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７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１５。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５０８３４００４）；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０ＱＮＡ２０）；江苏高校优势

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ＰＡＰＤ）。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２）１１１３６０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电离层总电子含量时空特征分析及分区建模

刘志平１　赵自强１　郭广礼１

（１　中国矿业大学国土环境与灾害监测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徐州市大学路１号，２２１１１６）

摘　要：利用地统计方法研究了全球 ＶＴＥＣ时空分区特征，提出了ＩＯＮＥＸ单天产品发布的改进策略和

ＶＴＥＣ时空分区建模方法，包括组合函数与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背景场建模方法。纬度１０°～７０°、经度６０°～１８０°范

围内单天ＶＴＥＣ分区建模与结果分析表明，分区建模极大地降低了模型的复杂性。上述两种方法均可得中低

纬分区犅１３约为高纬分区犃２３中误差（２～３ＴＥＣＵ）的２倍，验证了顾及ＶＴＥＣ时空特征分区建模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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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离层监测与延迟改正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全

球电离层改正模型的不断完善。目前，已经由

Ｂｅｎｔ模型发展至 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ＧＰＳ采用）、

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Ｇａｌｉｌｅｏ采用）和国际参考电离层

模型（ＩＲＩ）
［１，２］。为加快电离层研究，国际 ＧＮＳＳ

服务组织ＩＧＳ１９９８年开始发布全球单天电离层

服务产品ＩＯＮＥＸ（内容为经差５°"纬差２．５°"时

差２ｈ的天顶总电子含量）
［３］。在ＶＴＥＣ预报方

面，文献［４８］分别进行了研究。此外，文献［９，

１０］还分别研究了电离层延迟在时间尺度上的季

节性特征。然而，以上ＶＴＥＣ建模思路大多是基

于时空分离的数据驱动模式［７］。即便是时空相关

模式，也往往是２～４ｈ较短时段内的电离层模

型，在建模过程中均未顾及ＶＴＥＣ地图时空尤其

是空间分区特征。鉴于此，本文对ＶＴＥＣ时空分

区特征分析及建模进行了研究。

１　犞犜犈犆时空特征分析

１．１　经纬向变异函数

利用２０１０年典型年积日８０（春分）、１７２（夏

至）、２６６（秋分）及３５６（冬至）４ｄ的ＩＧＳ组织发布

的全球ＶＴＥＣ格网数据（经差５°"纬差２．５°），利

用地统计方法分别进行经度、纬度方向的半方差

计算。结果发现，不同方向的变异函数图像基本

均呈线性变化，但不同季节变程存在细小差异。

夏季经纬向变程分别约为１６０°、８０°，其他季节经

纬向变程则基本相同，分别约为１４０°、７０°。限于

篇幅，插页Ⅳ彩图１仅显示了年积日２６６天经纬

度方向的变异函数图像。

从插页Ⅳ彩图１可以看出，对于经度方向，低

纬度较高纬度地区的偏基台值大得多，表明

ＶＴＥＣ地图在纬度方向上差异较大。对于纬度

方向，不同经度地区的偏基台值差异相对较小，表

明ＶＴＥＣ地图在经度方向的差异相对较小。此

外，经纬向变程分别约为１４０°、７０°，表明 ＶＴＥＣ

地图并非在全球范围内空间相关，而且经向空间

相关性高于纬向空间相关性。

１．２　空间维分区特征

为进一步研究ＶＴＥＣ在空间维的特征，绘制

了２０１０年春分、夏至、秋分及冬至日相邻经纬度

的ＶＴＥＣ关系图，发现均呈较严格的线性关系。

插页Ⅳ彩图２显示了秋分日纬度３０°与相邻纬度

２７．５°、经度９０°与相邻经度９５°的ＶＴＥＣ关系。

由插页Ⅳ彩图２可知，若分别对全球（经度

－１８０°～１８０°，纬度－８７．５°～８７．５°）经、纬度方向

进行邻域ＶＴＥＣ线性拟合，所得中误差及平均相

对误差可表示空间分区特征。采用２０１０年以上

４ｄ的ＶＴＥＣ数据进行特征计算，结果分别如插

页Ⅳ彩图３、彩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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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插页Ⅳ彩图３可以看出，中误差关于赤道

呈驼峰对称，且春秋季、冬季、夏季中误差依次减

小，具有显著的季节性特征。此外，纬度－３５°～

３５°范围内的中误差是其他纬度地区的２～３倍，

呈现三个明显的分区，即－８７．５°～－３５°（犆）、－

３５°～３５°（犅）、３５°～８７．５°（犃）。结合平均相对误

差结果，分区犆可细分为－８７．５°～－７０°（犆２）和

－７０°～－３５°（犆１）；分区 犅 可细化为－３５°～

－１０°（犅３）、－１０°～１０°（犅２）和１０°～３５°（犅１）；分

区犃可细分为３５°～７０°（犃２）和７０°～８７．５°（犃１）。

因此，ＶＴＥＣ在全球纬度范围内可划分为７个不

同局部特征的分区，并建议在纬度－３５°～３５°范

围内提供１°纬差的ＶＴＥＣ产品。

由插页Ⅳ彩图４可知，拟合中误差在经度方

向无显著差异，而季节性特征依然明显，进一步表

明地球处于近日点（春分、秋分）的ＶＴＥＣ较处于

远日点（夏至、冬至）的复杂。结合平均相对误差

可发现，经度－６０°～６０°区域春季的趋势性变化

略异于其他区域。此外，顾及到经度方向的变程

距离，将ＶＴＥＣ在全球经度范围内划分为－１８０°

～－６０°（主要包括美洲）、－６０°～６０°（欧洲、非洲）

和６０°～１８０°（亚洲）３个分区。

１．３　时间维分区特征

与ＶＴＥＣ空间维特征分析类似，绘制不同分

区于某时刻相邻日的ＶＴＥＣ关系图，发现在时间

维也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特征。插页Ⅳ彩图５显

示了分区犅１３分别于０ｈ、８ｈ时刻相邻日（年积

日２６５与２６６）的ＶＴＥＣ关系图。

由插页Ⅳ彩图５可知，若对分区内某时刻相

邻日的ＶＴＥＣ进行时域线性拟合，所得中误差可

表示时间维特征。因此，选取分区犃２３和犅１３

（覆盖了我国陆地范围），分别采用２０１０年４个季

节性相邻日（年积日７９与８０（春分）、１７１与１７２

（夏至）、２６５与２６６（秋分）、３５５与３５６（冬至））的

ＶＴＥＣ格网数据进行时域线性拟合与均值计算，

结果如插页Ⅳ彩图６所示。

从插页Ⅳ彩图６可看出，对于分区犅１３，春分

日、秋分日及冬至日ＧＰＳ时４～１０ｈ的中误差是其

他时段的２～４倍，呈时段分区特征，建议４～１０ｈ

时段由原来２ｈ加密为１ｈ间隔；而对分区犃２３，春

夏秋冬单天中误差均未有显著时段分区现象，表明

分区犅１３除夏季外可进行分时段建模，而分区犃２３

可以单天全时段建模。同时，春季、秋季的ＶＴＥＣ

中误差远大于夏季、冬季，表明太阳与地球距离越

近，ＶＴＥＣ变化越复杂。对于分区犅１３，春分日、夏

至日、秋分日的平均ＶＴＥＣ在ＧＰＳ时８ｈ达最高

峰值，冬至日在６ｈ达最高峰值；对于分区犃２３，春

分日、夏至日、秋分日平均ＶＴＥＣ在６ｈ达最高峰

值，冬至日在４ｈ达最高峰值，表明中低纬度（分区

犅１３）较高纬度（分区犃２３）平均ＶＴＥＣ约晚２ｈ达

最高峰值（夏季除外）。此外，分区犅１３和分区犃２３

春夏秋冬的平均ＶＴＥＣ均在ＧＰＳ时２０ｈ达最低

峰值，２０～２４ｈ缓慢增大。

２　犞犜犈犆时空分区与建模

２．１　全球犞犜犈犆时空分区

由前述结论可知，ＶＴＥＣ在全球的空间维可分

为２１个分区，在各个分区内独立建模能有效提高

模型的精度及预报能力，各分区及其编号见图

１（ａ）。单天ＶＴＥＣ值在ＧＰＳ时０～２０ｈ先递增后递

减，在２０～２４ｈ缓慢增大，这种４ｈ的翘尾现象增

加了ＶＴＥＣ单天时序建模的难度。鉴于此，顾及时

间维的连续性，将ＶＴＥＣ单天时序图像前移４ｈ，则

可获得单波峰的ＶＴＥＣ单天时序图像，见图１（ｂ）。

图１　全球ＶＴＥＣ时空特征分区

Ｆｉｇ．１　ＧｌｏｂａｌＶＴＥ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

　　由图１（ｂ）可知，对于在 ＧＰＳ时８ｈ取得

ＶＴＥＣ最高峰值的情况，通过前一天２０ｈ、２２ｈ、２４

ｈ和当天０～２０ｈ的数据合并排列为新时间系统下

０～２４ｔ的ＶＴＥＣ单天时序，其时间中心１２ｔ获得

ＶＴＥＣ最高峰值；对于在ＧＰＳ时６ｈ取得最高峰值

的情况，同理合并为新时间系统下４～２８ｔ的单天

时序，其在时间中心１４ｔ获得最高峰值；依此类推，

可得４ｈ最高峰值时新的ＶＴＥＣ时序排列，其时间

１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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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为１６ｔ。在新时间系统下的ＶＴＥＣ时序图像

呈现单峰特征，便于ＶＴＥＣ单天时序建模。

２．２　单天犞犜犈犆分区建模结果与分析

由于我国陆地范围被犅１３（１０°～３５°×６０°～

１８０°）与犃２３（３５°～７０°"６０°～１８０°）分区所覆盖，

同时顾及秋季ＶＴＥＣ变化相对复杂，故对秋分日

单天（经图１时间调整后）ＶＴＥＣ格网序列进行分

区犅１３与犃２３时空建模研究。图２显示了经度

９０°ＶＴＥＣ格网序列，图３显示了经时间调整后的

秋分日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与ＩＧＳ发布产品的关系图。

图２　经度９０°单

天格网ＶＴＥＣ

Ｆｉｇ．２　ＶＴＥＣＧｒｉｄＳｅｒｉｅｓ

ａｔ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９０°

　　

图３　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

与ＩＧＳ产品关系

Ｆｉｇ．３　ＶＴＥ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ＲＩ２００７

ａｎｄＩＧＳＰｒｏｄｕｃｔ

图２中，自左至右各单峰周期表示各纬度（以

２．５°纬差自７０°至１０°）单天 ＶＴＥＣ时序，分区

犃２３和犅１３的显著差异增加了两个分区整体时

空建模的复杂性。此外，两分区其他经度的单天

ＶＴＥＣ时序与图２大致形成左右和上下平移的关

系。鉴于此，采用多项式与三角函数组合模型对

各分区单天ＶＴＥＣ时序图像分别进行时空描述：

ＶＴＥＣ 狓，狔，（ ）狋 ＝犪＋犫狋＋ 犮０＋犮１珔λ＋…＋犮犿珔λ（ ）犿 ·

ｓｉｎα＋β
珔
φ π／２４（ ）狋＋犱１珔φ＋…＋犱狀珔φ

狀 （１）

式中，珔λ＝ λ左－（ ）λ／５，珔φ＝ φ－φ（ ）右 ／２．５，分别表

示标准化的经纬度；犿、狀为多项式阶数。

图３中，相同时刻、经纬度的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值

与ＩＧＳ发布的结果存在近似线性相关性，且分区

犃２３较分区 犅１３的相关性更加显著，验证了

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在高纬度较低纬度更符合实际，同

时进一步表明了空间分区的合理性。鉴于此，采

用多项式模型对各分区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值与ＩＧＳ结

果进行拟合研究：

ＶＴＥＣＩＧＳ＝犪０＋犪１ＶＴＥＣＩＲＩ０７＋

…＋犪犿ＶＴＥＣ
犿
ＩＲＩ０７ （２）

　　基于图２和图３的分析，采用以下两个方案

进行单天 ＶＴＥＣ 时空建模研究。方案①：按

式（１）分别采用分区犃２３（高纬度）、犅１３（中低纬

度）秋分日单天全时段建模，比较两个分区单天时

空模型中误差，结果见表１。方案②：以ＩＲＩ２００７

模型为背景场，按式（２）分别对分区犃２３、犅１３秋

分日单天全时段进行多项式拟合建模，并比较两

个分区单天时空模型精度，结果见表２。

由表１可看出，分区犃２３时空模型中误差为

１．３９３ＴＥＣＵ，表明采用７参数模型便可较好地

描述高纬度分区的单天 ＶＴＥＣ时空图像。而中

低纬度分区犅１３采用８参数描述的单天时空模

型中误差为５．５５５ＴＥＣＵ，表明 ＶＴＥＣ时空图像

的复杂性随纬度的降低而增加。总之，以上模型

能够基本解释ＶＴＥＣ时空变化图像，通过空间分

区和时间调整摒弃了地方时参数，结构简单，便于

求解。分析表２可得，以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值为背景

场，通过多项式回归建模分别得到分区犃２３和

犅１３的单天时空模型，同样反映了建模误差随纬

度的变化规律。其中，分区犃２３时空模型中误差

为２．２７３ＴＥＣＵ，略高于方案①，而分区犅１３时空

模型中误差为４．３２８ＴＥＣＵ，略低于方案①，验证

了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的全球统计平均性质。

利用表１和表２所建模型分别对年积日２８０

（相隔１５ｄ）的ＶＴＥＣ进行预报，可得方案①分区

犃２３、犅１３的预报中误差分别为２．７１４ＴＥＣＵ和

７．４１３ＴＥＣＵ，方案②分区犃２３、犅１３的预报中误

差分别为２．５２４ＴＥＣＵ和５．８２３ＴＥＣＵ，表明中

低纬分区犅１３约为高纬分区犃２３中误差的２倍，

验证了顾及ＶＴＥＣ时空特征分区建模的正确性。

此外，方案②由于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背景场的自适应

性使其预报效果优于方案①，若基于时间维的分

区特征顾及分时段建模策略，可望进一步提高

ＶＴＥＣ时空建模及预报精度。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仅采用了２０１０年季节典

型日数据，而 ＶＴＥＣ的复杂性与太阳黑子活动

（周期约１１ａ）有密切联系，所得结论在其他年份

的实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和提高。

表１　方案①秋分日单天时空模型

Ｔａｂ．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Ｄｏｙ２６６ｂｙＦｉｒｓｔＳｃｈｅｍｅ

分区
参数

犪 犫 犮０ 犮１ α β 犱１ 犱２

犃２３
估计值 ９０．２５７ ０．２９５ １１６．７５０ －０．１７１ ３．６６９ －０．０７２ －４．２７６ 

Ｔ检验 ５９．６５８ ６．３５３ １０８．８８５ １０．９７１ ２８．１２１ ５．１７９ ３６．１０５ 

犅１３
估计值 ５２．１０９ １．１８０ ３５０．７８８ －４．４３９ ２．２７０ ０．３２６ ３１．０００ －３．５７４

Ｔ检验 ７．５６４ ６．３２２ ６２．００８ ５．３８３ １４．２００ ９．０４２ １５．４８１ ２１．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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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方案②秋分日单天时空模型

Ｔａｂ．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Ｄｏｙ２６６ｂｙ

ＳｅｃｏｎｄＳｃｈｅｍｅ

分区参数
犃２３ 犅１３

犪０ 犪１ 犪０ 犪１

估计值 ６．４６４ １．４８９ ３６．４２５ １．４２９

Ｔ检验 ４．４３８ ７８．６０１ １９．７０５ １２１．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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