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PP 反演软件算法说明及其精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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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线电掩星具有全球覆盖、高精度、高垂直分辨率、长期稳定性与全天候观测等优势，可以为数值
天气预报系统提供大量的数据，从而改进数值天气预报系统的精度[1]。然而在进行数据同化之前，需要对
GNSS 接收机接收到的信号进行预处理，将接收到的附加相位信息反演成大气弯曲角与折射率等参数，然后
进行变分同化，得到大气参数如温度、压强和湿度等。本文主要介绍 ROPP 反演软件中，无线电掩星反演的
算法说明与精度分析。我们使用的是 COSMIC 卫星 2008 年 1 月 1 日全天的附加相位数据，反演得到折射率、
温度压强与湿度等参数，并与 CDAAC 相对应的产品进行对比。实验证明，在 30km 以下，折射率，压强与湿
度的误差在 2%之内，而温度误差在 2K 之内。同时我们还将反演结果与 ECMWF 的 ERA-interim 的数据进行
了比较，结果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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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JPL 在 1960s 首次提出了将无线电掩星技术应用于主动探测地球大气[2]，而由于当时
技术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这一计划暂时搁浅。在美国与苏联分别部署了各自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和 GLONASS 之后，利用掩星技术探测地球大气剖面成为可能。在 1993 年，美国 UCAR、
亚利桑那州大学与1 JPL 联合制定了 GPS/MET 计划。GPS/MET 计划的第一颗实验卫星 MicroLab1
于 1995 年成功发射。通过两年的运行，可以证明无线电掩星技术在地球大气的探测与研究
中可以起到重要作用[3, 4]。由于 GPS/MET 计划的成功，NASA 在 1995 年同意资助两个国际
计划，分别是丹麦的 Ørsted 卫星与南非的 Sunsat 卫星[5]。随后国际上较出名的无线电掩
星卫星有 SAC-C，CHAMP，GRACE，Metop 系列与 COSMIC 等。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3 年中国
成功发射了风云三号卫星，也可以应用于无线电掩星探测。
无线电掩星具有全球覆盖、高精度、高垂直分辨率、长期稳定性与全天候观测等优势，
每颗 LEO 卫星每天大约可以获取到 500 条剖面，这为气候研究与数值天气预报提供了大量的
数据源。目前无线电掩星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如何将掩星观测到的数据应用于现行的数值天
气预报系统中。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无线电掩星反演的精度要满足数值天气预报系统的精度要
求。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 GNSS 气象学研究单位有 GFZ 的 ISDC 数据系统中心，JPL 的
GENESIS 数据系统中心，UCAR 的 CDAAC 数据系统中心等。而 UCAR 与中国台湾联合发射的
COSMIC 任务，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在无线电掩星探测领域取得较好突破的一个任务。
ROPP 由 EUMESAT 下属的科研机构 GRAS 开发，其最初的目的是用于处理 Metop 卫星数据，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通过调整软件的配置，可以用于处理其他的 GPS-LEO 掩星数据。在掩星
数据处理过程中，ROPP 可以用于对无线电掩星数据进行预处理和质量控制，还可以把掩星
数据同化到 NWP 或者其他气候模式中。ROPP 是基于 FORTRAN90 的开源代码，在 LINUX 系统
下运行[6]。在[7]中介绍了 ROPP 各模块之间的关系与其中主要模块的算法原理，并使用 ROPP
处理一组 COSMIC 数据，并对其结果进行精度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实际需求，将 ROPP
处理软件移植到 Windows 中，并用 MATLAB 进行编译。在做出这些调整之后，我们可以实现
在 Windows 下对无线电掩星数据进行批量处理。从而可以统计一天，一周甚至更长时间的反
演结果的精度分析，也可以分析不同经纬度，不同地方时反演结果的 。
这篇文章的一个目的是简要地介绍 ROPP 无线电掩星数据处理软件的算法说明，而另外
一个主要的目的在于对无线电掩星数据处理结果进行精度分析。要达到这两个目的，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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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如下：第一章介绍无线电掩星数据处理流程与主要步骤的算法，第二章描述一天的
COSMIC 数据反演结果的精度分析，第三章介绍结论与展望，第四章是致谢。

1. 无线电掩星数据处理流程
从 GNSS 发射出来的信号，在穿越了电离层和大气层之后，被 LEO 接收机接收到。由于
电离层与大气层的吸收与衍射效应，导致了 GNSS 信号出现相位延迟。在 25km 以上，传统的
几何光学反演算法根据观测到的相位延迟和卫星(GNSS 与 LEO)的相对位置与速度，可以得到
信号的弯曲角，具体示意图如下。但是在 25km 以下，由于水汽含量较高，出现了多路径效
应与超折射，几何光学反演不适用，这时需要进行波动光学反演，从而得到 25km 以下的弯
曲角剖面。由于电离层的影响，在反演大气参数的时候要进行电离层修正。将 L1 和 L2 弯曲
角插值到同一碰撞参数层上后，进行线性组合与统计最优化之后，得到最优化弯曲角，即消
除了电离层影响的大气弯曲角。利用 Abel 逆变换，可以得到折射率剖面。由于折射率受到
温度与压强的影响，在没有水汽的情况下，即 15km 以上时，折射率仅受到干温与干压的影
响，再结合流体静力学方程，可以得到 15km 以上的干温与干压。但是在 15km 以下，水汽的
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而仅仅由两个方程是无法得到温度，干压与湿压三个参数的，这时需要
使用大气模式的背景数据，对掩星反演的结果进行变分同化。通过积分算子，实现同化表示
成分析变量函数的任何观测量。ROPP 中可以对弯曲角与折射率进行同化，在此我们选择对
大气折射率进行同化，因为对折射率进行同化所需的附加资料仅为点值的坐标，观测算子相
对简单，容易实现。
1.1 数据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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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无线电掩星数据处理流程图
Figure 1 The flow chart of RO data processing

这是从 LEO 接收机接受到的附加相位数据，反演到弯曲角和折射率剖面，然后
得到没有水汽分量的干温干压。在得到折射率剖面之后，对折射率剖面进行一维变

分，从而得到带有水汽分量的温度和压强，还有湿度信息。
1.2 主要步骤算法说明
1.2.1 无线电全息滤波
在进行几何光学反演之前，要对无线电掩星数据进行处理，将数据中的噪声
降低并去除较差的数据样本。在此 ROPP 使用了一种基于正则变换(CT2)和无
线电全息聚焦合成孔径法的无线电全息法滤波算法。首先将接收到的信号，
经过 CT2 处理之后，将转换空间中的信号除以一个参考信号，然后与一个傅
里叶滤波窗进行卷积，再乘以参考信号从而重构初始信号。这个算法很容易
实施，而且在数值模拟中得到了验证[8]。
1.2.2 几何光学
在水汽含量较少的海拔高度之上，没有出现多路径效应时，弯曲角是碰撞参
数的单值函数。在折射率的局部球对称假设下，结合 GNSS 和 LEO 卫星的相
对位置与速度，根据 Snell 方程，最终可以得到弯曲角与碰撞参数[9]。传
统的几何光学反演在水汽含量较低的海拔范围内，反演精度较高，且算法实
现容易。
1.2.3 波动光学
当水汽含量变高时，产生多路径效应和超折射。此时，单信号假设，以及瞬
时频率与观测的对应性均不成立。也就是说，观测弯曲角与碰撞参数不是一
一对应的。基于波动方程的波动光学反演方法就是为克服上述多路径效应而
设计的。主要的几种波动光学反演算法有：a.衍射法[10] b.后传播反演 c.
滑动频谱法 d.全谱反演 e.正则变换[9]。在这 5 种算法中，全谱反演与正
则变换的反演结果最好，而全谱反演的计算效率要略高于正则变换。在此
ROPP 选择第二类正则变换算法。
1.2.4 电离层修正与统计最优化
电离层修正残余误差与接收机噪声是无线电掩星的一个主要噪声源，这些噪
声会影响 35-40km 高度范围内的反演精度。ROPP 使用的电离层修正与减小
噪声的算法包括以下细节：a.对气候模式进行拟合，b.使用 50km 以上的无
线电掩星信号来对信号与噪声的协方差矩阵进行动态估计，c.根据背景弯曲
角、信号与噪声的协方差矩阵，对中性大气和电离层弯曲角进行统计最优化
分析[11]。

2. 无线电掩星反演实例
本次实验选取了 COSMIC 2008 年 1 月 1 日的所有掩星事件，共 2354 次大气掩星事
件。从包含附加相位信息的 level1b atmPhs 文件中，反演出干温干压，并存储于
nssc_atmPrf 中。再使用背景数据 ecmPrf 进行一维变分，得到的湿温，湿压与湿度信息，
存储于 nssc_wetPrf 中。经过 CDAAC 数据处理之后得到的湿温，湿压和湿度信息存储于
wetPrf 文件中，将我们反演的结果与 wetPrf 文件中的温湿压进行对比之后，得到了我
们反演结果的平均偏差与标准差，结果如下所示。

图 2 干大气反演结果对比
Figure 2 Comparison of Dry Atmosphere Inversion

上图中蓝色曲线表示反演结果(NSSC)与 CDAAC 的平均偏差，其左右两边的绿色曲线
依次为平均偏差减去标准差、平均偏差加上标准差的值。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0 至 45km
左右高度折射率反演结果较好，折射率相对误差的平均偏差保持在 2%之内。而干温误差
的平均偏差在 0 至 35km 高度范围内保持在 1K 之内，干压则保持在 1%之内。
随后，我们使用了 ECMWF TOGA 模式的数据作为背景数据，对折射率进行了一维变
分同化，从而得到包含有湿度信息的温度、压强和湿度。

图 3 湿大气反演结果对比
Figure 2 Comparison of Wet Atmosphere Inversion

由图 3 可以看出，湿大气反演结果要略差于干大气反演结果。但是，在 35km 海拔
高度之内，温度的误差可以控制在 2K 之内，而压强与湿度的相对误差都小于 2%。在此
次实验中，我们还将反演结果与 ECMWF 的再分析模式 ERA-interim 的数据进行对比，得
到的结果类似。

3. 结论与展望
通过反演统计分析，可知对于折射率廓线和干大气温度、压强反演的精度在 0 至
35km 内精度较高，折射率与压强的相对误差在 2%之内，干温误差在 1K 左右。而在 35km
以上精度有所降低。湿大气反演结果表明，在 10km 以下，温度的误差在 0.5K 至 1.5K

之间，在 10 至 25km，保持在 1K 之内，在 25km 以上误差增大。在 35km 以下，压强的相
对误差在 2%之内。比湿的误差也在 2%之内。
综合分析，在 30km 以上的主要误差来源是电离层修正不完全和接收机跟踪误差，
而在 10km 以下的误差主要来自于大气水汽模糊度无法确定。而大气参数(温度、压强和
比湿)的误差比折射率的误差要大，主要原因是在数据同化过程中使用背景数据，从而
引入了背景数据误差。背景数据误差对比湿的影响较小，而对温度和压强较大。比湿在
10km 以上几乎为 0，而在 10km 以下因为水汽梯度变化较大，导致了误差发生了剧烈波
动。主要误差来源包括电离层修正的影响、接收机噪声、水汽模糊度还有数据同化的方
法。
在对 ROPP 反演软件进行系统移植与部分修改之后，我们还可以根据掩星事件发生
的经纬度，时间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可以量化地描述赤道地区，温带与极地的反演结果
的误差，并进行对比；也可以量化地描述同一地区不同地方时的误差。无线电掩星反演
结果的误差特性，在同化到数值天气预报系统或者气候模式时，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接下来我们打算使用一个月左右的数据，对不同纬度带的反演结果进行分析。在得到不
同经纬度的误差分布之后，可以使用不同的质量控制算法来减少无线电掩星反演过程中
的误差，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工作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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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nique combination of global coverage, high precision, high vertical
resolution, long-term stability and all-weather viewing of radio occultation will
enhance the data sets of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and 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NWP. And data assimilation requires preprocessing of the raw radio signals into the
bending angles and refractivity. Then the atmospheric parameters such as temperature,
pressure and humidity can be retrieved via data variational assimilation. We
introduce the procedures of processing of RO data, especially several important
steps.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our results and those from CDAAC shows
that below the altitude of 30km, the relative errors of refractivity, pressure and
humidity are within 2% and the deviation of temperature is below 2K. We also compare
our results with the data from ERA-interim model of ECMWF and get the similar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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