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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犌犘犛掩星弯曲角确定对流层顶高度

高　攀１　徐晓华１　张小红１　吕翠仙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利用ＣＯＳＭＩＣ提供的ＧＰＳ无线电掩星观测数据，从掩星弯曲角廓线出发确定对流层顶高度，并分别

与对应的掩星温度廓线确定的温度最低点对流层顶（ｃｏｌｄｐｏｉｎｔｔｒｏｐｏｐａｕｓｅ，ＣＰＴ）和温度递减率 对流层顶

（ｌａｐｓｅｒａｔｅｔｒｏｐｏｐａｕｓｅ，ＬＲＴ）、无线电探空（距离掩星事件３００ｋｍ以内、观测时间差异３ｈ以内）温度廓线确

定的ＣＰＴ和ＬＲＴ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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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

　　近年来，ＧＰＳ无线电掩星技术作为一种探测

地球大气的新技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ＧＰＳ

无线电掩星能提供全球覆盖的全天候、高精度、高

垂直分辨率、长期稳定的大气参数廓线［１］，这些观

测资料是进行大气对流层顶结构变化研究的理想

数据源。现有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掩星弯曲角廓

线出发反演温度廓线，由温度廓线确定 ＧＰＴ或

ＬＲＴ
［２］，进而分析对流层顶温度和高度的全球分

布与变化特性［３４］。这种方法的缺陷是由掩星弯

曲角廓线反演温度廓线的过程中引入了局部球对

称、流体静力平衡、理想气体状态等假设［１］，利用

反演得到的掩星温度廓线来确定对流层顶参数不

可避免地会受到上述假设条件的影响。因此，本

文研究直接利用弯曲角廓线确定对流层顶高度的

方法，并利用ＣＯＳＭＩＣ观测数据进行实验和分

析，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

１　犌犘犛掩星探测地球大气

利用掩星探测地球大气的数据处理流程主要

包括几个部分［１］：

１）由掩星观测数据计算大气掩星附加相位

延迟。

２）由信号附加相位时延数据出发，计算随碰

撞高度变化的弯曲角α（犪），其中，犪是碰撞参数。

３）在地球大气局部球对称的假设下，利用

Ａｂｅｌ积分反演得出大气折射指数的垂直廓线：

狀（犪０）＝ｅｘｐ
１

π∫
∞

犪
０

α（犪）

犪２－犪０槡
２
ｄ［ ］犪 （１）

式中，犪０ 为当前射线的碰撞参量；狀为折射指数。

４）大气参数廓线反演：

犖 ＝ （１－狀）·１０
６
＝７７．６·

犘
犜
＋

３．７３·１０５·
犘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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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犘 与犘狑 分别为总气压和水汽分压；犜是大

气温度。一定高度（犜＝２３０Ｋ）以上可以忽略水

汽分压，将大气看成理想气体，利用理想气体状态

方程和流体静力平衡方程可得到干大气温、压廓

线。在７～８ｋｍ以下，水汽压的反演需要一个先

验温度剖面作为输入参数，先验温度剖面可以是

测量的，也可以来自数值天气预报模式。

从以上ＧＰＳ掩星数据反演流程可以看出，由

弯曲角廓线到温度廓线的反演过程中假设了上部

对流层到平流层的水汽含量可忽略，实际大气状

态并不满足这一假设；而湿温度廓线的反演不是

由掩星数据独立获得，在其反演过程中引入了一

个先验温度剖面。另一方面，温度反演过程中应

用了流体静力平衡方程、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而实

际大气状态特别是在热带地区，并不遵循这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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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模式。ＧＰＳ掩星温度廓线、无线电探空数据和

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ＣＥＰ）再分析数据的

比较也表明热带对流层顶区域ＧＰＳ掩星温度与

相关验证数据存在较大差异［５］。这些因素均导致

由掩星温度廓线出发研究对流层顶结构存在误差

影响，而直接从弯曲角廓线出发确定对流层顶高

度不需进行上述假设，可以避免由假设引起的大

气反演误差。

２　由掩星弯曲角确定对流层顶

由式（２）近似得
［６］：

ｌｎ狀≈
７７．６

１０６
·犘
犜

（３）

联立参考文献［６］中弯曲角的梯度得到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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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犘是大气压；犜 为大气温度；Φ为信号路径

方向与径向之间的夹角。

图１中的数据是２００８０３０２Ｔ２３：００（ＵＴＣ）

无线电探空站 ＷＥＩＰＡ（１２．６８°Ｓ，１４１．９２°Ｅ）的探

空数据（数据１）和当晚２３：１９时其上空的ＣＯＳ

ＭＩＣ掩星（１０．７８°Ｓ，１３９．７９°Ｅ）数据（数据２）。在

１～２０ｋｍ的高度范围内，ｔａｎΦ随高度的变化接

近０．０９５％，可以忽略不计
［７］。图１（ａ）、１（ｂ）分别

表示式（４）中右边括号内的第一项ｄ犘／ｄ犎 和

ｄ犜／ｄ犎 随高度的变化。从图１（ａ）可以看出，ｄ犘／

ｄ犎 随高度变化比较平缓，并且总是负值；而图１

（ｂ）显示ｄ犜／ｄ犎 在１７．７ｋｍ以下主要在小于０

的范围内变化，在１７．７ｋｍ处也就是ＣＰＴ对流层

顶处突然由负值变为正值，即是等式（４）中右边括

号内的第二项在对流层顶（ＣＰＴ）处突然由正值变

为负值，因此，温度的任何变化都会在α′中表现出

来。在对流层顶（ＣＰＴ）处，温度梯度变为０时，α′

有一个最大值；当温度梯度变为正值后，α′快速减

小。图１（ｃ）表示了α′随高度的变化，从图中可以

明显看出α′有两个波动变化较大的高度区间为０

～１０ｋｍ与１５～２０ｋｍ。在０～１０ｋｍ范围内，大

的波动是由温度梯度与湿度梯度共同作用引起

的，在１５～２０ｋｍ范围内较小的波动则主要是由

温度梯度引起的。从图１（ｄ）中可以看出，在接近

ＣＰＴ对流层顶时较小的波动变得更为显著，在此

高度范围内α′有一个最大值，对应的高度基本与

ＣＰＴ确定的高度一致，所以α′的最大值可以用来

确定对流层顶。

通过大量的α′廓线和温度廓线验证，可以得出

利用弯曲角确定对流层的准则［７］：在湿大气之上的

高度范围内，检验两个条件：①α′有一个峰值α′０；②

α′０对应的高度上下１ｋｍ内的α′值都小于α′０。

如果同时满足条件①、②，则对应的高度就是

对流层顶的高度，如果不满足则继续寻找下一个

峰值。

３　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的掩星数据是 ＣＤＡＡＣ 提供的

ＣＯＳＭＩＣ近实时数据产品下的Ｌｅｖｅｌ２级数据资

料。为了验证利用掩星弯曲角确定对流层顶的正

确性，选取了澳大利亚提供的探空观测资料数据

作为对比。

本文采用的由弯曲角出发确定对流层顶的方

法进行了大量计算，得到了对流层顶高度，并将该

对流层顶高度分别与对应的掩星温度廓线确定的

ＣＰＴ和ＬＲＴ、无线电探空（距离掩星事件３００ｋｍ

以内、观测时间差异３ｈ以内）温度廓线确定的

ＣＰＴ和ＬＲＴ进行了比对，图２列出了部分结果。

图１　大气压梯度、温度梯度、弯曲角梯度以及温度随高度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Ｂ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图２（ａ）、２（ｂ）、２（ｃ）中的３幅子图分别表示

由ＣＯＳＭＩＣ掩星弯曲角梯度廓线确定的对流层

顶、探空观测数据温度廓线确定的ＣＰＴ和ＬＲＴ

以及 ＣＯＳＭＩＣ 掩星温度廓线确定的 ＣＰＴ 和

８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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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掩星弯曲角梯度廓线、探空温度廓线、掩星温度廓线确定的对流层顶高度

Ｆｉｇ．２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Ｂ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ａｎｄｆｒｏｍＣＯＳＭＩＣ

ＬＲＴ。图２中温度廓线图上的圆圈和横线分别

表示ＣＰＴ、ＬＲＴ。参与比较的３个探空站分别是

低纬的ＬＥＡＲＭＯＮＴＨ（２２．２４°Ｓ，１１４．１０°Ｅ）、中

纬的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３７．６６°Ｓ、１４４．８３°Ｅ）、高纬

的ＣＡＳＥＹ（６６．２８°Ｓ、１１０．５４°Ｅ）３个探空站，其上

空对应的掩星事件发生的 ＵＴＣ 时间分别为

２００８０１１３Ｔ２０：５９、２００８０７１１Ｔ１１：５９和２００８

０１０９Ｔ０８：４２。

从图２（ａ）中可以看出，ｄα／ｄ犺在对流层顶附

近的最大值为－２．３×１０－４，最小值为－８．５×

１０－４。根据上述由弯曲角确定对流层顶的准则判

定出该对流层顶的高度为最大值－２．３×１０－４对

应的高度１７．６ｋｍ。图２（ｂ）、２（ｃ）分别表示中、高

纬地区的对流层顶，尽管ｄα／ｄ犺在中、高纬地区有

较大波动，但根据上述的由弯曲角确定对流层顶

的准则，同样可以清晰地判断对流层顶的高度分

别为１１．２ｋｍ和７．６ｋｍ。图２（ｂ）中第二幅图由

探空温度廓线确定的ＣＰＴ高度为１１．３ｋｍ，ＬＲＴ

高度为１１．２ｋｍ，图２（ｂ）中第三幅图由掩星温度

廓线确定的 ＣＰＴ 高度为１１ｋｍ，ＬＲＴ 高度为

１０．８ｋｍ。通过对比发现，从掩星弯曲角出发确

定的对流层高度比掩星温度廓线确定的对流层高

度更接近探空温度廓线确定的对流层顶高度，与

参考文献［７］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图２（ａ）中的

第二幅图和图２（ｂ）中的第三幅图分别显示，在高

度１７．３～１８ｋｍ、１０．７～１１．２ｋｍ范围内，温度变

化缓慢，温度最低点位置不明显，因此，由温度廓

线不易确定ＣＰＴ；而在相应的高度范围内，弯曲

角梯度有一个明显的峰值，可以清晰地判断出对

流层顶的高度。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测数据，从掩星弯

曲角廓线出发确定对流层顶高度，并分别与对应

的掩星温度廓线确定的ＣＰＴ和ＬＲＴ、无线电探

空（距离掩星事件３００ｋｍ以内、观测时间差异３

ｈ以内）温度廓线确定的ＣＰＴ和ＬＲＴ进行了比

９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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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果表明，从弯曲角出发能确定对流层顶高

度，与探空温度廓线确定的对流层顶基本一致。

对于在对流层顶附近温度变化缓慢的掩星事件，

直接由弯曲角廓线出发比由温度廓线出发更容易

确定对流层顶高度。利用全球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

测数据，从掩星弯曲角出发确定对流层顶高度，分

析全球对流层顶参数的时空变化及其与全球气候

变化的关系是下一步要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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