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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太阳质子事件通量的预测对航天器的抗辐射加固设计和宇航员的出舱活动都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针对 1 年以下的航天任务，我们利用经验统计的方法，确认了太阳
活跃年和太阳平静年期间，1-365 天不同时间段内太阳质子事件大于 10MeV、大于
30MeV 和大于 60MeV 的质子事件积分通量符合对数正态分布，且通量对数的标准偏差
 和期望值  随任务期时间的变化满足对数函数形式。以此为基础，我们构建了太阳
质子通量的中短期预报模型。该模型能够针对太阳活跃年和太阳平静年，给出一定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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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 1-365 天不同时间内大于 10MeV、大于 30MeV 和大于 60MeV 的质子事件通量分
布，从而为执行中短期航天任务提供太阳质子事件通量的预测，以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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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lar proton event forecast is very important to guarantee the security of
spacecrafts and astronauts. According to the short to medium term space mission, the greater
than 10 MeV, 30 MeV and 60 MeV solar proton event fluences a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of solar proton event fluences basically satisfy the
log-normal distributions, and their expectations and averages are logarithmic functions of the
time periods. Based on these, a short to medium term forecast model of solar proton event
fluences is built, which can forecast the greater than 10 MeV, 30 MeV and 60 MeV solar
proton event fluences with some given confidence levels for 1 to 365 days. So, this model is
very helpful to safely carry out the space mission with less than 1 year mission period.
Key words: Solar proton Events; Solar proton fluences; Short to medium term forecast
model; Space mission

1

引言
太阳质子事件是太阳爆发过程中能量剧烈释放的一种表现。太阳爆发活动（耀斑

或日冕物质抛射）发生时会喷射出大量的高能粒子，受不同加速机制的作用这些粒子通
常从太阳低层大气到行星际空间的广泛空间尺度上被加速到很高的能量，最终被地球附
近的空间探测器以及地面上的粒子监测仪所观测到。由于从太阳喷射出来的高能粒子绝

大部分都是质子，占高能粒子总数的 90%以上，其次是α粒子，电荷数大于 3 的粒子
很少，所以通常把该事件称之为太阳质子事件。事件中的高能粒子加速涉及各种辐射机
制、粒子的传输及具体的磁场形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对应不同的太阳活动和加
速过程，太阳质子事件大体可分为两类：脉冲型事件和缓变型事件[1-2]。在实际的太阳
质子事件中，脉冲型和缓变型质子事件并不能明确地割裂开来，而是通常同时伴随了耀
斑和 CME，耀斑和 CME 过程中的加速过程并存的混合型质子事件[3]。
同时，太阳质子事件也是最具破坏性的空间天气现象之一。它能够对地球磁层和大
气层外的飞行器和宇航员的安全造成威胁，严重影响人类的航天活动。因此，在航天器
的设计阶段或者在人类从事太空活动任务期间，都需要提前预知太阳质子事件的发生状
况，以采取相应措施规避不必要的风险。根据对质子事件预报时间提前量要求的不同，
质子事件预报主要是长期预报、中期预报、1-3天的短期预报或警报。
长期预报是预报未来一段长时间内（通常1年以上）的质子事件的积分通量或能谱，
适用于航天器的飞行计划、轨道设计、姿态控制的制定，以及有关空间敏感器、探测器
设计等。国际上应用比较普遍的质子事件长期预报模型有King模型[4]、JPL模型[5-6]、
ESP[7-12]模型及MSU模型[13]。国内李婷婷等人[14]利用4个太阳活动周的数据评估了不
同太阳活动水平下的质子通量，建立了新模型。短期预报主要是预报质子事件的发生和
级别，能够为宇航员出舱、太空行走及运行各类对高能辐射敏感的科学设备等提供风险
规避依据。国内外主要的空间环境业务预报机构大都提供质子事件1-3天的短期预报或
警报，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空间环境预报中心、美国国家国家海洋和大气局空间
天气预报中心每日均提供未来1-3天的质子事件概率预报。太阳质子事件短期预报的研
究工作也开展了很多，预报因子包含了10厘米射电流量、活动区位型参量、磁场参量等
相关因素，预报技术上除了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还增加了人工智能方法[15-19]。质子
事件警报是提前分钟至小时量级的事件预报。典型的两个业务运行的模型为美国国家国
家海洋和大气局空间天气预报中心的PROTONS模型[20-22]和美国空气动力研究实验室的
质子预报系统（PPS）[23-26]，主要预报质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时间等。熊森林等人
[27]利用ACE卫星大于10MeV的实时通量数据对太阳质子事件进行警报的方法，在实际应
用中是可行的。
中期预报通常指提前几星期至数月对质子事件的通量和时间分布进行的预报。太阳
质子事件中期预报正处在起步阶段，还没有很有效的中期预报方法和比较成熟实用的模
型。航天工程对事件的中期预报有着较大的需求，在考虑太阳质子事件时，通常借鉴历
史上曾经发生的最恶劣事件或者某一次普通质子事件进行分析，缺乏统计依据。文章[28]
利用1967-2014年期间的太阳高能粒子观测数据，初步计算出一定置信度下1年以下任务
时间内大于10MeV质子事件通量的分布。本文将继续采用文章[28]中的统计方法，对大
于30MeV和大于60MeV的质子事件通量进行统计分析，确认这两个能道上的太阳质子
通量的分布形式。在此基础上，对大于10MeV、30MeV、60MeV能道的太阳质子事件
通量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短期预报模型，为中短期航天任务的执行提供太阳质子事件通
量的预测。

2

数据处理

我 们 采 用 的 太 阳 质 子 数 据 同 文 章 [28] ， 主 要 来 自 OMNI 网 站
（ http://omniweb.gsfc.nasa.gov/ ）， 选 用 的 数 据 时 间 段 为 1967-2014 年 ， 能 段 包
括>10MeV、>30MeV 和>60MeV。缺值数据时，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2001 年的下半
年、2002 年和 2003 年中有大段数据缺值，我们采用 GOES 卫星观测的数据进行了补充。
当>10MeV的质子通量日均值大于1 PFU时就认为发生了质子事件，不满足该条件

的时段则认为没有质子事件发生，太阳质子通量计为0。同时，我们将太阳活跃年和太
阳平静年分别进行考虑。太阳活跃年是一个太阳活动周中极大年的前2.5年到后4.5年，
活动周中的其余4个年份则为太阳平静年。在我们的数据统计样本中，考虑的太阳活跃
年包括1967-1972年，1977-1983年，1987-1993年，1998-2004年，2010-2014年，共计32
年；其余16年则为太阳平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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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质子通量的分布
文章[28]已确认>10MeV的太阳质子事件通量分布符合对数正态分布。本节将采用

同样的统计方法来确认>30MeV和>60MeV的太阳质子通量的分布形式。对应1-365天不
同的时间段，通过时间窗口的滑动，对>30MeV和>60MeV的质子通量进行累计计算，
即得到相应能道上的太阳质子积分通量。具体方法是：假定总样本为连续天数N，当假
定任务期时间为n（1，2，3，4，......365）天时，进行逐日的时间窗口滑动，可以得
到N-n+1组时间段为n天的样本。对N-n+1组样本中>30MeV和>60MeV的太阳质子进行日
积分通量累计，可得到n天时间段内的对应能道上的太阳质子通量的数值。
在假定的任务期时间n天中，我们分别比较了太阳活跃年和太阳平静年中太阳质子
通量分布与对数正态分布的关系。通过设定一系列太阳质子通量阈值，计算n天内不同
能道上的太阳质子通量小于给定阈值的比例，也就是(i×100)/(M+1)的数值，i是通量
小于给定阈值的样本数，M是样本总数。在正态分布坐标系下，对比太阳质子通量与比
例值的关系，发现在太阳活跃年和太阳平静年，1-365天不同时间段内， >30MeV
和>60MeV的太阳质子通量均基本符合对数正态分布。图1显示了太阳活跃年和太阳平
静年期间，时间段为5天和50天时>10MeV、>30MeV和>60MeV的太阳质子通量的分布。
图中纵轴是对数坐标下的质子通量，横轴是正态分布坐标下样本中通量小于给定阈值的
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出，多数>30MeV和>60MeV的太阳质子通量数据分布在一条直线
上，即太阳质子通量分布基本符合对数正态分布。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太阳质子通量分
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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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 为假定任务期时间内的太阳质子通量，  是通量对数的标准偏差，  是
通量对数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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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太阳活跃年和太阳平静年期间，时间段为 5 天和 50 天时太阳质子通量的分布。图中的三条直线
分别是对>10MeV、>30MeV 和>60MeV 的质子通量数据点的拟合。
（a）
（b）分别为太阳活跃年时间段为 5
天和 50 天时太阳质子通量的分布；
（c）
（d）分别为太阳平静年时间段为 5 天和 50 天时太阳质子通量
的分布。
Figure 1

The distributions of solar proton fluences. The black data points are fitted by the straight red line,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greater than 10M eV, 30M eV and 60M eV proton fluences, respectively. (a) solar
proton fluence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5 day period in solar active years; (b) solar proton fluence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50 day period in solar active years; (c) solar proton fluence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5 day period in
solar quiet years; (d) solar proton fluence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50 day period in solar quiet years.

以太阳质子事件通量的分布图为依据，通过直线拟合可以获得太阳质子通量概率密
度函数中的  和  的数值。在航天任务中，大的太阳质子通量更为关注，因此我们只
对50%概率以上的数据点进行 了直线拟合。由此 ，可以得到对应1-365 天不同时间
内，>10MeV、>30MeV和>60MeV不同能道， 和  不同的拟合取值。若以时间为横轴，
 和  的拟合取值分别为纵轴，发现  和  的取值能够以时间的对数函数来描述，见
图2。具体的对数函数公式为：
（2）
式中，d为时间变量（单位：天），a0, a1和a2为函数的参数。对应太阳活跃年和太
阳平静年，>10MeV、>30MeV和>60MeV的太阳质子通量对应该公式中各参数的拟合结
果见表1。

10

miu_10MeV
miu_30MeV
miu_60MeV
fitting

9

2.2

1.8

7

1.6

6

1.4

delta

miu

delta_10MeV
delta_30MeV
delta_60MeV
fitting

2.0

8

5

1.2
1.0

4
0.8

3

0.6

2
0

50

100

150

200

250

day

300

350

0.4
0

50

100

150

200

250

day

（a）

（b）

300

350

10

2.4

miu_10MeV
miu_30MeV
miu_60MeV
fitting

9

delta_10MeV
delta_30MeV
delta_60MeV
fitting

2.2
2.0

8

1.8
1.6

delta

miu

7
6

1.4
1.2

5

1.0
4

0.8

3

0.6
0.4

2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0

350

50

100

150

day

200

250

300

350

day

（c）

（d）

图 2 太阳质子通量对数正态分布的通量对数的标准偏差  和期望值  。黑色、红色和绿色点划线分
别对应着>10MeV、>30MeV 和>60MeV 能道的太阳质子通量对数正态分布的色曲线为分别对三个能道上
的 或
年

 的对数函数的拟合。（a）（b）分别为太阳活跃年  和  的取值；（c）（d）分别为太阳平静

 和  的的取值。

Figure 2

The vaues of

 and  in the lognormal distributions of solar proton fluences. The black, red

and green dash-dotted lines are corresponding to the lognormal distribution parameters of the greater than
10M eV, 30M eV and 60M eV proton fluences, which are fitted by the blue curves, respectively. (a) The vaues
of

 in solar active years; (b) The vaues of  in solar years; (c) The vaues of  in solar quiet years;

(d) The vaues of
表1

能道

 in solar quiet years.

 分布进行对数函数拟合的参数值

Table 1 The values of parameters in the fitting logarithm function for  and

太阳活跃年和太阳平静年，对不同能道  和
对  参量的参数拟合

对

 参量的参数拟合

a0

a1

a2

R*

a0

a1

a2

R*

太 阳

>10MeV

2.754

0.375

5.628

0.986

3.221

-1.072

0.422

0.991

活 跃

>30MeV

3.471

0.450

32.759

0.990

2.011

-1.152

1.799

0.997

年

>60MeV

2.604

0.278

18.653

0.991

2.278

-1.010

1.006

0.998

太 阳

>10MeV

8.311

1.194

156.555

0.991

-0.297

-1.403

3.577

0.997

平 静

>30MeV

5.233

0.723

72.605

0.990

-0.030

-1.250

2.172

0.998

年

>60MeV

6.798

0.982

137.457

0.990

0.009

-1.214

2.755

0.998

*

注：R 为校正的决定系数

4

模型建立与验证

在实际航天任务的评估中，通常要求给出一定置信度下任务期的质子通量。置信水
平是以概率分布函数为基础的统计量。95%的置信度意味着95%的概率不会出现超过给定
质子通量的情况，也就是只有5%的可能出现超过给定质子通量的情况。通过上节中拟合
得到的参量可以确定太阳质子通量的概率密度，从而我们能够计算出一定置信度下不同
航天任务期>10MeV、>30MeV和>60MeV的质子通量。图3中给出了太阳活跃年和平静
年期间，假定任务期时间为5天和50天时>10MeV、>30MeV和>60MeV质子通量概率分
布。通过查找纵坐标对应曲线点的横坐标，可以得到某种置信度下的质子通量。如，在
太阳活跃年，当任务期时间为50天时，要求给出95%的置信度下的>10MeV、>30MeV
和>60MeV的质子通量。通过查找图3中任务期50天时的质子通量概率曲线，可以得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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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坐标1-95%对应的三个能道曲线点的横坐标分别为2.96×10 p·cm 、9.80×10 p·cm

-2

和3.98×108 p·cm-2 ，即为满足要求的质子通量。

(a)

(b)

(c)

(d)

图 3 太阳活动年和太阳平静年，假定任务期为 5 天和 50 天时的质子通量概率分布。（a）（b）分别为
太阳活跃年假定任务期 5 天和 50 天时太阳质子通量概率分布；（c）（d）分别为太阳平静年假定任务
期 5 天和 50 天时太阳质子通量概率分布。
Fig. 3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of solar proton fluences within the space missions of 5 days and 50
days in solar active years and solar quiet years.. (a) and (b) correspond to space missions with 5 days and
50days in solar active years; (c) and (d) correspond to space missions with 5 days and 50days in solar quiet

years.

为了检验模型的预测效果，我们对不同置信度下，1-365天不同时间内太阳质子通量
模 型 预 测 与实 测 结 果进 行 了 对比 。 图 4给 出 了 太阳 活 跃 年和 太 阳 平静 年 期
间，>10MeV、>30MeV和>60MeV的质子通量的模型预测与实测结果的对比。从图中可
以看到，模型预测整体上与实测符合较好；在太阳平静年置信度为99%时，任务期大约
30天以上（不同能道会有不同）偏离较大。其次，模型预测效果与任务期时间、置信度
水平有很大关系。低置信度水平下的模型预测与实测符合程度要好于高置信度水平下的
模型预测与实测符合；较短任务期时间内模型预测与实测符合程度要好于较长任务期时
间内模型预测与实测的符合。

（a）

（b）

（c）

（d）

（e）

（f）

图 4 不同置信度下模型预测与实际观测结果的对比：横轴为任务期时间，纵轴为太阳质子通量；
“◇”
“△”“*”“×”分别对应着 99%，95%，90%和 75%的置信度，红线是对应 4 个置信度下的模型预测结
果。（a）（b）（c）分别为太阳活跃年>10MeV、>30MeV 和>60MeV 的质子通量的模型预测与实测结果的
对比；（d）（e）（f）分别为太阳平静年>10MeV、>30MeV 和>60MeV 的质子通量的模型预测与实测结果
的对比。
Figure 4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odel forecast and the observation with the confidence levels of 99%,

95%, 90% and 75%. The black symbols of ◇”“△”“*”“×”represent the observation and the red lines
represent the forecast. (a) , (b) and (c) are the comparisons for the greater than 10M eV, 30M eV and 60M eV
proton fluences in solar active years; (d), (e) and (f) are the comparisons for the greater than 10M eV, 30M eV
and 60M eV proton fluences in solar quiet years.

此外，我们还对比了太阳活跃年，任务期时间 1 年（365 天）时>10MeV 质子通量
的模型预测与 JPL 模型预测的结果，见图 5。图中，红线为 JPL 模型预测结果，黑线是
我们模型的预测结果。总体来看，我们模型预测与 JPL 模型预测差别不大。相同置信
度水平下，我们模型预测的>10MeV 太阳质子通量要高于 JPL 模型预测的结果，随着置
信度的增加（纵轴概率的减小），这种差别也在减小。如，当置信度 99%时，我们模型
预测的 10MeV 太阳质子通量为 6.12×10
p·cm-2 ，这种差别基本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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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m ，JPL 模型预测的结果为 5.88×10

图 5 太阳活跃年，任务期为 1 年时模型预测与 JPL 模型预测结果的比较。红线为 JPL 模型预测结果，
黑线是我们模型的预测结果。
Figure 5 Comparison of our model and JPL model with the assumed 1 year space missions in solar active
years. The red line represents the forecast of JPL model and the black line is the forecast of our model.

5

总结
利用1967-2014年期间共48年的太阳高能粒子观测数据，通过经验统计的方法，我

们确认了太阳活跃年和太阳平静年期间，1-365天不同时间段上>10MeV，>30MeV

和>60MeV的质子通量分布基本符合对数正态分布，且通量对数的标准偏差  和期望值
 随时间的变化满足对数函数形式。以此为基础，我们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太阳质子通
量中短期预报模型。该模型能够给出50%以上置信度下，1-365天不同航天任务期
内>10MeV、>30MeV和>60MeV的太阳质子通量，即能够为航天器执行中短期任务提供
可能遭遇的太阳质子事件通量水平，为航天器的抗辐射加固设计和宇航员的出舱防护提
供重要的依据。
此外，我们对太阳质子通量模型预测与实测结果进行了对比。模型预测整体上与实
测符合较好。具体来看，低置信度水平下的模型预测与实测符合程度要好于高置信度水
平下的模型预测与实测符合；较短任务期时间内模型预测与实测符合程度要好于较长任
务期时间内模型预测与实测的符合。该结果为太阳质子事件中短期预报模型的应用提供
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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