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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单频和双频卫星测高电离层改正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以Ｔｏｐｅｘ卫星双频电离层改正噪声影响为

例，采用沿轨高斯低通滤波后，其交叉点不符值ＲＭＳ可减小５．７～７．３ｍｍ。将平滑后的双频Ｔｏｐｅｘ电离层

改正与ＤＯＲＩＳ模型、新发展的ＩＲＩ２００７同化模型和根据全球连续ＧＰＳ跟踪站实测数据建立的ＧＩＭ模型进行

了交叉比较，结果表明，根据实测数据建立的ＤＯＲＩＳ和ＧＩＭ模型精度高于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与上述３个模型的

差值统计结果还显示了平滑后的Ｔｏｐｅｘ双频电离层改正存在的１０～１５ｍｍ的系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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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离层位于地球大气层的顶部，受太阳紫外

线、Ｘ射线、γ射线和高能粒子等的作用，所含的

中性气体分子部分被电离，产生大量的电子和正

离子，形成电离区域。测高卫星的轨道高度一般

为４００～１４００ｋｍ，当其信号经过电离层时，传播

速度发生变化，并产生折射效应，使得信号传播时

间偏长，导致测距的系统性偏差大。因此，在测高

数据计算中需进行电离层延迟改正，这项工作主

要依靠模型或其携带的双频测高仪进行。国内众

多学者在使用卫星测高数据时，基本都是采用原

始数据中提供的改正值。虽然相关模型和算法在

近些年得到了更新和发展，但对早期数据中提供

的数值未进行更新处理［１，２］。本文对历代卫星测

高数据中采用的电离层改正模型，以及根据全球

连续ＧＰＳ跟踪站实测数据建立的ＧＩＭ模型进行

了交叉检验，分析得到了各模型的精度情况和存

在的误差，并总结了现有单频和双频卫星测高资

料的电离层改正策略。

１　卫星测高电离层改正算法

雷达信号传播速度的变化程度与电子密度和

信号频率相关，而折射弯曲效应对测距结果影响

不大，一般可不予考虑。电子密度随太阳活动强

度、时间、地理位置和信号传播路径的改变而变

化，在使用中比较复杂。总电子含量（ｔｏｔａｌ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ＥＣ）是电子密度沿信号传播路径

的积分，电离层距离延迟改正（单位为 ｍｍ）与

ＴＥＣ含量的关系为
［３］：

Ｉｏｎｏ＿ｃｏｒ＝－４０２５０×
ＴＥＣ

犳
２

（１）

其中，犳为测高卫星的信号频率（单位为 Ｈｚ）；

ＴＥＣ的变化范围为０～１００ＴＥＣＵ（１ＴＥＣＵ ＝

１０１６·ｍ－２）量级，对应于 Ｋｕ波段的测高卫星电

离层延迟为２０ｃｍ。迄今为止，尚无法建立ＴＥＣ

的严格计算公式，实用中主要根据全球各电离层

观测站积累的大量观测资料建立拟合改正模型。

采用双频接收机的测高卫星能够同时接收两

种频率的发射信号，其传播路径相同，则ＴＥＣ相

同，理论上得到的观测距离应该相等，而两个频率

上的实际观测距离可由观测时间计算，由此可建

立关系式［４］：

Ｉｏｎｏ＿ｃｏｒ＿犳１ ＝
犳
２
２

犳
２
１－犳

２
２

［（犚１－犫１）－（犚２－犫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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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ｎｏ＿ｃｏｒ＿犳２ ＝
犳
２
１

犳
２
１－犳

２
２

［（犚１－犫１）－（犚２－犫２）］

（３）

其中，（犚１，犫１）、（犚２，犫２）分别为犳１ 和犳２ 频率的实

际观测距离和除电离层外的其他距离改正值。

在Ｔ／Ｐ测高卫星之前发射的测高卫星都只

携带了 Ｋｕ波段单频微波雷达，包括 Ｓｋｙｌａｂ、

Ｇｅｏｓ３、Ｓｅａｓａｔ、Ｇｅｏｓａｔ、ＥＲＳ１／２和ＧＦＯ，只能依

靠电离层模型来改正电离层距离延迟。自 Ｔ／Ｐ

卫星开始，双频雷达测高仪得到广泛应用，有Ｔ／

Ｐ、Ｊａｓｏｎ１、Ｊａｓｏｎ２、Ｅｎｖｉｓａｔ１，其中，除Ｅｎｖｉｓａｔ１

采用Ｋｕ波段和Ｓ波段外，其他均采用Ｋｕ波段和

Ｃ波段。

２　双频电离层改正误差平滑

电离层双频改正相对单频模型改正精度较

高，但仍易受到电离层的快速波动、雷达传播信号

发散、电离层高频发散、与频率有关的距离改正

（海况偏差等）、测高仪噪声等因素的影响，故存在

一定的噪声［４，５］。电离层改正一般情况下为负

值，而在Ｔ／Ｐ、Ｊａｓｏｎ１、Ｊａｓｏｎ２等测高卫星中，考

虑到仪器噪声的影响，双频电离层改正的有效值

范围为－４００～４０ｍｍ
［６］。为削弱这部分噪声的

影响，需对沿轨双频电离层改正进行平滑，以得到

负的改正值。本文对Ｔ／Ｐ测高观测数据进行预

编辑处理后，在观测时间为０～６ｈ和６～２４ｈ

时，分别选择波长为１５０～２００ｋｍ 和１００～１５０

ｋｍ的波段利用高斯滤波进行了平滑处理。当太

阳活动较强时，选择波长较大；反之，则较小。

Ｔｏｐｅｘ测高卫星第１０～４８１周期沿轨双频电

离层改正平滑前后交叉点不符值的差值如图１所

示。该差值反映了双频电离层改正的噪声水平，

在ＴｏｐｅｘＡ测高仪运行期间（第２３５周之前），由

于测高仪的衰退，噪声逐渐增加，差值 ＲＭＳ从

５．７ｍｍ上升至７．３ｍｍ；随着ＴｏｐｅｘＢ测高仪的

启用，其噪声影响回归正常水平；至Ｊａｓｏｎ１发射

后，Ｔｏｐｅｘ卫星进入新的轨道，噪声影响逐渐减

小。总体而言，平滑后的Ｔｏｐｅｘ双频电离层改正

噪声影响可降低约６ｍｍ。

３　单频测高仪电离层改正模型比较

３．１　模型选择

对于单频卫星测高仪观测数据，电离层同化

或经验模型仍是改正电离层延迟的唯一选择，其

图１　Ｔｏｐｅｘ测高卫星双频电离层改正平滑前后

交叉点不符值的差值ＲＭＳ分布

Ｆｉｇ．１　ＲＭＳｏｆ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ＴｏｐｅｘＤｕ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中，同化模型有Ｂｅｎｔ模型、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ＩＲＩ

系列模型等，经验模型有ＤＯＲＩＳ模型、ＧＩＭ 模型

等。在早期卫星测高数据中，采用较多的是Ｂｅｎｔ

模型和ＩＲＩ９５模型
［３，７］。随着ＧＰＳ技术的进步和

全球ＧＰＳ跟踪站的增多，通过测量从 ＧＰＳ卫星

到地面接收机斜天顶方向的ＴＥＣ可计算得到较

高精度的电离层延迟，由此建立的ＧＩＭ全球电离

层改正模型逐渐被广泛应用［８］。ＤＯＲＩＳ和ＧＩＭ

模型主要测量地面观测站到卫星之间的ＴＥＣ，如

测高卫星（８００ｋｍ 或１３６０ｋｍ）和 ＧＰＳ卫星

（２００００ｋｍ），而双频测高仪直接测量测高卫星到

星下点之间的ＴＥＣ，其距离更接近于真实距离，

所得结果应更逼近真实值。

为对这些改正模型进行评价，以得到适合于

改进早期卫星测高观测值和拓展现有卫星测高数

据在陆地、冰川等应用领域中使用的电离层改正

模型，本文主要选取了 ＤＯＲＩＳ模型、ＩＲＩ２００７模

型［９］和ＧＩＭ 模型，在Ｔｏｐｅｘ运行期间，与平滑后

的Ｔｏｐｅｘ双频电离层改正进行了交互比较和分

析。其中，ＤＯＲＩＳ模型采用Ｔｏｐｅｘ卫星测高数据

中提供的沿轨改正值，ＧＩＭ 模型选取由国际上４

个机构ＮＡＳＡ／ＪＰＬ、ＣＯＤＥ、ＥＳＡ和 ＵＰＣ分别建

立的模型的加权平均值，其时间分辨率为２ｈ，空

间分辨率为纬向２．５°、经向５°，采用４５０ｋｍ高度

的单层模型，数据有效时间自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８日

（Ｔｏｐｅｘ卫星第２０４周）至今。ＧＩＭ 模型提供了

从ＧＰＳ地面跟踪站到 ＧＰＳ卫星（２００００ｋｍ）天

顶方向的ＴＥＣ，而Ｔｏｐｅｘ测高卫星轨道高度仅为

１３６０ｋｍ左右。因此，本文利用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计

算了Ｔｏｐｅｘ卫星轨道以上与高度２０００ｋｍ以下

区间内的ＴＥＣ，由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在Ｔｏｐｅｘ卫星轨

道以下和以上的ＴＥＣ之比，计算了ＧＩＭ 模型在

Ｔｏｐｅｘ卫星轨道以下的 ＴＥＣ。其中，ＤＯＲＩＳ模

型由于事故在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日（第４４７周）被迫

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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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３．２　结果与分析

由上述电离层改正模型内插得到 Ｔｏｐｅｘ测

高卫星的沿轨改正值，进而可获得各改正模型与

Ｔｏｐｅｘ平滑双频改正的差值，然后进行平均得到

卫星运行周期（１０ｄ）内的平均差值，图２给出了

ＧＩＭ、ＤＯＲＩＳ和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与Ｔｏｐｅｘ平滑双频

改正的差值分布，可以看出，ＧＩＭ 模型符合最好，

ＤＯＲＩＳ模型次 之。对 照 太 阳 黑 子 活 动 规 律

（图３），在太阳黑子活动较强期间，相对其他时间

段，３个模型都表现了较大的差值，其中，ＩＲＩ２００７

模型波动较大；在太阳黑子活动较弱期间，其差值

变化平缓。作为实测结果，ＧＩＭ 和ＤＯＲＩＳ模型

的精度显然优于ＩＲＩ２００７经验模型，但其容易受

外界因素的影响，导致数据不连续，无法完整地提

供所需改正值。

　　　　　

图２　ＧＩＭ、ＤＯＲＩＳ和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与

Ｔｏｐｅｘ平滑双频改正差值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ＴｏｐｅｘＤｕ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ＧＩＭ，ＤＯＲＩＳａｎｄＩＲＩ２００７Ｍｏｄｅｌｓ

　　　　　

图３　太阳黑子数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ｕｎｓｐ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

Ｔｏｐｅｘ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上述３个模型与Ｔｏｐｅｘ平滑双频电离层改

正的差值统计见表１，其中，ＧＩＭ模型的表现最为

稳定。鉴于ＩＲＩ９５和ＩＲＩ２００１模型精度均低于

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故在所有比较的时间段内，将

ＤＯＲＩＳ、ＩＲＩ２００７和ＧＩＭ模型与Ｔｏｐｅｘ平滑双频

改正差值的平均值进行平均，其值为１２．０７ｍｍ，

约相当于５．５ＴＥＣＵ。然而，在上述比较中发现，

处于太阳黑子活动较强时间内的差值变化较为剧

烈，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分别比较了太阳活

动强度不同的两个时间段。在太阳黑子活动较弱

时，３个模型的差值平均为１０．５８ｍｍ，约相当于

４．８ＴＥＣＵ；在太阳黑子活动较强时，３个模型的

差值平均为１４．４１ｍｍ，约相当于６．６ＴＥＣＵ。结

果显示，Ｔｏｐｅｘ平滑双频电离层改正估计存在１０

～１５ｍｍ的系统偏差，其具体数值与太阳黑子活

动的强弱有一定联系，该结果与文献［１０］给出

的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间８．１～９．０ｍｍ偏差，以及文

表１　电离层模型与犜狅狆犲狓平滑双频电离层

改正差值统计／ｍ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ＴｏｐｅｘＤｕ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ｓ／ｍｍ

模型
所有周期

太阳活动较弱

周期

太阳活动较

强周期

平均值 均方根 平均值 均方根 平均值 均方根

ＤＯＲＩＳ １２．４９ １７．６０ １０．８１ １４．０１ １４．９７ ２２．８８

ＩＲＩ９５ １２．３２ ２０．０９ １０．４１ １３．２７ １５．１５ ３０．２６

ＩＲＩ２００７ １２．２２ ２０．２２ ９．６２ １４．６４ １６．５４ ２９．４９

ＧＩＭ １１．５０ １８．４８ １１．３３ １８．３６ １１．７２ １８．６３

献［１１］给出的１５ｍｍ偏差符合较好。此偏差应

该在Ｔｏｐｅｘ数据处理中进行改正，使其海平面高

更接近于真实值。

４　结　语

本文处理和分析了单频和双频卫星测高观测

数据中的电离层改正，以 Ｔｏｐｅｘ为例，处理了双

频电离层改正中的噪声，并比较了噪声平滑前后

的交叉点不符值，其影响平均约为６ｍｍ。结合

ＧＩＭ和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对单频测高卫星中常用的

ＤＯＲＩＳ、ＩＲＩ９５模型，与平滑后的Ｔｏｐｅｘ双频电离

层改正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结果表明，由实测数

据建立的模型ＤＯＲＩＳ和ＧＩＭ 具有较高精度，其

中，ＧＩＭ模型最接近Ｔｏｐｅｘ平滑双频改正，故对

单频测高仪观测数据的电离层改正方案建议为在

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８日之前采用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改正，

之后采用ＧＩＭ模型改正，并辅助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以

扣除卫星轨道高度以上的电离层影响。根据上述

多个电离层模型的比较结果，可发现Ｔｏｐｅｘ平滑

双频电离层改正估计存在１０～１５ｍｍ的系统偏

差。Ｔ／Ｐ卫星在测高数据处理中常被作为参考，

用于确定平均海面高、研究海平面变化等，该项偏

差的发现将有效提高结果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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