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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GPS/MET与 CHAMP掩星资料反演
地球中性大气参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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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Abel积分反演算法 , 在干大气模式下 ,分别针对 GPS/MET与 CHAMP特定掩星事件的 Level2 数据

进行处理 ,得到了相应的折射指数与大气参数廓线。分别将反演结果与 UCAR和GFZ 公布的结果进行比较 ,

证明了反演算法的正确性与通用性。分析了两个温度反演结果都存在系统误差和 CHAMP温度反演结果误

差较大的原因 ,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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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掩星技术由于其覆盖面大 、垂直分辨率

高 、稳定性好 、全天候等优点 ,为提高数值天气预

报水平和开展天气系统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潜

力
[ 1]
。1995 ～ 1997年 ,在美国大学大气研究联合

会(universities corporation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

UCAR)主持的 GPS/MET 试验运行期间 ,对轨道高

度为 750km 的低轨(low earth orbit , LEO)卫星

Microlab-1的掩星数据的应用与分析成功地证明

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 2 , 3] ,同时也推动了国际上

对于利用 LEO 卫星 ———GPS 掩星探测地球大气

的关注。其他地球科学领域的研究机构也大力开

展了有关的研究工作 ,并发射了类似的低轨卫星。

德国地学研究中心GFZ 的 CHAMP 卫星就是其中

之一 。

相对于 GPS/MET 试验中的 Microlab-1 卫星 ,

CHAMP更有利于进行地球大气的掩星试验。首

先 ,CHAMP卫星的轨道高度大大低于 Microlab-1;

其次 ,由于 CHAMP卫星上携带有 JPL提供的最新

型的 BLACKJACK型 GPS接收机和后视螺旋型天

线 ,其信号质量相对于Microlab-1得到了大幅度的

提高 ,有利于采用更先进的信号追踪技术。

1　相关数据资料

UCAR在网上公布了 Microlab-1的 3 个等级

的掩星数据和相关产品 ,GFZ 也在网上公布了

CHAMP 相应的3个等级的掩星数据和相关产品。

总体而言 ,这 3个等级的数据资料如下。

1)Level1数据包括低轨卫星上 GPS 接收机

的50Hz的观测数据 、地面跟踪网 1Hz的GPS 观测

数据以及GPS 卫星和低轨卫星的精密星历;

2)Level2数据包括每个掩星事件中低轨卫星

接收到的 L1 、L2两个频率的GPS信号的附加相位

延迟 、信号的信噪比 、GPS卫星与低轨卫星内插到

50Hz的位置与速度信息;

3)Level3数据由各掩星事件反演得到中性大

气参数廓线 ,包括温度 、气压 、大气密度 、大气折射

率等大气参数随高度变化的廓线 。另外 ,通过对

电离层的分析还得到了电子密度随高度变化的廓

线。

2　反演目的与过程

从Level1 原始数据资料得到 Level2数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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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双差消除卫星钟差得到大气附加相位延迟的

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地面跟踪网 1Hz的观测数

据需要通过内插得到与低轨卫星上同步的 50Hz

的观测数据 ,得到的附加相位延迟还需要进一步

校正[ 4] 。本文主要针对得到附加相位延迟后的数

据处理工作[ 5] ,采用 Abel积分反演算法 ,从 Level2

数据反演地球中性大气参数。其基本过程是:从

Level2数据中得到关于每个掩星事件的 50Hz采

样率的 GPS与 LEO卫星的位置与速度信息 ,以及

频率 L1与 L2对应的附加相位延迟观测量。从这

些信息出发 ,利用多普勒观测方程 、Abel积分变换

方法以及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 ,反演干大气模式

下的大气状态参数(温度 、压强 、密度等)廓线 。其

他一些反演算法 ,如后向传播算法 、Fresnel 变换

等 ,虽然也可以用于从折射角到折射率的反演计

算[ 6] ,但是从计算速度和算法的普适性上考虑 ,

Abel算法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这也是

UCAR对GPS/MET和 GFZ 对CHAMP 的掩星数据

处理中都采用了 Abel算法[ 4 ,7]的原因。

应当注意的是 ,在实际数据处理中 ,由于残余

电离层误差和其他各种误差源的影响 ,由掩星数据

计算的折射角在 40km 高度以上误差较大[ 3 ,4 ,8] ,所

以需要利用大气模型(这里采用MSISE90干大气模

型)对折射角进行优化。模型折射角是在地球球对

称假设下 ,通过对MSISE90模型中全球大气折射角

随高度的变化 ,利用契比雪夫多项式和球谐函数进

行拟合 ,得到对应于特定月份的一组拟合系数。利

用这组系数 ,在该月对应于一定的地理位置(经纬

度 、高度)的大气折射角即可算出。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相同的算法 ,在不考虑水汽影响(干

大气模式)的情况下 ,分别对GPS/MET 试验(1995

年6月 29日)的第 8号掩星事件与 CHAMP 掩星

数据(2002年 8 月 1 日)的第 70 号掩星事件的

Level2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得到了温度与气压随

高度变化的廓线图。由于未能取得相应的数值天

气分析的结果 ,所以只能将GPS/MET数据的计算

结果与UCAR提供的GPS/MET 的 Level3数据(简

称UCAR结果)进行比较;将 CHAMP 数据的计算

结果和 GFZ 提供的 CHAMP 的 Level3 数据(简称

GFZ 结果)进行比较 ,从而检验算法的正确性 。由

UCAR和GFZ 结果与相应数值天气分析的结果比

较可知 ,在 5km 以上 、40km 以下 ,温度偏差在 1K

以内 ,本文在这个高度区间进行比较;在 5km 以

下 ,由于水汽的显著影响 ,以及在 40km 以上 ,由

于电离层残余误差的影响 , UCAR和 GFZ 的温度

廓线与相应的数值天气分析结果的差异较大
[ 7]
,

因此不能作为精度分析的依据 。图 1 ～ 图 6给出

了 40km以下反演的大气折射指数 、大气温度和

气压廓线与相应的 Level3数据的比较结果。

1)利用GPS/MET 的 Level2数据反演的折射

指数廓线与UCAR的结果符合得很好;同样 ,利用

CHAMP的 Level2 数据反演的折射指数廓线与

GFZ 的结果符合得也非常好。这两种情况在上边

界(40km附近)没有明显的差异 ,说明了 Abel积

分反演算法和折射角上边界优化算法的适用性。

2)在 25km 以下 ,两个反演结果的温度廓线

分别与 UCAR和GFZ 的结果吻合得较好 ,这清楚

地反映了对流层顶(距地面以上 10km 附近)的逆

温情况。气压的反演结果分别与UCAR和GFZ 的

结果都符合得非常好 ,在图上几乎看不出其差别 ,

这证明了反演算法的正确性。

3)相比之下 ,GPS/MET 数据温度反演的结果

更好 ,在 40km以下 ,温度差异在±2K内。CHAMP

数据温度反演的结果相对较差 ,在 25km 以下 ,温

度差异在±2K内;在 25 ～ 40km 之间 ,温度差异则

达到了±5K ,这个结果显然不能满足天气预报与

气象研究的要求 ,而且两个例子所反演的温度廓

线在 20km 以上都存在系统误差 。图 3 显示了

GPS/MET 数据反演的温度与 UCAR结果的比较 ,

在 20km 以上都呈偏大的趋势;图 4 则显示了

CHAMP 数据反演的温度与 GFZ 结果的比较 ,在

20km以上都呈偏小的趋势。CHAMP 温度廓线在

平流层越向上偏离越大 ,而廓线的基本形态与

GFZ结果差别并不大的趋势 ,很明显地显示系统

误差的存在与影响 。造成这种系统性偏差的原

因 ,一方面是由于残余电离层误差的影响[ 1] ;另一

方面很可能是由于UCAR和GFZ在利用理想气体

状态方程从折射率廓线反演大气参数廓线的过程

中 ,对上边界的温度参数进行了不同的约束 。本

文程序中采用了相同的约束 ,因此 ,需要进一步考

虑如何对 CHAMP 的上边界温度参数进行合理的

约束 。

4)由于双频改正后 ,残余电离层影响随高度

的增加而逐渐增大 ,从 40km 高度左右开始 ,向上

采用的折射角是按照一定的优化算法 ,利用大气

模型计算的折射角对掩星反演的折射角进行修正

的结果。这种优化算法本身存在系统误差 ,因此 ,

UCAR和GFZ 的结果在平流层以上也存在系统误

差。为了对平流层进行气象监测 ,这种统计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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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算法还需要改进[ 4] 。

图 1　GPS/MET 折射指数

反演结果(虚线)与 UCAR

结果(实线)比较

Fig.1　Refractivity Profiles from

GPS/MET Retrieved by Our

Method and by UCAR

图 2　CHAMP折射指数反演

结果(虚线)与GFZ 结果

(实线)比较

Fig.2　Refractivity Profiles from

CHAMP Retrieved by Our

Method and by GFZ

图 3　GPS/MET温度反演

结果(虚线)与 UCAR结果

(实线)比较

Fig.3　Temperature Profiles from

GPS/MET Retrieved by Our

Method and by UCAR

图 4　CHAMP湿度反演

结果(虚线)与 GFZ结果

(实线)比较

Fig.4　Temperature Profiles from

CHAMP Retrieved by Our

Method and by GFZ

图 5　GPS/MET 气压反演

结果(虚线)与 UCAR

结果(实线)比较

Fig.5　Pressure Profiles from

GPS/MET Retrieved by Our

Method and by UCAR

图 6　CHAMP气压反演

结果(虚线)与GFZ 结果

(实线)比较

Fig.6　Pressure Profiles from

CHAMP Retrieved by Our

Method and by GFZ

4　结　语

由于目前取得的大气模型资料有限 ,因此未

能进行进一步探讨 。后续的研究工作将对

CHAMP 掩星数据的计算过程进行改进。像

Microlab-1与 CHAMP 这样的单颗低轨卫星 ,由于

其掩星事件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的局限性 ,因此

其反演结果对于气象研究的作用还有限 ,但以后

的COSMIC和 Metop计划
[ 9]
将弥补这些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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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ame inversion method , which does not take the effect of water vapor into account , was

applied to processing level2 data of certain occultation event of GPS/MET experiment and CHAMP

mission.The profiles of refractivity and neutral atmospheric parameters has been compared with level3

data provided by UCAR and GFZ , respectively.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profiles are also compared

with those from UCAR and GFZ , respectively.Although both pressure profile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rresponding Level3 data , the temperature profile from GPS/MET is better than that from GFZ.After

analyzing the systematic error which exists in the temperature profiles retrieved in both cases ,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remnant ionospheric errors and the constrains of the temperature on the upper bound

are two factors for it.When retrieving atmospheric parameters profiles from refractivity profiles , to get

temperature profile from CHAMP data which is more accordant with the result of GFZ , we need to

constrain the temperature on the upper bound with differ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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