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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天顶对流层延迟数据直接推算水汽含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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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较和分析了北京、拉萨和武汉等跟踪站２００２年７月的天顶对流层延迟和大气综合水汽的变化趋

势，提出了无需进行其他转换利用天顶对流层延迟直接推算水汽含量的新方法，并对实测数据的计算结果进

行了验证，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天顶对流层延迟；大气综合水汽；天顶流体静力学延迟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Ｐ２２８．４２

　　在地基ＧＰＳ气象遥感技术中，天顶对流层延

迟（ｚｅｎｉｔｈ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ｅｌａｙ，ＺＴＤ）是推算大气

综合水汽含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ＩＷＶ）的

关键数据，但利用这些数据推算水汽含量，需要测

站地面的温度和气压数据来计算天顶流体静力学

延迟（ｚｅｎｉｔｈ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ｄｅｌａｙ，ＺＨＤ），从而分离

出天顶湿延迟（ｚｅｎｉｔｈｗｅｔｄｅｌａｙ，ＺＷＤ），这样不

仅会增加推算水汽含量的误差，而且对于没有气

象数据的测站也无法利用ＺＴＤ实现对ＩＷＶ的监

测。为此，本文将讨论ＺＴＤ和ＩＷＶ的关系，研究

利用ＺＴＤ数据直接推算水汽含量和分析其变化

的可行性。

１　犐犠犞的推算

天顶对流层延迟可以分为天顶流体静力学延

迟和天顶湿延迟［１～３］，即

ＺＴＤ＝ＺＨＤ＋ＺＷＤ （１）

ＺＨＤ可由Ｓａａｓｔａｍｏｉｎｅｎ模型计算
［４］，即

ＺＨＤ＝ （２．２７６８±０．００２４）犘狊／犳（θ，犎）（２）

犳（θ，犎）＝１－０．００２６６ｃｏｓ２θ－０．０００２８犎

（３）

式中，犘狊是测站上的大气压；θ是测站的纬度；犎

是测站的大地高。从式（３）可以看出，ＺＨＤ与测

站的地理位置和测站上的气压有关。

由式（１）计算出ＺＷＤ后，可利用下式算出

ＩＷＶ：

ＩＷＶ＝犓·ＺＷＤ （４）

式中，

犓－１
＝１０

－６（犓３犜
－１
犿 ＋犓′２）犚狏 （５）

式中，犓′２和犓３是大气折射常数；犚狏是水汽的气体

常数。可以看出，犓 值只受平均温度犜犿的影响。

犜犿通常采用线性回归公式犜犿＝７０．２＋０．７２犜狊
［２］

来计算，犜狊是测站的地面温度。

２　犣犜犇和水汽含量变化趋势的比较

图１、图２和图３分别表示北京站、拉萨站和

武汉站２００２年７月份的天顶对流层延迟和水汽

含量。图４表示北京站２００２年７月份与２００３年

７月份的天顶对流层延迟及水汽含量的差值。从

图１～图４可以看出，除个别点由于缺少数据引

起的不对应外，ＺＴＤ的变化趋势与ＩＷＶ的变化

趋势是一致的，年际间相同月份的ＺＴＤ差值的变

化趋势与ＩＷＶ差值的变化趋势也是对应的，且

都与测站点的地理位置无关。即如果不顾及

ＩＷＶ和ＺＴＤ 的量值问题，完全可以直接采用

ＺＴＤ数据来研究水汽含量的变化，不需要推算水

汽含量。这样，在没有地面气象数据的测站上，只

要利用ＧＰＳ数据解算出总天顶延迟ＺＴＤ，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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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北京站２００２年７月

的ＩＷＶ和ＺＴＤ

Ｆｉｇ．１　ＩＷＶａｎｄＺＴＤａｔ

ＢＪＦＳ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０２

　　　　

图２　拉萨站２００２年７月的

ＩＷＶ和ＺＴＤ

Ｆｉｇ．２　ＩＷＶａｎｄＺＴＤａｔ

ＬＨＡＳ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０２

　　　　

图３　武汉站２００２年７月的

ＩＷＶ和ＺＴＤ

Ｆｉｇ．３　ＩＷＶａｎｄＺＴＤａｔ

ＷＵＨＮ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０２

以根据其变化趋势准确地分析出水汽含量的变化

情况。因此，ＺＴＤ可以作为直接衡量天气和气候

变化的一个指标。

图４　北京站２００２年７月与２００３年７月

ＩＷＶ和ＺＴＤ的差值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ＩＷＶａｎｄＺＴＤａｔＢＪＦＳ

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０１ａｎｄＪｕｌｙ２００２

以上只是通过ＺＴＤ和ＩＷＶ的变化图作一些

直观的分析，下面通过实测数据进一步分析两者

之间的内在关系及转换方法。

３　利用天顶对流层延迟直接推算水

汽含量的方法

　　图５是北京、拉萨和武汉站的ＩＷＶ变化量和

ＺＴＤ变化量的比值图。该比值可表达为：

犽犻＝ΔＩＷＶ犻／ΔＺＴＤ犻 （６）

式中，犻是ＩＷＶ和ＺＴＤ的序号；ΔＩＷＶ犻＝ＩＷＶ犻－

ＩＷＶ０，ΔＺＴＤ犻＝ＺＴＤ犻－ＺＴＤ０。ＩＷＶ０和ＺＴＤ０分别

代表ＩＷＶ和ＺＴＤ变化的参考点。由于要研究的

是ＩＷＶ和ＺＴＤ的变化率，所以需要选择一个参考

点求差值来确定其变化情况，而不能直接采用

ＩＷＶ和ＺＴＤ的估值。参考点可选取ＩＷＶ和ＺＴＤ

的估值的平均值（本文采用的方法），也可选取一个

便于计算的最佳点，选取的方法有待进一步探讨。

从图５中可以看出，在北京和武汉站上，除少部分

变化较大的点外，犽犻的变化基本上是一条直线，即

为一常量。在拉萨站，虽然犽犻的变化较大，但仍是

围绕着一条直线变化，表现为一固定值的特点。

这个结果与上面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即两者的

变化趋势是相同的，那么两者变化的比值应为某

一固定值犽，因此式（６）可变化为：

图５　北京、拉萨和武汉站ＩＷＶ和ＺＴＤ变化量的比值

Ｆｉｇ．５　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ｏｆＩＷＶａｎｄＺＴＤａｔＢＪＦＳ，ＬＨＡＳａｎｄＷＵＨＮ

ＩＷＶ犻 ＝ＩＷＶ０＋犽·（ＺＴＤ犻－ＺＴＤ０） （７）

式中，ＩＷＶ０和ＺＴＤ０仍取ＩＷＶ和ＺＴＤ的估值的

平均值。

显然，如果知道了犽值，就可以利用测站上的

ＺＴＤ值推算出相应的水汽含量。犽值可以按求和

平均法求得：

犽＝∑狘ΔＩＷＶ犻狘／∑狘ΔＺＴＤ犻狘 （８）

这样选取犽值会较好地削弱个别异常点的影响，

６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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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法消除这些异常点的影响。犽值也可以采用

下列方程来计算，

犽＝∑犽犻／狀 （９）

式中，狀为数据的个数。利用式（９）计算犽值，必

须先对犽犻进行滤波处理，剔除异常点，才能获得合

理的犽值。表１列出了利用上面两种方法计算的

犽值及其对ＩＷＶ值的影响。

从表１可以看出，不同测站上的犽值是不同

表１　 北京、拉萨和武汉站按两种方法计算的犽值和Δ犽对应的ＩＷＶ差值

Ｔａｂ．１　犽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ＩＷＶ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Δ犽ａｔＢＪＦＳ，ＬＨＡＳａｎｄＷＵＨ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跟踪站 日期 求和法计算的犽值 滤波法计算的犽值 Δ犽 平均ＩＷＶ差值／ｋｇ·ｍ－２ 最大ＩＷＶ差值／ｋｇ·ｍ－２

北京 ０２０７ １５０．４４ １５０．５９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３０７ １６０．９０ １５６．８８ ４．０２ ０．２２ ０．７０

拉萨 ０２０７ １６３．２５ １４９．８４ １３．４１ ０．１５ ０．４８

武汉 ０２０７ １６０．５４ １５５．８９ ４．６５ ０．２０ １．０６

的，同一测站、不同时间的犽值也有所差别。两种

算法解算的犽值也不一样，由式（８）解算的犽值总

体上要略高于由式（９）解算的犽值，这主要是由于

求和法没有消除异常点的影响，而滤波法已经剔

除了异常点。但两种方法解算的犽值的差异对

ＩＷＶ的影响并不明显。实际上，犽值随着所选取

的时间段的不同和天数的多少将发生一些变化。

为了对上述方法进行验证，采用了求和平均法

求得犽值。利用式（７）直接推算出ＩＷＶ，并将其与

式（４）所推算的ＩＷＶ进行比较和求差，其差值结果

见图６。从图６可以看出，除少部分点差值较大外，

大部分的差值还是较小的。北京站的平均差值为

１．５４ｋｇ／ｍ
２，最大差值是５．５９ｋｇ／ｍ

２；拉萨站的平

均差值为０．６５ｋｇ／ｍ
２，最大差值是２．２２ｋｇ／ｍ

２；武

汉站的平均差值为０．９３ｋｇ／ｍ
２，最大差值是４．１１

ｋｇ／ｍ
２。由于后者已经被广泛地验证，可以假定其

为真值，则北京、拉萨和武汉站由ＺＴＤ直接推算

ＩＷＶ中误差分别为±１．７ｋｇ／ｍ
２、±０．７ｋｇ／ｍ

２和

±１．１ｋｇ／ｍ
２。上述结果证明了由ＺＴＤ直接推算

的ＩＷＶ方法的可行性。

由于没有地面气象数据的测站是无法利用

式（４）来事先推算出ＩＷＶ的，因此也就不能确定犽

值和ＩＷＶ０。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观测期间或观

测前采用其他方法测定的ＩＷＶ数据，如探空数据、

水汽辐射数据等，按上述方法确定犽值和ＩＷＶ０。

也可以对现有的ＩＷＶ的各种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研究不同区域和同一区域不同时间的犽值和ＩＷＶ０

的规律和特点，给出一个合适的最佳先验值。

图６　北京、拉萨和武汉站ＩＷＶ的偏差

Ｆｉｇ．６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ＷＶａｔＢＪＦＳ，ＬＨＡＳａｎｄＷＵＨＮ

４　结　语

１）ＺＴＤ与ＩＷＶ在数值的大小上不是对应

的，但ＺＴＤ的变化量与ＩＷＶ的变化量具有很高

的对应性，ＺＴＤ 的变化可以较精确地反映出

ＩＷＶ的变化，因此，无论测站上有无气象数据，都

可以根据ＺＴＤ的变化来直接分析ＩＷＶ的变化情

况。

２）由于ＺＴＤ变化和ＩＷＶ变化具有良好的

一致性，在缺少地面气象数据的时间段或没有地

面气象数据的测站上，可以通过一定的模型，由

ＺＴＤ直接推算ＩＷＶ。实现ＺＴＤ到ＩＷＶ转换的

关键问题是犽值和ＩＷＶ０的确定。犽值和ＩＷＶ０

的值可以通过对时间段和数据量的调整来改变，

可以实时地确定，也可以采用先验值，怎样选取才

能够达到最佳值，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３）对由ＺＴＤ直接推算的ＩＷＶ值进行了验

证，采用的方法是由同站的ＺＴＤ利用地面气象数

据按传统方法所推算的ＩＷＶ，结果证明了上述方

法的可行性。实际上，由于按传统方法所推算的

ＩＷＶ也含有一定的误差，如果能采用一定数量的

探空数据、水汽辐射数据等其他气象数据，将会为

上述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利用测站上的

ＺＴＤ直接推算ＩＷＶ，为没有地面气象数据的测

站或缺少气象数据的时间段探测水汽含量提供了

一种可行的方法。

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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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基于梯度的干涉条纹图圆周期滤波　　　　　　　　　　　刘利力，等

 基于直线和区域特征的遥感影像线状目标检测 梅天灿，等

 面状目标之间空间拓扑关系的组合式分类 郭庆胜，等

 地球及其形状非对称性的重力学研究 方　剑，等

 一种新的运动检测及轮廓追踪方法 吕常魁，等

 机载高分辨率ＳＡＲ图像直接对地定位原理及精度分析 尤红建，等

 大气退化图像的处理研究 周　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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