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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ＰＰ１Ｄ偏折角算子的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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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简要介绍无线电掩星（ＲＯ）观测及其应用的基础上，重点提供ＲＯ处理软件包ＲＯＰＰ一
维偏折角观测算子的推导过程，以帮助ＲＯ数据用户加深对该算子创新性、先进性和精确性的了解，为
高效优化应用ＲＯ数据以改善数值天气预报（ＮＷ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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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电掩星（ｒａｄｉｏｏｃｃ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ＲＯ）观测技术
是一种利用电磁波信号的掩星信息探测行星大

气物理特性的遥感技术［１－２］，该技术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由美国 Ｊｅｔ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ＪＰＬ）和
斯坦福大学开发。从低轨（ｌｏｗ－ｅａｒｔｈ－ｏｒｂｉｔｉｎｇ，
ＬＥＯ）卫星接受器的角度来看，位于较高轨道的
全球定位系统（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ＧＰＳ）卫星
发射的无线电波在地球大气的传播过程中被折

射和延迟而发生掩星现象。偏折量不能直接测

量，但可以通过不同频率信号的 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移计
算而得。从偏折角廓线经电离层较正和 Ａｂｅｌ反
变换可得到中性大气折射率廓线，再结合模式背

景进而可反演温度和水汽廓线。

全球分布的 ＲＯ数据具有许多独特的特
征［１－２］，可以很好地弥补其他诸如定点和俯瞰观

测的不足，对改善数值天气预报（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ＷＰ）有潜在的优势［３］。美国

和我国台湾联合发射的气象、电离层和气候群星

观测系统（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Ｍｅ
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ＯＳＭＩＣ）［４－５］

已成功地推动了 ＲＯ数据在全球分析系统中的
业务应用。欧洲的一个长期发射计划 ＭＥＴＯＰ／
ＧＲＡＳ［６］也已开始提供资料。ＲＯ技术已逐步成
为一种富有前景的大气探测方法，一些新的发射

计划也在不同程度的酝酿之中，而且第二代掩星

接受器可能会接受除 ＧＰＳ之外更多卫星导航系
统的信号，显著增加数据量。

在ＲＯ技术的反演数据中通常被选择同化
入ＮＷＰ模式的是偏折角和折射率２种观测量。
同化偏折角可以规避反演折射率过程中所涉及

的“统计优化”和 Ａｂｅｌ反变换；不过其同化过程
中需要外延获得 ＮＷＰ模式顶之上的信息，且相
对于同化折射率来说计算量更大些。在数据同

化过程中，偏折角算子用于由模式折射率廓线计

算相应的模式偏折角。无线电掩星处理软件包

（ＲＯＰＰ）［７］１Ｄ偏折角算子由 ＥＵＭＥＴＳＡＴＧＲＡＳ
－ＳＡＦ提出并在相应文献［８］中作了说明，后来该

算子被应用于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ＥＣＭＷＦ）
并取得很好的同化效果［９］。以上２篇有关该算
子的文献［８－９］被广泛引用，但均未提供该算子的

详细推导。

如文献［９］所述，当由下而上计算以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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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分段积分量时，ＲＯＰＰ１Ｄ偏折角算子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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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的假设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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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式中有关术语的说明如下：α()ａ中
α为偏折角（ｒａｄ），是影响参数 ａ的函数；ｘ＝
ｎｒ，其中ｎ为模式中求得的折射指数，ｒ为半径
（ｍ）；ｉ和ｉ＋１为模式层下标；Ｎ为模式中求得
的折射率，并假设其在模式层间随 ｘ呈指数变
化，且由ｋｉ表示第 ｉ和 ｉ＋１模式层间的变化参
数；ｅｒｆ为高斯误差函数。

以下为该研究对式（２）和式（３）的详细推导。
首先，式（１）中的分段积分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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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将式（５）和式（７）代入式（８）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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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进一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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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Ｘ＝ｘ－ａ，有ｘ＝Ｘ＋ａ及ｄｘ＝ｄＸ，则
式（１０）可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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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斯误差函数的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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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式（１４），式（１２）可以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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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５）与式（２）一致，可用以计算所有分段
积分量至最高模式层。为考虑模式顶之上的积

分分量，当用式（１５）计算最上面的一个分量时，
可简单地将积分上限由模式顶向上延伸一个高

度ΔΗ并确保积分余量远小于模式顶处所预设
的观测误差。这样，在模式顶处，式（１５）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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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的ＲＯＰＰ１Ｄ偏折角算子程序中，ΔΗ
预设为１００ｋｍ。在实际应用中，ΔΗ需根据模式
顶的高度来选定。由于

ｅｒｆ ｋｉ ｘｉ＋１＋ΔΗ( )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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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足够大的ΔΗ值，式（１６）变为与式

４５ 广东气象 第３８卷　　　　　



（３）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式（２）和式（３）中高斯误差

函数可采用准确且经济的表达式［１０］计算。

在ＲＯＰＰ１Ｄ偏折角算子的实施中，需假设
折射率Ｎ在模式层间随ｘ呈指数变化。一方面，
如果模式垂直分辨率太低则可能引入较大的算

子误差；另一方面，在计算偏折角之前将模式分

层数据以适当方式垂直内插为高分辨率格点数

据则可以有助于减小算子误差。最近，一些欧洲

科学家［１１］探讨了在实际中如何更好地应用

ＲＯＰＰ１Ｄ偏折角算子的实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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