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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ＧＰＳ实测资料建立了中国区域电离层ＴＥＣ球冠谐分析模型（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ｐ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ＣＨＡ），评估了该模型的精度和有效性。结果表明，该模型有较高的拟合精度，其拟合残差约为±３ＴＥＣＵ，

且精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较均匀。根据ＩＧＳ分析中心发布的ＩＯＮＥＸ全球电离层数据（ＧＩＭ），内插得到了

区域内相应时段的平均电离层电子含量，并利用它对ＣＳＨＡ模型的零阶项系数珟犆０，０所表示的区域平均电离

层电子含量进行了检核。结果表明，二者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相关性，其谱特征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３。由于

ＳＣＨＡ模型较ＧＩＭ模型利用了更多本区域的ＧＰＳ观测数据，因此其拟合精度更高，拟合结果与实测数据更

一致。对ＳＣＨＡ模型参数的时间序列进行谱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模型系数较好地描述了区域电离层

ＴＥＣ的周期性变化特征。

关键词：ＧＰＳ；区域电离层模型；球冠谐分析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

　　ＧＰＳ是一种空基无线电卫星导航系统，由于

电离层折射效应，无线电信号穿透电离层传播到

地面接收机时会产生延时误差。对于地面非特许

用户，自２０００年５月美国取消ＳＡ政策以后，电

离层延迟误差成为最显著的误差源［１］。利用

ＧＰＳ构建电离层ＴＥＣ模型，一般有两类途径：参

数模型法和格网模型法。参数模型法比较直观，

使用相对简便，但强调大范围拟合，难以顾及电离

层的局部变化特性，精度通常受到限制；格网模型

法则可借助合适的途径（如站际分区法［２］），在尽

可能确保局部电离层ＴＥＣ拟合精度的条件下，实

现较高的电离层ＴＥＣ拟合精度。

为了能较好地模拟区域电离层ＴＥＣ，同时模

型参数能描述区域电离层ＴＥＣ的变化规律，本文

将球冠谐分析［３，４］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区域电离

层ＴＥＣ的拟合，建立了区域电离层ＴＥＣ球冠谐

分析（ＳＣＨＡ）模型。利用该模型分析了２００４年

中国区域ＧＰＳ观测网络的数据，这为利用该模型

预报区域电离层ＴＥＣ打下了基础。

１　区域电离层犜犈犆犛犆犎犃模型

电离层的结构非常复杂，通常在离地面３００

～５００ｋｍ处，电离层中的自由电子密度最高，因

此，通常以高度为犎 的单层模型来描述整个电离

层。本文的建模分析也以单层模型为基础，选取

单层高度 犎＝４２８．８ｋｍ
［５］，投影函数为ＳＬＭ 投

影函数（Ｓａｒｄｏｎ，１９９７），其表达式为：

犿犳（狕′）＝１／ｃｏｓ（狕′） （１）

式中，狕′为穿刺点处卫星的天顶距。利用投影函

数，可以将ＧＰＳ信号传播路径方向的电子含量犈

投影到穿刺点处天顶方向的电离层电子含量犈狏，

关系式为犈狏＝犿犳（狕）犈。

利用球冠谐分析方法建立区域电离层 ＴＥＣ

模型的方法与步骤如下：

１）选定所分析区域的球冠极点及球冠大小。

本文分析的区域范围是北纬１０°Ｎ～５５°Ｎ，东经

７０°Ｅ～１４５°Ｅ，取（３５°Ｎ，１０５°Ｅ）为球冠极点，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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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０ 为３０°。

２）确定阶数和次数，并计算缔合勒让德函数

的非整数阶狀犽（犿）（第犽个犿 次的阶数）。阶数

和次数的取值要与观测数据的分辨率相适应，分

辨率ωｍｉｎ与阶数个数的极大值 犓ｍａｘ有近似关

系［３，６］：

犓ｍａｘ≈
θ０
９０°

３６０°

ωｍｉｎ
＋（ ）１２ －

１

２
（２）

综合考虑观测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以及模型的复杂

度，本文阶数和次数分别取为８和６。

３）建立球冠坐标系，并对观测数据进行坐标

系转换。球冠坐标系为地心坐标系，以选定的球

冠极点犘（θ犖，λ犖）为球冠北极点，以通过该点和地

理南极点的经线为经度零点，若地理坐标系下任

意一点犙的球面地心坐标为（β，λ），定义余纬θ＝

９０°－β，则犙点在球冠坐标系下的坐标β犮、λ犮为：

β犮 ＝ａｒｃｃｏｓ（ｃｏｓθ犖ｃｏｓθ＋ｓｉｎθ犖ｓｉｎθｃｏｓ（λ犖 －λ））

（３）

λ犮 ＝ａｒｃｓｉｎ
ｓｉｎ（λ－λ犖）

ｓｉｎψ
ｓｉｎ［ ］θ （４）

式中，θ犖、λ犖 分别为球冠极点犘 在地理坐标系下

的地心余纬和经度。

４）本文以２ｈ为时段长，每天分为１２个时

段，利用球冠谐函数对每个时段的ＧＰＳ电离层数

据进行建模，利用最小二乘法求得模型参数。区

域电离层球冠谐分析模型的函数表达式为：

犈狏（β犮，λ犮）＝∑

犓
ｍａｘ

犽＝０
∑
犕

犿＝０

珟犘狀犽（犿），犿（ｃｏｓθ犮）·

（珟犆犽犿ｃｏｓ（犿λ犮）＋珟犛犽犿ｓｉｎ（犿λ犮）） （５）

式中，犈狏 为穿刺点β犮、λ犮 处天顶方向的总电子含

量（ＴＥＣ）；珟犘狀犽（犿），犿（ｃｏｓθ犮）为完全正则化的非整阶

缔合勒让德函数；珟犆犽犿、珟犛犽犿为完全正则化的球冠谐

函数系数，也就是本文建模的待求系数，每组模型

系数的个数为（犓ｍａｘ＋１）
２－（犓ｍａｘ－犕）（犓ｍａｘ－

犕＋１）＝７５；其他符号的意义同前。

５）利用球冠谐分析模型计算区域内任意点

处天顶方向的总电子含量犈狏，并与实测数据比

较。

２　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的ＧＰＳ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地壳运

动ＧＰＳ监测网和上海地区ＧＰＳ综合应用网，其

中前者由２５个遍布全国的台站组成，后者由上海

市及周边地区的１４个台站组成，这两个网包含了

中国境内的５个ＩＧＳ跟踪站（ＳＨＡＯ、ＷＵＨＮ、

ＴＷＴＦ、ＵＲＵＭ和ＬＨＡＳ）。本文对２００４年全年

中国区域上述 ＧＰＳ站的观测数据进行了处理。

数据采样间隔为３０ｓ，截止高度角为２０°，穿刺点

的覆盖区域范围是北纬１０°～５５°，东经７０°～

１４５°，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ＧＰＳ观测站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利用ＧＰＳ双频Ｐ码观测值计算电离层ＴＥＣ，

其中，Δ犘２犘１＝犘２－犘１ 的观测精度约为０．５ｍ，本

文采用载波相位观测值对Δ犘２犘１ 进行Ｋａｌｍａｎ滤

波处理，得到的观测精度约为０．１５ｍ
［７］。

为了剔除接收机和卫星的硬件延迟偏差的影

响，将每天的硬件延迟偏差（Δ犅
犛
１２，Δ犅

犚
１２）分别设

为一个参数，在数据处理前，对全网每天的数据进

行建模，并联合前、后各１ｄ的数据（确保连续两

天的硬件延迟偏差解的平滑），以最小二乘法估计

硬件延迟偏差，并从Δ犘２犘１ 中剔除，获得“干净”

的电离层ＴＥＣ观测值。

３　拟合精度分析

为了评估球冠谐分析模型拟合中国区域电离

层ＴＥＣ的精度，本文分别用ＳＣＨＡ模型和低阶球

函数模型（ＬＳＦ）
［４］对２００４年的ＧＰＳ观测数据进行

了处理，综合分析了这两个模型对长期观测数据的

拟合残差（穿刺点处的ＶＴＥＣ模型值与观测值之

差）。同时，利用ＩＧＳ分析中心提供的ＩＯＮＥＸ全球

电离层数据（ＧＩＭ）在每一个电离层穿刺点处进行

内插，对内插结果的残差也进行了比较分析。这

里，内插算法包括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内插［５，８］。

图２比较了上述两个模型拟合以及ＧＩＭ 内

插结果的残差的每天平均值及方差，图中，上面的

曲线对应左边坐标轴，下面的曲线对应右边坐标

轴。表１给出了１ａ的残差统计值。

图２及表１的结果表明：①ＳＣＨＡ模型拟合

的残差均值为－０．０１，接近于零，表明模型拟合的

结果与实测数据是无偏的，没有系统偏差，全年的

３９７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８月

图２　区域电离层拟合的残差

Ｆｉｇ．２　ＶＴＥＣ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ｏｆＯｖｅｒａｌ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表１　三种区域电离层模型残差统计／ＴＥＣＵ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Ｔｈｒｅ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ＴＥＣＵ

拟合残差统计 ＳＣＨＡ模型 ＬＳＦ模型 ＧＩＭ模型

均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２９

方差 ３．０６ ３．７６ ４．０９

残差变化也较平稳。② 每天的残差方差表明了残

差变化的幅度，也就是拟合精度变化的幅度。可以

看到，ＳＣＨＡ模型比ＬＳＦ模型有较高（约０．５～１

ＴＥＣＵ）的拟合精度。③ ＧＩＭ内插结果的残差较

大（约比ＳＣＨＡ模型大１ＴＥＣＵ），残差的每日均值

有大约０．３ＴＥＣＵ的系统偏差，且不稳定，表明

ＧＩＭ内插的结果与实测数据不一致，且内插精度

较差。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全球电离层ＴＥＣ模型

建模时，用到的中国区域的数据较少，仅有５个

ＩＧＳ站，分布也较稀疏，因此，该模型在中国区域的

精度较差，导致内插结果与实际观测数据不符。

４　区域平均电离层犜犈犆及谱分析

区域平均电离层ＴＥＣ的电子含量可由球冠谐

系数的零阶项珟犆０，０表示
［４］，为了评估该项的有效性

及其精度，本文利用ＩＧＳ提供的ＩＯＮＥＸ全球电离

层数据内插计算得到的中国区域的平均电离层电

子含量对 珟犆０，０项进行检核。这里，利用ＩＯＮＥＸ数

据内插计算区域平均电离层ＴＥＣ的方法如下
［３，８］：

珚犈＝∑ｃｏｓβ犈β，λ／∑ｃｏｓβ （６）

式中，珚犈为内插得到的区域平均电离层ＴＥＣ；犈β，λ

为格网点（β，λ）处的电离层ＴＥＣ；ｃｏｓβ为纬度为β
处的加权系数。

按２ｈ为时段长度，每天１２个时段有１２组

结果，即每个时段有珟犆０，０项，取每一时段的中间时

刻按式（６）内插计算区域平均电离层ＴＥＣ来检核

该时段的珟犆０，０项。分别取它们在每天１２个时段

的结果的均值作为该天区域的平均电离层电子含

量，ＳＣＨＡ模型和ＩＯＮＥＸ内插模型的结果的时

间序列及其差异如图３所示，图３（ａ）是两个模型

分别得到的２００４年每天的区域电离层 ＴＥＣ均

值，两个时间序列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８；图３（ｂ）是

这两个结果的差，其均值为－１．２１ＴＥＣＵ，即总

体上ＳＣＨＡ模型的结果比ＩＯＮＥＸ计算的结果小

１．２１ＴＥＣＵ。根据前面与实测数据的比较分析，

由于ＳＣＨＡ模型利用了更多的本区域内的ＧＰＳ

观测数据，ＳＣＨＡ模型在区域内比 ＧＩＭ 模型具

有更高的精度，与实测数据更一致，珟犆０，０项更能代

表真实的平均电离层电子含量。

图３　区域电离层ＴＥＣ均值时间序列

Ｆｉｇ．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ａｉｌｙＭｅａｎＴＥＣ

图３表明一年中每天的区域平均电离层电子

含量的变化较大。为了说明区域平均电离层电子

含量的变化规律，本文对２００４年球冠谐系数珟犆０，０

２ｈ间隔的时间序列进行了谱分析，如图４所示。

图４　区域电离层ＴＥＣ均值的谱分析

Ｆｉｇ．４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Ｃ

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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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４可以发现，三条谱线的幅度比较大，

１ｄ周期、半年周期和１ａ周期对应的幅度大约为

２．９ＴＥＣＵ、１．０ＴＥＣＵ及０．８５ＴＥＣＵ。１ｄ周期

对应于地球自转周期以及由此引起的太阳时角的

周日运动，１ｄ周期谱分量的幅度较大，也说明太

阳辐射对电离层的变化有很强的影响。

半年周期和１ａ周期与已知的电离层活动规

律也是一致的，也与电离层全球尺度的变化规律一

致［５］。结合图３，对于半年周期，电离层的电子含

量通常在春分和秋分前后特别高，在４月和１０月

达到最大（这与图３的结果一致）。其原因与中性

大气的温度以及中性成分Ｏ和Ｎ２的浓度比值有

关［５，９］。对于１ａ周期，从全球范围来讲，由于电离

层Ｆ２层电子浓度的峰值变化以及日地距离变化的

综合影响，通常太阳电离通量有６％～７％的年变

化，１２月前后有极大值，６月前后有极小值
［５，９］。

为了验证球冠谐分析模型谱特征的有效性，

本文也以相同的采样间隔用ＩＯＮＥＸ全球电离层

数据计算得到了区域电离层平均电子含量的时间

序列，并 对它进行 了 谱 分 析。结 果 表 明，由

ＩＯＮＥＸ数据得到的区域平均总电子含量时间序

列的谱特征与球冠谐分析模型系数珟犆０，０的谱特征

几乎完全一致，它们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３。同时，

笔者也对其他低阶球冠谐系数（珟犆１，０、珟犆１，１、珟犛１，１）的

时间序列作了谱分析，它们的谱特征也很好地描

述了电离层变化的周期性特征。限于篇幅，本文

没有列出其结果。

５　结　语

本文利用ＳＣＨＡ的理论与方法建立了区域

电离层的ＳＣＨＡ模型，数据处理的结果表明，该

模型有较高的拟合精度，适用于大区域的电离层

拟合，且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较均匀；模型参数在

时域和频域上能够描述区域电离层总电子含量的

变化特征。基于球冠谐分析区域电离层ＴＥＣ模

型的上述特点，可以利用一定区域的ＧＰＳ观测值

建立区域电离层ＴＥＣ模型，并根据电离层的时空

变化规律，利用该模型实现电离层ＴＥＣ的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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