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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节犌犘犛掩星廓线精度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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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１ａ的探空资料为参照，对南半球４个不同季节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测的折射指数、温度及气压廓线在

０～３０ｋｍ高度区间的精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就整个高度区间平均而言，春季掩星廓线的精度最

差，但不同高度区间掩星廓线的精度差别较大。无论折射指数、气压还是温度，掩星廓线在５～２５ｋｍ区间的

精度都优于０～５ｋｍ与２５～３０ｋｍ区间。在０～５ｋｍ的低对流层，由于水汽的影响，夏季的折射指数廓线精

度最低；冬季则最高。在５ｋｍ以上，夏季气压廓线的精度比其他季节高。不同季节各高度层掩星温度廓线

的精度则无显著差异。

关键词：ＣＯＳＭＩＣ；ＧＰＳ掩星；精度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

　　利用星载ＧＰＳ无线电掩星技术探测地球中

性大气状态的基本原理及中性大气参数的反演方

法在相关文献中已进行了详细介绍［１，２］。掩星观

测是以掩星事件为基本单元进行的。每一次掩星

事件对应着掩星地点上空的一组弯曲角、折射指

数、气温、气压与湿度等大气参数廓线。以２４颗

ＧＰＳ工作卫星为例，一颗ＬＥＯ卫星理论上每天

可以观测约２５０次下降掩星事件，如果同时具备

观测上升掩星事件的天线，则掩星事件增加一倍。

６颗ＣＯＳＭＩＣ卫星每天理论上可观测到约３０００

次掩星事件，实际获得量为约每天２０００次左

右［３］。

ＧＰＳ掩星廓线的精度通常采用数值天气预

报（ｎｕｍｅｒｉｃ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ＷＰ）模式输出

资料或探空资料进行验证。基于已有的工作基

础［４，５］，本文以探空廓线为比较标准，对１ａ内不

同季节中ＧＰＳ掩星折射指数、气压及温度廓线的

精度进行了比较。

１　数据资料

由于其可靠性已经得到验证，本文的研究仍

然采用澳大利亚气象局提供的３８个站的探空资

料。掩星资料采用了由ＣＤＡＡＣ提供的ＣＯＳＭＩＣ

任务的 Ｌｅｖｅｌ２数据产品。数据的时间范围为

２００８０３０１～２００９０２２８共３６５ｄ。图１是参与验

证的探空站的地理位置分布。这些探空站以６ｈ

为间隔，每天最多提供４次观测资料，最少提供１

次观测资料。图２是这３６５ｄ内，每一天所获得的

ＣＯＳＭＩＣ掩星廓线的数量，这些掩星廓线全球分

布。

图１　澳大利亚无线电探空站的地理位置分布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由图２可见，在２００８０３０１～２００９０２２８这１

ａ时间内，实际每天获取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廓线的

数量绝大部分在１５００～２５００次之间变化，但也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６月

有几天的掩星廓线数量低于１０００次。例如，

２００８０３２０（第２０ｄ），廓线数量为７０７次；９月３

日（第１８７ｄ），廓线数量为７３９次；１１月５日（第

２５０ｄ），廓线数量只有５２８次。导致这些时间廓

线数量较少的原因主要是ＬＥＯ卫星运行状态的

问题。

图２　２００８０３０１～２００９０２２８期间每天的

ＣＯＳＭＩＣ掩星廓线数量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Ｓ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３６５ｄｆｒｏｍＭａｒ．１，２００８ｔｏＦｅｂ．２８，２００９

２　比较方案

本文在分析折射指数精度的基础上，也对

ＣＤＡＡＣ提供的气压与温度廓线的精度进行了分

析，以便对掩星产品的精度有更全面的了解。

利用探空资料对掩星廓线的精度进行验证的

方法在文献［５］中有详细介绍，基本思路为：首先，

明确由距离差限值和时间差限值给出的配对标准

及进行验证的高度区间；然后，由此配对标准出

发，得到两种不同技术观测的廓线对；进一步对所

关心的高度区间进行等间隔分层，内插出各层上

每对廓线的参数值；最后，对所有廓线对进行统计

比较。对于折射指数（或气压）廓线，求出各高度

层折射指数（或气压）的平均相对偏差Δ犖（犼）（或

Δ犘（犼））与相对标准偏差犛犖（犼）（或犛犘（犼））（参数犼

对应高度层的编号）；对于温度廓线，则求出各高

度层温度的平均偏差Δ犜（犼）及标准偏差犛犜（犼）。对

所有高度层各大气参数平均（相对）偏差的绝对值

求平均值，分别得到总平均（相对）偏差Δ犖、Δ犘及

Δ犜；对所有高度层各大气参数（相对）标准偏差求

平均值，分别得到总平均（相对）标准偏差珚犛犖、珚犛犘

及珚犛犜。

本研究基于文献［５］的成果，选取距离差限值

３００ｋｍ，时间差限值３ｈ为掩星廓线与探空廓线

的配对标准，以确保尽可能多的廓线对参与对比。

鉴于探空观测主要在３０ｋｍ 高度以下进行，因

此，验证的高度区间为０～３０ｋｍ，在该高度区间

内以２００ｍ为间隔进行分层，计算各高度层大气

参数的相应统计参量。为了进行不同季节的对

比，将一年的时间分为４个季节，分别在每个季节

内对掩星廓线和探空廓线进行对比，绘制相应的

统计参量随高度变化的曲线图，进一步对不同季

节的统计参量曲线图进行比较。

３结果与分析

表１列出了１ａ中，澳大利亚所在南半球４

个不同季节内，掩星及探空观测到的折射指数、温

度及气压廓线对数及相应的Δ犖、Δ犘、Δ犜、珚犛犖、珚犛犘

及珚犛犜。由表１可见，同一时期内的气压廓线对数

远大于温度与折射指数廓线对数。这主要是由于

部分探空数据文件中只给出了气压，而缺少温度

与大气湿度的信息。

由４个不同季节的折射指数总平均相对偏差

Δ犖、气压总平均相对偏差Δ犘及温度总平均偏差

Δ犜的比较可见，在０～３０ｋｍ高度区间内，平均而

言，冬季掩星廓线的准确度最高，而夏季最低。春

季的折射指数总平均相对标准偏差珚犛犖、气压总平

均相对标准偏差珚犛犘 及温度总平均标准偏差珚犛犜

均是４个季节中的最大值，则反映在该高度区间

内，平均而言，春季掩星廓线的精度最差。不同高

度层掩星廓线的准确度与精度则需要进一步由各

大气参数的平均（相对）偏差与（相对）标准偏差随

高度变化的曲线判定。

表１　不同季节ＧＰＳ掩星与探空廓线对数及统计参数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ｉｒｓｏｆＧＰＳＲａｄｉｏ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ｖｓ．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Ｆ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

南半球季节
折射指数 气压 温度

廓线对数 Δ犖／％ 珚犛犖／％ 廓线对数 Δ犘／％ 珚犛犘／％ 廓线对数 Δ犜／％ 珚犛犜／％

秋季

（２００８０３０１～２００８０５３１）
６６２ ０．１２ １．６７ １４２０ ０．１ ０．９８ ６７７ ０．２３ ２．０４

冬季

（２００８０６０１～２００８０８３１）
８１０ ０．０８ １．６７ １５２０ ０．０８ １．０９ ８１９ ０．１７ ２．２３

春季

（２００８０９０１～２００８１１３０）
７７３ ０．１０ １．８３ １４５８ ０．１ １．１３ ７８４ ０．２６ ２．２６

夏季

（２００８１２０１～２００９０２２８）
７８９ ０．１５ １．８１ １３７７ ０．１ ０．８６ ８１８ ０．２８ ２．０７

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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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６分别给出了表１列出的４个季节中， 折射指数、气压以及大气温度在不同高度层的统

图３　南半球秋季折射指数、气压及温度廓线统计比较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ｄＣＯＳＭＩＣＲＯ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ｕｔｕｍｎ

图４　南半球冬季折射指数、气压及温度廓线统计比较结果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ｄＣＯＳＭＩＣＲＯ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ＡｕｓｔｒａｌＷｉｎｔｅｒ

图５　南半球春季折射指数、气压及温度廓线统计比较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ｄＣＯＳＭＩＣＲＯ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ＡｕｓｔｒａｌＳｐｒｉｎｇ

图６　南半球夏季折射指数、气压及温度廓线统计比较结果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ｄＣＯＳＭＩＣＲＯ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ＡｕｓｔｒａｌＳｕｍｍｅｒ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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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比较结果。每幅图中的黑实线是相应大气参数

的平均（相对）偏差曲线，两条黑虚线是平均（相

对）偏差±（相对）标准偏差曲线，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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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３～６各子图（ａ）折射指数廓线的统计比

较结果可见，除了５ｋｍ以下的低对流层，各季节

掩星相对于探空均无系统性偏差。在低对流层，

图４（ａ）中的平均相对偏差及相对标准偏差的绝

对值明显小于其他３个季节，而图６（ａ）中的平均

相对偏差及相对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则明显大于其

他３个季节，反映了低对流层夏季水汽含量较高，

对掩星观测精度的影响较大；而冬季水汽含量较

低，对掩星观测精度的影响较小。在每个季节内，

掩星折射指数的精度在５～２５ｋｍ之间均较高。

图４（ａ）显示在冬季，折射指数相对标准偏差在５

ｋｍ高度处为１．８％，在２５ｋｍ高度处为１．６％；图

６（ａ）则显示在夏季，折射指数相对标准偏差在５

ｋｍ高度处为３．３％，在２５ｋｍ高度处为１．５％。

图３（ａ）及图５（ａ）反映了在其他两个季节，５～２５

ｋｍ高度区间内，折射指数相对标准偏差均在

２．５％内。５ｋｍ以下，由于大气中水汽含量的影

响，折射指数平均相对偏差增大。图６（ａ）显示由

于夏季水汽含量比较大，折射指数平均相对偏差

在２．２ｋｍ处达到了４．８％。在２５ｋｍ以上，由于

电离层改正残余影响等因素，掩星折射指数廓线

的精度逐渐降低。以图４（ａ）为例，折射指数相对

标准偏差在２５ｋｍ以上逐渐增大，在３０ｋｍ处达

到２．２％。

由图３～６各子图（ｂ）气压廓线的统计比较结

果可见，各季节的气压平均相对偏差及相对标准

偏差在低对流层都比较大。以图６（ｂ）夏季为例，

虽然表１中列出的０～３０ｋｍ高度区间内气压总

平均相对偏差为０．１％，但在５～２５ｋｍ区间内，

气压总平均相对偏差只有０．０２％；２５～３０ｋｍ区

间，为０．１６％；而０～５ｋｍ区间内，气压总平均相

对偏差却达到０．３５％，在４．２ｋｍ处达到最大值

１．２％。同样的，表１中列出夏季０～３０ｋｍ高度

区间内气压总平均相对标准偏差为０．８６％。但

在５～２５ｋｍ区间内，气压总平均相对标准偏差

只有０．７％；２５～３０ｋｍ区间内和０～５ｋｍ区间

内的气压总平均相对标准偏差均为１．２％。不同

季节的结果比较显示在５ｋｍ以上，夏季气压廓

线的精度比其他季节高。

由图３～６各子图（ｃ）温度廓线的统计比较结

果可见，各季节５ｋｍ以下，温度平均偏差均呈现

负值。图３（ｃ）所示的秋季温度平均偏差在３．４

ｋｍ高度左右达到－０．６Ｋ；图６（ｃ）所示的夏季温

度平均偏差则在２．６ｋｍ左右达到－０．７Ｋ。与

折射指数和气压相似，温度精度在５～２５ｋｍ之

间比较高。以图６（ｃ）为例，在０～３０ｋｍ整个区

间内，温度标准偏差在１．４～２．８Ｋ间变化，均值

为２．１Ｋ；０～５ｋｍ区间内的温度总平均标准偏

差为２．４Ｋ；５～２５ｋｍ区间内的温度总平均标准

偏差为１．９Ｋ；２５～３０ｋｍ区间内为２．４Ｋ。不同

季节的结果比较显示在各高度层掩星温度廓线的

精度均无显著差异。

４　结　语

本文将２００８０３０１～２００９０２２８１ａ的时间

分为南半球的秋、冬、春、夏４个季节。在各季节

内，以３ｈ、３００ｋｍ为配对标准，利用澳大利亚气

象局提供的无线电探空资料对０～３０ｋｍ高度区

间内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折射指数、气压及温度廓线的

精度进行了研究，并对不同季节掩星廓线的精度

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虽然就整个高度区间平

均而言，春季掩星廓线的精度最差，但不同高度区

间掩星廓线的精度差别较大。无论折射指数、气

压还是温度，掩星廓线在５～２５ｋｍ区间的精度

都优于０～５ｋｍ与２５～３０ｋｍ区间。在０～５ｋｍ

的低对流层，由于水汽的影响，夏季的折射指数廓

线精度最低；冬季则最高。在５ｋｍ以上，夏季气

压廓线的精度比其他季节高。不同季节各高度层

掩星温度廓线的精度则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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