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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犘犛掩星与探空观测统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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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利用无线电探空数据对ＧＰＳ掩星廓线进行验证的工作中，对如何确定两类观测资料在观测时间和

空间上配对标准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观测时间差限值分别取１ｈ、２ｈ、３ｈ，观测距离差限值分别取１００ｋｍ、

２００ｋｍ、３００ｋｍ时得到的９种不同配对标准下，分别获取了ＧＰＳ掩星与探空观测的折射指数廓线对，并进行

了统计比较。结果表明，随着时间差限值与距离差限值的增大，总折射指数平均相对偏差的变化趋势性不强，

但总折射指数平均相对标准偏差都呈增加趋势，且距离差限值变化的影响大于时间差限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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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ＣＨＡＭＰ、ＣＯＳＭＩＣ、ＭｅｔＯｐＡ

等各ＧＰＳ掩星观测计划的实施，掩星资料对于地

球大气研究的重要贡献与巨大潜力已经得到了地

学领域的广泛关注［１，２］。掩星观测以掩星事件为

基本观测单元，掩星事件的空间分布主要取决于

ＬＥＯ卫星的轨道。较高的卫星倾角有助于实现

掩星事件的全球分布。掩星事件的数量主要取决

于ＧＰＳ卫星与ＬＥＯ卫星的数量。

无线电探空数据是数值天气预报（ｎｕｍｅｒｉｃ

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ＷＰ）系统的基本输入资料，长期

以来作为标准观测值对各种气象卫星资料进行校

正，因此也常用于对ＧＰＳ掩星廓线进行验证
［３５］。利

用探空数据对ＧＰＳ掩星廓线进行验证时，首先需要

确定两类不同观测资料的配对标准，即确定两类数

据资料的观测时间差限值与空间距离差限值，然后

找到满足配对标准的所有观测对，并对它们进行统

计比较。相关文献中通常直接给出所采用的配对标

准，如Ｓｃｈｍｉｄｔ等在利用探空数据对２００１年５月至

２００４年９月的ＣＨＡＭＰ／ＳＡＣＣ掩星温度资料进行

验证时，采用的配对标准是观测时间差限值３ｈ，空

间距离差限值３００ｋｍ
［６］；Ｋｕｏ等在时间差限值为２

ｈ、距离差限值为３００ｋｍ的配对标准下，对２００１年６

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之间的ＣＨＡＭＰ掩星与全球无线

电探空折射指数廓线进行了统计比较［７］。引用Ｋｕｏ

等所采用的配对标准，笔者采用全球无线电探空资

料对２００７年６月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折射指数廓线进行

了验证［８］。本文对不同配对标准下掩星与探空廓线

的统计比较结果进行了讨论。

１　数据来源

已有的相关研究工作发现从因特网上免费取

得的全球无线电探空资料的质量可能存在问

题［８］，这次对ＧＰＳ掩星数据的验证采用了由澳洲

气象局提供的分布于澳大利亚及南极洲的３８个

探空站的高精度的无线电探空资料。已获得的探

空数据的时间段为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５

月１９日，这也是此次进行统计验证的时间段。为

了使验证结果对不同掩星任务均具代表性，同时

采用了来自ＣＯＳＭＩＣ与ＣＨＡＭＰ两个任务的掩

星廓线。掩星资料由ＣＯＳＭＩＣ数据分析与管理

中心ＣＤＡＡＣ提供。图１显示了２００７年１月１

日发生在３８个探空站位置附近的 ＣＯＳＭＩＣ与

ＣＨＡＭＰ掩星事件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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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ＣＯＳＭＩＣ与ＣＨＡＭＰ掩星

事件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ＳＭＩＣａｎｄ

ＣＨＡＭＰＲａｄｉｏ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ｓｏ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２００７

２　比较方案

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采用了文献［８］中

的统计比较方法，进行比较的高度区间仍为０～

３０ｋｍ，但为了更好地利用掩星廓线高垂直分辨

率的特性，与文献［８］中内插时以５００ｍ为高度

间隔不同，两类廓线分别内插到以２００ｍ为间隔

的相同高度层，共１５１个高度层。为了探讨不同

配对标准对于掩星与探空资料统计比较结果的影

响，本文对不同观测时间差限值与空间距离差限

值下探空数据相对于掩星数据的折射指数总平均

相对偏差与总平均相对标准偏差进行了比较，时

间差限值分别取１ｈ、２ｈ、３ｈ，距离差限值分别取

１００ｋｍ、２００ｋｍ、３００ｋｍ，不同的观测时间差限值

与空间距离差限值组合形成９种不同的配对

标准。

３　结果与分析

表１中列出了９种不同配对标准下获取的廓

线对个数，可以看到，观测时间差限值与距离差限

值的变化对观测对个数的影响很直接。当时间差

限值为１ｈ、距离差限值为１００ｋｍ 时，只有２０７

对廓线符合该配对标准，其中１８２对中的掩星廓

线来自ＣＯＳＭＩＣ任务，２５对中的掩星廓线来自

ＣＨＡＭＰ任务。而观测时间差限值为３ｈ、距离

差限值为３００ｋｍ时，符合该配对条件的廓线对

数达到４５１７对，其中掩星廓线来自ＣＨＡＭＰ任

务的有３８１对。ＣＯＳＭＩＣ任务有６颗低轨道卫

星，每颗卫星上同时观测上升与下降掩星事件，而

ＣＨＡＭＰ是单颗，只能观测下降掩星事件的低轨

道卫星。ＣＯＳＭＩＣ所观测到的掩星事件数量远

大于 ＣＨＡＭＰ。因此在相同的配对标准下，与

ＣＯＳＭＩＣ 相 关 的 廓 线 对 数 量 也 远 大 于 与

ＣＨＡＭＰ有关的观测对数量。由于 ＣＤＡＡＣ对

ＣＯＳＭＩＣ与ＣＨＡＭＰ的掩星资料采用了相同的

数据处理流程，本文的比较验证并不对来自不同

掩星任务的大气参数廓线进行区分。如果在一定

范围内不同配对标准下的统计比较结果差别不显

著，则在对掩星廓线进行统计验证时，可考虑采用

使参与统计比较的观测对的个数更大的配对

标准。

表１　不同配对标准下犌犘犛掩星与探空观测的折射指数廓线对个数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ｉｒｓｏｆＧＰＳＲａｄｉｏ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距离差限值

时间差限值

１ｈ ２ｈ ３ｈ

ＣＯＳＭＩＣ ＣＨＡＭＰ ＣＯＳＭＩＣ ＣＨＡＭＰ ＣＯＳＭＩＣ ＣＨＡＭＰ

１００ｋｍ １８２ ２５ ３０７ ３７ ４３０ ４７

２００ｋｍ ７６７ ８０ １３２５ １３２ １８６９ １７１

３００ｋｍ １７３０ １６７ ２９４７ ２７９ ４１３６ ３８１

　　由表２中列出的不同配对标准下掩星相对于

探空观测的总折射指数平均相对偏差的比较可

见，无论是时间差限值还是距离差限值的变化，都

没有对总折射指数平均相对偏差带来规律性的影

响。在距离差限值一定的情况下，较大的时间差

限值并非一定对应着较大的总折射指数平均相对

偏差。同样，在时间差限值一定时，距离差限值的

增加也并非一定对应着总折射指数平均相对偏差

的增加。总体而言，当时间差限值在１～３ｈ之间

表２　不同配对标准下犌犘犛掩星相对于探空观测的折射

指数总平均相对偏差Δ犖与总平均相对偏差珚犛犖／％

Ｔａｂ．２　Δ犖ａｎｄ珚犛犖ｏｆＧＰＳＲａｄｉｏ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距离差限值

时间差限值

１ｈ ２ｈ ３ｈ

Δ犖 珚犛犖 Δ犖 珚犛犖 Δ犖 珚犛犖

１００ｋｍ ０．１３ １．４２ ０．１０ １．４４ ０．１０ １．４４

２００ｋｍ ０．１２ １．５４ ０．１０ １．５５ ０．０９ １．５６

３００ｋｍ ０．１０ １．７２ ０．０９ １．７２ ０．０９ １．７３

３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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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距离差限值在１００～３００ｋｍ之间变化时，

折射指数总平均相对偏差在０．１％左右变化。

由表２可知，总体上，无论是时间差限值还是

距离差限值的增大，都会使总Δ犖增加。但距离

差限值的变化对总Δ犖的影响大于时间差限值的

变化。如当距离差限值设定为１００ｋｍ、时间差限

值在１～３ｈ之间变化时，总 Δ犖在１．４２％～

１．４４％间变化，幅度很小，只有０．０２％；而当时间

差限值设定为１ｈ、距离差限值在１００～３００ｋｍ

之间变化时，总Δ犖在１．４２％～１．７２％之间变

化，幅度达到０．３％。

图２分别给出了９种不同配对标准下折射指

数廓线的统计比较结果。每幅图中的黑实线是折

射指数平均相对偏差曲线；两条黑虚线是平均相

对偏差±折射指数相对标准偏差曲线，这三条曲

线对应的横坐标轴在图形底部；灰实线是廓线对

的数量，对应的横坐标轴在图形顶部。由于文献

［８］中分析的原因，一些廓线对中的掩星廓线与探

空廓线没有共同的高度区域，统计比较中，廓线对

数量随高度变化的曲线上的最大值小于表１中给

出的相应数值。如在以观测时间差限值１ｈ、距

离差限值１００ｋｍ为配对标准时，图２（ａ）中的廓

线对数量曲线的最大值为８～１０ｋｍ高度对应的

２０２，小于表１中所示的２０７对。

由图２可见，在９种不同的配对标准下，掩星

折射指数廓线相对于探空廓线在低对流层以上均

无系统性偏差。而在低对流层，由于多路径及超

折射现象的影响，掩星相对于探空存在绝对值小

于０．５％的负折射指数偏差。图２中９幅图中的

折射指数平均相对偏差曲线无明显区别。

总体而言，图２中的各条黑虚线反映出当配

对标准一定时，折射指数相对标准偏差在８～２４

ｋｍ高度区间内比较小，在该高度区间以外则逐

渐增大，低对流层均增大到４％左右。各幅图的

相互比较仍然反映出在不同配对标准下，距离差

限值对折射指数相对标准偏差的影响大于时间差

限值的影响，这一点与表２中的结果一致。如当

距离差限值为２００ｋｍ、时间差限值在１～３ｈ间

变化时，图２（ｄ）～２（ｆ）中各高度层的折射指数相

对标准偏差基本一致；而当时间差限值为２ｈ、

距离差限值在１００～３００ｋｍ间变化时，图２（ｂ）、

２（ｅ）、２（ｈ）中的折射指数相对标准偏差的变化相

对而言就比较显著。因此，统计比较中，当数据量

比较充足时，配对标准中可考虑主要增强对距离

差限值的约束。如果数据量比较少时，则可适当

放宽对时间差限值的约束。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澳洲气象局提供的高精度无线电探

空数据与ＣＤＡＡＣ提供的ＣＯＳＭＩＣ与ＣＨＡＭＰ

掩星资料，采用不同观测时间差限值（１～３ｈ）与

图２　不同配对标准下的ＧＰＳ掩星与探空折射指数廓线的统计比较结果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ＧＰＳＲａｄｉｏ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４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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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差限值（１００～３００ｋｍ）组合下形成的９种不

同配对标准，对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１９日的ＧＰＳ掩星与探空折射指数廓线进行了统

计比较。结果表明，观测时间差限值与距离差限

值的变化对廓线对个数的影响很明显。总体而

言，距离差限值的变化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大于时

间差限值的变化。因此当统计比较中数据量比较

充足时，配对标准中可考虑主要增强对距离差限

值的约束；当数据量比较少时，则可适当放宽对时

间差限值的约束。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与ＧＰＳ掩

星资料相关的统计验证工作具有借鉴作用。

致谢：对ＣＤＡＡＣ提供的ＧＰＳ掩星资料与澳

洲气象局提供的无线电探空资料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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