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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犗犛犕犐犆掩星折射指数廓线的统计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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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全球无线电探空数据和美国环境预报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ＣＥＰ）

预报模式为参照，对ＣＯＳＭＩＣ数据分析与管理中心（ＣＯ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ｒｃｈｉｖ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ＤＡＡＣ）提

供的２００７０６０１～２００７０６３０的气象、电离层与气候星座观测系统（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ｍｅ

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ＯＳＭＩＣ）的ＧＰＳ掩星折射指数廓线进行了统计验证。结果表明，掩星廓

线的精度在高纬度地区最好，在低纬度地区最差。中、低纬度带掩星廓线相对于探空廓线有系统性相对偏差，

该偏差在掩星廓线与ＮＣＥＰ预报廓线的比较中不存在，说明探空数据的质量是造成这种偏差的主要原因，这

可能与不同地区所采用的无线电探空仪的性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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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９５年以来，国际上相继开展了多项ＧＰＳ

无线电掩星观测任务［１４］。将掩星廓线与全球无线

电探空资料和数值天气预报（ｎｕｍｅｒｉｃ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ＷＰ）模式输出进行统计比较是对掩星技

术进行验证的有效方法［５］。由于其史无前例的大

量观测资料，ＣＯＳＭＩＣ为掩星技术的验证提供了很

好的机会。由ＧＰＳ掩星观测资料可独立反演大气

折射指数随高度变化的大气折射指数廓线，而由折

射指数到气压、温度与大气湿度的反演则需要提供

其他辅助大气信息。因此，折射指数廓线的精度最

能够反映ＧＰＳ掩星观测的精度。本文分别利用全

球无线电探空数据与ＮＣＥＰ的ＮＷＰ模式输出为

参照，对ＣＯＳＭＩＣ折射指数廓线进行统计验证，探

讨掩星观测在不同地理区域的精度。

１　数据来源

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ｃｅａｎｉｃ

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ＡＡ）提供

的全球无线电探空资料为参考，对ＣＤＡＡＣ发布

的２００７０６０１～２００７０６３０为期１个月的ＣＯＳ

ＭＩＣ折射指数廓线进行了验证。探空数据与

ＣＯＳＭＩＣ数据分别从ＮＯＡＡ与ＣＤＡＡＣ的官方

网站下载。根据２００７年６月的探空数据集，得到

参与统计比较的探空站点的地理分布，如图１所

示。探空站点总个数为７１６，主要集中在中低纬

度地区。表１给出了低、中、高３个不同纬度带的

定义及对应的探空站点的个数。

图１　全球无线电探空站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

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表１　不同纬度带的定义及对应的探空站点个数

Ｔａｂ．１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３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ａｃｈＲｅｇｉｏｎ

纬度带定义 纬度区间 探空站数量

低纬度 －３０°＜纬度＜３０° ２４３

中纬度
－６０°＜纬度≤－３０°

３９２
３０°≤纬度＜６０°

高纬度
－９０°≤纬度≤－６０°

８１
６０°≤纬度≤９０°



　第３４卷第２期 徐晓华等：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折射指数廓线的统计验证

　　图２给出了该月内每一天的探空观测与

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测分别提供的折射指数廓线的

个数。探空廓线的总个数为３６７８０，平均每天的

廓线个数为１２００多次，变化比较稳定。ＣＯＳＭＩＣ

掩星廓线的总个数为４８１３５，不同日期的变化幅

度较 大，其 中，６ 月 ４ 日 的 廓 线 最 多，达 到

２０８１个；６月２５日的廓线最少，只有８１４个。由

６月２６日的ＣＯＳＭＩＣ运行状态通告得知，造成

２５日前后掩星廓线数量下降到低于１０００个的原

因主要有：① 为了给星载ＧＰＳ接收机测试新版

本的防火墙而关掉了６号卫星；② 正在提升３号

卫星的轨道高度，影响到了３号卫星的数据质量；

③２号卫星由于能量供应不足，正常工作时间受

限；④５号卫星定轨天线的犔２ 信噪比很低，使得

该卫星只能观测到少量上升掩星时间。在解决这

些问题之后，ＣＯＳＭＩＣ廓线的数量逐渐回升，在６

月２７日上升到了１０６５次。

图２　２００７年６月ＣＯＳＭＩＣ与无线电探空

折射指数廓线个数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ａｉｌｙ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ＳＭＩＣＲＯ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ｎｓｏｎｄ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０７

２　统计比较方法

参考文献［６］，选取时间间隔在２ｈ以内、空

间距离在３００ｋｍ以内的探空与ＣＯＳＭＩＣ掩星的

观测对，对ＣＯＳＭＩＣ的折射指数廓线进行验证。

探空数据文件中直接给出的是在探空气球上升的

高度区间内与特定气压面相对应的高度、温度、气

压及露点温度。首先由式（１）计算水汽压：

犘犠 ＝６．１０８ｅｘｐ
１７．２７犜犱
犜犱＋２３７．（ ）３ （１）

式中，露点温度犜犱 的单位为℃；水汽压犘犠 的单

位为ｈＰａ。在此基础上，折射指数的计算采用式

（２）进行：

犖 ＝７７．６
犘
犜
＋３．７３×１０

５犘犠
犜２

（２）

式中，温度犜 的单位为 Ｋ；气压犘 和水汽压犘犠

的单位为ｈＰａ；犖 为折射指数。

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数据产品直接给出了０～４０

ｋｍ高度区间内以１００ｍ 为间隔的折射指数廓

线。由于探空数据与掩星数据并不对应于相同的

高度层，因此，采用三次样条插值法，分别将两个

折射指数廓线内插到０～３０ｋｍ区间内以５００ｍ

为间隔的相同的高度层上，共６１个高度层。对于

每对折射指数廓线的每个高度层，利用式（３）计算

折射指数的相对偏差：

Δ犖（犻，犼）＝
犖犆（犻，犼）－犖犚（犻，犼）

犖犚（犻，犼）
（３）

式中，犖犆（犻，犼）、犖犚（犻，犼）分别代表第犻对廓线在第

犼个高度层上ＣＯＳＭＩＣ掩星与探空观测的折射指

数；Δ犖（犻，犼）为掩星廓线相对于探空廓线的相对

偏差。第犼个高度层上折射指数的平均相对偏差

由式（４）得到：

Δ犖（犼）＝
１

犐犼∑

犐
犼

犻＝１

Δ犖（犻，犼） （４）

式中，犐犼为第犼个高度层上的折射指数对的个数；

Δ犖（犼）为该高度层上折射指数的平均相对偏差。

利用式（５）可以得到第犼个高度层上折射指数廓

线的相对标准偏差：

犛犖（犼）＝
１

犐犼－１∑

犻＝犐
犼

犻＝１

［Δ犖（犻，犼）－Δ犖（犼）］｛ ｝２
１／２

（５）

３　结果与分析

图３（ａ）～３（ｄ）分别给出了２００７年６月全球

及高、中、低３个纬度带的ＣＯＳＭＩＣ与探空观测

折射指数廓线的统计比较结果。其中，细实线代

表平均相对偏差；虚线代表平均相对偏差±相对

标准偏差；粗实线代表参与统计比较的折射指数

廓线对的个数，其对应的横坐标在图形上部。由

图３（ａ）～３（ｄ）可见，所有高度层上参与比较的廓

线对的数量并不是一个定值。以图３（ａ）所示的

全球结果为例，在６．５ｋｍ高度处达到最大值为

４２００对，在这个高度之上与之下则逐渐减小。在

３０ｋｍ处参与比较的廓线对数只有１５１０对，０．５

ｋｍ处为１２１３对，原因有两方面：① 由于探空气

球的探测空间有限，一部分探空廓线并没有到达

３０ｋｍ高度；② 由于部分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折射指数

廓线在低对流层没有通过ＣＤＡＡＣ质量检核而被

截掉。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部分廓线对的公共高

度区间并没有到达３０ｋｍ与地表，而内插与统计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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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只能在这个公共的高度区间内进行。图３

（ｂ）～３（ｄ）显示低纬度、中纬度、高纬度地区的廓

线对数最大分别为６０４、２７６０与８５２，分别在９

ｋｍ、７ｋｍ与３．５ｋｍ高度处出现。

图３（ａ）显示，对于全球而言，０～３０ｋｍ的平

均相对偏差绝对值在１％以内，９ｋｍ左右标准偏

差为最小，在该高度之上和之下则逐渐增大。对

图３（ｂ）～３（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对于３个不同

纬度带而言，高纬度地区的统计比较结果最优，平

均相对偏差绝对值在０．４％以内，各高度层标准

偏差的平均值为１．８６％；低纬度地区的统计结果

最差，平均相对偏差在１６ｋｍ以上的大于１％，３０

ｋｍ左右的大于２％，各高度层标准偏差的平均值

为２．６７％；中纬度地区与全球的统计结果相近，

平均相对偏差绝对值在１．２％以内，各高度层标

准偏差的平均值为２．５４％。而且，高纬度地区掩

星廓线相对于探空廓线不存在系统偏差，而中纬

度与低纬度地区则存在正的系统性偏差，低纬度

地区尤其明显。为了进一步探讨其可能原因，以

ＣＤＡＡＣ提供的内插到各掩星地点的ＮＣＥＰ飞行

天气模式（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ｗｅａｔｈｅｒｍｏｄｅｌ，ＡＶＮ）１２ｈ预

报结果为参照，对ＣＯＳＭＩＣ折射指数廓线也进行

了比较验证，结果如图４（ａ）～４（ｄ）所示。

图３　２００７年６月ＣＯＳＭＩＣ掩星与无线电探空观测折射指数廓线的统计比较结果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ＣＯＳＭＩＣＲＯ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ＲＡＯＢ）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ｖ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ｓ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０７

图４　２００７年６月ＣＯＳＭＩＣ掩星与ＮＣＥＰ折射指数廓线的统计比较结果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ＣＯＳＭＩＣＲＯａｎｄＮＣＥＰ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ｓ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０７

　　比较图４（ａ）～４（ｄ）与图３（ａ）～３（ｄ）可以发

现，掩星折射指数廓线与ＮＣＥＰ的统计比较结果

总体上优于与探空数据的比较结果。由图４（ｂ）

～４（ｄ）的相互比较可以发现，高纬度地区掩星廓

线与ＮＣＥＰ的符合程度仍然最好，低纬度地区的

符合程度最差。低纬度、中纬度、高纬度地区各高

度层标准偏差的平均值分别为１．３％、０．９６％、

０．７３％，比图３中的相应参量小。与图３不同，各

纬度带均无系统性的平均相对偏差。由此可见，

图３中低纬度与中纬度地区的系统性偏差可能与

探空数据的质量有关。文献［７］对２００１年６月～

２００４年３月的ＣＨＡＭＰ折射指数廓线和全球探

空廓线进行了统计比较，证明不同地区所采用的

无线电探空仪的性能会影响到统计比较的结果。

图３（ｂ）、３（ｃ）中的结果可能也受到不同地区所采

用的无线电探空仪的性能的影响，但要得到明确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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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对长时期的ＣＯＳＭＩＣ廓

线进行验证，这也是下一步研究所要进行的工作。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全球无线电探空数据对２００７年６月

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折射指数廓线进行了全球和不同

纬度地区的统计验证，同时还将ＣＯＳＭＩＣ掩星廓

线与ＮＣＥＰ预报模式进行了比较。随着ＣＯＳＭＩＣ

任务的运行和更多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测资料的积

累，后续研究中将对长时期的ＣＯＳＭＩＣ折射指数

廓线进行验证分析以得到更加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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