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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ＣＯＤＥ以及ＧＰＳ广播星历提供的８个系数分别作为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的输入参数，利用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

模型及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计算得到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１５个ＧＰＳ基准站上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的电离层 ＶＴＥＣ序

列，以欧洲定轨中心ＣＯＤＥ提供的事后电离层产品作为参考标准，得到了两个模型在中国地区的精度评估

结果。

关键词：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球谐函数模型；精度评估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两大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目前

分别采用了 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和 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作

为单频用户的电离层延迟改正模型。我国北斗系

统作为中国自主卫星导航系统，也需要建立相应

的电离层延迟改正模型。欧洲定轨中心ＣＯＤＥ

提供的电离层产品，因其精度高［１３］、信息量丰富

及完整，被国际 ＧＮＳＳ电离层研究用户广泛应

用。本文以ＣＯＤＥ提供的全球电离层球谐函数

模型 为 评 估 标 准，利 用 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 模 型 和

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计算了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１５个

ＧＰＳ基准站上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的 ＶＴＥＣ时间序

列，其中，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分别以 ＧＰＳ广播星历

和ＣＯＤＥ提供的８个系数作为模型输入参数。

通过与ＧＩＭ结果比对，分析了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和

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在中国地区的适用精度，得到了两

种模型在中国地区各自表现的特征。

１　犓犾狅犫狌犮犺犪狉模型与犖犲犙狌犻犮犽模型

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是由Ｂｅｎｔ电离层经验模型

简化而来的，假设所有电子都集中在高度为３５０

ｋｍ的薄层，采用余弦函数的形式反映电离层的

周日变化特征，参数的设置考虑了电离层周日变

化的振幅和相位变化，表达了电离层时间延迟的

周日平均特性［４］。该模型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

基本形式为：

犐犣（狋）＝

犃１＋犃２ｃｏｓ（
２π（狋－犃３）

犃４
），狋－犃３ ＜犃４／４

犃１，狋

烅

烄

烆 为其他值

（１）

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４］。ＣＯＤＥ分析中心

自２０００年７月中旬开始，根据全球ＩＧＳ站实测的

电离层图数据也定期地计算并提供模型所需的８

个系数。本文对ＣＯＤＥ提供的８参数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

模型的精度进行分析，其目的是为北斗系统电离

层预报模型的建立提供一定的参考。

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的基本输入参数为：ＧＰＳ时

间（周内秒），测站的地理坐标，测站上空卫星的高

度角、方位角以及由ＧＰＳ广播星历提供的８个模

型参数。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的优点在于模型公式简

单，且计算时效高。对于 ＧＰＳ单频导航用户来

说，在使用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修正电离层延迟误差

时，所需参数均可实时获取或计算得到，如卫星高

度角、方位角可由广播星历文件与测站坐标计算

得到，８个模型参数由广播星历文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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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可以计算测站与卫星以及卫星

与卫星之间任意给定时间、位置的电子密度及给

定路径的电子含量，再沿高度进行数值积分得到

传播路径上的电离层延迟，由倾斜因子可以计算

天顶方向的电离层延迟［５，６］。

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属于一种半经验的电离层模

型，该模型基于一系列的电离层探测参数，包括临

界频率犳狅犈、犳狅犉１和犳狅犉２，犉２区的转换参数

犕（３０００）犉２，以及太阳活动参数犉１０．７（太阳光波

长为１０．７ｃｍ的射电辐射流量）或犚１２（太阳黑子

数月均值），计算由地面到 犉２层峰值以上至

２０００ｋｍ区域的电子密度及电子含量
［５］。该模型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高度低于犉２层峰值的底部

公式和高度在犉２层峰值以上的顶部公式。模型

基本形式为：

犖（犺）＝
４犖ｍａｘ

１＋ｅｘｐ
犺－犺ｍａｘ（ ）（ ）犅

２ｅｘｐ
犺－犺ｍａｘ（ ）犅

（２）

式中各参数意义参见文献 ［５］。近几年来，

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经过了很多改进
［５］，本文所用的是

ＩＴＵＲ提供的ＮｅＱｕｉｃｋ１版本。

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的基本输入参数为：信号传播

路径上点的地理坐标和高度，月份，世界时，以及

太阳活动参数（犚１２或犉１０．７）。模型的输入文件

包括１２个ＣＣＩＲ系数（ＣＣＩＲ？？．ＡＳＣ）文件和地

磁纬度（ＤＩＰＬＡＴＳ．ＡＳＣ）文件，每个ＣＣＩＲ文件

提供了计算当月电离层参数犳狅犉２及犕（３０００）犉２

月均值的系数，共有（９８８＋４４１）×２个系数；地磁

纬度文件提供了国际地磁参考场中的地磁纬度格

网数据，格网分辨率为纬度方向５°，经度方向

１０°，共有３７×３７个数据，地磁纬度文件需要每５

ａ更新一次
［７］。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在输入文件的读取

以及信号传播路径上电子含量的数值积分运算上

需要花费一些时间，该模型公式以及计算时效性

均较 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复杂。对导航用户来说，

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基本输入参数中除太阳活动参数

（月均值）不可实时获取外，其他均可实时得到。

由于模型中太阳活动参数输入值为月均值，Ｇａｌｉ

ｌｅｏ系统为了给用户提供每天的电离层延迟改正

值，对该模型进行了优化［８，９］，将模型中表示太阳

活动的参数犉１０．７（太阳活动月均值）用与地磁纬

度有关的有效电离因子犃狕（太阳活动日变化）代

替，通过导航电文的形式将计算犃狕的有关参数

实时地播发给导航用户。

２　中国地区两个模型精度评估

从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中选取分布于全国的

１５个ＧＰＳ基准站。根据这些测站的观测数据文

件，以每天２ｈ的采样间隔提取观测数据文件中

的卫星列表，利用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和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

型计算这些测站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信号传播路径上

的电离层延迟序列。同时，为比较分析 Ｋｌｏｂｕ

ｃｈａｒ模型使用不同方法得到的８参数计算电离层

延迟与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电离层延迟的改正精度，本

文将ＣＯＤＥ以及ＧＰＳ广播星历提供的８个系数

分别作为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输入参数，以ＣＯＤＥ提

供的球谐函数模型计算的ＶＴＥＣ为参考，评估两

个模型在中国地区的电离层延迟改正精度。

２．１　精度评估指标

以模型偏差Ｂｉａｓ、标准偏差σ作为ＶＴＥＣ精

度的评估指标：

Ｂｉａｓ＝ 〈ＶＴＥＣｍｏｄ－ＶＴＥＣｒｅｆ〉

σ＝ 〈（ＶＴＥＣｍｏｄ－ＶＴＥＣｒｅｆ－Ｂｉａｓ）
２

槡 〉 （３）

式中，ＶＴＥＣｍｏｄ为 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和 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

型计算的电离层 ＶＴＥＣ；ＶＴＥＣｒｅｆ为电离层延迟

的参考值，本文将ＣＯＤＥ提供的电离层ＶＴＥＣ作

为参考值；符号＜＞代表对累积和取平均。

２．２　犞犜犈犆时间序列统计分析

图１给出了２００２年及２００７年（分别为太阳活

动的峰年和谷年）各站（纬度方向由高到底排列）

ＶＴＥＣ年均值统计结果。图２给出了分布在不同

纬度带上（琼州ｑｉｏｎ、武汉ｗｕｈｎ、北京ｂｊｆｓ、乌鲁木

齐ｕｒｕｍ）的４个ＧＰＳ基准站２００２年及２００７年各

模型ＶＴＥＣ时间序列的月均值统计结果。

图１　２００２年及２００７年各模型ＶＴＥＣ年均值统计

Ｆｉｇ．１　ＹｅａｒｌｙＶａｌｕｅｏｆＶＴＥＣ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２００２ａｎｄ２００７

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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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１、２可知，相对于ＣＯＤＥ的ＶＴＥＣ参考

值，在太阳活动峰年，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低估了电离层

延迟，而在太阳活动平静年则高估了电离层延迟，

这可能与该模型中太阳活动输入参数有一定关

系，本文中该模型计算采用的是太阳黑子数月均

值。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采用ｂｒｄｃ系数计算的各站

电离层延迟年均值随纬度变化不敏感，没有很好

地表达电离层延迟随纬度变化的特点。因为

ＣＯＤＥ为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提供的系数是根据电离

层图数据计算得来的，使得在不同地区不同太阳

活动期由 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采用ＣＯＤＥ提供系数

计算的电离层延迟与ＣＯＤＥ参考值符合得相对

较好。

各模型在不同纬度不同太阳活动期 ＶＴＥＣ

月均值的变化表现出了明显的季节效应，即春秋

两季ＶＴＥＣ值出现峰值，冬夏两季出现谷值。而

且，随着测站纬度的升高，ＶＴＥＣ值逐渐降低，在

太阳活动高峰年各站 ＶＴＥＣ月均值均大于太阳

活动平静年，２００２年ＶＴＥＣ最大达８０ＴＥＣＵ左

右，而２００７年最大仅达２０ＴＥＣＵ，这说明电离层

ＶＴＥＣ变化受太阳活动影响甚大。

图２　２００２年及２００７年各模型ＶＴＥＣ月均值统计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ｌｕｅｏｆＶＴＥＣ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２００２ａｎｄ２００７

将ＣＯＤＥ及ＧＰＳ广播星历提供的８个系数分

别作为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的输入参数，计算得到了两

个模型（Ｋｂ表示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系数由ＧＰＳ广播

星历提供，Ｋｃ即为由ＣＯＤＥ提供；Ｎ表示ＮｅＱｕｉｃｋ

模型）相对于ＣＯＤＥ参考值的标准偏差σ及偏差

Ｂｉａｓ。图３和图４分别表示沿纬度方向各站点（由

高到底）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两个模型相对于ＣＯＤＥ参

考值偏差Ｂｉａｓ及标准偏差σ的统计图。

从图３可知，两个模型的Ｂｉａｓ变化相差较

大。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的Ｂｉａｓ随太阳活动周期的变

化明显，在太阳活动峰年２００２年达到最大值（负

向）－１７ＴＥＣＵ 左右，以后很快负向变小，到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间接近于零，然后逐渐正向变大，

到２００８年达７ＴＥＣＵ左右，这也说明了ＮｅＱｕｉｃｋ

模型在太阳活动峰年低估了电离层延迟，而在活

动平静年则高估了电离层延迟的特征；ＮｅＱｕｉｃｋ

模型的Ｂｉａｓ随纬度的变化不太明显，在全国各站

呈现一致性的变化特征。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的Ｂｉａｓ

随纬度的变化特征明显，在太阳活动高峰期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年全国南北各站 Ｋｃ的Ｂｉａｓ差别高达１５

ＴＥＣＵ，但这种差别很快变小，到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

间其差别仅为１～２ＴＥＣＵ；而Ｋｂ的Ｂｉａｓ差别则

高达３０ＴＥＣＵ，而且在２０００年各站Ｂｉａｓ达到负

向最大，这和ｂｒｄｃ提供的模型系数有关，模型系

数并未很好地表达电离层的真实变化，使得２０００

年计算结果偏差较大。这种差别也是逐渐减小，

图３　各站点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各模型偏差统计图

Ｆｉｇ．３　Ｂｉ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Ｓｉｔ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Ｙｅａｒ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０８

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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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各站点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模型标准偏差统计图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ｆ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ｔｈｅ

Ｓｉｔ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ｅａｒ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０８

到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其差别为４～８ＴＥＣＵ。从以

上各图也可以看出，在太阳活动平静年，各模型高

估了电离层延迟，使得偏差为正值。

由图４可知，Ｎ与 Ｋｃ两个模型去除Ｂｉａｓ后

的标准偏差相差不大，最大仅相差３ＴＥＣＵ 左

右；而 Ｋｂ相对于 Ｎ 的 ＲＭＳ最大相差达 １４

ＴＥＣＵ，这种差异主要在２０００年及２００１年出现。

两个模型标准偏差σ随太阳活动周期和纬度的变

化趋向雷同，Ｋｃ与Ｎ均在太阳活动峰年２００２年

达到最大值，Ｋｂ则在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达到最大，

且大于Ｋｃ和Ｎ统计最大值；随着太阳活动的减

弱，σ很快变小，到太阳活动平静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全国平均基本上不超过７ＴＥＣＵ；随纬度的变

化，均呈现随纬度的减小而增大的特征。两个模

型的主要差异是：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的σ在太阳活

动平静年随纬度的变化较小，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全国

南北各站Ｋｃ的σ均在２～４ＴＥＣＵ左右，Ｋｂ及

Ｎ模型的σ在３～９ＴＥＣＵ之间变化。

３　结　语

１）两个模型都较好地表现了电离层随太阳

活动、纬度变化以及明显的春秋双峰的季节效应

特征。但Ｋｂ模型计算的电离层延迟随纬度变化

不敏感，没有很好地表达电离层延迟随纬度变化

的特点，这是Ｋｂ模型的一个明显缺点。

２）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的系统偏差随纬度变化趋

向不是很明显，而随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甚为明

显，在活动峰年低估了电离层ＴＥＣ，而在平静年

则高估了电离层ＴＥＣ。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型的系统偏

差随纬度减小而增大的倾向明显，没有充分体现

电离层 ＴＥＣ随纬度变化的特征。Ｋｌｏｂｕｃｈａｒ模

型Ｋｃ系统偏差随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不明显，

而Ｋｂ呈现与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类似的变化特征。

３）两个模型去除了系统偏差后的标准偏差，

均呈现在太阳活动峰年和低纬度地区较大的特

征。从总体比较来看，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的标准偏差

最小，Ｋｃ次之，Ｋｂ最大。

４）两个模型在中国地区的系统偏差及标准

偏差随太阳活动、纬度的变化很有规律性，为这两

个模型在中国地区的优化和改进提供了可能和依

据。如ＮｅＱｕｉｃｋ模型的Ｂｉａｓ随太阳活动在全国

呈现一致性的变化特征，就很容易得到改正；Ｋｌｏ

ｂｕｃｈａｒ模型在全国地区随纬度变化明显，这也为

模型改正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对于我国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而言，两个模型优化改进后可以考

虑作为北斗系统的电离层延迟改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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