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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高程信息的 犕犈犚犐犛水汽插值及其在
犃犛犃犚干涉图大气改正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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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考虑高程信息的 ＭＥＲＩＳ水汽插值方法。应用实例验证了该方法可以明显地削弱大气对

干涉图的影响，并成功地探测出了美国洛杉矶地区的地表形变信号。研究结果表明，考虑高程信息的 ＭＥＲＩＳ

水汽插值法的改正精度优于常规的 ＭＥＲＩＳ水汽插值改正法，改善程度平均达４．２５％，有利于改正地形起伏

大的地区的大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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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Ｉｎ

ＳＡＲ）能够以 ｍ 级的精度获取数字高程模型

（ＤＥＭ），而差分干涉模式（ＤＩｎＳＡＲ）能够以ｃｍ

级的精度监测地表形变［１４］。在现实中，由于成像

期间大气水汽的时空变化往往会引起额外的雷达

相位延迟，从而大大降低了雷达测量的精度［５，６］。

１９９４年，Ｍａｓｓｏｎｎｅｔ等
［７］在研究１９９２年Ｌａｎｄｅｒｓ地

震时，首先识别出重复轨道ＩｎＳＡＲ测量中的大气

影响；１９９８年，Ｈａｎｓｓｅｎ
［８］利用２６幅荷兰地区ＥＲＳ

串联ＳＡＲ干涉图评价了大气异质性对干涉相位的

影响。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已经提出了许多降

低干涉图大气效应的方法，其中，利用外部 ＭＥＲＩＳ

水汽数据改正ＡＳＡＲ干涉图中的大气效应，以其

能够以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和与 ＡＳＡＲ同步获取

大气水汽数据的优势而备受人们的关注。

基于大气信号的物理起源，Ｈａｎｓｓｅｎ
［９］认为，大

气水汽应该包含与地形无关的水平紊流部分和与

地形高度相关的垂直分层部分。而已有的研究结

果［５，１０］表明，经过 ＭＥＲＩＳ水汽改正的ＡＳＡＲ干涉

图虽然能够区分干涉图中的大气效应，真实地反映

地表形变等地球物理信号，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考

虑ＭＥＲＩＳ水汽与地面高程的关系，因此对地形起

伏较大的区域不能较好地改正干涉图中的大气垂

直分层延迟差。本文参考Ｏｎｎ
［１１］改进的高程与水

汽关系函数模型，提出了一种考虑高程信息的

ＭＥＲＩＳ水汽插值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同步获取的

美国南加州地区ＡＳＡＲ干涉图的大气改正中。

１　考虑高程信息的 犕犈犚犐犛水汽插

值方法

１．１　犕犈犚犐犛水汽延迟

ＭＥＲＩＳ传感器在可见光和近红外光谱范围

内设置了１５个光谱波段，其中第１４光谱通道（中

心波长８８５ｎｍ）为大气窗口，第１５光谱通道（中

心波长９００ｎｍ）位于水汽吸收波段，通过这两个

光谱通道的观测资料和差分吸收技术可以估计大

气水 汽 含 量 （ｈｔｔｐ：／／ｅｎｖｉｓａｔ．ｅｓａ．ｉｎｔ／ｈａｎｄ

ｂｏｏｋｓ）。本文采用欧洲空间局的 ＭＥＲ＿ＲＲ＿２Ｐ

数据产品（空间分辨率为１．０４ｋｍ×１．２ｋｍ），该

数据不仅提供了大气水汽含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ＩＷＶ），还提供了云层信息，可以用于对数

据中存在的云层进行掩膜。ＩＷＶ转化为天顶湿

延迟（ｚｅｎｉｔｈｗｅｔｄｅｌａｙ，ＺＷＤ）的模型为：

ＺＷＤ＝Π·ＩＷＶ／ρ （１）

式中，ρ为水的密度；Π 的值一般在６．０～６．５之

间，通过参考其他的相关实验研究［１２］，本文取Π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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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考虑高程信息的 犕犈犚犐犛水汽插值

根据Ｏｎｎ改进的高程与大气水汽关系的回

归模型（本文简称 Ｏｎｎ模型），可以得到每一个

ＭＥＲＩＳ水汽格网的水汽含量与高程的关系为：

狓（犺）＝犆ｅ－α
犺
＋犺α犆ｅ

－α犺
＋狓ｍｉｎ （２）

式中，犺表示ＤＥＭ 高程；狓（犺）为ＤＥＭ 高程对应

的水汽；犆、α、狓ｍｉｎ为待回归的参数。

首先将 ＭＥＲＩＳ水汽与对应的高程按照式

（２）进行一次回归；然后检查回归残差，去除残差

大于３倍标准偏差的水汽数据；再用剩余的

ＭＥＲＩＳ水汽数据及其相应的高程根据式（２）进行

第二次回归，确定模型的回归系数犆、α、狓ｍｉｎ；最后

把所确定的回归系数代入式（２），求取 ＡＳＡＲ影

像范围内每一个ＳＲＴＭＤＥＭ格网点对应的水汽

值，这部分水汽就是与地面高程相关的天顶水汽

延迟（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ｚｅｎｉｔｈｗｅｔｄｅｌａｙ，ＡＺＷＤ）。

ＭＥＲＩＳ水汽值的回归残差（即 ＭＥＲＩＳ水汽

值与Ｏｎｎ模型回归的跟高程对应的水汽值之差）

可以认为只包含了大气水平紊流部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ｍｉｘｉｎｇｗｅｔｄｅｌａｙ，ＴＭＷＤ）。利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

方法对该部分残余的水汽进行插值，然后加上与

高程相关的ＡＺＷＤ，这样重新组织的水汽延迟图

就是考虑了高程信息的 ＭＥＲＩＳ水汽延迟图（ｚｅｎ

ｉｔｈｗｅｔｄｅｌａｙｍａｐ，ＺＷＤＭ），即

ＺＷＤＭ＝ＡＺＷＤ＋ＴＭＷＤ （３）

２　 基 于 犕犈犚犐犛 水 汽 插 值 图 的

犃犛犃犚干涉图大气改正方法

　　对于重复轨道干涉测量，可以分别获得对应于

主、从ＳＡＲ影像成像时刻的天顶水汽延迟ＺＷＤ。

把ＺＷＤ按上面的方法重新组织，生成考虑高程信息

的天顶水汽延迟图ＺＷＤＭ，然后把主、从影像的

ＺＷＤＭ作差，并映射到雷达视线方向（ＬＯＳ），再转换

成相位，就得到ＩｎＳＡＲ大气延迟相位改正图：

Δφｉｆｍ＿ａｔｍ ＝Δφａｔｍ１－Δφａｔｍ２ ＝

４π·（ＺＷＤＭ１－ＺＷＤＭ２）／λｃｏｓθｉｎｃ （４）

其中，λ＝５６．３ｍｍ，为 ＡＳＡＲ波长；θｉｎｃ为雷达信

号入射角，本文取θｉｎｃ＝２３°。

３　实验研究

以地壳活动频繁、地表形变明显的南加州洛杉

矶地区为研究对象，考虑到云层的存在和 ＡＳＡＲ

数据获取的时间，本文选取两幅干涉图作为研究对

象，干涉图１的主影像时间是２００７１００６，辅影像

时间是２００７１１１０，垂直基线为３３８～３５８ｍ，σ＝

１．６１ｒａｄ，时间间隔为３５ｄ；干涉图２的主影像时

间是２００４０８０７，辅影像时间是２００５１００１，垂直基

线为－１８９～－１６９ｍ，σ＝０．８３ｒａｄ，时间间隔为

４２０ｄ。其中，σ代表由于ＳＲＴＭＤＥＭ的误差可能

引起的相位误差。开展 ＭＥＲＩＳ大气改正实验，并

采用南加州综合ＧＰＳ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ｇｎ．ｏｒｇ）

提供的ＧＰＳ数据对实验结果进行验证。由于Ｉｎ

ＳＡＲ只能测得一维形变量（即视线方向的形变），可

以把ＧＰＳ测得的三维形变投影到ＬＯＳ方向。利

用ＧＡＭＭＡ软件对ＡＳＡＲ数据进行配准、去平地

效应、去地形相位、相位解缠、地理编码等操作，生

成差分干涉相位图。该差分相位图既包含了地表

真实的形变大小，又包含了大气水汽引起的相位延

迟。干涉图的大气改正就是将大气延迟相位改正

图从差分干涉相位图中扣除，改正后的干涉图中剩

下的就是主、从影像成像期间的地表形变相位。

３．１　干涉图１：２００７１００６～１１１０

插页Ⅲ彩图１（ａ）分别是２００７１００６和１１１０

ＭＥＲＩＳ水汽和Ｏｎｎ模型回归的高程（横轴）与水

汽（纵轴）的函数关系图。可以看出，随着高程的

增加，大气中的水汽含量逐渐减少，Ｏｎｎ模型不

仅能够以较高的精度拟合ＧＰＳ估计的大气水汽，

还能够较好地回归 ＭＥＲＩＳ获取的水汽。用上述

回归得到的两个模型和研究区域的ＤＥＭ 可计算

ＳＡＲ数据获取时刻与高程相关的大气水汽分布，

见插页Ⅲ彩图１（ｂ）。插页Ⅲ彩图１（ｃ）分别是采

用插值方法获取的水汽水平紊流图，可以看出，海

陆交界处的水汽估计误差比较大。此时，利用式

（３）可以计算考虑高程信息的 ＭＥＲＩＳ水汽延迟

图，然后再用式（４）就可以得到ＩｎＳＡＲ大气延迟

相位改正图。插页Ⅲ彩图１（ｄ）是原始差分干涉

图，插页Ⅲ彩图１（ｅ）是考虑了高程信息的 ＭＥＲ

ＩＳ水汽数据改正后的ＡＳＡＲ干涉图。可以看到，

ＭＥＲＩＳ水汽几乎模拟了该区域的大气信号，经过

改正后的ＩｎＳＡＲ形变结果基本都在０ｍｍ附近。

ＩｎＳＡＲ与ＧＰＳ差异的ＳＴＤ从改正前的１．２０ｃｍ

降低到改正后的０．６４ｃｍ（见插页Ⅲ彩图２（ａ）），

改善程度达４６．７％，而未考虑高程信息的 ＭＥＲＩＳ

水汽改正（以下称为常规的 ＭＥＲＩＳ水汽改正）的

改善程度为４１．７％
［１３］。因此，与常规的 ＭＥＲＩＳ

水汽改正相比，考虑高程信息的 ＭＥＲＩＳ水汽改

正的改善程度提高了５％。

３．２　干涉图２：２００４０８０７～２００５１００１

从插页Ⅳ彩图３（ａ）中２００４０８０７的 ＭＥＲＩＳ

水汽和Ｏｎｎ模型回归的高程（横轴）与水汽（纵

轴）的函数关系图可以看出，同一高程的水汽比较

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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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这很可能与该天水汽的局部压力或温度有

关［１１］，但 Ｏｎｎ模型还是能很好地反映大气水汽

的空间分布与高程的关系。水汽的水平紊流部分

可以通过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这可能会给重组的大气

水汽带来部分误差，因此，水汽的弥散特征对大气

改正结果有一定的影响。用上述回归得到的两个

模型和研究区域的ＤＥＭ 可计算ＳＡＲ数据获取

时刻与高程相关的大气水汽分布图，见插页Ⅳ彩

图３（ｂ）。插页Ⅳ彩图３（ｃ）分别是相应的水汽水

平紊流图，在这两幅图的中间部分可以清楚地看

到一个条带状的水汽分界线，它的存在给大气改

正结果带来了一定的误差。Ｄｅｌｗａｒｔ等
［１４］称这种

水汽条带为“ｓｍｉｌｅｅｆｆｅｃｔ”，即在 ＭＥＲＩＳ成像时，

呈扇形分布的相机镜头交界处发生跳变造成的影

响。利用式（３）和式（４）可以得到考虑高程信息的

大气延迟相位改正图。插页Ⅳ彩图３（ｄ）是原始差

分干涉图，插页Ⅳ彩图３（ｅ）是考虑了高程信息的

ＭＥＲＩＳ水汽数据改正后的 ＡＳＡＲ干涉图的结

果。这幅干涉图的时间间隔较长，差分干涉图包

含了时间间隔内该区域地表的形变量，但是由于

大气水汽的存在，使得原始干涉图中的大部分形

变量为正值。然而，从相关文献可知，该区域主要

是由于地下水的抽取造成了地表的形变以沉降为

主。从插页Ⅲ彩图２（ｂ）可见，经过改正后的形变

值与已有的文献结果［１５，１６］更加接近，大部分形变

量都在－２０～０ｍｍ之间，与ＧＰＳ监测的形变量

的ＳＴＤ从改正前的２．３０ｃｍ降低到改正后的０．

７２ｃｍ，改善程度达６８．７％，而未考虑高程的

ＭＥＲＩＳ水汽的改善程度为６５．２％
［１３］。因此，与常

规的 ＭＥＲＩＳ水汽改正相比，考虑高程信息的

ＭＥＲＩＳ水汽改正的改善程度提高了３．５％。

４　结　语

随着人们对ＩｎＳＡＲ研究的深入，如何使用合

适的方法区分干涉图中的大气影响和地面真实的

相位，进而提高ＩｎＳＡＲ获取ＤＥＭ 和监测地表形

变的精度显得越来越重要。考虑到大气水汽的分

布与地形变化的关系，本文提出的考虑高程信息

的 ＭＥＲＩＳ水汽插值方法能够更好地改正同步获

取的ＡＳＡＲ干涉图中的大气效应。对比干涉图１

和干涉图２的结果可知，考虑高程的 ＭＥＲＩＳ水

汽数据有利于改正干涉图中与高程相关的大气流

体静力延迟差。对于地形起伏大的区域，该方法

能够准确地反映并改正干涉图的大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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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ＬｉＺｈｉｗｅｉ，Ｄｉ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Ａｔ

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ＲｅｐｅａｔｐａｓｓＩｎＳＡ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ｓＯｖｅ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Ｒｅｇ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ｉｃａｎｄ Ｓｏｌａｒ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７，６９：

１３４４１３５６

［７］　ＭａｓｓｏｎｎｅｔＤ，ＦｅｉｇｌＫＬ，ＲｏｓｓｉＭ，ｅｔａｌ．ＲａｄａｒＩｎ

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Ｌａｎｄｅｒ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４，

３６９：２２７２３０

［８］　Ｈａｎｓｓｅｎ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ｉｅｓｉｎＥＲＳ

Ｔａｎｄｅｍ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Ｍ］．Ｄｅｌｆｔ：Ｄｅｌｆｔ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９］　ＨａｎｓｓｅｎＲＦ．Ｒａｄ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ｐｒｅ

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２００１

［１０］ＬｉＺｈｅｎｈｏｎｇ，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ＥＪ，ＣｒｏｓｓＰ，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

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

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ｕｍ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６，３３：

Ｌ０６８１６

［１１］Ｏｎｎ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ＵｓｉｎｇＧＰＳ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ＩｎＳＡ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Ｄｉｓ

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６

［１２］ＬｉＺｈｉｗｅｉ．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Ｒｅ

ｐｅａｔｐａｓｓＩｎＳＡ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Ｄ］．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Ｔｈｅ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

［１３］许文斌，李志伟，丁晓利，等．利用 ＭＥＲＩＳ水汽数据

改正ＡＳＡＲ干涉图中的大气影响［Ｊ］．地球物理学

报，２０１０，５３（５）：１１２

［１４］ＤｅｌｗａｒｔＳ，ＰｒｅｕｓｋｅｒＲ，ＢｏｕｒｇＬ，ｅｔａｌ．ＭＥＲＩＳＩｎ

ｆｌｉｇｈｔ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８（３／４）：４７９４９６

［１５］ＢａｗｄｅｎＧＷ，ＴｈａｔｃｈｅｒＷ，ＳｔｅｉｎＲＳ，ｅｔａｌ．Ｔ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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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ｎｉｃ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ｒｏｓｓ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ｍｏｖ

ａｌ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Ｐｕｍｐ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１，４１２（２３）：８１２８１５

［１６］ＷａｔｓｏｎＫＭ，ＢｏｃｋＹ，ＳａｎｄｗｅｌｌＤＴ．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ｎ

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

Ｂａｓ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２，

１０７（Ｂ４）：２０７４

第一作者简介：周文斌，硕士，讲师，现主要从事雷达遥感和地理

信息系统研究。

Ｅｍａｉｌ：ｈｅｉｂａｉｗｏｒｌｄ＠１６３．ｃｏｍ

犈犾犲狏犪狋犻狅狀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狋犕犈犚犐犛犠犪狋犲狉犞犪狆狅狉犐狀狋犲狉狆狅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犐狋狊

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狋狅犃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犻犮犆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狅狀犃犛犃犚犐狀狋犲狉犳犲狉狅犵狉犪犿

犣犎犗犝犠犲狀犫犻狀１　犡犝犠犲狀犫犻狀
１
　犔犐犣犺犻狑犲犻

１
　犠犃犖犌犆犺犪狀犵犮犺犲狀犵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９３２ＳｏｕｔｈＬｕｓｈａｎＲｏａｄ，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ｅｖｅｌ

ｏｐｅｄ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ＥＲＩＳ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ａｎｄｔｏｃｏｒｒｅｃｔ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ＩｎＳＡＲ．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ｈａｓ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ｉｓ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ＲＩＳ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ｒｅａｃｈ４．２５％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ＲＩ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ｍａ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ｎａｖｅｎｕｅｆｏ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Ａ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ａｒｅａｓ，ｗｈｉｃｈａｐｐｅａｌｓｔｏ

ａｗｉｄ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ＩｎＳＡＲ；ＭＥＲＩ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ＯＵＷｅｎｂｉｎ，ｍａｓｔｅ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ｒａｄａ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Ｅｍａｉｌ：ｈｅｉｂａｉｗｏｒｌｄ＠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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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９５９页）

犈狊狋犻犿犪狋犲狅犳犉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犅犻犪狊犕犲狋犺狅犱犻狀犇犗犚犐犛

犚犲犪犾狋犻犿犲犗狉犫犻狋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犔犐犝犑狌狀犺狅狀犵
１
　犌犝犇犲犳犲狀犵

１
　犔犃犐犢狌狑犪狀犵

１
　犢犐犇狅狀犵狔狌狀

１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４７ＤｅｙａＲｏａｄ，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７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ＤＩＯＤＥｉｓ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ｏｎｂｏａｒｄ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ｉｎｔｈｅ

ＤＯＲＩ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ｉｎｃｅ１９９８．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ｉａｓ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ａｃｏｎｓａｎ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ＵＳＯａｒｅｔｈｅ

ｍａｘ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ＤＯＲＩ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ｓｔｏｆｉｎｄ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ｅｓ

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ｉａｓｅｓ．Ｔｏｓｔａｒｔｗｉｔｈ，ｗ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ＤＯＲＩＳ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ｗ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ｂｉａｓｅｓ．Ｕｓｉｎｇ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４０#４０Ｅａｒｔｈ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ｅｌｄｓ，ｓｏｌｉｄ

ｔｉｄｅ，ｍｏｏｎａｎｄｓｕｎ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ｅｎｄａｙ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ｄａｔａｏｆＳＰＯＴ５．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ＲＭＳ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３０ｃｍ，ｗｈｉｃ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ｔｈｅ

ＳＰＯＴ５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ｏｒｂｉ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３ＤＲＭＳ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８０ｃｍ，ｗｈｉｃｈ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ＰＯＴ５．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ＯＲＩＳ；ＤＩＯＤＥ；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ｂｉａ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ＵＪｕｎｈｏｎｇ，ｍａｓｔｅ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ｊｕｎｈｏｎｇｔ＠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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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掩星资料分析东亚地区云厚的分布特征

韩　丁１　严　卫１　陆　文１　李　栋１
，２

（１　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南京市双龙街６０号，２１１１０１）

（２　解放军９６６３１部队，北京市回龙观，１０２２０８）

摘　要：利用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月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湿空气数据，基于相对湿度廓线出入云层时发生突变

反演云边界高度的思想，统计分析了东亚地区云厚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掩星最低探测高度集中在３ｋｍ

以下，主要影响部分中云和低云云厚的反演。云发生概率沿纬度和经度方向呈现不同的分布特征，各类云概

率随高度也有不同的变化规律。东亚地区所有云的平均厚度为１．７８ｋｍ，其中单层云和顶层云分布相似，双

层云与其他云层的地理差异不大，单层云在春秋季分布相对均匀，而在夏冬季差异较大。夏季和冬季顶层云

云顶高与云厚的二维频率分布各异，主要在于夏季有更多云体较厚且位于对流层上部的高云存在。

关键词：ＣＯＳＭＩＣ；东亚地区；云厚；单层云；顶层云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

　　云厚作为重要的云物理参数，对地表和地球

的辐射收支及大气加热率和冷却率的垂直分布具

有重要影响［１］。研究东亚地区云厚的分布特征对

深入理解该地区云的辐射特性以及云与季风的相

互作用意义重大。目前，对于云厚的研究已较

多［２７］。无线电掩星探测具有全球覆盖、高精度、

高垂直分辨率、高时空密度、长期稳定、全天候和

几乎准实时的观测特点［８］，已成为全球大气探测

的重要方式之一。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５日，美国和中

国台湾地区合作发射的６颗低轨卫星构成了气

象、电离层及气候卫星探测系统（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ＯＳＭＩＣ），其每天可提供２５００次

左右的全球掩星事件，主要应用在天气预报、气候

监测、空间天气和大地测量等方面，且目前正在研

究和设计的ＣＯＳＭＩＣⅡ代将低轨卫星数量增加至

１２颗，其接收机可兼容接收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和

ＧＬＯＮＡＳＳ的导航信号，每天将获取约１４０００次的

掩星事件［９］，为云物理反演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数据

源。本文利用ＣＯＳＭＩＣ探测的高精度的高度、温

度和水汽压数据计算出相对湿度随高度变化的廓

线，基于 Ｗａｎｇ等
［５］提出的相对湿度廓线算法反演

了云底高和云顶高，进而提取云厚信息，然后对东

亚地区的云厚分布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

１　犆犗犛犕犐犆数据特点

ＣＯＭＳＩＣ数据分析和存储中心（ＣＤＡＡＣ）每

天向全球发布两种数据产品：一种是为天气与空

间天气的监测和预报提供的ＣＯＳＭＩＣ近实时产

品；一种是为科学研究提供的更精确有效的

ＣＯＳＭＩＣ后处理产品，主要分为Ｌｅｖｅｌ０级、Ｌｅｖ

ｅｌ１级和Ｌｅｖｅｌ２级产品，其中应用最多的为Ｌｅｖ

ｅｌ２级产品，包括９种ｎｅｔＣＤＦ格式的数据廓线，

各廓线包括全局变量和廓线变量两种信息，前者

主要为廓线的起止时间、切点经纬度、文件标识

等，后者主要为温度、高度、气压、水汽压、折射率、

弯曲角、经纬度等。

ＣＯＳＭＩＣ湿空气廓线的高度间隔为０．１ｋｍ，

探测范围为０～３９．９ｋｍ，主要提供高精度的地球

大气温压湿和折射率等参数。无线电探空仪数据

为标准等压面和特性层参数，由美国国家大气研

究中心（ＮＣＡＲ）进行收集整理，目的是为了与掩

星、ＥＣＭＷＦ和ＮＣＥＰ等资料进行比对分析。除

极地和赤道附近外，掩星探测点的分布相对均匀，

不受陆地、海洋限制，而探空仪站点较少且分布稀

疏，在海洋和荒漠地区几乎没有数据。东亚地区

位于１５°Ｎ～５５°Ｎ、７０°Ｅ～１４０°Ｅ范围内，Ｃ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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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掩星资料的时空密度高，具有高精度、高垂

直分辨率和全天候等优势，且反演云参数时不必

考虑设备最大探测高度的限制，因此将ＣＯＳＭＩＣ

探测资料应用于东亚地区云厚的统计分析中具有

重要意义。

２　理论基础

在利用 Ｗａｎｇ等
［５］提出的相对湿度廓线在云

边界处发生突变判定云底高和云顶高进而提取云

厚的反演算法时，相对湿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犳＝ （犲／犈狊（狋））×１００％ （１）

其中，犲表示水汽压；犈狊（狋）表示温度为狋时的饱和

水汽压，其借助Ｔｅｔｅｎｓ经验公式来计算：

犈狊（狋）＝犈狊０×１０
（犪狋／（犫＋狋）） （２）

式中，犈狊０（狋）＝６．１０７ｈＰａ，代表狋＝０℃时的饱和

水汽压。当狋≥０℃时，计算平液面的饱和水汽

压，此时犪＝７．５，犫＝２３７．３；当狋＜０℃时，计算平

冰面的饱和水汽压，此时犪＝９．５，犫＝２６５．５。

Ｗａｎｇ等
［５］提出的相对湿度廓线算法具体描

述如下。

１）多层云中各层云云底高的判定：① 从地

面向上第一层云云底高的判定：相对湿度ＲＨ≥

８７％时，对应的高度判定为云底高；若该湿度层为

非地面层，当相对湿度８７％≥ＲＨ≥８４％，且相对

于下一层相对湿度的变化ΔＲＨ≥３％时，该层高

度判定为云底高；若该湿度层为地面层，相对湿度

ＲＨ≥８４％时，对应的高度判定为云底高。② 第

二层及以上各层云云底高的判定：当相对湿度

ＲＨ≥８４％时，判断为入云，此时对应的高度为云

底高，按此标准从廓线底部至顶端逐层进行判定。

２）单层云云底高的判定。标准与多层云相

同，但云底高度需向下延伸半个探测间距。

云顶高的判定规则与云底高类似，不同之处

在于判定云顶高时，从廓线顶端开始并延伸至廓

线底部，且单层云云顶高需向上延伸半个探测间

距。利用判定的云底高和云顶高即可得到云厚信

息。为防止造成云层的漏检测与虚检测，当仅检测

到云底高而未得到云顶高信息，或者湿度层内相对

湿度的最大值ＲＨｍａｘ≤８７％，则该湿度层不能判定

为云层，此时得到的云厚无效，作舍弃处理。

３　 统计分析

３．１　犆犗犛犕犐犆最低探测高度

ＣＯＳＭＩＣ采用先进的“开环”跟踪技术后，使

得超过９０％探测廓线的最低探测高度达到对流

层底部的２ｋｍ范围内
［１０］，但低云云底高可延伸

至０．５ｋｍ 以下，其厚度的统计分析将受限于

ＣＯＳＭＩＣ的最低探测高度。根据东亚地区掩星

最低探测高度的样本分布情况可知，ＣＯＳＭＩＣ最

低探测高度主要集中在３ｋｍ以下，对中高云物

理参数的影响较小，主要导致低云和部分中云云

厚的反演结果偏小。

为深入分析ＣＯＳＭＩＣ最低探测高度对云厚

的影响程度，表１列出了有云、单层云、双层云、三

层云以及多层云受其最低探测高度限制的概率，

即受限制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其中，受限制样

本指在进行云厚判定时，ＲＨ≥８４％的部分可能

延伸至掩星最低探测高度以下，此时只好将掩星

最低探测高度作为云底高计算云厚，必然导致云

厚反演结果比实际值偏小，则将该样本记为受限

制样本。有效影响高度定义为反演过程中样本数

达到总受限制样本数８０％时对应掩星最低探测

高度的最大值。由表１可知，对于所有云层而言，

受限制概率为２１．９２％，对应的有效影响高度为

３．２ｋｍ，主要为中低云云底高范围；单层云受限

制概率最小，仅有１３．９６％，但有效影响高度却达

到４．５ｋｍ，说明单层云中少量中低云云厚的反演

结果将受影响；多层云受限制云层主要为低云，且

所占比重相对较大。综上所述，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最

低探测高度主要影响部分中低云云厚的反演，对

应低云中的层云、层积云和雨层云以及中云中的

高层云，但由于受限制概率较小，因此论文统计结

果的可信度仍然较高。

表１　云厚反演受掩星最低探测高度限制的概率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ｌｏｕｄ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ｂｙＣＯＳＭＩＣＭｉｎｉｍｕｍ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类型 概率／％
有效影响

高度／ｋｍ
类型 概率／％

有效影响

高度／ｋｍ

有云 ２１．９２ ３．２ 三层云 ３４．１２ ２．６

单层云 １３．９６ ４．５ 多层云 ３０．２７ ２．８

双层云 ２５．５７ ３．３

３．２　云发生概率

对东亚地区有云、单层云、多层云、双层云和三

层云发生概率的地理分布和季节变化进行统计分

析，得到图１所示的结果。其中，图１（ａ）～１（ｅ）以

纬度１°、经度２°为研究单位，将东亚地区沿纬向和

经向分成４０×３５个网格单元进行研究，图１（ｆ）为各

类云发生概率随季节的变化规律，其中犡轴上的数

字代表从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月共２５个月。各

网格内不同类型云发生概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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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犻，犼，犽）＝ （犖ｃｌｄ（犻，犼，犽）／犖ａｌｌ（犻，犼））×１００％

犻∈ ［１，４０］，犼∈ ［１，３５］，犽∈ ［１，５］ （３）

式中，犖ａｌｌ（犻，犼）代表第［犻，犼］个网格内的总样本

数；犖ｃｌｄ（犻，犼，犽）和犘（犻，犼，犽）表示该网格内犽类云

的样本数和发生概率，犽依次代表有云、单层云、

多层云、双层云和三层云，随季节的变化规律也采

用类似的计算方法。从图１可知，云发生概率沿

纬向呈现出两边高、中间低的分布特点，即在１５°

Ｎ～２５°Ｎ和５０°Ｎ～５５°Ｎ内概率较高，而在２５°

Ｎ～５０°Ｎ内概率较小；多层云的分布特征类似，

仅在数值上偏小；而单层云主要出现在４５°Ｎ～

５５°Ｎ内，并在３０°Ｎ附近出现较小值区；沿经向

所有云与多层云的分布特征相似，即在１００°Ｓ～

１３５°Ｓ内较大，而单层云分布相对均匀。综上所

述，结合东亚地区的地理特征可知，东亚地区云发

生概率的较大值区主要对应中国东南部地区，较

小值区则对应中国西部地区，这与利用其他卫星

资料的统计结果一致［１１］。除单层云外，其他各类

云的发生概率随季节呈现出夏高冬低的分布特

点，主要与南亚和东亚季风的进退有关［１２］。

为研究各类云发生概率随高度的变化规律，

将０～２０ｋｍ高度分为８０层，计算各层内不同类

型云廓线数占总廓线数的比例，从而得到其发生

概率沿高度的变化曲线，如图２所示。

图１　各类云发生概率的地理分布及其随季节的变化特征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ｕｄ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ｌｏｕｄｓ

图２　各类云发生概率随高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ｙ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ｌｏｕｄｓ

　　由图２可知，所有云、单层云、多层云以及双

层云和三层云的顶层云发生的概率随高度的变化

特征相似，即在１０ｋｍ和１７ｋｍ附近出现两个极

大值区，由于对流层顶在低纬和中纬地区分别位

于１７～１８ｋｍ以及１１～１２ｋｍ附近，因此说明东

亚地区有相当数量的云层发生在对流层上部及其

与平流层下部的过渡区内，而双层云和三层云的

底层云集中在５ｋｍ以下，中间层则主要发生在５

～９ｋｍ内。由于云量既可解释为云遮蔽天空视

野的成数，又可理解为某一区域内天空中云层出

现的频率，因而上述各类云发生概率的地理分布

和季节变化同样适用于云量的研究。

３．３　云层厚度

云厚作为重要的云物理参数，是影响地气系

统辐射传输的主要参量之一。Ｗａｎｇ等
［７］利用

２０ａ的探空资料对全球云垂直结构的统计结果

表明，全球平均云厚为１．６ｋｍ；Ｌｕｏ等
［１１］基于

ＣｌｏｕｄＳａｔ和ＣＡＬＩＰＳＯ卫星联合探测资料指出，

中国东部地区云层平均厚度为３．２ｋｍ，而本文采

用２ａ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资料统计出东亚地区云厚

平均为１．７８ｋｍ。其中，单层云、多层云和顶层云

的平均厚度依次为１．９９ｋｍ、１．６９ｋｍ 和２．１３

ｋｍ。图３所示为单层云、双层云和三层云各层云

厚的地理分布，其中网格单元大小为１°×２°。由

图３可知，单层云与双层云和三层云的顶层云云

厚分布特征相似，在低纬热带地区最大，中纬４５°

Ｎ～５５°Ｎ地区次之，最小值出现在３５°Ｎ～４５°Ｎ

内，此时单层云云厚最小可至０．７ｋｍ。其他各层

云云厚的分布差异不大，但数值偏小，且较大值出

现在副热带地区，而较小值位于３５°Ｎ～４５°Ｎ、

７０°Ｅ～１００°Ｅ内，该区域正好对应中国西北地

区，这与已有的研究成果一致，表明本文统计结果

可信度较高。

　　图４表示单层云云厚的季节分布特征。可以

看出，春秋季云厚分布相对均匀，平均厚度为

２．０２ｋｍ和１．９６ｋｍ；夏冬季地理差异较为明显，

夏季较大值发生在１５°Ｎ～２５°Ｎ、７０°Ｅ～１０５°Ｅ

内，对应中国西南部和孟加拉湾地区，网格内云厚

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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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各类云云厚的地理分布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ｕｄ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ｌｏｕｄｓ

最大值可达１７ｋｍ，冬季较大值位于３０°Ｎ～４５°Ｎ、

７０°Ｅ～８０°Ｅ以及４５°Ｎ～５５°Ｎ、７０°Ｅ～１１０°Ｅ内，

对应中国西部昆仑山、天山和祁连山一带以及蒙古

国西部地区。刘洪利等［１３］基于ＩＳＣＣＰ资料对中国

西北地区云气候特征的统计结果也表明，中国西北

地区的云量总体分布较少，且云层较薄，但西北主

要山区却常年维持着云体深厚、含水量大且相对稳

定的多云带，有利于进行人工增雨等作业。

图４　单层云云厚的季节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ｕｄ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ｆｒｏｍ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Ｃｌｏｕｄｓ

　　为研究云的垂直位置与其垂直尺度之间的关

系，图５给出了夏季和冬季顶层云云顶高与云厚

的二维频率分布（含单层云）。其中云顶高与云厚

的垂直间隔为０．２ｋｍ，取值范围为０～１９ｋｍ。

图５表明，夏冬季顶层云以１４ｋｍ为界分为两大

部分：对于１４ｋｍ 以下云层，夏季厚度集中在３

ｋｍ以下，且随云顶高的变化不大，冬季７ｋｍ以

下云层，其厚度随云顶高不断增加，７～１４ｋｍ则

变化不大。总体而言，１４ｋｍ以下，顶层云云厚冬

季大于夏季；１４ｋｍ以上云层，夏季厚度明显大于

冬季，说明东亚地区夏季有较多云体较厚、位于对

流层上部的高云存在，可能与该地区夏季典型的

季风气候有关。

图５　夏季和冬季顶层云云顶高和云厚的二维

频率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ＣｌｏｕｄＴｏｐ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ｆｒｏｍＨｉｇｈｅｓｔ

ＬａｙｅｒＣｌｏｕｄｓ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 Ｗａｎｇ等
［５］提出的相对湿度廓线法

判定云边界高度的思想，利用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探测

资料对东亚地区云厚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统计分

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统计结果虽具有较高的

可信度，但毕竟受掩星最低探测高度的限制，造成

部分反演结果偏小。若能综合多种地基和天基设

备，实现多传感器的主被动联合探测，必将得到更

准确而完整的云厚信息，对于全面理解东亚地区

云厚的分布特征、云的形成与发展机制及其与东

亚季风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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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和存储中心（ＣＤＡＡＣ）提供的ＣＯＳＭＩＣ

掩星湿空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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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ｈｉｇｈｅｓｔｌａｙｅｒｃｌｏｕｄ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ｏｒｅｔｈｉｃｋｅｒｈｉｇｈｃｌｏｕｄ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ｕｐｐｅｒ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ｔｈａｎｉｎｗｉｎｔｅ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ＯＳＭＩＣ；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ｃｌｏｕｄ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ｃｌｏｕｄ；ｈｉｇｈｅｓｔｌａｙｅｒｃｌｏｕｄ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ＨＡＮＤｉｎｇ，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ｌｏｕ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ｍａｉｌ：ｈａｎｄｉｎｇ＿ｏｋ＠１２６．ｃｏｍ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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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析反演与神经网络方法在电离层
建模及预报中的应用

陈必焰１，２　戴吾蛟１
，２
　蔡昌盛１

，２
　夏朋飞１

，２

（１　中南大学测绘与国土信息工程系，长沙市麓山南路９３２号，４１００８３）

（２　湖南省精密工程测量与形变灾害监测重点实验室，长沙市麓山南路９３２号，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将香港地区某天由电离层层析反演得到的电子密度值分成６组，利用神经网络方法对该６组数据分

别进行了拟合建模及预报。实验结果表明，采用电离层层析技术并经神经网络模型预报得出的电子密度值精

度明显高于由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提供的电子密度值，其预报的３０ｍｉｎ及６０ｍｉｎ的电子密度值精度可分别达到

０．４５ＴＥＣＵ和１．３４ＴＥＣＵ。

关键词：电离层层析；神经网络；电子密度值；ＧＰＳ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２

　　ＧＰＳ信号传播到地球或低轨飞行器将受到电

离层时延的影响，它是ＧＰＳ定位中的主要误差源

之一［１］。传统的电离层建模方法是假定电离层区

域所有的自由电子都集中在高度为犎 的无限薄的

球层上，基于这种单层的二维电离层模型常见的有

多项式模型［２］、三角级数模型［１］和神经网络模型［３］

等。虽然利用这些方法所建立的电离层模型进行

３０ｍｉｎ以内的ＶＴＥＣ值预报时，其精度也可达到

１～３ＴＥＣＵ
［２，４］，但是只能获取信号传播路径上的

ＴＥＣ，无法获得电离层电子含量的空间分布，而且

也不能反映中小尺度的电离层信息，如电离层扰

动、赤道异常现象等。电离层层析法通过结合地面

的ＧＰＳ观测数据，可有效地反演出三维的电离层

信息［５１１］。然而，对采用电离层层析技术获得的

四维电子密度值进行预报方面的研究较少，虽然

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也可用于电子密度值的预报，但其

精度不高。因此，本文利用电离层层析技术结合

神经网络方法，对香港地区ＣＯＲＳ系统某天的观

测数据以每４ｈ为一组建立了６个电离层模型，

并利用该模型进行了电离层电子含量预报。

１　基于犌犘犛的电离层层析方法

ＧＰＳ电离层层析方法是利用地面ＧＰＳ观测

站的电子密度的投影数据（ＴＥＣ，即总电子含量）

反演电离层电子密度。高精度的ＴＥＣ值可通过

ＧＰＳ双频码与相位观测数据联合解算得到
［９］。

本文所利用的电离层层析方法是将反演区域的电

离层分成若干个像素，每个像素内的电子认为是

均匀分布的。根据图１所示，地面站至卫星连线

上的ＴＥＣ值的计算公式为
［９］：

ＴＥＣ＝犮（犪４狓４＋犪５狓５＋犪８狓８＋犪９狓９）＋犲

（１）

图１　电离层层析成像系统示例图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ｅＭａｐｏｆ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ｙｓｔｅｍ

式中，犮是一个常数；犲为观测误差；犪犻为ＧＰＳ射线

在对应像素内的截距；狓犻 为对应像素的电子密度

值。在实际计算中，会得到大量的射线路径上电离

层斜向ＴＥＣ的观测值。将式（１）写成矩阵形式为：

狔＝犃狓＋犲 （２）

式中，狔为ＧＰＳ信号传播路径上电离层斜向ＴＥＣ

观测值所构成的列向量；犃为ＧＰＳ射线在对应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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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内的截距构成的向量；犲为观测误差向量；狓为

每个像素中心的电子密度。理论上可根据式（２）

直接求得狓，但在实际层析问题中，电离层电子密

度反演所需的数据缺失得比较严重，直接求解是

不可能的，一般采用迭代算法来反演电子密度值。

本文联合使用乘法代数迭代算法和最速下降

法［１２］的改进反演算法来进行求解［１０］。思路如下：

参照式（２）给定狓的一个初始值狓０，这个初始值

可由ＩＲＩ２００７国际参考电离层模型给出，然后得

到下一步的方向狆
犽（即负梯度方向，狆

犽＝－!犳

（狓犽）），并计算沿此方向前进的步长λ
犽，使得狓犽＋１

＝狓犽＋λ
犽
狆
犽，然后再求出狆

犽 和λ
犽，其中，λ

犽＝

［（狆
犽）Ｔ·狆

犽］／（２（犃·狆
犽）Ｔ犃狆

犽），从而得到下一个

狓犽＋１的值，直到满足一定条件结束循环。本文是

当利用最速下降法求出的电子密度值算出的

ＧＰＳ射线ＴＥＣ值的均方根误差小于１ＴＥＣＵ时

结束循环。

由最速下降法算出电子密度值后，再利用

ＭＡＲＴ迭代算法继续进行反演重建，以使重建结

果更符合实际的电子密度分布，提高电离层层析

成像质量。ＭＡＲＴ迭代方法如下：

狓犽＋１犼 ＝狓
犽
犼（

狔犻

＜犪
Ｔ
犻，狓

犽
＞
）λ犽犪犻犼

／‖犪犻‖ （３）

式中，狓犽＋１犼 是第犼个像素矢量第犽＋１步迭代值；

犪Ｔ犻 是犃 的第犻行转置（即第犻条ＧＰＳ射线）；λ犽 是

松弛因子，０＜λ犽犪犻犼＜１。这样不断迭代，直到满足

要求为止，就可得到反演后该区域各格网点的电

子密度值。这种联合算法既可以很好地克服

ＭＡＲＴ迭代中对电子密度初始分布敏感的问题，

又利用了 ＭＡＲＴ算法的优点，把初始迭代对反

演结果的影响降低，提高层析反演重建质量。

２　犅犘神经网络建模方法

近年来，基于误差反向传播（ｅｒｒｏｒ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

ｇａｔｉｏｎ）算法的多层前馈网络 （简称ＢＰ网络）能以

任意精度逼近任意的连续函数，广泛应用于非线性

建模、函数逼近、模式分类等方面［１３］。因此，本文

选用此方法对电离层层析后多时段的三维电子密

度值进行建模和预报。实验流程如图２所示。

３　实例计算与分析

本实验采用的数据是香港地区ＣＯＲＳ系统

的ＧＰＳ观测数据，共有１２个地面接收站，选取了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５日的观测数据进行实验。考虑到

图２　本文实验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电离层电子密度经度方向上的变化比纬度方向上

的变化小，因此，划分的格网间隔在经度和纬度方

向上分别取为１°和０．５°，高度方向上的间隔取为

２５ｋｍ。考虑到０．５ｈ内电离层的电子密度变化

不大，本文将一天２４ｈ分为４８个时段（每０．５ｈ

为一时段）分别进行了层析反演。反演区域覆盖

整个香港地区，具体范围为东经１１２°～１１６°，北纬

２１°～２４°，高度７５～８５０ｋｍ。因此，香港地区上空

被分为了６×４×３１共７４４个格网点。

首先对 ＧＰＳ观测数据进行预处理、消除粗

差、修复周跳后，通过ＧＰＳ双频码与相位观测数

据联合解算可得出高精度的ＴＥＣ值。依照电离

层层析方法，利用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提供的电子密度

值作为初始值，层析出了一天共４８个时段的电离

层电子密度空间分布。封三彩图３给出了其中两

个时刻的东经１１４°上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提供的电子密

度值与层析后的电子密度值的剖面图。可以看

出，这两个时刻电离层的电子密度分布得到了很

好的反演，与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提供的电子密度值相

比，更能体现电离层电子密度分布的细部特征。

然后，再对层析反演后的电子密度值进行神

经网络建模。本文以每４ｈ（亦即每８个时段）的

层析数据进行神经网络建模和预报，采用三层神

经网络。考虑到影响电子密度值变化的因素有时

间、高度、纬度和经度，为了准确地拟合出电子密

度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变化模型，本文所建立的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层共有２４个变量因子，它们

分别为时间犜、高度犎、经度犑、纬度犠 以及它们

之间的组合因子犜·犎、犜·犑、犜·犠、犜·犎·犑

·犠。另外，考虑到电子密度值与时间和高度之

间存在一定的周期变化，因此还将时间与高度的

三角函数作为了输入因子，即 ∑
犽

犻＝１

ｃｏｓ（犻犜）、

∑
犽

犻＝１

ｓｉｎ（犻犜）、∑
犽

犻＝１

ｃｏｓ（犻犎）、∑
犽

犻＝１

ｓｉｎ（犻犎）。

经过不断测试，取犽＝４比较合适，因此输入层共

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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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４个变量因子。中间层经过多次实验发现选

择５０时比较合理，输出层是一维的即电子密度

值。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中的神经网络工具箱，将数

据导入后再不断训练，当模型训练达到要求后即

表明该模型成功建立，然后就可利用该模型对电

离层电子密度值进行预报。为了分析该模型可以

何种精度预报多长时间的电离层电子密度值，文

中将１ｄ的层析数据分成了６组，每８个时段为

一组，共进行了６次实验分析。每次实验利用训

练好的神经网络模型对之后３０ｍｉｎ和６０ｍｉｎ的

电子密度值进行预报，并利用该预报值求出了该

时刻内各个ＧＰＳ射线上的ＴＥＣ值。封三彩图４

给出了其中两个时刻的东经１１４°上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

提供的电子密度值与神经网络模型预报的电子密

度值的剖面图。为了分析该预报值的精度，同时

求出了利用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提供值求出的ＴＥＣ值。

然后，以通过ＧＰＳ双频码与相位观测数据联合解

算得到的ＴＥＣ值为真值，分别求出两者的差值均

方根，具体结果见表１。从表１可以看出，利用神

经网络拟合模型预报的３０ｍｉｎ的电子密度值精

度在１ＴＥＣＵ之内，平均精度为０．４５ＴＥＣＵ。利

用此模型预报的６０ｍｉｎ的电子密度值精度在２

ＴＥＣＵ之内，平均精度为１．３４ＴＥＣＵ。随着预报

时间的增大，其预报精度有一定的下降，而

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提供值由于是通过实际观测资料统

计得到的，所以其精度很稳定。可见，本文建立的

神经网络模型预报值精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也

论证了本文中利用神经网络方法建立电子密度值

模型的可行性。

表１　神经网络模型预报值与犐犚犐２００７模型

提供值的犚犕犛对比表

Ｔａｂ．１　ＲＭＳｏｆ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ＩＲＩ２００７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Ｖａｌｕｅ

拟合建

模时段

神经网络预报值

ＲＭＳ／ＴＥＣＵ

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提供

值ＲＭＳ／ＴＥＣＵ

３０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３０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１～８ｈ ０．６１ １．５６ ３．９１ ３．９７

９～１６ｈ ０．１２ ０．６７ １．４８ ２．１９

１７～２４ｈ ０．８１ １．２８ ６．５０ ６．２７

２５～３２ｈ ０．７２ ２．４４ ６．０５ ５．７４

３３～４０ｈ ０．１８ １．１３ ４．１３ ３．８５

４１～４８ｈ ０．２６ ０．９７ ２．８６ ２．１８

ＲＭＳ平均值 ０．４５ １．３４ ４．１６ ４．０３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神经网络方法对层析后的电子密度

值进行了建模和预报。与ＩＲＩ２００７模型提供值相

比，本文模型精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实际的电

离层层析反演中，由于观测视角有限及地面接收

站数量稀少，导致数据不完整，因此在迭代中，初

始值对反演结果的影响很大。在层析反演中，利

用本文中的神经网络模型预报值作为迭代初始

值，可以加快层析迭代和提高电离层层析成像的

质量。由于神经网络模型训练的计算量很大，必

须进一步优化神经网络模型，减少运算量，并基于

高性能的计算机运算平台，以实现真正意义的电

离层实时建模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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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和不加权犜犔犛方法及其在
不等精度坐标变换中的应用

周拥军１　邓才华２

（１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上海市东川路８００号，２００２４０）

（２　中南大学测绘与国土信息工程系，长沙市麓山南路９３２号，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以重合点坐标独立但不等精度的三维坐标变换问题为基础，采用不加权和加权的ＴＬＳ方法进行解

算。模拟算例表明，未加权的简单ＴＬＳ方法与基于残差的ＬＳ方法的估计结果一致。在加权方法中，按行分

块独立的 ＷＴＬＳ方法能达到最大似然估计精度，而ＥＷＴＬＳ方法由于未考虑元素间的相关性，估计精度略

低。

关键词：三维坐标变换；不等精度；加权总体最小二乘；最大似然估计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６．３

　　传统的三维坐标变换的参数估计问题是以残

差的最小二乘为估计准则，得到转换参数的初值

后，将大角度转换成小角度，再采用小角度转换模

型求解［１］。近年来，有学者将总体最小二乘（ｔｏｔａｌ

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ＴＬＳ）估计用于测量平差
［２４］。文

献［３，４］的算例表明，ＴＬＳ方法的精度高于ＬＳ方

法。笔者认为，该结论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三维变

换问题。首先，判定一种新的估计方法是否最优

应该比较的是均方误差而非中误差；其次，ＬＳ估

计和ＴＬＳ估计的单位权中误差的计算方法不同，

不能简单地以单位权中误差的大小来判定精度。

简单ＴＬＳ估计仅在设计矩阵和残差元素均服从

独立等精度分布时才是最优估计［５］，而对于三维

坐标变换这一假设不成立，因而简单ＴＬＳ并非最

优估计。针对这一理论问题，本文以重合点坐标

独立但不等精度这一随机假设为前提，研究采用

不加权的ＬＳ估计和ＴＬＳ估计方法、按元素独立

的加权 ＴＬＳ（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ＴＬＳ，ＷＴＬＳ）方法、按行

分块独立的 ＷＴＬＳ方法在三维坐标变换中的应

用，并与最大似然估计的结果进行比较。

１　三维坐标变换模型及其直接解

设点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三维直角坐标中的

坐标值分别为（狓犻，狔犻，狕犻）、（狌犻，狏犻，狑犻）；λ表示尺度

参数；狉犻犼表示旋转矩阵犚 的分量；（狋狓，狋狔，狋狕）表示

平移分量，则三维坐标变换模型为：

狓犻

狔犻

狕

烄

烆

烌

烎犻

＝λ

狉１１ 狉１２ 狉１３

狉２１ 狉２２ 狉２３

狉３１ 狉３２ 狉

烄

烆

烌

烎３３

狌犻

狏犻

狑

烄

烆

烌

烎犻

＋

狋狓

狋狔

狋

烄

烆

烌

烎狕

（１）

其中，旋转矩阵犚由φ、ω、κ三个欧拉角组成：

犚＝

ｃｏｓφ ０ －ｓｉｎφ

０ １ ０

ｓｉｎφ ０ ｃｏｓ

烄

烆

烌

烎φ

１ ０ ０

０ ｃｏｓω －ｓｉｎω

０ ｓｉｎω ｃｏｓ

烄

烆

烌

烎ω

·

ｃｏｓκ －ｓｉｎκ ０

ｓｉｎκ ｃｏｓκ ０

烄

烆

烌

烎０ ０ １

（２）

令犡犻＝ 狌犻 狏犻 狑（ ）犻
Ｔ，犢犻＝（狓犻 狔犻 狕犻）

Ｔ，犜＝

（狋狓 狋狔 狋狕）
Ｔ 将式（１）写成矩阵形式为：

犢犻 ＝λ犚犡犻＋犜 （３）

　　这里假设点与点之间不相关，用３×３的对称

正定矩阵犆［犢犻］、犆［犡犻］表示每个点的协方差阵，

则观测值向量的协方差阵可表示为：

犆＝ｄｉａｇ（犆［犡１］，犆［犢１］，…，犆［犡犿］，犆［犢犿］）

（４）

其中，ｄｉａｇ（）表示对角矩阵；犿≥３表示控制点个

数；犆＝σ
２
０Ρ

－１＝σ
２
０犙，σ

２
０、犘、犙分别表示单位权中误

差、权阵和协因数阵。不考虑观测值的权，空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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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变换参数的估计问题就是在式（５）的准则下求

解尺度参数λ、旋转矩阵犚和平移向量犜：

ε
２（λ，犚，犜）＝

１

犿∑
犿

犻＝１

‖犢犻－λ犚犡犻－犜‖
２ （５）

　　对于大角度问题，可采用直接解法得到参数

初值，然后将其线性化得到误差方程。基于正交

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ｓ分析方法的直接解法的解算原理见文

献［６］。

２　加权和不加权犜犔犛方法

２．１　简单犜犔犛方法

令θ＝（λ，φ，ω，κ，狋狓，狋狔，狋狕）
Ｔ，先不考虑观测值

的精度，利用直接解法得到的参数初值θ０ 进行坐

标转换，得到犡′犻＝λ０犚０犡犻＋犜０，此时犡′犻与犢犻的关

系满足小角度转换关系，每对点的误差方程为：

犅犻δθ＋犔犻≈０ （６）

其中，

犅犻 ＝

狌′犻 －狑′犻 ０ －狏′犻 １ ０ ０

狏′犻 ０ －狑′犻 狌′犻 ０ １ ０

狑′犻 狌′犻 狏′犻

烄

烆

烌

烎０ ０ １ １

犔犻 ＝ 狌′犻－狓犻 狏′犻－狔犻 狑′犻－狕［ ］犻
Ｔ （７）

令犅＝（犅Ｔ１，…，犅
Ｔ
犿）

Ｔ，犔＝（犔１
Ｔ，…，犔犿

Ｔ）Ｔ，将所有

点组成矩阵形式有：

犅δθ＋犔≈０ （８）

　　用珟犅、珟犔 表示不含误差的矩阵，用珟犅＝犅＋

Δ犅、珟犔＝犔＋Δ犔表示含误差矩阵和矩阵真值间的

关系。若仅考虑犔的误差，在Δ犔
Ｔ
Δ犔→ｍｉｎ准则

下的参数估计称为简单最小二乘估计；若同时考

虑犅、犔的误差，在ｔｒ（Δ犅
Ｔ
Δ犅）＋Δ犔

Ｔ
Δ犔→ｍｉｎ准

则下的参数估计称为总体最小二乘估计，得到的

参数分别为：

δ^θＬＳ＝－（犅
Ｔ犅）－１犅Ｔ犔

δ^θＴＬＳ＝－（犅
Ｔ犅－σ狀＋１犐）

－１犅Ｔ犔
（９）

或用分解法求ＴＬＳ解，令珚犅＝［犅犔］∈犚
３犿×（狀＋１），

珚犅Ｔ珚犅＝犝Σ犞
Ｔ ＝∑

狉

犻＝１

σ犻狌犻狏
Ｔ
犻，σ狀＋１、狏狀＋１ 分别表示

珚犅Ｔ珚犅经奇异值分解后得到的最小特征值及其对

应的右特征向量，则：

δ^θＴＬＳ＝ ［狏狀＋１，１，狏狀＋１，２，…，狏狀＋１，狀］
Ｔ／狏狀＋１，狀＋１

（１０）

２．２　按元素独立的 犠犜犔犛方法

简单ＴＬＳ估计假设矩阵珚犅的所有元素都服

从独立等精度分布，而由于珚犅 的元素含常数，其

方差等于零，对于非常数元素，其方差也一般不相

等且相关，导致简单ＴＬＳ估计并非最优，需要采

用加权ＴＬＳ估计。由于实际问题中系数矩阵元

素间的方差关系极为繁杂，难以求定，Ｍａｒｋｏｖｓｋｙ

等［７］根据系数矩阵权的结构将加权总体最小二乘

问题简化为广义ＴＬＳ方法、按元素独立的 ＷＴＬＳ

方法、按列独立的 ＷＴＬＳ 方法、按行独立的

ＷＴＬＳ方法等。用犙［珚犅］∈犚
３犿（狀＋１）×３犿（狀＋１）表示珚犅

矩阵元素的协因数阵，ＷＴＬＳ方法的估计准则

为：

ａｒｇｍｉｎ
δ^θＷＴＬＳ

，Δ珚犅
＾
ｖｅｃ（Δ珚犅）

Ｔ
犙［珚犅］

－ｖｅｃ（Δ珚犅｛ ｝）

ｓ．ｔ．　（珚犅＋Δ珚犅）δ珔θ＝
烅

烄

烆 ０

（１１）

其中，ｖｅｃ（）表示向量化算子；犙［珚犅］
－表示犙［珚犅］的

广义逆矩阵，而犙［珚犅］一般为奇异矩阵。为了简化

计算，假设各行不相关；令犫犻＝［犫犻犾犻］，用犙［珔犫犻］∈

犚８×８表示第犻行（犻∈１，… ，３犿）元素的协因数阵：

犙［珔犫犻］＝
犙［犫犻］ 犙［犫犻犾犻］

犙［犾犻犫犻］ 犙［犾犻

烄

烆

烌

烎］
（１２）

　　若珔犫犻 的元素也不相关，此时的 ＷＴＬＳ问题

即为按元素独立的加权总体最小问题（ｅｌｅｍｅｎｔ

ｗｉｓｅＷＴＬＳ，ＥＷＴＬＳ）。文献［８］将 ＥＷＴＬＳ的

解算分成两步，简化为求解无约束条件的极值问

题。其核心思想是不直接求系数矩阵每个元素的

改正值，而是先假定参数固定，仅考虑系数矩阵元

素的误差，得到残差的权，用残差的加权最小二乘

代替系数矩阵元素的加权最小二乘，得到残差和

参数的改正数，再求解系数矩阵元素的改正值。

令狉犻＝珔犫犻δ珔θ表示第犻行的残差，若不考虑参数的

误差，经误差传播得到残差的协因数阵：

犙［狉犻］＝δ珔θ
Ｔ
犙［珔犫犻］δ珔θ （１３）

此时犙［狉犻］不再是奇异矩阵。令犘［狉犻］＝犙［狉犻］
－１，

则 ＷＴＬＳ问题等价于以下子问题
［８］：

δ^θ＝ａｒｇｍｉｎ∑
犿

犻＝１

狉犻（δθ）
Ｔ犘［狉犻］狉犻（δθ）

ｓ．ｔ．狉犻 ＝珔犫犻δ珔θ＝犫犻δθ＋犾犻

（１４）

式（１４）为经典间接平差问题，可得参数的改正数

为［６］：

δ^θ＝－（犅
Ｔ犘［狉犻］犅）

－１犅Ｔ犘［狉犻］犔 （１５）

　　将参数代入式（１４）的约束条件，即可得到残

差，然后得到系数矩阵元素的改正数为：

Δ^犅＝

狉１（δθ）
Ｔ犘［狉１］δ珔θ

Ｔ
犙［犅１］



狉犿 （δθ）
Ｔ犘［狉犿］δ珔θ

Ｔ
犙［犅犿

烄

烆

烌

烎］

（１６）

　　根据间接平差原理，ＥＷＴＬＳ的单位权中误

差应按下式计算：

σ^
２
狅 ＝ （∑

犿

犻＝１

狉２犻犘［狉犻］／（３犿－７） （１７）

７７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