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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GPS 伪距与载波相位联合数据处理的方法 , 分析了 2000 年 7 月 14 日太阳耀斑爆发期间 , 武汉 、

北京 、乌鲁木齐 GPS 观测数据得到的电离层 TEC ,提出了利用多项式拟合计算由耀斑引起的电离层 TEC 增加

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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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阳耀斑的监测实例及结果分析

1.1　GPS对电离层耀斑响应的观测

2000年7月 14日世界时 10∶14 ,太阳爆发了

一次 X5 3B 耀斑。受这次事件的影响 ,北京 、兰

州 、拉萨 、乌鲁木齐等地电波观测站 14 日 18∶30

左右(北京时间)的短波无线电探测信号被吸收。

本文以武汉 、北京 、乌鲁木齐 3个测站为例 ,来分

析这次耀斑对电离层总电子含量的影响 ,如图 1

所示 ,图中横坐标均为世界时 。

三个GPS 跟踪站均采用双频GPS 接收机 ,至

少可以观测到 5颗卫星 ,采样率为 30s。本文对

2000年7月 14日的观测数据进行了处理 ,截止高

度角定为 30°,从而尽可能减少了观测误差的影

响。为了避免引入误差 ,本文对原始的 TEC 进行

了处理 ,而没有将其投影到天顶方向。由于GPS系

统硬件延迟偏差并不影响耀斑期间电离层 TEC的

变化 ,所以本文在计算过程中均未顾及GPS系统硬

件延迟偏差的影响。由于 TEC的数值很大 ,本文

所有图表中的 TEC均采用 TECU为单位 ,利用伪距

与载波相位联合求解 TEC 的方法 ,计算得到各卫

星在传播路径方向上的 TEC值。

从图 1可以看出 ,在耀斑爆发之后 ,由 3个测

站观测到几乎所有卫星得到的电离层 TEC 都有

一个增加 ,且在增加了大约 16min后 ,TEC 开始下

降 ,但各点的TEC上升的数值有一定的差别。这

种现象在电离层没有扰动时的 TEC 随时间变化

曲线中是看不到的。

1.2　太阳耀斑引起的电离层 TEC增加量的计算

方法

在太阳耀斑爆发的十几分钟内 ,TEC 的变化

是由于正常太阳辐射通量 、电子复合引起的电离

层电子密度的变化 ,以及由于耀斑的软 、硬 X射

线及 EUV辐射引起的电离层 TEC的附加而变化

的。在一般情况下 ,很难将这两部分分离开来。

本文采用多项式拟合的方法可以比较准确地

估算出由耀斑引起的 TEC变化 。以图 1(a)中的

23号卫星为例 ,可以看出 10∶20 ～ 10∶40 之间的

TEC 曲线有一个凸起变化 ,为太阳耀斑对 TEC的

影响。为此 ,利用 9∶00 ～ 10∶20和 10∶40 ～ 12∶00

时间段的 TEC 数据 ,采用多项式拟合的方法 ,求

定拟合系数 , 利用此系数求定拟合函数的 TEC

值。与实测 TEC 值相互比较 ,便可估计由耀斑引

起的电离层TEC的增加量 。

对图 1(a)中的 23号卫星 ,采用十阶多项式拟

合 ,利用拟合系数计算了 9∶50 ～ 11∶10内的 TEC

值 ,其实测 TEC 与拟合 TEC比较结果见图 2。图

2中 ,中间凸起的曲线为实测 TEC 曲线 ,平滑的曲

线为拟合曲线 。利用十阶多项式拟合的精

度为0.067(TECU)。在太阳耀斑爆发后十几分

钟内 ,TEC的实测值与拟合值的最大较差为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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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离层TEC 对 2000 年 7月 14 日耀斑的响应

Fig.1　Effects of the Solar Flare on July 14 , 2000 on TEC

图 2　对于 23 号卫星采用多项式拟合

电离层 TEC 的结果

Fig.2　TEC Calculated by the Polynomial

Fitting Method on the Subionosphere

Point of No.23 Satellite

(TECU)。由此可知 ,对于 23号卫星星下点 ,受太

阳耀斑引起的电离层 TEC 的最大增加量为2.16

(TECU)。利用此方法同样可以计算其他卫星的

情况 ,从而可以较准确地说明太阳耀斑引起的电

离层 TEC的增幅情况。另外 ,应根据实测电离层

TEC 的变化趋势选择拟合时间段 ,有时也可利用

太阳耀斑爆发前的 TEC 实测值来外推太阳耀斑

爆发期间的电离层 TEC值 。

2　太阳耀斑爆发的前兆

对太阳耀斑的预测一般通过专门的仪器 ,包

括黑子望远镜 、磁场望远镜以及射电观测等对处

于活跃期的太阳作严密监视。本文利用 GPS 手

段计算了 2000年 7月14日前四天相同时间段三

个测站的电离层 TEC值 。由于篇幅限制 ,本文只

给出前两天的 TEC 计算结果图 ,如图 3 、图 4所

示 ,图中横坐标均为世界时(前第三天 、第四天的

电离层 TEC 的计算结果图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从前第二天电离层 TEC的结果图(图 4)上可以看

到 ,TEC曲线大约在 10∶30时 ,各卫星计算得到的

TEC 有同时增加的趋势 ,大约 10min后开始恢复

正常 ,增加幅度很小 ,甚至有的卫星计算得到的

TEC 增加的趋势不是很明显 。

图 3　前第一天电离层 TEC 的计算结果

Fig.3　TEC Calculated from GPS Data on July 13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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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前第二天电离层 TEC 的计算结果

Fig.4　TEC Calculated from GPS Data on July 12 , 2000

3　结　语

利用 GPS 伪距与载波相位联合求解 TEC 的

方法 ,可以对太阳耀斑引起的电离层 TEC 的变化

进行研究;采用多项式拟合的方法可以比较准确

地计算出由太阳耀斑引起的电离层 TEC 的增加

量。根据对本次耀斑的研究发现 ,在耀斑爆发的

前第二天与耀斑爆发当日相同的一个时间段里 ,

对大部分卫星星下点 ,电离层 TEC 同时有略微增

加的趋势 。但对于这是否是耀斑爆发的“前兆”现

象 ,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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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ionospheric TEC calculated f rom the GPS data received in Wuhan ,

Beijing ,Wulumuqi stations during the flare burst on July 14 ,2000.The TEC in the ionosphere is calculated.

The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EC enhancement only caused by the solar flare is presented.The calculating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olynomial fitting method can effectively calculate TEC enhancement.The fitting

period of time should be chosen by the actual TEC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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