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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几何光学反演方法，由附加相位延迟序列出发，对２００７年６月６日发生在澳大利亚上空的一次

ＣＯＳＭＩＣ掩星事件进行了反演。将反演得到的折射角、折射率、干温与湿度廓线分别与ＣＯＳＭＩＣ数据分析与

管理中心（ＣＯ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ｒｃｈｉｖ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ＤＡＡＣ）的相应产品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两者在低

对流层存在较显著的差异。以距离该掩星地点３００ｋｍ以内、观测时间差异２ｈ以内的无线电探空资料为参

照，反演的折射率廓线与ＣＤＡＡＣ的折射率廓线在低对流层都存在一定的误差。对于该掩星事件，ＣＤＡＡＣ

通过变分法反演的湿度廓线并不比本文的反演结果更接近探空廓线；在１ｋｍ以下，其变化趋势甚至与探空

结果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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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世界各大数值天气预报（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ＷＰ）中 心 如 ＥＣＭＷＦ、

ＮＣＥＰ在掩星数据的同化研究中已取得了可喜的

进展［１，２］，掩星观测对于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

对流层顶精细结构的探测能力也已得到了验

证［３］。

自１９９５年美国成功开展了第一项星载ＧＰＳ

掩星任务ＧＰＳ／ＭＥＴ以来，各个国家与地区相继

实施了自己的星载ＧＰＳ掩星计划。与地球的北

半球相比，南半球的无线电探空台站稀疏，掩星观

测资料的应用价值尤其显著。澳大利亚作为南半

球的主要大国，对 ＧＰＳ掩星相关的研究尤为重

视。Ｚｈａｎｇ等人利用无线电探空资料对澳大利亚

区域的ＣＨＡＭＰ温度与湿度大气廓线产品进行

了验证分析［４］。本文以发生在澳大利亚区域的一

次ＣＯＳＭＩＣ掩星事件为例，结合无线电探空数

据，对掩星数据的反演方法进行了探讨。

１　反演方法

本文采用几何光学反演方法，由掩星事件的

双频附加相位延迟序列出发，进行大气参数廓线

的反演。由原始星载ＧＰＳ掩星及定轨观测数据

结合地基ＧＰＳ网的观测资料确定掩星事件列表，

提取每次掩星事件附加相位延迟的过程主要涉及

ＬＥＯ卫星精密定轨的工作
［５］。

如图１所示，几何光学反演方法基于球面分

层大气局部球对称假设进行。在该假设下，ＧＰＳ

信号传播遵循Ｂｏｕｇｕｅｒ法则。信号由 ＧＰＳ发射

到被ＬＥＯ接收所经过的路径在一个平面———掩

星平面上，信号路径上某一点的大气折射率只与

图１　掩星观测瞬间的几何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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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点到局部曲率中心的距离有关。由于地球扁率

的影响，需要进行由椭球中心到局部曲率中心的

改正［６］。

地球大气带来的信号延迟为：

Δ犔犻＝∫狀犻（狉）ｄ狊－狉ＬＧ（犻＝１，２） （１）

式中，Δ犔为路径总延迟，犻＝１，２分别代表犔１、犔２

两个频率；狀（狉）为与局部曲率中心距离狉位置处

所对应的大气折射率；狊为信号传播路径上的弧

段长度；狉ＬＧ为 ＧＰＳ与ＬＥＯ卫星之间的直线距

离，即狉ＬＧ＝ 珒狉犔－珒狉犌 ，珒狉犔、珒狉犌分别为ＬＥＯ与 ＧＰＳ

卫星的位置向量，相应的距离值分别为狉犔、狉犌。

在Ｂｏｕｇｕｅｒ法则下，ＧＰＳ信号路径上的每一

点满足：

狀（狉）·狉·ｓｉｎ＝ 常数 （２）

式中，狉为该点到曲率中心的距离；为位置向量

与信号路径方向的夹角。将式（２）应用到信号发

射端与接收端，并且在ＬＥＯ卫星与ＧＰＳ卫星的

轨道高度，认为狀（狉犔）＝狀（狉犌）＝１，可以得到：

狉犔ｓｉｎ犔 ＝狉犌ｓｉｎ犌 ＝犪 （３）

式中，犪是该信号路径所对应的影响参数。将式

（１）对时间求导，并加上式（３）的约束后，得到附加

相位延迟与卫星的位置和速度及信号传播几何路

径的关系［７］为：

ｄΔ犔犻／ｄ狋＋ｄ狉ＬＧ／ｄ狋－（珝犞犔 ｃｏｓφ（犪犻）－

珝犞犌 ｃｏｓχ（犪犻））＝０（犻＝１，２） （４）

式中，左边第一项与附加相位延迟随时间的变化

率有关；珝犞犔、珝犞犌分别为ＬＥＯ与ＧＰＳ卫星的速度

在掩星平面上的投影，可直接利用两颗卫星的速

度与掩星平面的几何关系计算；φ（犪）、χ（犪）分别

为珝犞犔、珝犞犌与信号路径方向的夹角。由于两个频

率信号的传播路径不相同，因此对应的影响参数

也不相同。由图１中的几何关系有：

φ（犪犻）＝ξ－犔犻 ＝ξ－ａｒｃｓｉｎ（犪犻／狉犔） （５）

χ（犪犻）＝π－η－犌犻 ＝π－η－ａｒｃｓｉｎ（犪犻／狉犌）

（６）

式中，ξ、η分别为珝犞犔、珝犞犌与相应卫星位置向量的

夹角，直接由两颗卫星的位置与速度计算。将式

（５）与式（６）代入式（４），等式左边的未知参数只有

犪犻。这是一个非线性方程，取犪犻的初值为局部曲

率中心到ＧＰＳ与ＬＥＯ连线的垂直距离，迭代求

解犪犻。对于每条信号路径，弯曲角α与影响参数

犪的关系为：

α（犪）＝θ－ａｒｃｃｏｓ（犪／狉犔）－ａｒｃｃｏｓ（犪／狉犌）（７）

式中，θ为珒狉犔、珒狉犌两个向量的夹角，由两颗卫星的坐

标直接得到。

一次掩星事件中的每次采样对应两个频率的

两条信号路径，即一组犪１、α（犪１）与犪２、α（犪２）。通

过弯曲角组合法进行电离层延迟改正，得到改正

后的弯曲角廓线：

α（犪）＝ ［犳
２
１α１（犪）－犳

２
２α２（犪）］／（犳

２
１－犳

２
２）（８）

　　中性大气层对于弯曲角的贡献随高度的增加

呈指数规律下降，而各种噪声（包括电离层改正后

的残余影响、接收机热噪声等）的贡献则没有太大

的变化，在一定临界高度以上，这些噪声对于弯曲

角的贡献将超过中大气层的影响。在后续的由弯

曲角到折射指数的Ａｂｅｌ变换中，弯曲角的误差将

由高到低地传递给折射指数。因此，进行折射指

数反演之前，需要对弯曲角廓线的上边界进行改

正。基本方法是：将由经验大气模式估计的弯曲

角（模式弯曲角）作为参照，对掩星观测得到的弯

曲角进行统计优化。ＣＤＡＡＣ在 ＣＯＳＭＩＣ掩星

观测处理软件中提供了 ＣＩＲＡ、ＣＩＲＡ＋Ｑ 及

ＮＣＡＲ三个经验大气模式供选择
［８］，本研究采用

ＭＳＩＳＥ９０干大气模型。在４０～６０ｋｍ 高度区

间，采用简化的统计优化式（９）进行弯曲角上边界

改正；在６０ｋｍ之上，直接采用模型弯曲角。

αｏｐｔ＝
１－

１

１＋
αｉｎｖ－α犿
２０％α

烄

烆

烌

烎犿

α犿 ＋

　

１

１＋
αｉｎｖ－α犿
２０％α

烄

烆

烌

烎犿

αｉｎｖ （９）

式中，αｉｎｖ、α犿与αｏｐｔ分别为反演弯曲角、模型弯曲

角与优化后的弯曲角。弯曲角廓线通过式（１０）进

行Ａｂｅｌ变换后，获得大气折射指数廓线：

狀（狉）＝ｅｘｐ
１

π∫
∞

犪
０

α（犪）

犪２－犪槡
２
０

ｄ［ ］犪 （１０）

其中，狉为影响参数为犪０的信号路径对应的掩星

切点向径；狀（狉）为掩星切点处的大气折射指数。

进一步得到大气折射率廓线为：

犖（犺）＝１０
６·（狀（犺）－１） （１１）

其中，犺为掩星切点对应的高度，且犺＝狉－狉犆，狉犆

为掩星切点在地球椭球上投影点的曲率半径。忽

略大气中液态水对折射率的影响，并且考虑到在

前面的反演过程中通过式（８）已经进行了自由电

子影响的改正，则大气折射率与大气中各温度、气

压以及水汽分压的关系式为［９］：

犖（犺）＝７７．６·
犘（犺）

犜（犺）
＋３．７３×１０

５·犘狑
（犺）

犜（犺）２

（１２）

当忽略水汽影响时，即犘狑（犺）＝０，式（１２）右边只

剩下第一项。由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与大气静力平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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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方程，得到气压及折射指数的关系为：

ｄ犘（犺）

ｄ犺
＝－

犵犿犱
７７．６·犚

犖（犺） （１３）

式中，犿犱为干大气的摩尔质量；犚 是普适气体常

数；犵为重力加速度。对式（１３）积分，得到气压廓

线。代入式（１２），即可得到温度廓线。当考虑大

气中的水汽含量时，式（１３）右边还要加上水汽的

影响：

ｄ犘（犺）

ｄ犺
＝－

犵犿犱
７７．６·犚

犖（犺）＋

３．７３×１０
５·犵犿犱

７７．６·犚
犘狑（犺）

犜（犺）２
＋
犿狑－犿犱
犚

犘狑（犺）

犜（犺）

（１４）

　　水汽廓线的反演分为直接法与变分同化法两

种［９］，本文采用直接法，同时采用了ＣＤＡＡＣ提供

的内插到掩星地点的ＮＣＥＰ飞行天气模式（ａｖｉａ

ｔｉｏｎｗｅａｔｈｅｒｍｏｄｅｌ，ＡＶＮ）１２ｈ预报结果（ａｖｎＰｒｆ

文件）的温度廓线，即犜（犺）为已知廓线。具体迭

代过程为：首先给定水汽分压的先验值犘狑（犺）＝

０，然后对式（１４）进行积分，得到犘（犺）；将犘（犺）与

犜（犺）代入式（１２），对犘狑（犺）进行更新，再积分求

解犘（犺）。重复上述步骤，直到收敛为止。

２　数据说明

本文的反演工作采用了 ＣＤＡＡＣ 提供的

ＣＯＳＭＩＣ近实时数据产品下的Ｌｅｖｅｌ１ｂ及Ｌｅｖｅｌ２

数据资料。Ｌｅｖｅｌ１ｂ下的ａｔｍＰｈｓ文件提供了附

加相位延迟信息，相应的大气参数反演结果则由

Ｌｅｖｅｌ２下的ａｔｍＰｒｆ与ｗｅｔＰｒｆ文件得到。所选取

的反演对象是２００７年６月６日（第１５７ｄ）ＣＯＳ

ＭＩＣ星座的ＦＭ２卫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附近上

空的一次掩星事件（其事件标识为ｃ００２．２００７．

１５７．１８．２１．ｇ２８）。该掩星事件发生于 １８：２１

（ＵＴＣ），距离该掩星地点 ２５５ｋｍ 的 ＭＥＬ

ＢＯＵＲＮＥＡＩＲＰＯＲＴ无线电探空站于１７：００进

行了探空观测，其观测数据被用于与反演结果进

行比对。

３　结果与分析

　　图２给出了所选掩星事件两个频率的附加相

位延迟时间序列，该下降掩星事件持续时间为

１ｍｉｎ５０ｓ，共５５５９个采样。可以看到，随着

ＧＰＳ与ＬＥＯ卫星位置的变化，掩星信号路径由

贴近地球大气层上边缘到贴近地表的变化过程

中，附加相位延迟由最初接近于０逐渐增大，最后

达到５ｋｍ左右。犔１ 与犔２ 的第５５５９个采样对

应的相位延迟量分别为５．４ｋｍ与４．９ｋｍ。

图３给出了双频附加相位延迟随时间的变化

曲线。可见看到，７０ｓ左右开始，ｄΔ犔２／ｄ狋出现较

大的噪声，这主要是由于信号路径贴近地表时多

路径效应与接收机跟踪误差的影响。这些误差对

两个频率都会发生作用，但由于犔２ 本身的信号质

量比犔１ 差，因此犔２ 受到的干扰更严重。为了保

证反演结果的精度，需要对附加相位延迟序列进

行截断，去掉噪声影响严重的数据。ＣＤＡＡＣ对

于截断时刻的判定方法是：将计算的ｄΔ犔１／ｄ狋序

列与由卫星轨道信息和经验大气模式模拟的

ｄΔ犔１／ｄ狋序列进行比较，差异开始超过限值的时

刻为截断时刻［８］。本文根据下降掩星事件的影响

参数理论上应呈下降趋势，通过对低对流层犔１ 弯

曲角廓线α１（犪１）中对应的相邻影响参数的相对变

化量ｄ犪进行约束来确定截断时刻。

图２　双频附加

相位延迟序列

Ｆｉｇ．２　ＥｘｃｅｓｓＰｈａｓｅ

ＤｅｌａｙｓｏｆＤｕ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图３　附加相位延迟

序列随时间的变率

Ｆｉｇ．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ＰｈａｓｅＤｅｌａｙｓ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ｉｍｅ

图４中的５条弯曲角廓线分别是直接由附加

相位延迟信息直接反演的双频弯曲角廓线、进行

双频组合消除电离层改正后的弯曲角廓线（ＮｏＩ

ｏｎｏ）、进行上边界统计优化后的弯曲角廓线（Ｏｐ

ｔｉｍｉｚｅｄ）以及ＣＤＡＡＣ的弯曲角产品。由图４可

见，在整个掩星过程中，弯曲角由初始时刻只有

１０－６ ｒａｄ 呈 指 数 增 加，到 接 近 地 表 时 大 于

０．０１ｒａｄ。接近地面时，弯曲角主要来自于中性大

气的贡献；随着高度的增加，电离层对弯曲角的相

对影响越来越显著。海拔高３０ｋｍ（对应的影响

参数约６４００ｋｍ）以上，经过电离层改正后的弯

曲角明显小于两个频率分别反演的弯曲角。统计

优化之后，海拔高４０ｋｍ以上的弯曲角受到模型

弯曲角的约束，相对变化幅度变小。优化后的折

射角廓线与ＣＤＡＡＣ产品之间的差异在海拔高

４０ｋｍ以上和接近地表的低对流层比较明显。海

拔高４０ｋｍ 以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与 ＣＤＡＡＣ

２０８



　第３３卷第８期 徐晓华等：澳大利亚上空ＣＯＳＭＩＣ掩星廓线的反演

所采用的大气模型不同所致。低对流层的差异则

主要是由于ＣＤＡＡＣ为了对多路径效应进行改

正，在低对流层采用了无线电全息方法进行弯曲

角反演。

图５中的三条折射率廓线分别来自于笔者的

反演结果、ＣＤＡＡＣ产品与无线电探空探测结果。

掩星廓线的高度区间为０～４０ｋｍ，探空探测的高

度区间为０～２６．８ｋｍ。可以看到，在０～４０ｋｍ

高度区间，两条掩星廓线的符合程度整体上比较

好，３ｋｍ高度以下有较明显的差异。以探空结果

为参照，反演结果与ＣＤＡＡＣ产品在低对流层都

存在一定的误差。

图４　弯曲角廓线比较

Ｆｉｇ．４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ｇｌ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图５　折射率廓线比较

Ｆｉｇ．５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图６中对反演的干温廓线与ＣＤＡＡＣ干温廓

线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到，两条廓线在５～３２ｋｍ

高度区间内的符合程度很好，对１２ｋｍ左右的对

流层顶的温度变化情况反映完全一致。虽然３３

ｋｍ和３６ｋｍ附近的差异达到２℃左右，但两条

廓线所反映的４０ｋｍ以下平流层的温度随高度

的变化趋势是相同的。低对流层折射率反演结果

的差异也反映到了干温廓线之中。两条廓线干温

的最大值都出现在３ｋｍ左右，但是ＣＤＡＡＣ结

果比本文的反演结果要大得多。

图７中对１０ｋｍ高度以下由直接反演方法

得到的大气湿度廓线、ＣＤＡＡＣ的湿度产品和探

空观测的湿度廓线进行了比较。ＣＤＡＡＣ的湿度

廓线是以ＡＶＮ预报模式输出为背景场采用一维

变分同化方法得到的［１０］。如前所述，本文的湿度

反演采用了将ＡＶＮ预报模式输出的温度廓线作

为已知值的直接方法。可以看到，由于折射率信

息在低对流层的差异以及所采用的湿度反演方法

的不同，湿度反演廓线与ＣＤＡＡＣ产品的差异较

大。ＣＤＡＡＣ廓线在１ｋｍ左右达到最大值，然后

随高度的降低而急剧减小，这与探空廓线在相应

区间随高度的减小湿度逐渐增加的趋势矛盾。本

文反演的湿度在１ｋｍ以下的变化幅度较小，地

表附近反演的湿度相对于探空湿度的相对误差在

２０％左右。

图６　干温廓线比较

Ｆｉｇ．６　Ｄｒ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图７　湿度廓线比较

Ｆｉｇ．７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４　结　语

本文结果表明，反演折射角与折射率廓线与

相应ＣＤＡＡＣ产品在４０ｋｍ以下、低对流层以上

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但由于反演中低对流层没有

采用无线电全息方法对折射角进行多路径效应改

正，低对流层的折射角、折射率以及干温反演结果

与ＣＤＡＡＣ产品的差异比较明显。湿度反演结果

与ＣＤＡＡＣ产品和探空廓线的比较发现，无论是

笔者采用的直接法，还是ＣＤＡＡＣ采用的变分方

法，湿度的反演结果均受到模式先验大气信息的

影响，与探空廓线之间的差异较大。虽然变分法

理论上优于直接法，但是对于所选取的掩星事件，

ＣＤＡＡＣ的变分反演结果并不比直接反演结果更

接近探空廓线，在１ｋｍ以下，其变化趋势甚至与

探空结果相矛盾。因此，如何提高水汽反演的精

度，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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