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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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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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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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