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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犖犛犛无线电掩星电离层反演技术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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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了ＧＮＳＳ无线电掩星电离层反演的不同方法和应用实例，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进行了探讨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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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电掩星技术依赖于非常精确的测量方

法，即ＧＰＳ双频相位延迟，该延迟由低轨卫星上

的接收机捕获ＧＰＳ卫星上升或下降掩星事件（所

谓掩星事件是指星体将升出地平线或将落入地平

线这一事件）得到。掩星电离层观测通过在低轨

卫星上安装一个双频ＧＰＳ接收机来接收ＧＰＳ信

号，当信号穿过地球电离层和中性大气时，由于受

到传播介质的垂直折射指数变化的影响，信号路

径会发生弯曲，到达接收机时会发生延迟，利用这

一延迟量，可以反演出电离层折射率，从而得到地

面至低轨卫星高度区间内整个电离层电子密度的

垂直分布信息。

ＧＮＳＳ掩星电离层探测具有全天候、全球覆

盖、高垂直分辨率、准实时等其他电离层探测手段

所不具备的特点，尤其能够弥补特殊区域（如海

洋、极地等）电离层观测资料的不足，获得全球性

的电离层电子密度分布资料。ＧＮＳＳ无线电掩星

方法为新的电离层遥测技术奠定了基础，为电离

层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及更多的选择。

１　掩星系统的发展现状

无线电掩星技术起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

期，最早被美国斯坦福大学用于研究太阳系行星

的大气层和电离层。随着 ＧＰＳ／ＭＥＴ实验的成

功，欧洲及其他国家也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

作。１９９９年２月，丹麦发射了Ｏｒｓｔｅｄ小卫星，同

一时间，南非发射了Ｓｕｎｓａｔ小卫星；２０００年７月

德国发射的重力测量卫星ＣＨＡＭＰ和２００２年３

月发射的欧美重力测量卫星ＧＲＡＣＥ也都有利用

ＧＰＳ进行大气参数航天遥感测量的实验项目。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阿根廷发射的科学应用卫星ＳＡＣ

Ｃ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 ＧＰＳ大气遥感实验。

２００２年，巴西发射了ＥＱＵＡＲＳ卫星，澳大利亚也

发射了ＦｅｄＳａｔ卫星。为了获得足够多的地面掩

星点资料，用于全球和局部天气预报和大气研究，

美国和欧洲等国家都提出了新一轮的ＬＥＯ卫星

计划［１］，如欧洲的ＡＣＥ＋计划和由美国国防部与

中国台湾地区合作研究的 ＣＯＳＭＩＣ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

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ｉｏｎｏ

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计划，这两个计划也包括地球

引力场等其他地球物理研究目标。

２　掩星反演方法评述

本文所涉及的各种反演方法均属于几何光学

反演，其他利用ＧＮＳＳ信号的振幅数据进行反演

的掩星反演技术未作讨论。

２．１　犃犫犲犾积分反演方法

Ａｂｅｌ积分反演方法又分为利用ＧＰＳ信号传

播路径的弯曲角进行反演和直接利用ＴＥＣ数据

反演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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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性大气反演类似，掩星电离层反演首先

需利用附加相位延迟计算出弯曲角，然后再反演

出电离层电子密度［２］，但对ＧＰＳ的频率而言，即

使在电离层变化最激烈的状态下，由电离层所造

成的弯曲角仍是相当小的，甚至在白天或太阳极

大时，在犉层中不同频率的犔１ 和犔２ 信号的弯曲

角均不会超过０．０３°
［３］，这将影响到利用Ａｂｅｌ积

分反演技术由信号传播路径的弯曲角反演电子密

度这一方法的精度。因此，在电离层掩星反演中，

通常采用直接利用ＳＴＥＣ数据反演电子密度的

方法。该方法消除了卫星轨道误差和钟差，使电

子密度解算具备准实时性。

直接利用ＳＴＥＣ数据反演电子密度是基于

信号传播路径为直线这一假设的。此方法将弯曲

角忽略不计，假设信号直线传播，利用观测到的信

号延迟量来计算总电子含量，再利用Ａｂｅｌ积分反

演方法反演出电子密度廓线。传播路径为直线这

一假设在电离层犈层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模型误

差，但这项误差要远小于电离层局部球对称假设

所带来的误差。

由于假设信号传播路径为直线，因此犔１ 和

犔２ 信号的传播路径相同，可以利用附加相位延迟

犛１、犛２来计算ＳＴＥＣ，且不论用犛１或犛２，得到的

ＳＴＥＣ均相同，即

ＳＴＥＣ＝－
犛１犳

２
１

４０．３
＝－
犛２犳

２
２

４０．３
＝
（犛１－犛２）犳１犳２
４０．３（犳

２
１－犳

２
２）

（１）

式中，犳１、犳２为 ＧＰＳ双频载波频率。利用双频

ＧＰＳ信号来计算ＳＴＥＣ可消除卫星钟和卫星轨

道误差的影响。虽然结果中含有相位模糊度的影

响，但由于关心的是ＳＴＥＣ的微分，所以可不考

虑这一影响。

电波信号从犾ＧＰＳ到犾ＬＥＯ的传播路径上的总电

子含量可按式（２）积分求得：

ＳＴＥＣ（狆）＝∫
犾
ＬＥＯ

犾
０

犖犲（狉）狉

狉２－狆槡
２
＋∫

犾
ＧＰＳ

犾
０

犖犲（狉）狉

狉２－狆槡
２
ｄ狉

（２）

式中，犘为碰撞参数，在直线传播的假设下，也可

称为中心距。

在局部球对称假设（即假设掩星切点周围区

域的电子密度是局部球对称的）下，将ＳＴＥＣ表

达成电子密度的Ａｂｅｌ积分变换：

ＳＴＥＣ（狆）２∫
犾
ＬＥＯ

犾
０

犖犲（狉）狉

狉２－狆槡
２
ｄ狉＝犃［犖犲（狉）］

（３）

式中，“”表示忽略低轨卫星轨道高度以上的电

子含量。Ａｂｅｌ积分反演结果为
［１］：

犖犲（狉）＝－
１

π∫
犾
ＬＥＯ

狉

ｄＳＴＥＣ（狆）／ｄ狆

狉２－狆槡
２
ｄ狆 （４）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表达式的推导过程中忽

略了低轨卫星轨道高度以上的电子含量，同时假

设电子密度从犾０到犾ＧＰＳ和从犾０到犾ＬＥＯ几何对称。

Ａｂｅｌ积分反演方法是在局部球对称假设的

前提下进行的，即假设电离层电子含量仅与高度

有关，但在掩星发生的短短几分钟时间内，电离层

仍会显示出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变化。因此，这一

假设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这将会导致模

型错误。另外，在直接利用ＳＴＥＣ数据反演电离

层电子密度的过程中，对于低轨卫星轨道高度以

上的电子含量通常采用直接忽略的方法，这也会

对计算结果的精度产生影响。

若想提高电离层掩星反演的精度，还需针对

传统 Ａｂｅｌ积分反演方法在两个方面进行改进：

① 减小或消除球对称假设带来的影响；② 消除

由于忽略低轨卫星轨道高度以上的电子含量而给

反演结果造成的影响。

２．２　改正犜犈犆反演

改正ＴＥＣ反演方法仍属于Ａｂｅｌ积分反演方

法，只是针对低轨卫星轨道高度以上电子含量的

影响，在Ａｂｅｌ积分反演方法的基础上作了改进。

在直接利用ＳＴＥＣ数据反演电离层电子密

度的过程中，对于低轨卫星轨道高度以上的电子

含量通常采用直接忽略或指数外推的方法［２］。但

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会使计算结果产生误差，尤

其对于轨道较低的ＬＥＯ卫星（如ＣＨＡＭＰ）而言。

为了避免这一做法带来的误差，Ｓｃｈｒｅｉｎｅｒ提出使

用改正ＴＥＣ来进行反演。该方法是利用非掩星

时段观测数据修正掩星时段观测数据，从而消除

低轨卫星轨道高度以上的电离层对掩星观测的影

响［３］。

吴小成利用这一方法，利用电离层掩星观测

模拟数据，分别应用改正 ＴＥＣ方法和外推方法

进行反演，结果显示：对于轨道高度约８００ｋｍ的

ＧＰＳ／ＭＥＴ掩星模拟数据，外推方法和改正ＴＥＣ

方法反演结果基本一致；对于轨道高度约４００ｋｍ

的ＣＨＡＭＰ掩星模拟数据，外推方法误差较大，

而改正ＴＥＣ方法在电离层近似满足局部球对称

的情况下能很好地进行反演［４］。

２．３　减小局部球对称假设影响的反演方法

传统的Ａｂｅｌ积分反演方法假设电离层电子

密度局部球对称分布，即假设掩星切点附近的电

离层电子密度分布只依赖于高度，这将导致重要

的模型错误。一些学者尝试加入电子密度场的先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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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水平结构，或用电离层层析结果或模式来进行

约束反演，又或利用几个邻近掩星观测结果插值

来获得电离层水平变化信息，以期减少球对称假

设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几种新的反演方法。

１）电离层层析约束反演。Ｈａｊｊ提出了一种

利用电离层层析模式来进行约束反演的方法［５］，

Ｓｃｈｒｅｉｎｅｒ也对该方法进行了验证
［３］，但两者的研

究结果均显示这种约束反演方法相较于局部球对

称假设的Ａｂｅｌ积分反演方法的结果并未有所改

善，并且Ｓｃｈｒｅｉｎｅｒ得出的结果显示，加入先验电

子密度的反演结果反而要稍逊于Ａｂｅｌ积分反演

结果。这可能是由加入先验电子密度时的模型错

误导致，该模型错误可能要稍大于局部球对称假

设所产生的模型错误［６］。

２）用ＧＰＳ地面数据来修正传统 Ａｂｅｌ积分

反演的方法。Ｍｉｑｕｅｌ提出了一种仅用ＧＰＳ地面

数据来修正传统 Ａｂｅｌ积分反演的方法
［６］。同

Ｈａｊｊ的方法类似，该方法同样需要加入电离层电

子密度的水平变化信息。由于 ＶＴＥＣ和电子密

度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６］，这一水平变化信息

可由ＶＴＥＣ提供。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有效地

改善了反演结果的精度。但该方法仅使用一天之

内中纬度的数据进行了验证，还需通过高、低纬度

的掩星数据来进一步证明其改善局部球对称假设

影响的能力。

３）三维约束反演。假设实际电离层电子密

度水平变化和模式的水平变化相似，即同一球层

内电子密度和模式值是一个倍数关系，求出这个

倍数也就求出了电子密度，这种方法称为三维模

式约束的电离层掩星反演方法，所用的电离层模

式称为约束模式［７］。

吴小成将该方法应用于模拟掩星观测数据和

实测掩星数据的反演［７］。模拟观测数据的反演结

果表明，与Ａｂｅｌ反演方法相比，三维模式约束法

能够减小反演误差；在实测掩星数据的反演中，用

ＩＲＩ２００１作为约束模式，并将反演结果与全球电

离层垂测仪的探测结果进行了比较验证，结果表

明，三维模式约束反演结果与垂测仪结果的平均

偏差和标准偏差与Ａｂｅｌ反演结果与垂测仪结果

的平均偏差和标准偏差相当，两种方法都可以很

好地反演得到满意的电离层剖面。

２．４　“洋葱分层”反演方法

Ｌｅｉ提出了一种不同于 Ａｂｅｌ积分反演的方

法［８］，这也是目前 ＵＣＡＲ在进行ＣＯＳＭＩＣ掩星

数据处理时所使用的方法。

该方法将电离层分成许多层，层数与整个掩

星事件中的掩星路径数量相等。假设电子密度在

每一层是线性变化的，在计算得到轨道高度的电

子密度值后，便可利用式（５）反演得到不同高度的

电离层电子密度［８］：

犖（狆犻）＝犮
－１
犻，０

珡犜（狆犻）

狆犻
－∑

犿

犽＝１

犮犻，犼犖（狆犻＋犽（ ）） （５）

其中，珡犜 为改正 ＴＥＣ；狆为碰撞参数；犮犻，犽为系数

阵。

利用该方法得到的反演结果与非相干散射雷

达和垂测仪的观测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林剑等使用该方法对ＣＯＳＭＩＣ发布的ＧＰＳ

原始数据进行了反演计算［９］，并将结果与垂测仪

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在较高轨道高度（约

８００ｋｍ），Ａｂｅｌ积分与“洋葱分层”反演方法的反

演结果基本一致，都与垂测仪结果符合良好；而在

较低轨道高度（约５００ｋｍ），“洋葱分层”反演精度

优于Ａｂｅｌ积分反演精度。

需要说明的是，该方法同样是基于局部球对

称假设的，实际电离层的非球对称性给电离层掩

星反演结果带来的误差不可避免。

２．５　掩星反演方法评述

对于ＧＮＳＳ无线电掩星电离层反演，Ａｂｅｌ积

分反演无疑是最简单直接的反演方法，利用该方

法能够获得低轨卫星轨道高度以下的电离层电子

密度垂直分布，掩星反演推求出的ＮｍＦ２与垂测

仪获得的 ＮｍＦ２的偏差在２０％以内（以 ＧＰＳ／

ＭＥＴ为例）。但这一方法是在局部球对称假设

的前提下进行的，实际电离层的非球对称性会给

电离层掩星反演结果带来误差。另外，在反演电

离层电子密度的过程中，对于低轨卫星ＬＥＯ轨道

高度以上的电子含量通常采用直接忽略的方法，

这同样会对计算结果产生影响。

Ｍｉｑｕｅｌ提出的仅用ＧＰＳ地面数据来修正传

统Ａｂｅｌ积分反演的方法是较为有效的改善局部

球对称假设影响的方法，但该方法仅使用一天之

内中纬度的数据进行了验证，若要证明其改善局

部球对称假设影响的能力，还需通过更多高、低纬

度的掩星数据进一步验证。

Ｌｅｉ提出的“洋葱分层”反演方法是一种不同

于Ａｂｅｌ积分反演的反演方法，利用该方法得到的

反演结果与非相干散射雷达和垂测仪的观测结果

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与Ａｂｅｌ积分反演方法的对比

结果则受到轨道高度的影响，在较低轨道高度（约

５００ｋｍ），反演精度优于 Ａｂｅｌ积分，在较高轨道

高度，两种反演方法的反演结果基本一致。与Ａ

ｂｅｌ积分反演方法相同，“洋葱模型”反演方法也是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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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局部球对称假设的，实际电离层的非球对称

性给电离层掩星反演结果带来的误差不可避免。

局部球对称假设仍是掩星电离层反演中最主

要的误差源，还需寻求新的反演方法或对现有反

演方法进行进一步改进，从而提高电离层掩星反

演结果的精度。

３　犌犖犛犛无线电掩星电离层反演技

术应用

　　１）电离层电子密度特性研究。这一领域主

要包括电离层对与空间天气有关的重要现象的响

应、全球性的电离层变化研究、电离层行扰以及电

离层不规则变化研究（如扩展Ｆ层、偶发Ｅ层）

等。

精确的电子密度特性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

模型化一些与空间天气有关的重要现象，特别是

关于电离层在磁暴初相、主相和恢复相期间的响

应。ＫａｉｔｉＷａｎｇ利用２４个月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数

据统计分析了在不同地磁纬度和时间下电离层主

要元素ＮｍＦ２、ｈｍＦ２和ＴＥＣ对磁暴指数Ｄｓｔ的

响应［１０］，结果显示，除了在磁暴发生时Ｄｓｔ指数

的增加会伴随着 ＮｍＦ２和 ＴＥＣ的增加，在其他

时间Ｄｓｔ指数的增加通常会伴随着 ｍＦ２、ｈｍＦ２

和ＴＥＣ的下降。

对电离层连续的和全球性的监测需要以日、

月、年、季节为周期，自ＣＯＳＭＩＣ发射升空以来，

每日２０００多个掩星事件为全球性的电离层变化

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数据。吴刚宏利用 ＣＯＳ

ＭＩＣ２０个月的掩星数据来进行电离层Ｅ层峰值

高度和峰值密度的全球变化研究［１１］，观测到了不

同纬度电离层犈层峰值高度和峰值密度的异常

现象，以及磁赤道附近电离层扰动存在强烈的经

度方向变化。

２）地震研究。为了推进地震预报研究，许多

学者不断探索新的异常现象，地震电离层异常现

象是近些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已有众多学者利

用垂测仪和地基ＧＰＳ测量ＴＥＣ结果，对地震前

后电离层异常现象进行了分析，但垂测仪和地基

ＧＰＳ测量易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无法实施全天

候、大范围的观测。ＧＮＳＳ掩星探测具有高精度、

准实时、全天候、全球覆盖和低成本等优点，若将

其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地震监测，将是地震监测技

术的一次突破。

杨剑等利用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测得到的电离

层电子密度，研究了２００６１１１５日本千岛Ｍｓ８．０

地震和２００７０２２５青海海西 Ｍｓ５．３地震临震前

震区上空附近电子密度的异常变化［１２］。研究结

果表明，ＧＰＳ无线电掩星技术可以监测到临震前

震中区上空附近的电子密度的异常变化。

目前低轨卫星数量还较少，虽然ＣＯＳＭＩＣ每

天提供的掩星数据在２０００个左右，但对于地震

分析这种对空间和时间分辨率要求较高的研究而

言，掩星数据的时间分辨率还远达不到要求。然

而，掩星电离层反演方法毕竟具有全球覆盖、垂直

分辨率高等其他观测手段所不具备的特点，该技

术是否适合应用于地震电离层异常分析还需要进

行大量的震例分析。

３）数据同化。数据同化技术是弥合理论模

型和观测数据的有力工具。电离层具有十分复杂

的特性结构，其变化受太阳活动强度、地球磁场等

因素影响。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电离层天气预

报成为当前重要的、前瞻性的研究方向，而电离层

资料同化是电离层预报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

一［１３］。使用地面数据和电子密度同化模型进行

同化的实验结果表明，在这一类型的数据中，电离

层电子密度的垂直结构信息很有限。ＧＮＳＳ无线

电掩星电离层反演技术的出现为使用高垂直分辨

率的掩星数据进行电子密度同化创造了条件。

Ｍ．Ｊ．Ａｎｇｌｉｎｇ首次将ＣＯＳＭＩＣ电离层掩星

反演资料应用到电子密度同化模型中［１４］。同化

分别在地磁条件平静、中等和扰动３个不同的时

期进行，在每个时期又同时使用３组不同的数据

进行实验。这３组数据分别为：仅包含掩星数据、

仅包含地面数据、既包含地面数据也包含掩星数

据。但由于该实验进行时ＣＯＳＭＩＣ系统还未完

善，因此结果不具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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