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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发生的日全食前后的电离层垂测仪数据来分析日全食期间的电离层响应，并

尝试通过掩星电离层反演方法探测本次日全食引起的电离层效应。结果显示，利用垂测仪和ＣＯＳＭＩＣ掩星

反演均能够探测到日全食期间受日食影响的电离层的显著变化，但利用ＣＯＳＭＩＣ掩星反演提取的电离层效

应所具有的时间分辨率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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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食能给电离层带来复杂的光化学变化和动

力学过程，引起电离层形态、结构和动力学行为发

生改变［１］。对于日全食期间电离层的变化，国内

外已有多位学者采用垂测仪、地基ＧＰＳ等传统的

电离层观测手段进行了研究，但这些方法均易受

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综合其研究成果，日全食电

离层效应主要表现为：日食区域电离层获得的太

阳辐射通量减少，从而使得电子产生率迅速减小，

食甚时达到最小，而后逐渐恢复至正常值。日食

电离层响应观测的主要元素包括时间延迟τ、幅

值犃和持续减小时间Δ犜
［２８］。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发生的日全食是２１世纪

以来规模最大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日全食，其

全食带从印度西部开始（约为２０°Ｎ，７１°Ｅ），最后

在太平洋中部、赤道以南结束（约为１３°Ｓ，１５８°

Ｗ）。地磁活动同样会导致全球性电离层的变化，

图１显示了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６～２５日地磁指数的变

化情况，可以看出，７月２２日的Ｄｓｔ指数最小达

到－７９ｎＴ，犓狆 指数最大接近于６，发生了中等程

度的磁暴，因此２２日的电离层变化会受到日全食

和磁暴的综合影响。

本文选取此次日全食前后的电离层垂测仪数

据及电离层掩星数据来观测日全食期间的电离层

响应，并对本次日全食引起的电离层效应进行了

分析和讨论，探讨了ＣＯＳＭＩＣ掩星电离层反演在

日食电离层响应研究中的可行性。

图１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６～２５日地磁指数变化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ｎｄｅｘｆｒｏｍＪｕｌｙ１６２５，２００９

１　数据筛选与处理

本文分别使用垂测仪和掩星电离层反演两种

方法来探测日全食期间电离层的变化情况。由于

垂测仪站全球分布不均，且某些站无观测数据，

ＳＰＩＤＲ提供的垂测仪数据在本次日全食范围内

只有５个站，选取食分较大的两个站———Ｋｗａｊａ

ｌｅｉｎ站（９°Ｎ，１６７．２°Ｅ，ＬＴ＝ＵＴ＋１１ｈ）和Ｎｉｕｅ

Ｉｓｌａｎｄ站（１９．１°Ｎ，１６９．９°Ｅ，ＬＴ＝ＵＴ＋１１ｈ），

考虑到在日全食当天还发生了中等强度的磁暴，

另选取日全食覆盖范围以外的Ｂｒｉｓｂａｎｅ站（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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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１５２．９°Ｅ，ＬＴ＝ＵＴ＋１０ｈ）进行对比分析。

对于掩星数据，依照Ｋｗａｊａｌｅｉｎ站和ＮｉｕｅＩｓ

ｌａｎｄ站的位置，选取１６８°Ｅ附近的区域。由于现

阶段每小时的掩星事件在全球分布还很稀疏，且

数据无固定采样间隔，因此以本次日全食范围将

经度区域定为１６８°Ｅ±２０°，纬度则随经度的变化

来划定范围，在划定区域中挑出掩星事件，然后以

０．５ｈ为间隔，将０．５ｈ之内的ｆｏＦ２数据取平均

值，作为该位置这０．５ｈ的ｆｏＦ２值。所选取掩星

事件的时间、位置及食分信息见表１。

表２列出了两类观测数据的位置和相应的日

食食相时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所选垂测仪观

测站所处的位置均位于偏食带而非全食带，因此，

以最大日食时刻代替食甚时刻。

表１　各掩星事件位置及食分

Ｔａｂ．１　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Ｅｃｌｉｐｓｅ

时间／ＵＴ 经度／（°） 纬度／（°） 食分

０：５８ １６７．９５２３ －１９．４８１６ ０．３２

１：４０ １４８．２１９５ ４４．９４６１４ ０．３８１

１：５６ －１７４．６７６ １３．１６１１４ ０．５５

２：０２ １７９．６６４６ －１８．１７８７ ０．５６

３：３２ １７９．１４５９ －３６．０６１６ ０．０３４

３：３５ －１７８．６８７ －２３．３３４ ０．４３

３：４６ －１７８．０５６ ２２．９５９５５ ０．３８１

３：４７ －１６８．１７１ １９．０６９９９ ０．３１

表２　各站见食情况

Ｔａｂ．２　ＴｉｍｅｏｆＥｃｌｉｐｓ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站名 开始／ＵＴ 最大日食／ＵＴ 结束／ＵＴ 食分

垂

测

仪

Ｋｗａｊａｌｅｉｎ ２：２４ ３：４２ ４：５０ ０．９７５

ＮｉｕｅＩｓｌａｎｄ ２：１６ ３：２８ ４：３３ ０．７０５

Ｂｒｉｓｂａｎｅ    

掩星　　　 约２：２０ 约３：３０ 约４：４０ 

　　日食对电离层的影响通常还伴有电离层日变

化和电离层行扰等其他影响，为了消除这些影响，

采用以下方法：① 将日食日前后几日的数据取平

均，作为平静期参考值（控制日值），计算出日食日

ｆｏＦ２对控制日ｆｏＦ２的差值ｄｆｏＦ２（在初亏之前发

生的扰动通常比较小，且不会对日食期间的数据

造成影响，故不加考虑）。② 为了消除电离层随

机变化（如电离层行扰）的影响，分别对日食日数

据和控制日数据做滑动平均处理。

２　数据处理结果与分析讨论

２．１　 垂测仪观测结果

本文选取日食日前３天 （１９～２１日）和后３

天 （２３～２５日）（犓狆 均小于４）的观测值，取每个采

样时刻的中值作为控制日值（平静日参考值）。

图２是日全食期间各站ｆｏＦ２随时间的变化

情况，其中菱形标示线、点状标示线和三角形标示

线分别表示日食日、日全食前一日和后一日ｆｏＦ２

的变化曲线，实线为平静日参考值，空心圆标示线

为Ｄｓｔ变化曲线。图３是各站日食日ｆｏＦ２与控

制日ｆｏＦ２的差值ｄｆｏＦ２的变化，以及经过滑动平

均处理后得到的 ｄｆｏＦ２ 变化，其中虚线表示

ｄｆｏＦ２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实线为平滑后的结果，

空心圆标示线为Ｄｓｔ变化曲线。

图２　日全食期间各站ｆｏＦ２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ｆｏＦ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ｌｉｐｓｅ

由图２和图３可以看出，Ｋｗａｊａｌｅｉｎ站日食日

当日，ｆｏＦ２值较平静日参考值整体偏低，最大日

食时刻后，先明显上升，而后降低，最大日食时刻

后１．５ｈ左右，ｆｏＦ２出现陡降，而后在Ｄｓｔ值达到

最小后，ｆｏＦ２值升高并超过平静日参考值，接着

出现第二次下降。ＮｉｕｅＩｓｌａｎｄ站ｆｏＦ２值在最大

日食时刻后的变化与 Ｋｗａｊａｌｅｉｎ站相似，不同的

是，２２日ＮｉｕｅＩｓｌａｎｄ站观测到的ｆｏＦ２值整体高

于平静日参考值，只在最大日食时刻前后略低于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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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日全食期间各站ｄｆｏＦ２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ｄｆｏＦ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ｌｉｐｓｅ

前后两天的ｆｏＦ２值及平静日参考值。对于日全

食区域以外的Ｂｒｉｓｂａｎｅ站，ｆｏＦ２值在２：００出现

陡降，而后在Ｄｓｔ值达到最小时，约７：００左右，

ｆｏＦ２值出现陡增，超过平静日参考值，而后逐渐

恢复。

２．２　掩星观测结果

图４为掩星观测结果推求出的ｆｏＦ２随时间

变化的曲线，其中菱形标示线、点状标示线和三角

形标示线分别为日食日、日全食前一天和后一天

ｆｏＦ２的变化曲线，空心圆标示线为 Ｄｓｔ变化曲

线。可以看出，２２日日食发生时，ｆｏＦ２值迅速下

降，形成低谷，而后逐渐恢复正常。该现象在２１

日和２３日同时段并未发生，而后，在Ｄｓｔ指数达

到极小值后，ｆｏＦ２值迅速抬升，达到当日最大值。

图５为７月２１～２２日单个掩星事件的电子

密度廓线对比图，在本文所选取的日食日当天的

８个掩星事件中，在２１日仅找到一个匹配的掩星

事件与之进行比对。图中实线为２２日日食日发

生在ＵＴ３∶３２的掩星事件得到的电子密度廓线，

虚线为日食日前一天相近位置同样发生在 ＵＴ

３：３２的掩星事件得到的电子密度廓线。可以看

出，相较于前一天，日食日 ＮｍＦ２有较大幅度的

减小，最大减小幅度达４０％，与ｆｏＦ２变化曲线的

观测结果一致。此外，掩星反演结果还可以观测

到Ｅ层的变化，如图５所示，日食日ＮｍＥ较前一

日亦有减小，下降了约５０％。

图４　１６８°Ｅ附近日全食区域内ｆｏＦ２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ｆｏＦ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ｔＮｅａｒ１６８°Ｅ

图５　单个掩星事件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

２．３　讨论与分析

综合以上观测结果，本次日全食电离层响应

有如下特点：

１）初亏后，Ｋｗａｊａｌｅｉｎ站和ＮｉｕｅＩｓｌａｎｄ站均

观测到ｆｏＦ２呈下降趋势，在最大日食时刻后达到

最小值，而后逐渐恢复，而对于日食范围之外的

Ｂｒｉｓｂａｎｅ站则没有发生上述变化，因此，可以认为

这是日食发生时日食区ＥＵＶ辐射通量减少，从

而电子产生率迅速减小所致。

２）从ｄｆｏＦ２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受日食影

响的电离层的显著变化。需要说明的是，ＮｉｕｅＩｓ

ｌａｎｄ在经过滑动平均处理前，由于各种影响的叠

加，无法观测到各响应元素，而Ｂｒｉｓｂａｎｅ站在日

食范围之外，不予考虑。通过对观测数据进行滑

动平均处理，本次日全食电离层响应参数时间延

迟τ、幅值犃 和持续减小时间Δ犜 ，Ｋｗａｊａｌｅｉｎ站

的观测结果分别为３ｍｉｎ、－１．４ＭＨｚ、１ｈ１５

ｍｉｎ；ＮｉｕｅＩｓｌａｎｄ站分别为２ｍｉｎ、－０．１ＭＨｚ和

１ｈ１５ｍｉｎ。

３）日全食期间，Ｋｗａｊａｌｅｉｎ站ｆｏＦ２整体水平

比控制日偏低，但 ＮｉｕｅＩｓｌａｎｄ站出现了ｆｏＦ２整

体水平比控制日偏高的异常现象。对于这一现

象，或许可以用磁赤道异常区的“喷泉效应”来解

释。有学者指出，“驼峰”区在日食期间等离子体

的温度会急剧下降，将导致空间等离子收缩，这会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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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磁赤道上空等离子体库内空间等离子体沿场

双极扩散的“迁移”量增大，以补偿日食造成的电

离损耗，若该“迁移”量大于电离损耗，就会出现

ｆｏＦ２日食日大于控制日的情况，不过这只对“驼

峰”区的ｆｏＦ２值造成影响
［９］。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

的日全食主食带离磁赤道较远，日食对磁赤道附

近Ｅ区的潮汐影响较小，因此不会引起“驼峰”移

动，此时ＮｉｕｅＩｓｌａｎｄ站位于“驼峰”区，因此，本文

认为，日全食期间 ＮｉｕｅＩｓｌａｎｄ站出现的ｆｏＦ２整

体水平比控制日偏高的异常现象可能是由“喷泉

效应”所致的。

４）在日食日当天，还伴随有中等程度的磁暴

发生，从图３中可以看出，磁暴发生期间，发生了

明显的电离层暴，其中ＮｉｕｅＩｓｌａｎｄ站与Ｂｒｉｓｂａｎｅ

站均出现了正相暴，而 Ｋｗａｊａｌｅｉｎ站则出现了负

相暴；Ｄｓｔ指数在７：００左右达到极小值，此时日

食已结束，但 Ｋｗａｊａｌｅｉｎ站的ｄｆｏＦ２在５：００和

７：００分别出现了两次明显下降。由于本次日全食

存在日食和磁暴的综合影响，因此无法确定这两

次下降是由 “喷泉效应”所致，还是磁暴引起的电

离层负相暴。

５）通过掩星电离层反演方法来探测日全食期

间电离层的变化，单个掩星事件的电子密度廓线

对比显示，相较于前一天，日食日ＮｍＥ与ＮｍＦ２

均有较大幅度的减小，这一现象同样反映在ｆｏＦ２

的变化曲线中，在Ｄｓｔ指数达到极小值后，ｆｏＦ２

值迅速抬升，发生了明显的电离层正相暴。但目

前利用ＣＯＳＭＩＣ掩星反演提取的电离层效应所

具有的时间分辨率较低，所得结果只能看出大致

的变化趋势，不能得到时间延迟τ、幅值犃和持续

减小时间Δ犜等日全食电离层响应参数。

３　结　语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发生的日全食是２１世纪

以来规模最大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为在日全

食时进行各种有关的地球物理效应观测和研究提

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本文分别使用电离层垂测

仪和ＣＯＳＭＩＣ掩星反演来探测此次日全食电离

层响应，结果显示：① 利用垂测仪能够观测到具

有精确时间特征的日全食电离层响应。由于本

次日全食当天还伴随有中等程度的磁暴发生，因

此对于日全食结束后的电离层扰动无法定因。

② 通过掩星电离层反演方法来探测日全食期间

电离层的变化，所得结果只能看出大致的变化趋

势，不能较为精确地表达有关时间的特征。但利

用掩星数据反演得到的电子密度廓线包含了电离

层的大部分，可以清楚地观测到每层的变化，这也

是掩星观测的独特优势所在。

未来越来越多掩星系统的建立将极大地改善

掩星观测数据的时间分辨率，掩星电离层反演方

法将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致谢：感谢 ＵＣＡＲ提供的ＣＯＳＭＩＣ观测数

据和ＳＰＩＤＲ提供的ｉｏｎｏｓｏｎｄｅ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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