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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极区电离层梯度的特性。从整体来分析时，依据单层模型的假设和投影函数只依

赖于高度角的性质，利用相邻穿刺点求差来获得投影函数误差。同时，用区域电离层模型获得的不同区域和

时段的ＴＥＣ图作比较。从局部来分析时，用经纬线方向上的测站上空同一卫星的穿刺点来探测水平梯度的

方向性。结果表明，磁暴期间，极区和中纬地区的电离层梯度明显增强，但在磁平静期间，不同于中纬地区的

梯度较为稳定的方向和大小，极区电离层梯度依然变化迅速，说明极区电离层的特殊形态导致了极区电离层

梯度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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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区电离层与中低纬区域有明显的不同，这

是因为极区日变化小，季节变化缓慢，太阳风经常

影响极区，产生极光和磁扰［１］。极区包括极盖区、

极光区和亚极光区。极盖区一般是地磁纬度大于

７５°的范围内，极光发生的概率比极光区小很多。

极光区的最主要特征是大量出现极光现象，其分

布范围在地磁纬度６０°～７５°的卵形环，平均宽度

约５°～７°
［２］。亚极光区是极光区外向南约１０°的

范围内，该区域的电子密度低于极光区，也就是

说，在极光区和中纬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梯度［３］。

利用ＧＰＳ研究极区电离层时，极区电离层的

特殊形态会导致ＴＥＣ（ｔｏｔ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显

著波动，如上百公里的不规则体会引起大尺度的

波动现象，上千公里的不规则体会引起闪烁效

应［４］。密集的相位波动会导致卫星路径上 ＴＥＣ

的剧烈变化以及强烈的ＴＥＣ水平梯度
［５６］，这对

极区电离层参数的提取和极区高精度定位均有重

要影响。

常用的单层模型是将电子密度压缩在一个给

定高度上的无限薄的球壳上，以此来代替整个电

离层。而从倾斜 ＴＥＣ（ｓｌａｎｔＴＥＣ）转化到垂直

ＴＥＣ（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ＴＥＣ）的投影函数一般只取决于卫

星高度角［７］，因此，其中包含了 ＶＴＥＣ不存在水

平梯度的假设［８］。本文利用相邻穿刺点求差来获

得投影函数误差，用经线、纬线方向测站上空的同

一卫星的穿刺点比较了磁暴和磁平静期间的中纬

地区和极区的电离层梯度，并用区域电离层ＴＥＣ

分布图进一步分析说明了极区电离层梯度的特

性。

１　计算方法

１．１　犛犜犈犆的获取

顾及卫星和接收机的硬件延迟，利用双频伪

距观测值建立观测方程，并形成无观测值组合，进

而提取ＳＴＥＣ。由于伪距观测值的精度较低，因

此采用相位平滑伪距的方法来提高ＳＴＥＣ求解

的精度。为了更好地分析电离层的特性，这里不

探讨硬件延迟，由于采用的数据都来自ＩＧＳ站，

因此利用ＩＧＳ公布的卫星和接收机硬件延迟作

为已知值。

１．２　投影函数误差

接收机和卫星的连线与单层模型的交点称为

穿刺点（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ｉｅｒｃｅｐｏｉｎｔ），为了获得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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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处的ＶＴＥＣ值，还需要利用投影函数实现倾斜

路径上的电离层延迟到垂直方向上。欧洲定轨中

心对单层电离层模型的ＳＬＭ 投影函数作了部分

修正［９］，相应的修正投影函数的表达式如下：

犉＝ｃｏｓ（ａｒｃｓｉｎ（
犚

犚＋犎
×ｓｉｎ（α×狕）））（１）

式中，α＝０．９７８２；狕是接收机处的天顶距；犚是地

球半径；犎 是选定的电离层单层模型的高度，本

文选定的高度是４００ｋｍ。则穿刺点处的 ＶＴＥＣ

值可以表达如下：

ＶＴＥＣ＝ＴＥＣ×犉 （２）

　　如图１所示，定义两个穿刺点ＩＰＰ１和ＩＰＰ２，

其中ＩＰＰ１的纬度和经度坐标为（φ１，λ１），ＩＰＰ２的纬

度和经度坐标为（φ２，λ２），考虑到电离层的时空分

布，如果两个穿刺点间的距离不超过２０ｋｍ，就认

为是相邻穿刺点，且此处的ＶＴＥＣ值相等。

利用球面距离公式可得单层电离层上两个穿

刺点间的距离：

犛＝ （犚＋犎）×ａｒｃｃｏｓ（ｓｉｎφ１ｓｉｎφ２＋

ｃｏｓφ１ｃｏｓφ２ｃｏｓ（λ２－λ１）） （３）

　　按照定义，ＶＴＥＣ１＝ＶＴＥＣ２，但是一般情况

下，ＶＴＥＣ１ ≠ ＶＴＥＣ２，这 是 因 为 ＶＴＥＣ１ 和

ＶＴＥＣ２ 之中至少有一个受到投影函数的影响，定

义ΔＶＴＥＣ＝ ＶＴＥＣ１－ＶＴＥＣ２ ，很明显，当其

中一颗卫星的高度角是９０°时，ΔＶＴＥＣ完全是投

影函数误差［１０］，其他情况下，ΔＶＴＥＣ表征的是部

分投影函数误差。

图１　投影函数误差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ｐ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ｓ

１．３　区域电离层模型

常用的区域电离层模型有多项式模型、低阶

球模型、三角级数模型等，考虑到低阶球模型的边

际效应最小［１１］，本文选用４阶２５参数的低阶球

模型来分析大范围的电离层特征。

１．４　水平梯度

依据两个ＩＰＰ间的 ＶＴＥＣ之差和距离可以

计算梯度值，该梯度值是基于两个ＩＰＰ间梯度均

匀的假设所得到的结果，具体表达如下：

ΔＶＴＥＣ

Δ犛
＝
ＶＴＥＣ１－ＶＴＥＣ２

犛１２
（４）

式中，ＶＴＥＣ１ 和 ＶＴＥＣ２ 分别是根据式（２）计算

得到的两个ＩＰＰ处的ＶＴＥＣ值；犛１２是根据式（３）

计算得到的两个ＩＰＰ间的球面距离。

２　数据计算及分析

２．１　选取的区域和时段

利用全球分布的ＩＧＳ站，考虑到空间分布的

均匀性，在中纬地区，选取了北美共１７个ＩＧＳ站

（如图２所示）；在极区，选取了加拿大北部、格陵

兰及北欧共１８个ＩＧＳ站（如图３所示）。

图２　中纬地区ＧＰＳ测站分布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ａｔＭｉｄ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Ｒｅｇｉｏｎ

图３　极区ＧＰＳ测站分布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ａｔＰｏ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

选取的时段是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９～２２日，其

间，在ＵＴＣ时间２０～２１日发生了一次强磁暴，

暴时Ｄｓｔ极值达－４００ｎＴ。为了更好地表明磁暴

和投影函数误差的相关性，将Ｄｓｔ曲线图绘制在

两个地区的ΔＶＴＥＣ分布图中。

２．２　投影函数误差分析

图４和图５分别给出了４ｄ时间内中纬地区

和极区所获得的ΔＶＴＥＣ分布图，其中连续曲线

是Ｄｓｔ值，离散的点是不同时刻相邻穿刺点处的

ΔＶＴＥＣ值。在这４ｄ时间内，中纬地区获得了

３２１８因此个相邻穿刺点，高纬地区获得了１９１０

个相邻穿刺点。中纬和高纬的相邻穿刺点的数量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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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要与所选取的测站分布有关，结合图２和

图３可以看出，中纬地区的测站相对密集。

图４　中纬地区ΔＶＴＥＣ值

Ｆｉｇ．４　ΔＶＴＥＣＶａｌｕｅａｔＭｉｄ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Ｒｅｇｉｏｎ

图５　极区ΔＶＴＥＣ值

Ｆｉｇ．５　ΔＶＴＥＣＶａｌｕｅａｔＰｏ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在磁暴期间，中纬地区的

ΔＶＴＥＣ值最高可达 ５０ ＴＥＣＵ，高纬地区的

ΔＶＴＥＣ值最高也可达３０ＴＥＣＵ。尤其注意到

的是，ΔＶＴＥＣ最大值出现的时间正是Ｄｓｔ指数

下降最剧烈的时间。而在磁平静期间，中纬地区

的ΔＶＴＥＣ比较稳定，且多在６ＴＥＣＵ以下，这说

明磁暴期间，中纬地区的ＴＥＣ梯度明显增大。但

是从图５中看，即便是在磁平静期间，高纬地区的

ΔＶＴＥＣ值也较大，在２０ＴＥＣＵ 以内。不同于

Ｎａｖａ
［８］所指出的低纬赤道地区的梯度特征，极区

的ＴＥＣ梯度也没有出现周日变化的特征，这并不

是说极区的电离层没有周日变化，而是受日照影

响较小。极区电离层梯度较大和赤道地区有着本

质的不同，赤道地区是因为ＴＥＣ值较大，容易形

成较大的梯度，而极区的ＴＥＣ值虽然较小，但变

化迅速，所以也产生了较大的梯度。需要指出的

是，由于测站数量有限且分布不均，导致相邻穿刺

点的数量较少，很难获得完整的数据分析，所以，

这里对电离层ＴＥＣ梯度侧重于定性描述。

２．３　区域犜犈犆图分析

为了比较该时段内ＴＥＣ分布的时空特征，利

用低阶球模型，在两个地区分别建立了区域电离

层模型，分别选取了 ＵＴＣ时间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９

日和２０日的０４：００和２２：００（其中１１月２０日的

２２：００是磁暴极大时刻），并绘制了这些时刻的

ＴＥＣ图，图６是中纬地区相应时刻的 ＴＥＣ图，

图７是极区相应时刻的ＴＥＣ图。

图６　中纬地区ＴＥＣ图

Ｆｉｇ．６　ＴＥＣＭａｐｓａｔＭｉｄ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Ｒｅｇｉｏｎ

图７　极区ＴＥＣ图

Ｆｉｇ．７　ＴＥＣＭａｐｓａｔＰｏ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

从图６和图７中可以看出，在空间尺度上，中

纬地区的电子密度梯度以南北方向为主，与Ｊａ

ｋｏｗｓｋｉ
［３］的结果类似，而极区的电子密度梯度变

化迅速，没有明显的方向性。在时间尺度上，中纬

地区在磁平静期间的梯度变化较为稳定，在磁暴

期间，南北方向的梯度明显增大，并伴有东西方向

的梯度出现。极区在磁暴期间也出现了梯度的增

大，但依然没有明显的方向性。极区电离层梯度

的这种特征是因为极区电离层变化迅速及极区特

殊的电离层构造所决定的，如各种尺度的电离层

不规则体的存在。

２．４　水平梯度的方向分析

利用相邻ＩＧＳ测站分析了水平梯度的方向

性。为了获得准确的梯度值，没有利用测站上空

拟合的ＶＴＥＣ，而是各ＩＰＰ处的实测 ＶＴＥＣ值，

相邻测站观测同一颗卫星的相邻ＩＰＰ同样保持

了经线和纬线方向的特性。限于篇幅，这里以最

具典型性的经线方向和纬线方向的相邻测站为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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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北美地区南北方向的测站为ｇｏｄｅｎｒｃ１，东西

方向的测站为ｇｏｄｅｎｌｉｂ，北极地区的南北方向的

测站为ｗｈｉｔｉｎｖｋ，东西方向的测站为ｙｅｌｌｆａｉｒ，每

两个测站间的距离都在１００ｋｍ左右，各ＩＰＰ间

的梯度根据式（４）算出，时间段分别是１１月１９日

作为磁平静日和１１月２０日作为磁暴日。按磁平

静日南北方向、东西方向和磁暴日南北方向、东西

方向分别绘制４组梯度图。图８和图９分别是中

纬地区和极区相应的梯度图。

图８　中纬地区４组ＴＥＣ梯度

Ｆｉｇ．８　４ｇｒｏｕｐＴＥＣ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ａｔＭｉｄ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Ｒｅｇｉｏｎ

图９　极区４组ＴＥＣ梯度

Ｆｉｇ．９　４ｇｒｏｕｐＴＥＣ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ａｔＰｏ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

从图８和图９中可以看出，在梯度的时间性

上，磁平静期间，１００ｋｍ左右的范围所表现出的

变化不明显，但在磁暴期间，无论是经线方向还是

纬线方向，中纬地区的电离层梯度伴随着磁暴明

显加强，而极区的响应较中纬地区偏小。在梯度

的方向性上，中纬地区磁平静期间，梯度在纬线方

向略大于经线方向，且数值都很低，但磁暴期间，

梯度在纬线方向的增幅是经线方向的４～５倍，而

且梯度在纬线方向的值多数为正，说明纬度较低

地区ＶＴＥＣ的增幅大于纬度较高地区是梯度变

大的主要原因。极区梯度在纬线方向略大于经线

方向，数值都较大且离散，而且梯度值正负相当，

说明纬度对 ＶＴＥＣ的影响很小。另外要说明的

是，因为测站非均匀分布，为了尽可能地反映梯度

的变化情况，采用南北和东西距离在１００ｋｍ左

右的相邻两个站，得到的梯度值既不是某一位置

的梯度值，也不是该区域的平均值，其本质是基于

测站间梯度均匀的假设，得到两个测站区域之间

的梯度值。

３　结　语

忽略电离层梯度，假设所有电子集中在单层

球壳上，并用简单的投影函数，必然导致ＴＥＣ求

解的误差。本文利用相邻穿刺点的方法来获取投

影函数误差，利用区域电离层模型获得ＴＥＣ分布

图，利用相邻测站在纬线和经线方向上获得梯度

值等方法来研究电离层梯度。通过对比中纬地区

和极区电离层在磁暴和磁平静期间的变化，说明

投影函数误差和磁暴有较强的相关性，无论是在

中纬地区还是极区，磁暴期间电离层梯度迅速增

强。然而，在磁平静期间，中纬地区的电离层梯度

较低且较为稳定，但极区仍然可以观察到较强的

电离层梯度，说明极区电离层的特殊形态导致了

电离层梯度的存在。可见，未来高精度的电离层

参数的提取和定位需要充分考虑电离层梯度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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