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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的ＩＧＳ电离层ＴＥＣ数据，研究了南北半球电离层ＴＥＣ的非对称性。首先对南北

半球ＴＥＣ日平均值的不对称指数（ＡＩ）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ＡＩ的极大值的绝对值集中在０．４左右，极小值

的绝对值集中在０．３左右，表明南北半球电离层ＴＥＣ存在数值上的非对称性；通过傅里叶变换，发现ＡＩ存在

１ａ和１／３ａ周期；每年北半球电离层ＴＥＣ高于南半球电离层ＴＥＣ的时间比例均大于５０％，平均值为５８％，

表明了南北半球电离层ＴＥＣ存在时间上的非对称性。然后进一步分析了南北半球ＴＥＣ年平均值的差异，发

现了北半球ＴＥＣ年平均值高于南半球的规律，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的南北半球 ＴＥＣ年平均值的不对称指数在

０．０３６左右。最后从全球大气分布及运动规律的南北非对称性和热层年度变化赤道非对称性两个角度，对南

北半球电离层ＴＥＣ的非对称性产生的原因做了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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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离层是大气层中高度在６０～１０００ｋｍ之

间［１］的电离区域，是日地空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无线电波的传播有较大的影响。电离层的

结构与变化及相关过程十分复杂，影响因素众多，

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出复杂的变化规律。分析和

掌握电离层的结构和变化特性，有利于建立精确

的电离层模型，提高ＧＮＳＳ的导航、定位、测速和

授时等服务的精度［１３］。此外，电离层异常现象可

用于解释甚至预报地震等极端地学事件［３５］。尽

管多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电离层的变化特性做

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由于电离层本身的复杂性，人

们还没有全面掌握其结构和变化规律。

总电子含量ＴＥＣ（ｔｏｔ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是

研究电离层的一个重要参数［１，２］，对电离层理论

研究和电波传播修正应用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对电离层的研究一般

集中在电离层的季节变化规律［６８］、太阳活动对电

离层的影响［９，１０］、地磁活动对电离层的影响［１１］、

电离层异常［３５］和电离层经验模型的建立［１２１４］等

方面，涉及到电离层ＴＥＣ的南北半球之间差异的

很少。研究电离层ＴＥＣ的南北半球的差异性是

对电离层结构和变化规律理论体系的补充，对建

立全球电离层模型及电离层ＴＥＣ的预报有积极

的指导意义。刘立波等［１５］在２００７年利用国防气

象卫星计划的电离层数据分析了中低纬度不同地

方时的电离层南北半球的不对称性，指出电离层

的南北半球不对称性与地方时和太阳活动强度有

很大关系，并存在季节变化和年度变化规律；黄江

等［１６］利用ＩＧ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Ｎ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提供

的ＴＥＣ数据分析了电离层赤道异常区域的南北

半球不对称性和不对称性随太阳活动变化的关

系。以上研究侧重于区域性的电离层南北半球的

非对称性研究。本文采用ＩＧＳ提供的全球电离

层ＴＥＣ数据，从全球的角度，通过对南北半球平

均值差异的分析，对电离层ＴＥＣ的南北半球的非

对称性进行了研究，并对南北半球电离层ＴＥＣ的

非对称性产生的物理机制做了初步分析。

１　数据预处理

如图１所示，ＩＧＳ全球跟踪站的数量已达

６００多个
［１６］，数据覆盖范围大，时间分辨率适中。

利用 ＧＮＳＳ多频观测值反演出的全球电离层

ＴＥＣ含量，可用来分析电离层的各种变化特性。

ＩＧＳ提供电离层产品之前，Ｆｅｌｔｅｎｓ
［１７］对比分

析了 ＥＳＯ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ｐａ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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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Ｄ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ｏｒｂｉ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 Ｅｕ

ｒｏｐｅ）、ＤＬＲ（Ｇｅｒｍａｎ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ＵＮＢ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四个机构的全球

电离层模型，模型精度在总体上保持良好的一致

性。在ＩＧＳ电离层产品发布以后，ＩＧＳ组织的电

离层联合评估中心以Ｊａｓｏｎ海洋观测卫星测高仪

获得的ＶＴＥＣ（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ｔｏｔ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为

基准，对ＩＧＳ提供的全球电离层图（ｇｌｏｂａｌｉｏｎｏ

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ａｐｓ，ＧＩＭ）的精度进行了评估。结果表

明，ＩＧＳ提供的ＧＩＭ 的平均偏差为１ＴＥＣＵ，标

准差为４ＴＥＣＵ
［１８，１９］。

本文采用ＣＯＤＥ提供的ＩＧＳ电离层ＴＥＣ格

网点数据。ＴＥＣ数据是每历元以地理经纬度划

分的（纬度８７．５°Ｎ～８７．５°Ｓ，经度１８０°Ｗ～１８０°

Ｅ）格网点上的总电子含量。历元间隔２ｈ，每天

共１３幅电离层图（当天的０ｈ０ｍｉｎ０ｓ至次日的

０ｈ０ｍｉｎ０ｓ，间隔２ｈ，每幅图对应的历元时刻为

ＵＴＣ整点），每历元的电离层图按纬度由北向南

排列，间隔为２．５°。对应每个纬度，按经度１８０°

Ｗ～１８０°Ｅ排列，间隔为５°。

图１　全球ＩＧＳ跟踪站的分布图（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ｇｓ．ｏｒｇ／）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ＧＳ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以ＩＧＳ提供的每隔２ｈ的ＴＥＣ序列作为原

始观测值，以赤道为界，将原始观测值分成南北半

球两部分。以ｄ为单位，分别计算每个时刻（每隔

２ｈ，共１３个）南北半球所有格网点上的ＴＥＣ的

平均值，将每天１３个时刻的南北半球ＴＥＣ平均

值再取平均值，作为南北半球ＴＥＣ的日平均值，

将每年３６５天的日平均值的平均值作为南北半球

ＴＥＣ的年平均值，以此计算出南北半球的日平均

值序列和年平均值序列，作为研究南北半球电离

层ＴＥＣ非对称性的数据源。

由于电离层ＴＥＣ随太阳活动呈现１１ａ的周

期变化［１］，南北半球ＴＥＣ之间的差值会受到这种

周期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不对称指数［２０］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ｉｎｄｅｘ，ＡＩ）研究南北半球ＴＥＣ的差

异性。用ＮＴＥＣ表示北半球ＴＥＣ，用ＳＴＥＣ表示

南半球ＴＥＣ，则ＡＩ的计算公式为：

ＡＩ＝
ＮＴＥＣ－ＳＴＥＣ

ＮＴＥＣ＋ＳＴＥＣ
（１）

　　当ＡＩ值不为０时，说明南北半球ＴＥＣ是非

对称的。对ＡＩ时间序列的分析能有力地说明南

北半球的非对称性。

２　南北半球犜犈犆日平均值差异

取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的ＩＧＳ电离层 ＴＥＣ时间

序列，通过上文数据预处理的方法，得到南北半球

电离层ＴＥＣ日平均值的ＡＩ序列，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南北半球ＴＥＣ日平均

值的ＡＩ序列

Ｆｉｇ．２　ＡＩｏｆＤａｉｌｙＭｅａ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ｓｉｎ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由式（１）可知，ＡＩ值的正负反映了南北半球

ＴＥＣ的大小关系。由于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

线之间往返移动，ＡＩ每年都会出现一个极大值和

一个极小值。如果南北半球的ＴＥＣ是对称的，那

么极大值和极小值的绝对值是相等的。然而，从

图１可以看出，每年ＡＩ极大值的绝对值（集中在

０．４左右）均大于ＡＩ极小值的绝对值（集中在０．３

左右），这说明了南北半球ＴＥＣ在数值上的不对

称性。

此外，从图２还可以看出，南北半球ＴＥＣ日

平均值ＡＩ序列存在周期性的变化。采用傅里叶

变换将 ＡＩ数据序列从时间域转换到频率域，分

析ＴＥＣ日平均值ＡＩ序列的周期性，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可以发现犃 点和犅 点两个较为明显

的频率，提取犃、犅点的频率值，并将其转化为周

期，如表１所示。

表１　南北半球犜犈犆日平均值犃犐周期汇总

Ｔａｂ．１　ＣｙｃｌｅｓｏｆＡＩ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ｓ

频率／ｄ－１ 周期／ｄ 备注

０．００２７４ ３６４．９６ １ａ

０．００８２１９ １２１．６７ １／３ａ

５５３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图３　傅里叶变换后ＡＩ的频谱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ＡＩ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由图３和表１可知，南北半球ＴＥＣ日平均值

ＡＩ存在１ａ和１／３ａ的周期变化，其中１ａ的周期

最为明显。１ａ和１／３ａ的周期都是由太阳直射

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往返移动引起的。１／３ａ的

周期体现了南北半球电离层ＴＥＣ差异的季节变

化规律：夏季，北半球ＴＥＣ高于南半球ＴＥＣ，ＡＩ

值为正；春秋季，南北半球ＴＥＣ相当，ＡＩ值接近

０；冬季，北半球 ＴＥＣ低于南半球 ＴＥＣ，ＡＩ值为

负。

为了进一步说明南北半球日平均值的不对称

性，本文统计分析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的ＴＥＣ样本

中每年北半球 ＴＥＣ（ＮＴＥＣ）高于南半球 ＴＥＣ

（ＳＴＥＣ）的次数及其占全年总次数的比例，如表２

所示。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犖犜犈犆高于犛犜犈犆的次数统计

Ｔａｂ．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ＮＴＥＣ＞ＳＴＥＣｉ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份／年
ＮＴＥＣ＞ＳＴＥＣ

的次数／次
总次数／次 百分比／％

２０００ ２２２ ３６５ ６０．８２

２００１ ２１９ ３６５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２８ ３６５ ６２．４７

２００３ ２２０ ３６５ ６０．２７

２００４ ２０８ ３６５ ５６．９９

２００５ ２０２ ３６５ ５５．３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０ ３６５ ５４．７９

２００７ ２１１ ３６５ ５７．８１

２００８ ２０６ ３６５ ５６．４４

２００９ ２０７ ３６５ ５６．７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６ ３６５ ５６．４４

２０１１ ２０２ ３６５ ５５．３４

２０１２ ２１３ ３６５ ５８．３６

总计 ２７６４ ４７４５ ５８．２５

　　分析表２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每年北半

球ＴＥＣ高于南半球ＴＥＣ所占的时间比例均大于

５０％，平均值约为５８％，这说明了南北半球ＴＥＣ

在时间上的不对称性。

３　南北半球犜犈犆年平均值差异

为了从较大的时间尺度分析南北半球电离层

ＴＥＣ的非对称性，本文研究了南北半球 ＴＥＣ的

年平均值的差异。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的ＩＧＳ电

离层ＴＥＣ数据序列，统计并绘制了每年南北半球

的ＴＥＣ年平均值差异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南北半球ＴＥＣ年平均值

Ｆｉｇ．４　Ｔ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ｌｙＭｅａ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ｓｉｎ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由于这１３年的数据跨越一个１１年的太阳活

动周期，从图４可以看出电离层ＴＥＣ随太阳活动

强弱的变化趋势。但是不论太阳活动如何变化，

这１３年的北半球ＴＥＣ年平均值始终高于南半球

ＴＥＣ年平均值。同样考虑到太阳活动周期对电

离层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南北半球ＴＥＣ年平均值

的ＡＩ值，如图５所示。

图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南北半球ＴＥＣ年平均值的ＡＩ值

Ｆｉｇ．５　ＡＩｏｆＴＥＣＡｎｎｕａｌｌｙＭｅａ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ｓｉｎ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从图５可以看出，除了２０１１年的南北半球

ＴＥＣ平均值的ＡＩ值在０．０３以下外，其他的 ＡＩ

值集中在０．０３～０．０５内，平均值为０．０３６。

南北半球的ＴＥＣ差异会随季节的变化而不

同，北半球冬季时，南半球的ＴＥＣ大于北半球的

ＴＥＣ，在夏季则相反。但是北半球的ＴＥＣ年平均

值始终大于南半球的 ＴＥＣ年平均值，南北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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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年平均值的ＡＩ值受太阳活动强弱的影响较

小，基本稳定在平均值０．０３６附近。在建立新的

全球电离层模型或者改进已有的电离层模型时，

应考虑到南北半球ＴＥＣ的这一重要差异。

４　南北半球犜犈犆差异的成因分析

电离层中的离子和电子产生的要素有两种：

辐射源和大气密度。大气密度越大，辐射能量越

高，电离层ＴＥＣ含量就越高
［１］。离子和电子形成

后，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在太阳活动、地磁和大气

运动等综合因素［２１２３］的影响下，有着复杂的运动

规律。此外，电离层和热层耦合在一起［２２］相互影

响，热层中能量分布的不均衡也可能导致电离层

ＴＥＣ的差异。因此，笔者认为，南北半球电离层

ＴＥＣ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跟南北半球的大气密

度和运动非对称性以及热层的变化规律有关。

１）大气分布和运动的南北半球非对称性

有研究表明，大气分布和运动存在南北半球

非对称性［２４］。理想状态下，将地面假设为一个均

一的球面，受太阳辐射的制约，大气的纬向分带是

南北对称的，但是南北半球海陆分布的非对称性

导致大气的分布和运动呈现南北非对称性。此

外，越赤道经向风会引起南北半球的大气质量运

输［２３］，也会导致南北半球大气密度的不对称性。

大气运动的赤道带略向北偏，而大气运动的复杂

程度则是北大于南。大气角动量与地面之间的相

互输送主要发生在北半球［２４］。由此可见，北半球

的大气活跃程度和大气质量密度略大于南半球。

这一推断与上文得出的北半球ＴＥＣ年平均值略

大于南半球ＴＥＣ年平均值的结论是一致的。

２）热层年内变化的赤道非对称性

热层中的中性大气受到太阳极紫外线和 Ｘ

射线以及磁层中沉降的高能粒子的作用电离形成

电离层，是电离层产生的物质基础。作为电离层

的背景，热层和电离层强烈地耦合在一起，一方的

物理特性发生变化必将引起另一方物理特性的改

变［２２，２５］。

热层大气总质量密度存在明显的年内变

化［２６，２７］，而且在能量输入过程中由于地球轨道的

偏离和南北半球的极光带热量输入的差异，导致

这种年内变化关于赤道呈现不对称性［２１］。热层

大气密度年内变化的赤道非对称性和南北半球能

量输入的差异必将影响电离层物理物性的变化，

从而可能是南北半球电离层ＴＥＣ不对称性产生

的因素之一。

５　结　语

本文利用ＩＧＳ提供的电离层 ＴＥＣ数据，从

日平均值和年平均值的尺度分析了南北半球电离

层ＴＥＣ的不对称性现象，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

论。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的ＩＧＳ电离层 ＴＥＣ数

据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时长为１３ａ，跨越了１个太

阳活动周期，使得出的结论更具有普遍性。

电离层的结构和变化规律十分复杂，电离层

ＴＥＣ南北半球非对称现象是一系列因素综合影

响的结果。本文结合电离层产生的因素和ＴＥＣ

的运动变化规律，从大气的分布及运动的南北非

对称性和热层年内变化的赤道非对称性两个方

面，对南北半球电离层ＴＥＣ非对称性产生的原因

做了合理的推测和初步的分析。然而，关于南北

半球电离层ＴＥＣ非对称性产生的物理机制有待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致谢：感谢ＩＧＳ提供的电离层ＴＥ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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