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Remote Sensing Bulletin

1007-4619（2021）10-2053-14

遥感学报

GF-5 DPC 数据的云检测方法研究
伟乐斯 1，2，尚华哲 2，胡斯勒图 2，马润 2，胡大海 1，朝克夫 1，
司福祺 4，施建成 2
1. 内蒙古师范大学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2;
2.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101;
4.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合肥 230031

摘

要：高分五号 （GF-5） 号卫星所搭载的大气多角度偏振探测仪 （DPC） 能够对地球进行多波段，多角度和

的连续观测，其数据对研究全球大气云分布及云辐射反馈作用提供新的视角。本文通法国多角度偏振载荷

POLDER （POLarization and Directionality of the Earth’s Reflectances） 云检测算法为参考，结合 DPC 多波段反射率、
偏振反射率、表观压强等信息开发了一个适用于 DPC 的云检测算法。算法主要分为 3 个部分：首先是阈值方法对

云像元进行检测，同时引入表观压强对不同高度的云 （如卷云、层积云等） 进行进一步的条件约束，然后利用
865 nm 波段偏振反射率对海表反射的太阳耀斑区进行识别，修正了反射率阈值识别云像元时受到的太阳耀斑干
扰。为了验证算法的准确性，利用 2018-10-01 的 MODIS 的 MOD06 云掩码产品与本文云检测算法结果进行定性

分析，从目视判读结果可以看出本文云检测结果与 MOD06 产品具有较高的吻合度；随后又利用 2018-10-01—04
的 CALIPSO-VFM 数据与本文云检测结果和 MYDO6 云掩码产品进行定量分析，分别计算了中低纬度区域 （60°N—

60°S） 的云/晴空像元命中率和云/晴空像元错误预报率，计算结果显示算法云命中率均值相较 MYD06 云掩码产品

高出 13.501% 的前提下云错误预报率仅高出 3.561%，可表明该算法在全球中低纬度区域有着良好的云检测效果。
本文提出的云检测算法，可为后续 DPC 的云参数、水汽、气溶胶等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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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云覆盖着地球表面 50%—70% 的面积，是影

响大气辐射收支平衡以及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之

是研究云微物理特性以及时空变化分布的最有效
的方法之一 （Li 等，2014，2019；胡斯勒图 等 ，
2020）。另一方面，云检测是进行云特性参数、气溶

胶及水汽等大气参数反演的基础 （Mason，2002），

一 （Zeng 等，2011；马润 等，2019）。由于云对太

这些大气参数可以应用于地表能量收支的估算和

阳辐射的多次散射特性及云本身的空间复杂性，

气候效应评估中，还可结合高分五号卫星数据生

从地基站点及飞机观测很难获得全球范围高时空

产的云产品和气溶胶产品，服务于中国污染区域

分辨率的云观测数据 （胡斯勒图 等，2015）。自卫

云与气溶胶的相互作用研究 （孙允珠 等，2018）。

星传感器的诞生，使得云物理特性参数的大范围
获取成为可能，卫星遥感反演技术是通过卫星观
测的电磁波信息来估算目标物的光学和物理特征，

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 CNES （Centre National

d’Etudes Spatiales） 在 2004 年发射的 PARASOL 卫

星所搭载的 POLDER-3 传感器 （Buriez 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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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 GF-5 搭载的 DPC （Directional Polarimetric

之后通过多波段的反射率、偏振反射率、近红外

（443—910 nm，包含 3 个偏振波段 490 nm、670 nm、

综合利用多角度偏振探测仪的多角度信息，以及

Camera） 具 有 相 似 的 偏 振 观 测 特 性 与 波 段 设 置

865 nm），CCD 星下点成像分辨率分为 6 km×7 km、
视场幅宽为 1800 km，DPC 的 CCD 星下点为 3.3 km×

3.3 km、视场幅宽为 1850 km （顾行发 等，2011；
Zhao 等，2020）。综上对比可看出，DPC 可获取更

高空间分辨率的云和气溶胶信息，对全球云气效
候效应的研究提供更精细的卫星观测数据。
被动遥感卫星云检测方法发展至今，前人建
立了大量成熟的云检测算法，如阈值法、模式法、
统计法和综合法等；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为

阈 值 法 （Saunders 和 Kriebel， 1988； Letu 等 ，

波段反射率等信息对云和晴空像元进行区分，并
多个区域的采样分析来确定阈值，最后通过计算
太阳耀斑区特定散射角范围的偏振反射率克服了
太阳耀斑区域云检测效果较差的问题。

2

数据与方法

2.1

DPC 数据
2018-05-09，GF-5 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它填补了自 PARASOL 卫星结束观测任
务以来全球大气、海洋的偏振数据的空缺，是中

2014；Shang 等，2017），以传感器不同通道的观

国实现高光谱分辨率对地观测能力的重要标志。

息、红外波段亮温信息与特定阈值进行对比，判

阵列 544×512 像素中的 512×512 有效像素，实现了

测信息为基础，如可见光至近红外波段反射率信
断像元是否被云覆盖。阈值法操作简单、易于实
现、且具有较高的精度。与传统的光学遥感手段
相比，偏振探测对云和气溶胶具有更高的敏感性
（Li 等，2018），针对于偏振传感器的云检测，最
早由 （Buriez 等，1997；Bréon 和 Colzy，1999） 将

偏振信息结合阈值法开发了 POLDER 的云检测算
法。POLDER 云检测算法具体分为 5 个部分，首先

利用氧气 A 带的大气吸收来表示表观压强，结合

GF-5 的 DPC 传感器使用了电荷耦合器件 （CCD）
以 1850 km 视场幅宽、3.3 km 的空间分辨率对地观
测，飞行轨道为太阳同步回归轨道，GF-5 在日照
面由北向南经过赤道降交点地方时间为 13：30，覆

盖全球观测的飞行周长为 2 d。DPC 具有 3 个偏振
波段 （中心波长为 490 nm、670 nm 和 865 nm） 以

及 5 个非偏振波段 （中心波长为 443 nm、565 nm、
763 nm、765 nm 和 910 nm）。DPC 的偏振器和滤光

片安装在一同一个转轮上，通过转轮的快速旋转

一定的阈值区分如高层的卷云以及近地面的层积

获得光谱偏振探测结果。同时，转轮每次以固定

云等；之后利用地物的反射率差异检测云、地表

角度旋转后可以连续获得不同波段的测量结果。

或海面；再通过 443 nm 偏振反射率对大气分子光
学厚度的敏感性，估算大气分子光学厚度。利用

卷云和晴空光学厚度值的明显的差异检测卷云；
再利用 865 nm 偏振反射率受分子散射影响较小的
特点，865 nm 偏振反射率在散射角 130°—150°范
围内有足够大的值时可以有效检测出中低云；最
后利用可见光和近红外反射率比值对海面或陆地
植被的检测。算法最后结合以上各项检测，将超
出阈值一定范围的值分别归入“云”或“晴空”。
但由于仪器视场与实际云分布的偏差在光学厚度
较小的碎云等像元出现误判等情况，并在太阳耀
斑区无法对云和晴空进行分类。

为了给 DPC 数据提供有效的云检测算法，本

文开发了一个适用于 DPC 的云检测算法。算法主

要通过估算与 POLDER 云检测算法相似的表观压
强为首个检测条件，并将估算的表观压强与

CALIPSO 数据进行采样评估后确定检测的有效性、

其中 490 nm、670 nm 和 865 nm 通道的观测还可获

取偏振观测值，该值可以直接转换为斯托克斯参
量 （I，Q 和 U）（Li 等，2018）。
2.2

MODIS 数据
中 分 辨 率 成 像 光 谱 仪 MODIS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是 NASA 美国

宇航局研制大型空间遥感探测器，它分别搭载在

1999 年 发 射 的 Terra 和 2002 年 发 射 的 Aqua 卫 星 。
MODIS 传感器具有 36 个光谱波段，可覆盖可见光

至热红外波段，其中第 1—2 波段的空间分辨率为
250 m，3—7 波段分辨率为 500 m，其他波段分辨

率为 1000 m。Terra 卫星在日照面由北向南经过赤
道，降交点的地方时间是上午 10：30，Aqua 卫星在

日照面由南向北经过赤道，升交点的地方时间是

13：30， 每 1—2 d 可 提 供 全 球 范 围 的 动 态 观 测 数
据，包括全球云量变化、地球能量辐射变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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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陆地以及低空的变化过程等。MOD06 是 MODIS

高层卷云及中底层的层积云；接着通过多波段反

的大气二级标准产品，该产品包括云特性产品：

射率分别对海洋、陆地上空的云覆盖区进行识别；

云量、云掩码、云相态、云微物理参数、云顶参

之后在通过 NDVI 及近红外波段反射率对海洋、陆

数等。产品自带地理坐标信息空间分辨率为 5 km，
其中云掩码产品分为空间分辨率 1 km 和 5 km，本

文 主 要使用了 MOD06 产品中 5 km 的云掩码数据。
通过定标处理后掩码可分为 4 个等级分别为有云

地晴空区域的识别；然后通过散射角的计算对海
洋上空的太阳耀斑区进行区分，并利用 865 nm 偏

振反射率检测太阳耀斑区的晴空像元；最后通过
多角度信息对未分类的像元进行重新检测。

（Cloudy）、 不 确 定 的 （Uncertain）、 可 能 晴 空

（Probably Clear） 和 肯 定 晴 空 （Confident Clear）
（Ackerman 等，2010）。为了与 DPC 数据的 3 km 空
间分辨率数据进行匹配，将 MOD06 的 5 km 数据进
行了升尺度处理重采样至 3 km。
2.3

CALIPSO-VFM 数据

云气溶胶激光雷达和红外探路者卫星 CALIP⁃

SO （Cloud-Aerosol Lidar and Infrared Pathfinder Satel⁃
lite Observation） 是 NASA 美国航空航天局于 200604-28 发射成功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16 d 可以覆

盖全球，轨道间距约为 1.55°。CALIPSO 搭载了双

波 长 偏 振 激 光 雷 达 CALIOP （Cloud-Aerosol Lidar

图 1 DPC 云检测算法流程图
Fig. 1 Flow chart of Cloud detection method

with Orthogonal Polarization）、红外成像辐射计 IIR

（Imaging Infrared Radiometer） 和 宽 幅 照 相 机 WFC
（Wide Field Camera） 等 3 个 探 测 仪 。 其 中 的

CALIOP 可提供高分辨率的气溶胶和云特性的垂直

剖面信息。它有 3 个观测通道：一个测量 1064 nm

本研究云检测算法与 POLDER 云检测算法相

比表 1 所示，主要考虑 DPC 数据的各个波段特性重

波段的反向散射强度，另外两个通道测量 532 nm

新设计了检测流程、反射率检测波段和检测阈值。

CALIPSO 数据为二级 VFM （Vertical Feature Mask）

算法在太阳耀斑区域无法有效检测云像元的缺陷。

反向散射信号的正交偏振分量。本文中使用的

垂直特性掩码数据。VFM 产品可以对晴空，云，
气溶胶，平流层，地表和地表浅层等 6 类特征进行

识别。随着海拔的升高，大气在空间上变得更加

并且通过 865 nm 偏振信息克服了 POLDER 云检测
下节将详细介绍算法阈值的详细筛选过程。
表1
Table 1

DPC 云检测和 POLDER 云检测波段配置
Band configuration of DPC cloud detection and
POLDER cloud detection

均匀，从而导致高层大气反射的信号变弱，VFM

数据分辨率随海拔变化如下：-0.5—8.2 km 之间，
垂直分辨率为 30 m、水平分辨率为 333 m；8.2—

检测波段/nm
R443

20.2 km 之间，垂直分辨率为 60 m；水平分辨率为

Rp443

3 km 空间分辨率数据进行匹配，将 333 m 水平分辨

R565

1000 m。（Winker 等，2006）。为了与 DPC 数据的
率廓线数据进行了降尺度处理重采样至 3 km。
2.4

云检测反演原理
本研究云检测算法是在 DPC 数据的多波段、

多角度偏振特性的基础上建立，并通过一系列单
个像元检验将最终整合到一起如图 1 所示。算法主
要分为 4 个部分，首先通过反演表观压强，先识别

R490
670

Rp670
R763
R765

Rp865
R865
R910

DPC 云检测算法

POLDER 云检测算法

—

—

—

卷云

云（海洋）

—

—

—

晴空（陆地）

云（陆地）/晴空（陆地）

—

—

云（陆地）/表观压强

表观压强

晴空（耀斑）

云（海洋）

晴空（陆地）

云（海洋）

晴空（海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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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与验证

对应的 VFM 数据进行了比较。对比发现表观压强

3.1

云检测阈值分析

合，图 3 （a） 中纬度大致为 4°S—10°S 该区域相

3.1.1

结果可以很好的与 CALIPSO 冰云/水云检测结果吻
对 应 于 图 2 （c） 中 的 红 框 区 域 ， 从 CALIPSO 冰

表观压强阈值的确定
根据 Bréon （2005） 文献开发的 POLDER 云检

测算法中所使用的以表观压强识别典型的高层云
和低层云为例，本文同样对 DPC 表观压强进行了

估算，由于 POLDER 云检测所使用的表观压强需要

水相态结果 可 以 看 出 纬 度 在 4°N—7°N 之 间 为 廓
线 高 度 在 2 km 甚 至 以 下 的 水 云 居 多 ， 则 从 纬 度
7°N—10°N 之间则出现了廓线高度在 15 km 左右的

卷云；图 3 （b） 中纬度大致为 30°S—40°S 该区域

对应于图 2 （d） 中的红框区域，同样从 CALIPSO

大量的云微物理参数为输入建立查找表进行反演，

冰水相态结果可以看出在该区域的云廓线高度普

压强所需云参数，从而本文选择了较容易实现的

图 2 （d） 可以看出，水云部分的表观压强值较高，

而 DPC 云产在开发阶段无法获取同 POLDER 表观

遍 较 低 且 均 为 水 云 。 将 以 上 分 析 结 合 图 2 （c）、

‘地表压强’来代替表观压强，表观压强所呈现的

均在 800—900 hPa 左右，而冰云也就是卷云的表观

压强值在晴空像元时为实际的地表压强，而在有
云覆盖的情况下可以近似的认为云层上方的压强。
表观压强由 POLDER 氧气 A 吸收带的 763 nm

和 765 nm 两个通道进行反演，最初假定在两个通
道上地表和云层反射率平均值可以视为相等。因

此，两个通道测量的比率是大气透过率的函数，
而大气透过率基本上受氧气的吸收率决定。由
于氧气在大气中的均匀分布，因此可以得出一个
压强的解析函数，该函数将压强与观察几何和测
量比相对应 （Bréon 和 Bouffiés，1996）

(

1
1
P app = f X，
+
cos (θ s ) cos (θ v )
X=

R -R
R mes
- R mol
W
W
mes
N

mol
N

)

(2)

R 表示反射率，mes 表示观测，mol 表示分子，N 和

W 分别表示窄带 （763 nm） 和宽带 （765 nm）。为了

减小随机不确定性，对有效方向上的表观压强进
P surf - MP app > ΔP

用表观压强可以很好的识别部分卷云以及低空的水

云。通过与激光雷达 VFM 云冰水相态数据分析，
本部分以 DPC 于 2018-10-28 观测的中国南部海域

及东南亚地区为例，如图 4 （a） 和图 4 （b） 中 A
区域台风的 Papp （200—350 hPa） 代入式 （3） 中得

出的 ΔP 为 （663—813 hPa），而 B 区域海洋上空的
薄云 Papp 接近于 （800—900 hPa） 代入式 （3） 中得

出的 ΔP 为 （213—113 hPa） 这种方法，可以检测

出厚卷云和中高云。但是，对于晴空、较低云、
非常薄的卷云和破损云来说像元仍保持未分类。

(1)

式中，θs 和 θv 之分别表示太阳天顶角和卫星天顶角，

行平均后，得到 MPapp 如下：

压强值较低在 200—300 hPa 左右；该结果表明，利

(3)

式中，Psurf 是地表压强；ΔP 是一个阈值，可以根据

测量值进行调整。为了验证利用表观压强来识别高
层的卷云以及中底层的层积云的可行性，利用激光

雷达 CALIPSO-VFM 垂直特性掩码数据对表观压强
进行了分析。如图 2 （a）、2 （b） 为 2018-10-28 的

DPC 美洲地区真彩色影像，图 2 中红线部分代表同

时间的激光雷达 CALIPSO 的观测轨迹。图 2 （c）、
图 2 （d） 为 DPC 数据相对应的表观压强结果，结

合 CALIPSO 轨迹与表观压强结果选取了卷云与层

积云较为典型的两个测试区域分别在墨西哥南部
海域与智利东南部海域 （图 2 中红框区域），并与

3.1.2

反射率阈值的确定
许多日间云检测算法中云像元的反射率普遍

高于晴空条像元的反射率，这也是传统云检测阈
值法最核心的检测条件。在陆地上空，由于在

进红外波段植被有很高的反射率，用 763—910 nm
的近红外波段一一测试后得出 490 nm 和 763 nm 反

射率对于海洋和陆地上空云像元具有较高的识别
度。490 nm 的反射率增加了海洋和云的差异，同

样 763 nm 的反射率可以有效的凸显出了陆地和云

的差异，通过 DPC 自带的海陆掩码数据对陆地与
海洋进行了区分。本部分以 DPC 于 2018-10-28 观

测的东南亚地区和澳大利亚南部为例，图 5 （a）
为 DPC 观测真彩色影像，以真彩色影像为参照下

面分别展示了以 763 nm 反射率识别的陆地上空云
像元图 4 （b） 和以 490 nm 反射率识别的海洋上空
云像元图 4 （c），图 4 中黄色区域表示云像元。从

3 张图的对比可以看出 763 nm 反射率可以识别大部

分云像元，而在陆地上反射率较高区域如沙漠、
冰雪等区域 490 nm 与 763 nm 的可见光至近红外反
射率仍无法有效的区分。

伟乐斯 等：GF-5 DPC 数据的云检测方法研究

（a）2018-10-28 DPC 墨西哥 （b）2018-10-28 DPC 智利东
南部海域真彩图

（a）The DPC observed the

true color image of the sea off

southern Mexico on October 28

南部海域真彩图

（b）The DPC observed the true
color image of the sea off

southeast of Chile on October 28
Fig. 2

（c）墨西哥南部海域
表观压强结果

（c）Apparent pressure
results at the sea off
southern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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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智利东南部海域
表观压强结果
（d）Apparent pressure results at
the sea off southeast of Chile

图 2 DPC 真彩图和表观压强反演结果
RGB composite of DPC and results of apparent pressure

上 空 的 晴 空 像 元 。 本 部 分 以 DPC 于 2018-10-28
观测的澳大利亚 （图 6 （a）、（b） 与东南亚区域

（图 6 （c）、（d） 为例，以真彩色影像为参照下面

分别展示了以 NDVI 识别的陆地上空云像元图 6 （b）
和以 910 nm 近红外反射率识别的海洋上空云像元

图 6 （d），图 6 中蓝色区域表示晴空像元。从图 6
中可以看出 NDVI 与 910 nm 反射率均可较好的识别
出陆地与海洋上的晴空像元。

（a）墨西哥南部海域 VFM
数据
（a）VFM data off
southern Mexico

（b）智利东南部海域 VFM
数据
（b）VFM data off
eastern Chile

图 3 VFM 垂直特性产品（冰云/水云检测）
（2018-10-28）
Fig. 3 VFM vertical characteristic product（ice/water phase）

3.1.3

NDVI 与近红外反射率阈值的确定
在陆地上空像元的反射率高于晴空条件时的

反射率时即可认为是云像元，但无法准确确定陆
地上的沙漠、冰雪等对可见光具有高反射率的区
域云像元，此时可以利用 NDVI 来识别陆地上的晴

空像元与反射率 NDVI 值接近为 0 时可以识别出岩
石 与 沙 漠 等 区 域 。 NDVI 公 式 为 （Anyamba 和
Tucker，2005）

NDVI = ( R 865 - R 670 ) ( R 865 + R 670 )

（a）中国南部海域及东南亚
地区 DPC 真彩图
（a）DPC Observed the true
color imag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Southeast Asia

（b）表观压强结果
（b）Results of
apparent pressure

图 4 DPC 真彩图（2018-10-28）和表观压强反演结果
Fig. 4 RGB composite of DPC（2018-10-28）and results of
apparent pressure

3.1.4

基于 865 nm 的偏振反射率检验
海洋上空的太阳耀斑的辐射强度通常高出海

(4)

水向上辐射的几十倍，传感器几乎达到饱和，因

式中，R 865、R 670 分别代表 865 nm、670 nm 波段反

此无法在太阳耀斑区对云层与海水进行有效的识

低，利用 910 nm 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率来识别海洋

角从 30°逐渐增大到 60°时，水体偏振反射峰值先

射率。海洋上空由于在进红外波段海水反射率较

别 （陈震霆 等，2018）。在 0°偏振时，当光线入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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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减小，然后迅速增大 （罗杨洁 等，2006；刘

式中，μs 和 μv 分别代表太阳天顶角和卫星天顶角余

志刚和周冠华，2007）。根据这一特点，本文利用

弦，φ 为相对方位角。

865 nm 偏振反射率对太阳耀斑区域进行了分析，

以澳大利亚南部海域为例，以真彩色影像

当散射角范围在 60°—90°，如果 865 nm 处的偏振

图 7 （a） 为参照下面展示了以 865 nm 偏振反射率

阳耀斑，也就是晴空区域，如图 7 （c）。散射角计

色区域表示晴空像元。从图 7 中可以看出 865 nm

反射率高于正常值时，则可检验出海水反射的太
算公式如下：

cos θ = μ s μ v -

1 - μ 2s

1 - μ 2v cos φ

（a）DPC 真彩色图（2018-10-28）
（a）The DPC observed the true color
image on October 28，2018

Fig. 6

偏振反射率识别出的晴空像元与真彩色影像中看
到的晴空区域非常吻合。

（b）陆地上空 763 nm 反射率识别的云像元 （c）海洋上空 490 nm 反射率识别的云像元
（b）Cloudy pixels over land are identified （c）Cloudy pixels over ocean are identified by
by 763 nm
490 nm reflectance

Fig. 5

（a）DPC 澳大利亚区域
真彩色图（2018-10-28）
（a）DPC observed the true
color image of Australia on
October 28，2018

(5)

识别的太阳耀斑区域晴空像元图 7 （b），图 7 中蓝

图 5 反射率阈值的云检测结果
The reflectance threshold test of cloud detection

（b）澳大利亚区陆地上空
（c）DPC 东南亚区域
（d）东南亚区域海洋上空
NDVI 晴空识别
真彩色图（2018-10-28）
910 nm 反射率晴空识别
（b）Clear pixels over land are （c）The DPC observed the true （d）Clear pixels over ocean are
detection by NDVI
color image of Southeast Asia identified by 910 nm reflectance
on October 28，2018
图 6 NDVI 与近红外反射率阈值的晴空检测结果
The NDVI and near-infrared reflectance threshold test of clear detection

结合以上步骤，本文建立了 DPC 云检测算法，

该算法最后给出结果在每一个像元被标定为：晴

空 、 有 云 ； 图 8 展 示 了 2018-10-01—2018-10-10
全球范围随机采样统计得出的 490 nm、763 nm 和

910 nm 波段反射率和 865 nm 偏振反射率在云和晴

空区域的分布频率，图中红色柱表示云像元出
现的频率，而蓝色柱表示晴空像元的出现频率。
图 8 （a） 展示了 490 nm 反射率在陆地上空的晴空

伟乐斯 等：GF-5 DPC 数据的云检测方法研究

和云像元的统计结果，由于地表与云相比反射率

较低，且有较为明显的分界线因此我们为 490 nm
反射率检测的阈值定义在 0.2；同样从图 8 （b） 所

示的海洋上空 763 nm 反射率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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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频率最低的 0.6；在图 8 （d） 所示的太阳耀斑区

域的偏振反射率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与反射率不同，
云的偏振反射率较低平均分布在 0.1 以内，而海洋

表面的偏振反射率较高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均匀

海洋表面的反射率相对于云依然较低甚至比地表

的分布在 0.2—0.3 的范围，同反反射率阈值选取一

了 0.15；晴空检测阈值与云检测的阈值设计时有

为了晴空检测的阈值。表 2 给出了本研究云检测算

反射率还低，因此 763 nm 反射率检测阈值定义在
一定的区别，如图 8 （c） 所示将阈值定义在云出

样，选取了云和晴空偏振反射率相交点即 0.08 作
法流程图所对应检测的阈值范围。

（a）DPC 太阳耀斑区域
（b）太阳耀斑区域晴空检测
真彩图（2018-10-28）
（a）DPC observed the true color image （b）Clear region detection in sun-glint regions
of sun-glint region on October 28，2018
Fig. 7

3.2

（c）散射角（60° S—90° S）
（c）Scattering angle（60° S—90° S）

图 7 865 nm 偏振反射率阈值的晴空检测结果
The 865 nm polarized reflectance threshold test of clear detection

精度评价指标
本文验证方案是与被动遥感卫星 MODIS 云掩

云的信息比较敏感，说明验证方法的合理性。
式 （6） 和式 （7） 中误报率 FAR （False Alarm Rate）

码产品和主动的激光雷达 CALIPSO 垂直特性掩码

（Mace 等，1998） 和云命中率 HR （Cloud Hit rate）

时间同为 13：30，但由于两颗卫星观测轨道的飞行

示被误判的云像元的占比，CHR 表示准确识别的

数据进行对比分析。GF-5 和 AQUA 的降交点地方

方向相反，因此数据匹配时将时间差尽可能控制

（Shang 等，2018） 评估检测结果的精度。FAR 表
云像元占比。

在半个小时以内。激光雷达和 DPC 偏振观测均对

（b）海洋上空 910 nm 反射率的采样统计结果
（a）陆地上空 490 nm 反射率的采样统计结果
（a）The sampling statistical result of 490 nm reflectance over the land （b）The sampling statistics of the reflectance of 910 nm over the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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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海洋上空 763 nm 反射率的采样统计结果
（c）The sampling statistics of the reflectance of
763 nm over the ocean
Fig. 8

（d）太阳耀斑区域865 nm偏振反射率的采样统计结果
（d）The sampling statistical result of polarization reflectance
of 865 nm in the solar flare region

DPC 云检测算法阈值

的太平洋上空分布较多数量的台风且台风周围同

Threshold of DPC cloud detection algorith

测试

阈值

表观压强 Papp（高层云）

Th1：650—800 hPa

R490 陆地

Th3>0.2

表观压强 Papp（中低层云）

Th4>0.15

NDVI

Th6≤0.12

PR865

样分布着的不同程度碎云，因此选择该区可以有

云/晴空识别

Th2：230—120 hPa

R763 海洋
R910

效检测云检测的准确性；而南美洲北部位于赤道
附近，终年盛行上升气流，而且东北信风和东南
信风可以把大西洋上的水汽吹向陆地。南美洲北

云检测

部空气中水汽充足，空气上升气温降低，水汽凝
结云形成雨，因此南美洲北部常年具有较高的云

Th5<0.06

量同样可以检验本研究算法的准确性。

晴空识别

Th7>0.08

DPC cloudy & VFM non - cloudy
FAR =
N
DPC cloudy & VFM cloudy
CHR =
VFM cloudy

在图 9 （d） 由于在太平洋台风季的缘故可以

(6)
(7)

式 中 ， DPCcloudy 是 DPC 云 检 测 中 云 像 元 的 个 数 ，
VFMcloudy 和 VFMnon-cloudy 分 别 是 CALIPSO 结 果 云 像 元
与中非云像元的个数。“&”表示像元一致。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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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DPC 云和晴空区域反射率和偏振反射率采样结果
The sampling results of the reflectivity and polarization reflectivity of DPC cloud and clear sky regions

表2
Table 2

遥感学报

结果验证
为了测试算法的可行性，将云检测算法应用

于 10-01 DPC 全球部分地区的数据进行测试并与

清晰的看到台风，且台风边缘与海洋上空均分布着
许多破碎的云，同样图 9 （a） 中的南美洲大陆中
部被非常多且破碎的云覆盖着。将 DPC 云检测结果

图 9 （b）、图 9 （e） 与 MOD06 云掩码产品图 9 （c）、
图 9 （f） 对比可以看出本文云检测结果和 MOD06
云掩码的目视判读结果具有非常高的吻合度。随

后利用混淆矩阵对两个云检测结果进行了计算，
从表 3 所展示的混淆矩阵，可以看 MOD06 云掩码

与本算法结果在云像元和晴空像元检测有较高的

一致性，混淆矩阵得出的占比分别为 70% 和 78%。
这两种情况表明，DPC 云检测算法能有效够

同 时 间 的 MODIS 的 MOD06 云 掩 码 产 品 进 行 了 对

检测采样区域的云与晴空像元。为了使结论更加

和美洲大陆区域。由于 10 月的太平洋区域正处于

60°S） 的 DPC 云检测结果和 MYD06 云掩码产品与

比，测试共选择了两个区域，分别为太平洋区域
太平洋台风季，太平洋台风季是于赤道以北和国
际换日线以西的太平洋水域 （包括中国南海） 所
产生热带气旋的一段时间。虽然各国气象台没有
明确指定台风季的期限，但大部份于西北太平洋
的热带气旋通常会在 5—12 月期间形成。从而此时

可靠，将 2018-10-01—04 中低纬度区域 （60°N—

同时间的 VFM 数据进行了对比。图 10—图 12 分别

展示了 2018-10-01—04 的 DPC 观测真彩图、云检

测 结 果 、 MYD06 云 掩 码 产 品 和 VFM 数 据 观 测 轨
迹。图中红线部分为 CALIPSO 观测轨迹，由于图

分辨率的限制无法清晰的看出 CALIPSO 观测轨迹，

伟乐斯 等：GF-5 DPC 数据的云检测方法研究

图 10 和图 12 中的 （d），（e） 分别给出了部分区域
的放大影像。将以上 DPC 云检测结果和 MYD06 云

掩码产品与 VFM 数据分别计算了云命中率、晴空

（a）2018-10-01（UTC：
15：
33—
（b）DPC 云检测结果
16：
16）DPC 南美洲地区
真彩色影像
（a）DPC observed True color image （b）Cloud detection result of
of the South America on October 1，
DPC
2018（UTC：15：33—16：16）

（e）DPC 云检测结果
（e）Cloud detection result of DPC

Fig. 9

（f）MOD06 云掩码产品
（f）Cloud Mask of MOD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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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率、云错误预报率和晴空结错误预报，计算
结果如图 9 （g） 和表 3 所示。

（c）MOD06 云掩码产品

（c）Cloud Mask of MOD06

（d）2018-10-01
（UTC：20：27—21：13）
DPC 太平洋地区真彩色图
（d）DPC observed True
color image of the Pacific
Ocean on October 1，2018
（UTC：20：27—21：13）

（g）MOD06 云掩码和 DPC 云检测结果计算的混淆矩阵
（g）Confounding matrix for MOD06 cloud mask and DPC
cloud detection result

图 9 DPC 云检测结果与 MOD06 云掩码对比结果
Comparison of DPC cloud detection results and MOD06 cloud mask

图 13 （a）、图 13 （b） 分别展示了 MYD06 云掩

云错误预报率平均值相差仅为 3.561%，可以看出本

图。结合表 3、表 4 可以看到本研究云检测结果的

误预报率与 MYD06 云掩码相差甚小。但在以上结

而 MODIS 云掩码产品云命中在 75% 以上。云命中

合图 12 （c） 和图 12 （d） 可以看到低纬度区域的

码产品和本研究云检测结果与 VFM 数据对比直方

云命中率 （橙色柱） 在每例采样区都在 85% 以上，
率平均值相较于 MYD06 云掩码产品高出了 13.50%，
可表明本文云检测算法在中低纬度范围有着良好的
云检测效果。MYD06 云掩码产品的晴空命中率在
70% 以上，本研究晴空命中率平均值相较于 MYD06
低 8.73%，这也表明了本算法相较于 MYD06 云掩码

识别了更多的云像元。本算法和 MYD06 云掩码的

文的云检测结果在保持较高的云命中率的前提下错
果中唯独 10-04 的云像元错误预报率出现高值，结

CALIPSO 观测轨迹刚好在 DPC 观测的边缘附近从而
导致这一部分区域的云检测结果与 CALIPSO 数据产

生了一定的偏差。晴空错误预报率 MYD06 云掩码

平均值为 41.44%，本文云检测晴空错误预报率平均

值为 16.37%。结合以上对比结果可表明本文云检测
算法在云像元检测上相较于 MODIS 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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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C 2018.10.01（UTC 07：
16：50）真彩图

（a）DPC observed True color

image on October 1，2018（UTC

（b）DPC 检测别结果
（b）Cloud detection result

07：16：50）

Fig. 10

2021, 25（10）

（c）MYD06 云掩码（红线为 CALIPSO 观测轨迹）
（c）Cloud mask of MYD06（The red lines in the graph are CALIPSO
observation trajectories）

图 10 2018-10-01 DPC、MODIS 和 CALIPSO 相同观测地区云检测结果展示
Cloud detection results from the same observation area as DPC，MODIS and CALIPSO on October 1，2018

（a）DPC 2018.10.02
（UTC 06：
20：
29）
真彩图
（a）DPC observed
True color image on
October 2，2018
（UTC 06：20：29）

Fig. 11

of DPC

遥感学报

（b）DPC 云检测
结果
（b）Cloud
detection result of
DPC

（c）MYD06 云掩码 （d）DPC 2018.10.03 （e）DPC 云检测 （f）MYD06 云掩码
（UTC 20：13：34）
结果
真彩图
（c）Cloud mask of
（d）DPC observed （e）Cloud detection （f）Cloud mask of
MYD06
MYD06
True color image on
result of DPC
October 3，2018
（UTC 020：13：34）

图 11 2018-10-02 和 2018-10-03 DPC、MODIS 和 CALIPSO 相同观测地区云检测结果展示
Cloud detection results from the same observation area as DPC，MODIS and CALIPSO on October 2，2018 and October 3，2018

本文建立的 DPC 云检测算法目前还是最初阶

似的引入空间信息 （多角度观测信息），寻找对冰

段，晴空像元的命中率误差还是较高的，后续还

雪像元较敏感的信息等；在功能性方面：对云检

需做大量测试工作进一步提升算法的精度以及功

测结果更加细致的分类以及引入雾霾等颗粒物像

能性，精度提升方面：如 POLDER 云检测算法类

元的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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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C 2018-10-04
（UTC 01：10：04）真彩图
（a）DPC observed True
color image on October 04，
2018（UTC 06：20：29）

Fig. 12

（c）MYD06 云掩码（红线为 CALIPSO 观测轨迹）

（b）DPC 检测别结果
（b）Cloud detection
result of DPC

（c）Cloud mask of MYD06（The red lines in the graph are CALIPSO
observation trajectories）

图 12 2018-10-04 DPC、MODIS 和 CALIPSO 相同观测地区云检测结果展示
Cloud detection results from the same observation area as DPC，MODIS and CALIPSO on October 4，2018
表3
Table 3

MYD06 云掩码产品与 VFM 数据对比的命中率与错误预报率

MYD06 cloud mask and the hit rate and false alarm rate compared with VFM data

日期

MODIS 观测时间

总像元数

CALIPSO 观测时间

云命中率/%

晴空命中率/%

2018-10-01

06：45：00

2688

07：01：24

75.339

2018-10-03

19：45：00

2688

19：47：02

80.532

2018-10-02
2018-10-04
平均值

2063

（UTC）

05：50：00
00：40：00
—

2688
2688
—

（UTC）

06：00：47
00：42：38
—

72.055
77.053
76.244

云错误

晴空错误

预报率/%

预报率/%

58.880

30.420

33.333

83.290

6.732

48.316

79.079
76.669
74.475

11.547
15.987
16.171

50.627
33.485
41.440

（a）MYD06 云掩码 2018-10-01—04 的命中率和错误预报率 （b）DPC 云检测结果 2018-10-01—04 的命中率和错误预报率
（a）The hit rate and false alarm rate of MYD06 cloud mask from （b）The hit rate and false alarm rate of DPC cloud detection
October 1，2018 to October 4，2018
results from October 1，2018 to October 4，2018
图 13 MODIS 云掩码和 DPC 云检测结果与 VFM 数据对比的命中率和错误预报率
Fig. 13 The hit rate and false alarm rate of MODIS cloud mask and DPC cloud detec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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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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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C 的云检测结果及与 VFM 数据对比的命中率与错误预报率

Cloud detection results of DPC and the hit rate and false alarm rate compared with VFM data

日期

DPC 观测时间

总像元数

CALIPSO 观测时间

云命中率/%

晴空命中率/%

2018-10-01

07：16：50

2688

07：01：24

92.491

2018-10-03

20：13：34

2688

19：47：02

89.406

（UTC）

2018-10-02
2018-10-04

06：20：29
01：10：04

平均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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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2688
2688
—

（UTC）

06：00：47
00：42：38
—

论

本研究利用 GF-5 DPC 大气多角度偏振探测仪

91.685
85.398
89.745

云错误

晴空错误

预报率/%

预报率/%

59.195

24.983

10.148

62.972

19.052

19.702

72.029
43.183
59.343

15.960
18.934
19.732

15.062
20.585
16.374

还可以结合基于高分五号卫星数据生产的气溶胶
产品，进行中国污染区域云与气溶胶的相互作用
研究，对环境综合监测方面提供有效的数据。

数据建立了基于阈值法的云检测算法，该研究主
要做了以下工作并得到了相应的结论：

（1） 本文首先选择了与 POLDER 云检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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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GF-5 DPC data
WEI Lesi1，2，SHANG Huazhe2，HUSI Letu2，MA Run2，HU Dahai1，CHAO Kefu1，SI Fuqi4，
SHI Jiancheng2
1. College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mote Sensing Science, Aerospace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Optics and Technology, Anhui Institute of Optics and Fine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fei 230031, China
Abstract：Clouds cover 50 to 70 percent of the earth’s surface and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balance of atmospheric radi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The Directional Polarimetric Camera (DPC) carried by the GaoFen-5 satellite can continuously observe the earth in multiple
bands, multiple angles, and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Its data are useful for studying global atmospheric cloud distribution, and cloud radiation
feedback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his study uses the French multiangle polarization load polarization and directionality of the earth’s reflectance (POLDER) cloud
recognition algorithm as a reference, and combines DPC multiband reflectivity, polarization reflectivity, apparent pressure, and other
information to develop a cloud detection algorithm suitable for DPC. The algorithm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 the threshold
method is used to detect cloud pixels, and the apparent pressure is introduced to further restrict the conditions of clouds (such as cirrus and
stratocumulus) at different heights. Then, the 865 nm band polarization reflectance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solar flare area reflected by the sea
surface, and the solar flare interference is amended when the reflectance threshold is used to identify cloud pixels.
The MOD06 cloud mask product of MODIS on October 1, 2018 was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proposed cloud recognition
algorithm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algorithm. The cloud recognition results we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MOD06 products. The
CALIPSO-VFM data from October 01 to 04, 2018, the cloud detection results, and the MYDO6 cloud mask product were selected to
calculate the cloud/clear pixels hit rate and false alarm rate to further quantitatively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cloud detection algorithm.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cloud hit rate of the algorithm is 13.501%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YD06 cloud mask
product. The cloud error prediction rate is only 3.561%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YD06 cloud mask products, thereby indicating cloud
detection effect. The proposed cloud detection algorithm can provide important data support for subsequent DPC research on cloud
parameters, water vapor, and aerosols.
Key words：atmospheric remote sensing, cloud detection, apparent pressure, multi-angular polarization, GF-5, D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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