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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射线追踪法分析三种典型对流层
映射函数在中国区域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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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区域内８个气象站点２０１２年全年的探空数据，采用射线追踪法计算了各个站天顶方向至４°

高度角区间内１８个方向的对流层流体静力学和非流体静力学延迟量，将天顶延迟通过ＮＭＦ、ＧＭＦ和ＶＭＦ１

三种映射函数投影到各个高度角方向，与射线追踪法得出的延迟量进行比较，结果显示：① ＮＭＦ有明显的季

节性偏差，且精度与纬度存在强相关性；② ＶＭＦ１的精度最高、稳定性最好，但在武汉、长沙等站点存在一定

的季节性偏差；③ ＧＭＦ的精度介于ＮＭＦ和ＶＭＦ１之间。

关键词：对流层延迟；映射函数；ＮＭＦ；ＧＭＦ；ＶＭＦ１；射线追踪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　　　　　文献标志码：Ａ

　　对流层延迟的数值在天顶方向约为２．３ｍ，

当卫星高度角为５°时，可达２０ｍ以上
［１］；且对流

层对电磁波信号产生的影响是非色散折射，因此

不能利用双频或多频信号消除和求解，是ＶＬＢＩ、

ＧＮＳＳ、ＳＬＲ等空间定位技术的主要误差源。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Ｍａｒｉｎｉ把对流层延迟

表达为天顶延迟与映射函数的乘积，并给出了一

个连 续 分 式 映 射 函 数 模 型［２］；随 后，Ｄａｖｉｓ

（１９８５）、Ｉｆａｄｉｓ（１９８６）、Ｈｅｒｒｉｎｇ（１９９２）、Ｎｉｅｌｌ

（１９９６）、Ｂｏｅｈｍ（２００６）、Ｓａｈａ（２０１０）、Ｇｅｇｏｕｔ

（２０１１）等相继建立了不同的映射函数
［３８］。这些

映射函数或是基于探空气球获取气象数据，或是

基于数值天气模型，在建立起大气的垂直剖面模

型后，利用射线追踪法和最小二乘拟合得出映射

函数的系数。

对流层的气压、气温、水汽含量等是季节、气

候、地理位置、地貌等地球物理参数的复杂时变函

数，而无论是探空气球还是数值天气模型，都不可

避免地受到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如某些地区没

有探空数据）。此外，推算者也会有一定的取舍

（如只选取某些区域、某些时段的气象数据），由此

得出的映射函数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地域性，

其在不同纬度、不同海拔区域的适用性值得研究。

１　对流层映射函数

在大地测量中，通常将任意高度角ε方向的

对流层延迟表达为天顶延迟Δ犔
狕 与映射函数犿犳

的乘积：

Δ犔（ε）＝Δ犔
狕
犺·犿犳犺（ε）＋Δ犔

狕
狑·犿犳狑（ε）

式中，下标犺和狑 分别表示流体静力学延迟（简

称干延迟）和非流体静力学延迟（简称湿延迟）。

本文选取了ＮＭＦ、ＶＭＦ１和ＧＭＦ三种映射函数

作为研究对象，气象数据来源等特点见表１。三

种映射函数均可用通式（１）表示：

犿（ε）＝

１＋
犪犻

１＋
犫犻
１＋犮犻

ｓｉｎε＋
犪犻

ｓｉｎε＋
犫犻

ｓｉｎε＋犮犻

＋狏犻（犻＝犺，狑）

（１）

网络出版时间：2015-01-08 13:28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oi/10.13203/j.whugis20130096.html



　第４０卷第２期 　　　郭际明等：利用射线追踪法分析三种典型对流层映射函数在中国区域的精度

式中，狏狑、狏犺 分别表示湿延迟和干延迟高程改正

量，且狏狑＝０，

狏犺 ＝
１

ｓｉｎε
－

１＋
犪

１＋
犫
１＋犮

ｓｉｎε＋
犪

ｓｉｎε＋
犫

ｓｉｎε＋

熿

燀

燄

燅犮

·犺测站

其中，犪、犫、犮分别表示高程改正系数；犺测站 的单位

为ｋｍ。

三种映射函数的主要区别在于犪犻、犫犻、犮犻 的取

值不同［３５］。需要注意的是，文献［４］表 １ 中

ＶＭＦ１的系数 犆１０、犆１１有误，正确值请查阅文

献［４］。

表１　犖犕犉、犞犕犉１和犌犕犉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ＭＦ，ＶＭＦ１ａｎｄＧＭＦ

函数名称 气象数据来源
用于确定系数的气象数据的年份

犪 犫，犮

射线追踪起

始高度角
计算映射函数值所需的输入参数

ＮＭＦ［３］

ＶＭＦ１［４，５］

ＧＭＦ［６］

北半球２６个探空气球站１

全球数值天气模型

（ＥＲＡ４０）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９２２

ＥＲＡ４０或实测３

１９９９．０８２００２．０９
２００１

　　３°

　　３．３°

　　３．３°

高度角，纬度，

高程

年积日

约化儒略日，ＶＭＦ１格

网约化儒略日，经度

　注：“１”表示不含中国境内的探空气球站；“２”表示２６个站中９个站使用的是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２年三年的数据，其余１７个站只用

了１９９２年的数据；“３”表示２００１年以前的犪根据ＥＲＡ４０数据推算，之后为实测。

２　基本原理及研究方法

２．１　对流层折射率

对流层总延迟量的９０％是由大气中的干大

气成分折射影响引起的，剩余１０％是由水蒸气而

引起的。大气中某点的折射指数可以表达为大气

压力、温度和湿度的函数［９］：

犖 ＝犽１犚犱犘／犜＋（犽′２狆狑／犜＋犽３狆狑／犜
２）犣－１狑 ＝

犖犺＋犖狑

其中，犽１、犽′２、犽３ 为经验系数，犽′２＝犽２－犽１犕狑／犕犱；

犘为大气压；狆狑 为水汽压；犜 为绝对温度；犣狑 为

水汽可压缩性因子；犕犱 和犕狑 分别为干、湿大气

的摩尔质量。Ｒｕｅｇｅｒ给出的最佳平均系数分别

为［１０］：犽１＝７７．６８９０Ｋ／ｈＰａ，犽２＝７１．２９５２Ｋ／

ｈＰａ，犽３＝３７５４６３Ｋ
２／ｈＰａ。

２．２　探空气球

探空气球由氦气球和电子探空仪（含ＧＰＳ模

块和温度、气压、湿度传感器等）组成。放飞后以

约５ｍ／ｓ的速度上升，按一定时间间隔（通常为２

ｓ）测量温度、气压、湿度和风速，并将观测数据传

送回地面，约上升到３０ｋｍ高空后自行爆裂。地

面站接收到数据后进行检核和处理，一般会给出

各标准气压层（１０００、９２５、８５０、７００、６００、５００、

４００、３００、２５０、２００、１５０、１００、７０、５０、３０、２０、１０

ｈＰａ）的气象元素。

２．３　射线追踪原理

根据美国气象协会的定义，射线追踪是利用

折射和反射定律对射线路径进行追踪，从而确定

电磁波或声波的传播的一种图形或数学方法上的

近似［１０］，此种方法很早就用于处理大气中的电波

传播问题。

由于对流层大气折射指数沿高度的变化远远

大于沿水平方向的变化，因而通常都基于球对称

假设将对流层分为若干层，如图１所示，假设地球

为圆球，其球心为犗，将大气层分为犿 个薄层，以

地球表面某测站犘１的天顶方向为犢 轴、任一水平

方向为犡轴建立坐标系，则高度角ε犼 方向的干、

湿延迟的通式表达为：

Δ犔犻（ε犼）＝∑
犿

犽＝１

狊犽犖犻，犽 （２）

其中，下标犻代表干（犺）、湿（狑）分量；下标犽代表

大气分层序号；下标犼表示卫星高度角序号；狊代

表信号传播路径长度；犖 代表对流层折射指数。

图１　射线追踪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

利用探空气球获取的温度、气压和湿度垂直

剖面进行射线追踪，是最为精确的计算对流层映

射函数的方法［１１］。当气象元素的精度取温度

±０．５℃、气压±１ｈＰａ、相对湿度±５％时，干延

迟的最大误差为０．２６ｃｍ，湿延迟的最大误差为

１．６ｃｍ
［１２］。而探空设备的实际测量精度通常都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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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这些值。由于射线追踪是基于球对称假设

的，其计算所得的对流层延迟精度主要取决于斜

路径上的代表性气象误差，即实际大气状况与球

对称假设之间的差异。

２．４　本文研究方法

本文以基于探空气球数据、采用射线追踪法

计算的对流层延迟作为参照值，分析投影函数的

精度。步骤如下：① 基于Ｆｏｒｔｒａｎ和Ｍａｔｌａｂ语言

计算或内插得到各投影函数的系数值（包括下载

２０１２年的 ＶＭＦ１格网数据）；② 收集８个站点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每天两个历元（ＵＴＣ０：

００和ＵＴＣ１２：００）的探空气球数据，每个历元包

含１６个标准气压层的气象元素，剔除粗差，获得

各站共计３６６×２×８＝５８５６个历元的对流层大

气剖面；③ 分别在ε犼＝９０°、８０°、７０°、６０°、５０°、４０°、

３０°、２５°、２０°、１５°、１２°、１０°、９°、８°、７°、６°、５°、４°（犼＝

０，１，…，１７）共计１８个高度角方向进行射线追踪，

得到每站上各历元、各高度角方向的干、湿延迟值

共计５８５６×１８×２＝２１８１６个；④ 按式（３）计算

得到各投影函数在各个高度角方向的干湿分量偏

差序列Γ
犽
犻（ε犼）：

Γ
犽
犻（ε犼）＝Δ犔

狕
犻·犿犳

犽
犻（ε犼）－Δ犔犻（ε犼） （３）

式中，Δ犔
狕
犻＝Δ犔犻（ε０）表示用射线追踪得到的天顶

延迟干、湿分量；犿犳为投影因子值；上标犽＝０，１，

２代表ＮＭＦ、ＧＭＦ和ＶＭＦ１；其余符号的意义同

前。则某一站点的某种投影函数的序列由３６６×

１８×２＝１３１７６个值组成；⑤ 对各站点的时间序

列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

３　数据分析

采用中国区域８个气象站点的数据，详见

表２，其中各站的年均湿度是利用其全年的数据

取平均得到的。

表２　气象站点信息

Ｔａｂ．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站点

代码

纬度

／（°）

经度

／（°）

正常

高／ｍ

所在

城市

年均湿

度／％

ＺＧＨＫ ２０．０３ １１０．３５ １５ 海口 ８０

ＴＡＢＥ ２５．０３ １２１．５３ ９ 台北 ７５

ＺＧＣＳ ２８．２０ １１３．０８ ４６ 长沙 ６６

ＺＨＨＨ ３０．６２ １１４．１３ ２３ 武汉 ６７

ＺＧＳＨ ３１．４０ １２１．４７ ４ 上海 ７０

ＺＬＪＱ ３９．７７ ９８．４８ １４７８ 酒泉 ４９

ＺＢＡＡ ３９．９３ １１６．２８ ５５ 北京 ５４

ＺＧＨＢ ４５．７５ １２６．７７ １４３ 哈尔滨 ５８

　　按§２．３中的步骤进行计算，用犡 轴表示高

度角，犢 轴表示站点，犣轴表示对流层延迟偏差Γ
犽
犻

（ε犼）的均值或ＲＭＳ，绘制了三维柱状图。

图２和图３分别展示了干延迟和湿延迟的结

果。以下叙述时，在各映射函数名称前冠以犺和

狑，分别表示干延迟和湿延迟。为便于绘图，站点

名采用末尾两字母，并将差值和ＲＭＳ均取为绝

对值，从左至右按４°高度角时均值的绝对值的升

序排列（注意各图犢 轴排序有不同）。

图２　三种投影函数的２０１２年平均干延迟偏差及ＲＭＳ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ｎ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ｉｅｓａｎｄＲＭ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Ｄｅｌａｙｓｏｆ３Ｍａｐｐ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２０１２

　　从图２可知，对于犺ＮＭＦ，各站１５°高度角以上 的偏差均值和 ＲＭＳ都接近于０。在４°高度角，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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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ＧＨＢ、ＺＢＡＡ的偏差均值最大，超过了０．０４ｍ；

ＺＧＳＨ、ＺＨＨＨ、ＺＬＪＱ 和 ＺＧＣＳ 的较大，约为

０．０２ｍ；ＴＡＢＥ和ＺＧＨＫ的最小，不到０．００３ｍ。

ＲＭＳ的情况与之类似。这表明在中国区域，犺ＮＭＦ

的精度与站点纬度有关，纬度越高，精度越差。

对于犺ＧＭＦ，各站１２°高度角以上的偏差均值和

ＲＭＳ都接近于０。在４°高度角，ＺＧＳＨ、ＺＨＨＨ、

ＺＧＣＳ和ＺＧＨＢ四者的偏差均值较为一致，接近

０．０２ｍ；其余四个测站在０．０１ｍ上下。ＲＭＳ方

面，仍然呈现出与犺ＮＭＦ相似的纬度相关性。

对于犺ＶＭＦ１，各站１０°高度角以上的偏差均值

和ＲＭＳ都接近于０。８个站点中７个站的均值

小于０．０１ｍ，５个站的ＲＭＳ小于０．０１ｍ，不再具

有纬度相关的明显特征。但ＺＨＨＨ和ＺＧＣＳ的

偏差均值和ＲＭＳ最大，表明犺ＶＭＦ１在这两个站点

的适用性相对较差。

从图３可以看出，对于狑ＮＭＦ，各站１５°高度角

以上的偏差均值和ＲＭＳ都接近于０。对照表２

可知，除ＺＧＳＨ 外，其余各站的精度表现为年均

湿度越小，精度越高。

图３　三种投影函数的２０１２年平均湿延迟偏差及ＲＭＳ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ｎ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ａｎｄＲＭＳｏｆＮｏｎ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Ｄｅｌａｙ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２０１２

　　对于狑ＧＭＦ和狑ＶＭＦ１，各站１２°高度角以上的偏

差均值和 ＲＭＳ都接近于０。二者的精度不如

狑ＮＭＦ具有明显的规律，且 狑ＧＭＦ比 狑ＶＭＦ１更为均

匀。

图４显示了２０１２年三种映射函数在两个代

表性高度角方向（１０°、４°）的偏差波动情况。限于

篇幅，本文只列出了ＺＧＨＢ、ＺＨＨＨ、ＺＧＣＳ三站

的图形。可以看出，对于干延迟，在ＤＯＹ（１，１００）

和ＤＯＹ（３０１，３６６）区间，犺ＮＭＦ在三站普遍呈现系

统性偏差，且纬度越高，偏差越大；期间犺ＶＭＦ１和

犺ＧＭＦ在 ＺＨＨＨ、ＺＧＣＳ均呈现一定的系统偏差，

犺ＧＭＦ和犺ＮＭＦ的趋势较为一致。在ＤＯＹ（１０１，３００）

区间，三种映射函数的偏差都很小，且犺ＧＭＦ和

犺ＶＭＦ１的趋势较为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犺ＶＭＦ１全年

在ＺＧＨＢ的偏差值都很小，精度明显高于其他两

站。

对于湿延迟，在ＤＯＹ（１５０，２８０）区间，三种映

射函数在ＺＧＨＢ的偏差都呈现幅值较大的随机

性波动；在ＤＯＹ（１２０，３００）区间，各映射函数在

ＺＨＨＨ、ＺＧＣＳ的偏差值的波动明显较 ＺＧＨＢ

剧烈。

４　结　语

１）干延迟偏差多呈现系统性，而湿延迟偏差

多呈现随机性，这与干性大气和水汽的物理特性

有关。

２）ＮＭＦ在８个站点普遍呈现季节性偏差，

这与ＮＭＦ所用的２６个探空气球站中没有中国

境内的站点有关。且犺ＮＭＦ是纬度越高，精度越

低；狑ＮＭＦ则恰好相反。

３）ＧＭＦ较 ＮＭＦ精确，其大部分偏差值介

于ＶＭＦ１和 ＮＭＦ之间，这与ＧＭＦ的系数取值

与二者均有相近之处有一定关系。

总体而言，ＶＭＦ１ 较 ＮＭＦ 和 ＧＭＦ 的精

度要高，稳定性要好。但在ＤＯＹ（１，１００）、ＤＯ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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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三个站代表性高度角方向的偏差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ｉｅｓａｔＴｙｐｉｃ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３０１，３６６）区间，犺ＶＭＦ１在ＺＨＨＨ、ＺＧＣＳ等站点出

现较大的系统性偏差；在ＤＯＹ（１２０，３００）区间，

狑ＶＭＦ１的随机误差明显增大。可见ＶＭＦ１在某些

站点也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偏差，这可能与这些站

点周围大气的气温、气压、湿度在空间和时间上的

变化较为独特有关。从表１也可看出，除ＶＭＦ１

的犪 系数是根据实测气象数据事后求得外，

ＶＭＦ１的犫、犮和 ＮＭＦ、ＧＭＦ的犪、犫、犮系数都是

根据某一段时间的气象数据求得的经验值，因而

其在特定站点、特定时间的适用性必然受到限制。

如何建立这些站点所在区域的更为精确的对流层

映射函数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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