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６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１年４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６Ｎｏ．４

Ａｐｒ．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３０５。

项目来源：国家教育部公派留学生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８６２７００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９０４００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

作中澳特别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９１１１２００２４）；武汉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资助项目（０９１０４８６４５）。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４６７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联合地基犌犘犛和空基犆犗犛犕犐犆
掩星的可降水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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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气象观测数据和ＩＧＳ地面跟踪站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利用现

有可获取的地面ＣＯＲＳ网络和中国区域ＩＧＳ跟踪站联合ＣＯＳＭＩＣ掩星事件进行了处理分析，研究并设计了

基于网络的大气可降水量估计服务系统。

关键词：ＧＰＳ气象；ＣＯＳＭＩＣ；大气可降水量；精密单点定位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

　　根据搭载平台的不同，ＧＰＳ气象可以分为地

基ＧＰＳ气象和空基 ＧＰＳ气象。国内开展地基

ＧＰＳ遥感水汽理论研究起步较早
［１４］，欧洲、日本

等区域已经实现了地基与空基两种技术融合的

ＧＰＳ水汽系统。目前少有文献对中国国内现有

ＧＰＳ观测网络与掩星观测融合的可行性进行分

析。随着国内城市级、省级ＣＯＲＳ网络的逐渐完

善，融合这两种技术进行ＧＰＳ气象应用具有很大

的研究与应用价值。

１　犆犗犛犕犐犆掩星观测和犘犘犘技术

的大气可降水量估计

１．１　犆犗犛犕犐犆

ＣＯＳＭＩＣ是一个由６颗低轨卫星组成的用

于天气、气候和电离层观测的空基 ＧＰＳ观测系

统，该系统被设计为一个每天提供全球约２５００

次掩星事件的空基观测网。由于ＣＯＳＭＩＣ配备

了专为掩星测量而设计的前后两个方向的高增益

专用天线，因此，数据质量好于以往单颗ＬＥＯ掩

星计划［５］。

ＣＯＳＭＩＣ的ｗｅｔＰｒｆ产品提供了０．１ｋｍ 垂

直分辨率的可计算大气可降水量的相关断面数据

（大气温度、气压、水汽压以及折射指数），其垂直

范围从平均海平面到４０ｋｍ高空。图１为２０１０

０１０１ＣＯＳＭＩＣＣ００１卫星在 ＵＴＣ０４：２１时刻发

生的一次掩星观测所对应的大气廓线图。

图１　ＣＯＳＭＩＣ掩星事件大气廓线图

Ｆｉｇ．１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ＳＭＩＣ

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根据文献［６］有以下计算公式：

犖狑 ＝３．７３１０
５犘狑
犜２
，犖犺 ＝７７．６

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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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 ＝犖狑＋犖犺

ＺＷＤ＝∑
犿

犻＝１

犖狑犻Δ犺

烅

烄

烆 犻

（１）

　　通过ｗｅｔＰｒｆ资料可以得到掩星事件发生地

点压强、温度、水汽压的廓线资料，通过式 （１）可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４月

计算天顶湿延迟：

ＰＷＶ＝ΠＺＷＤ （２）

式中，取Π＝１／６．５。

１．２　犘犘犘技术

ＰＰＰ技术利用ＩＧＳ公布的精密星历和钟差

文件，通过线性组合消除一阶电离层延迟、经验模

型消除对流层天顶流体静力学延迟及其他误差

项，经过数据预处理（粗差探测及剔除、周跳探

测），并将天顶湿延迟随同其他未知参数利用卡尔

曼滤波一起估计，经过一段时间收敛以后，即可获

得稳定的对流层参数估值，利用式（２）即可计算出

测站上空的大气可降水量。

２　中国区域犆犗犛犕犐犆掩星事件分布

及犘犠犞拟合分析

２．１　犘犘犘与犆犗犛犕犐犆反演的犘犠犞精度比较

为了融合地基和空基大气可降水量，选取同

时含有气象观测数据和对流层产品的１６个ＩＧＳ

地面跟踪站，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内找出与这些跟

踪站共址观测的２４个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测。共址

观测的标准选为：水平经纬度差距小于１°，高度

差距小于０．３ｋｍ，时间分辨率差距小于５ｍｉｎ。采

用ＰＰＰ技术处理地基ＧＰＳ观测数据，获得相应

的ＺＴＤ、ＺＨＤ、ＺＷＤ、ＰＷＶ值，并与ＣＯＳＭＩＣ掩

星观测的结果比较，如表１所示。

表１　犆犗犛犕犐犆掩星观测与地基犌犘犛反演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ｄＣＯＳＭＩＣ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ＰＰ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差值 均值／ｍ 标准差／ｍ

ＺＴＤ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４８０

ＺＨＤ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４２６

ＺＷＤ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８７

ＰＷ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３

　　由表１可知，利用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测与利用

ＰＰＰ技术的地基ＧＰＳ反演得到的ＰＷＶ差值的

均值为－０．６ｍｍ、标准差为１．３ｍｍ，说明由这两

种方法计算得到的ＰＷＶ处于同一精度级别，可

以联合这两种技术进行大气可降水量的研究。

２．２　中国区域犆犗犛犕犐犆掩星事件分布

ＧＰＳ空基掩星技术虽然具有全球覆盖的优

点，但是对于掩星事件的发生目前还很难预测［５］。

为了利用空基 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测来增强地基

ＧＰＳ网络，首先必须对ＣＯＳＭＩＣ在中国区域的掩

星事件分布情况进行研究。本文对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共５９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气象观测数据进行了分

析，记录了每天ＣＯＳＭＩＣ掩星事件发生的情况。

结果显示，全球范围内平均每天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

事件可达１７０４次，中国区域（经度：７５°～１２８°，纬

度：２０°～５１°）平均每天可达６１次。从０：００开

始，以每２ｈ为一时段全天共１２个时段，平均每

个时段的掩星事件次数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中国区域平均每天各时段掩星事件

次数直方图

Ｆｉｇ．２　Ａｍｏｕｎｔ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ｏｎ２ｈＢａｓｉｃＥａｃｈＤａｙ

由图２可以看出，中国区域平均每天每个时

段的掩星次数为５．０８次，不过实际中可能存在某

一时段无掩星事件发生或者发生次数较多。结果

显示，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测对于中国区域内ＰＷＶ

估值的采样点数量可以起到一定的增强效果。

２．３　中国区域犘犠犞拟合分析

采用２０１００１０１全天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和中

国区域地基 ＧＰＳ测站（包括８个ＩＧＳ测站
［７］和

２１个ＣＯＲＳ测站），以２ｈ为时间分辨率，全天共

１２个时段，每个时段的掩星事件数目如表２所

示。关于ＰＷＶ拟合方法可以参见文献［８］。

表２　各个时间段掩星事件

Ｔａｂ．２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ｓｆｏｒＳｅｓｓｉｏｎ

时间 掩星事件数目 时间 掩星事件数目

００：００～０２：００ ８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７

０２：００～０４：００ １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３

０４：００～０６：００ ３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 ２

０６：００～０８：００ ７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９

０８：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 ５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１１ ２２：００～２４：００ ８

　　图３给出了１２：００１４：００时段由单独２９个

地基ＧＰＳ测站拟合出的ＰＷＶ分布图，以及加入

７个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测后拟合的分布图。图中，

“○”代表地基 ＧＰＳ测站，“＋”代表ＣＯＳＭＩＣ掩

星事件。这两幅图的经度范围为７４．７°～１２１．２°，

纬度范围为２４．８°～４３．８°。

在图３（ａ）中，较密集的地基ＧＰＳ测站为城市

级ＣＯＲＳ系统，尽管共有２９个地基ＧＰＳ测站，但

地基ＧＰＳ测站并没有均匀分布于整个区域，西边

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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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边大部分区域几乎无地基ＧＰＳ测站覆盖，所

以这些地区的ＰＷＶ拟合精度不高。由图３（ｂ）

可以看出，在加入ＣＯＳＭＩＣ观测事件后，北边和

西边区域增加了５个掩星观测事件，使得这些无

地基ＧＰＳ测站的区域ＰＷＶ分布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原来没有地基ＧＰＳ测站区域的ＰＷＶ分布

更加细致。

图４是０８：００～１０：００时段中国某局部区域

（经度：１０９．６°～１２１．２°，纬度：２９．６°～３４．３°）分别由

地基ＧＰＳ测站以及加入掩星事件后拟合得到的

ＰＷＶ分布图。在图４（ａ）中，该区域共有８个地基

ＧＰＳ测站。图４（ｂ）为该区域加入两个ＣＯＳＭＩＣ掩

星事件后拟合得到的ＰＷＶ分布图。相对于图４

（ａ），图４（ｂ）显示的ＰＷＶ分布变化不大，这说明掩

星事件的加入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改进，只是使得

ＣＯＲＳ系统区域内部的拟合效果变得更细致；同时

也说明ＣＯＳＭＩＣ掩星得到的ＰＷＶ估值和地面

网拟合得到的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图３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Ｔ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ＰＷＶ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ＰＷＶＭａｐｆｒｏｍ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ｏｎ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图４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Ｔ０８：００１０：００ＰＷＶ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ＰＷＶＭａｐｆｒｏｍ０８：００～１０：００ｏｎ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结果表明，在地基ＧＰＳ网络中加入ＣＯＳＭＩＣ

掩星事件对于拟合ＰＷＶ分布可以起到一定的增

强效果。但是，由于目前ＣＯＳＭＩＣ掩星事件和地

面可获取ＧＰＳ测站的数量和分布限制，其增强效

果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３　基于网络的大气可降水量估计服

务系统

　　目前，可公开利用的地面ＣＯＲＳ网络并不能

均匀覆盖中国区域。利用ＡＳＰ．ＮＥＴ技术，本文

设计了一个基于网络的大气可降水量服务系统。

该系统提供了通信接口，若用户需要水平分辨率

更高的局部大气可降水量产品，可在局部区域内

自设地基ＧＰＳ测站，利用通信技术将观测数据发

送至系统服务器，系统将自动联合处理新增观测

数据与基础观测数据，从而得到空间分辨率更高

的ＰＷＶ产品。

基于网络的大气可降水量服务系统包括系统

管理、数据处理、在线服务等。系统管理包括用户

注册及权限管理、运行记录管理、查询管理、系统

升级维护、通信接口管理等；数据处理分为ＣＯＳ

ＭＩＣ掩星数据处理、地基 ＧＰＳ测站数据处理、

ＰＷＶ拟合；在线服务为信息发布、系统帮助等，

提供ＰＷＶ的各种产品信息。

该系统获取的基本数据为中国区域内的８个

ＩＧＳ跟踪站以及ＣＯＳＭＩＣ掩星的观测数据。系

统可以获取ＩＧＳ跟踪站和ＣＯＳＭＩＣ掩星的观测

数据，用户可自设地基ＧＰＳ测站链接该系统进行

联合处理。系统获取数据后将分别对地基 ＧＰＳ

测站数据和 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测进行处理求出

ＰＷＶ值，再利用所得到的数据进行拟合从而得

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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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区域性的ＰＷＶ分布图。用户亦可指定经纬度

坐标，系统会自动反馈指定地点的ＰＷＶ值。系

统每２ｈ提供一次中国区域的地基ＧＰＳ和ＣＯＳ

ＭＩＣ掩星事件的分布图、ＰＷＶ拟合分布图，同时

提供部分原始数据、ＰＷＶ分布图的ＡｒｃＧＩＳ标准

格式文件、生成ＰＷＶ分布图的 ＭＡＴＬＡＢＭ 文

件等供用户下载。同时系统会将每个时段得到的

数据存入数据库，供下载分析。图５为系统的其

中一个运行界面，其利用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显示了在

某一时段地基ＧＰＳ及ＣＯＳＭＩＣ掩星事件的分布

情况，标记为 ＣＯＳＭＩＣ 掩星事件或地基 ＧＰＳ

测站。

图５　系统运行界面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ＷＶ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致谢：感谢ＩＧＳ提供的ＧＰＳ原始观测数据和

相关数据产品，ＣＯＳＭＩＣ提供的掩星观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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