年 7 月、

2015年，最大偏差百分比分别为3.5%、1.9%、0.9%，

修正后 FY 产品与 NSIDC 产品具有非常好的一

致性。

4.3 空间分异性

利用式（8）对NSIDC产品和修正前后FY产品

进行空间分异性检验，发现q值均为1，说明NSIDC

产品和FY产品修正前后均具有较好的空间分异，

且FY数据集优化过程对其较好的空间分异特征无

明显影响。

5 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NSIDC产品与修正前后FY产品在重

叠时间段内（2011 年 6 月 27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春、夏、秋、冬4个季节同一时相海水、海冰、陆地

空间分布进行对比（图 4）。研究表明：① 春季，FY

产品亚欧大陆海岸线附近存在部分陆地错分为海

冰的情况，冰岛海岸线附近此情况较为严重，北大

西洋和五大湖地区均存在部分海水错分为海冰的

情况（图 4（b）），经过修正，错分现象得到明显改善

（图4（c））；② 夏季，FY产品在格陵兰岛海岸线附近

存在部分陆地错分为海冰的情况，北美大陆海岸线

附近、巴伦支海附近及五大湖地区错分情况较为严

重（图4（e）），修正后，分布情况趋于正常（图4（f））；

③ 秋季，FY产品在亚欧大陆及北美大陆海岸线附

近陆地错分为海冰的情况特别严重，北美大陆部分

地区存在少量海水错为分海冰的情况（图4（h）），修

正后，分布情况趋于正常（图 4（i））；④ 冬季，FY产

品陆地错分为海冰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冰岛和北美

大陆，巴伦支海附近也存在少量陆地错分为海冰的

情况（图 4（k）），经过修正，错分现象得到明显改善

（图 4（l））；且 FY产品北极点中心无意义区域过大

的现象均得到了修正。

研究区NSIDC产品与修正前后FY产品在重叠

时间段内的日平均海冰范围对比结果表明，修正前

FY产品海冰范围整体比NSIDC产品大，且二者差

异在 2012 年夏季达到最大，修正后此现象得到消

除；将轨道数据插值到网格数据时发生异常，修正

前 FY产品海冰范围在 2011年 9月 30日、2012年 5

月 7 日、20 日及 7 月 5 日、6 日、7 日和 2015 年 5 月 4

日存在异常跳跃现象（图 5中圆圈所示），修正后此

现象得到消除；修正前FY产品海冰范围春秋两季

与NSIDC产品差异较小，冬夏两季差异较大，且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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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海冰范围在冬季波动范围较大，修正后海冰范

围与NSIDC产品差异较小，变化趋势趋于稳定，海

冰范围在2012年夏季减小速度最快（图（5））。

与日平均海冰范围类似，FY 产品月平均海冰

范围修正前整体比NSIDC 产品大，且在 2012年夏

季差异最大，修正后 FY 与NDSIDC 产品月平均海

冰范围差异较日平均海冰范围更小，同样，月平均

海冰范围在 2012 年夏季减小的速度最快（图 6）。

修正前FY产品年平均海冰范围整体也呈现增大的

情况，修正后二者表现出更好的一致性（图7）。

图8、9给出了2011-2015年不同季节NSIDC产

品和FY修正后产品海冰范围时间序列，其中春季

取3-5月的平均，夏季取6-8月的平均、秋季取9-11

的平均，冬季取当年12月至次年2月的平均。从图

中可看出，修后的FY产品与NSIDC产品虽然在不

同季节年际变率存在一定的差异，春冬季节二者差

图4 NSIDC产品（a, d, g, j）与FY产品修正前（b, e, h, k）、修正后（c, f, i, l）空间分布对比图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s of NSIDC (a, d, g, j), the original FY product (b, e, h, k) and the enhanced FY product (c, f,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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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较大，夏秋季节差异较小，但各个季节2条曲线都

有非常一致的年际变率，二者的相关系数的显著性

均在 99%置信度水平之上，这说明修正后的 FY海

冰数据集可有效地反映北极地区海冰分布情况。

6 结论与讨论

自 2011年FY海冰数据集公开发布以来，还没

有针对FY海冰数据集误差像元修正的相关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现有的海冰产品，参照NSIDC海冰产

品修正了FY海冰产品中因传感器精度问题导致的

误差，研究结果表明，修正后FY产品与NSIDC产品

图5 NSIDC产品、FY产品修正前后2011年6月27日至2015年12月31日日平均海冰范围变化对比图

Fig. 5 Comparisons of daily sea ice extent variation between NSIDC and FY product from June 27th, 2011 to December31st, 2015

图6 NSIDC产品、FY产品修正前后2011年6月至2015年12月月平均海冰范围变化对比图

Fig. 6 Comparisons of monthly sea ice extent variation between NSIDC and FY product from June, 2011 to December, 2015

图7 NSIDC产品、FY产品修正前后2011-2015年
年平均海冰范围变化对比图

Fig. 7 Comparisons of annual sea ice extent variation between
NSIDC and FY product during 20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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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R2为0.9997，二者日平均、月平均、年平均最大偏

差分别为3.5%、1.9%、0.9%，且FY数据集优化过程

对其较好的空间分异特征无明显影响。

本文算法可实现 FY产品优化的自动处理，解

决了海岸线附近海水、海冰、陆地错分现象和极点

无海冰覆盖区域偏大的情况，优化后的FY产品与

NSIDC产品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缺点是并未考虑错

分像元具体的海冰覆盖度，随着后续卫星传感器姿

态的自我修正能力的提高，获取的数据地理定位精

度的提升，错分现象可能会得到改善；光学遥感海

冰产品虽然覆盖范围有限，但空间分辨率相对较

高，如何有效利用光学遥感产品对FY产品优化进

行有效补充是后续研究工作的重点。

FY 北极海冰数据集的精度的提高，为探索北

极海冰变化趋势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内在联系提供

了精度更高的基础数据，尤其在揭示北极海冰对中

国气候的影响机制，提取海冰影响的关键区方面具

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该产品的广泛使用不仅有助

于推动国产被动微波传感器的改进与发展，而且对

推动国产传感器数据在全球海冰监测中的应用也

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优化算法只针对2011-2015年的FY产品，

如何制作一套以FY产品为基础，综合1978-2011年的

遥感海冰产品，为北极地区长时间序列海冰变化分析研

究提供基础数据，是气象部门关注的重点，也是下一

步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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