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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球表面的人工甚低频台站信号可以穿透电离层泄漏进地球磁层导致内辐射带电子沉降到两极大气．因此

研究人工甚低频台站信号的空间全球分布特性对于分析辐射带电子的损失具有重要科学意义．本文使用范阿伦双

星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８年共计６年的高质量的波动观测数据，统计了 ＮＷＣ（１９．８ｋＨｚ）、ＮＡＡ（２４．０ｋＨｚ）两个人工

ＶＬＦ台站信号的全球分布，分析了台站信号的电场功率谱密度对地理经纬度、磁壳值犔、磁地方时 ＭＬＴ、地磁活动

水平的依赖性．结果表明，在内磁层中，人工台站ＶＬＦ信号主要沿着台站位置对应的磁力线传播，夜侧强度高于日

侧，冬季高于夏季．这种日夜和夏冬差异的形成是因为夜侧和冬季的日照强度较弱，电离层电子密度较低，ＶＬＦ信

号较容易穿透电离层进入磁层．此外人工ＶＬＦ台站信号的全球分布受地磁活动的影响很弱．这些统计观测结果给

出了ＮＷＣ和ＮＡＡ两个重要人工ＶＬＦ台站信号强度的全球分布特征，为进一步分析人工 ＶＬＦ台站信号与地球

辐射带电子的波粒相互作用提供了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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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球辐射带中充满被地球磁场捕获的高能粒

子，通常分为内带、外带以及二者之间的槽区．外辐

射带（犔＝３～７）受太阳活动和地磁活动影响会出现

高度动态变化（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Ｍａ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而内辐射带（犔＜２）相对稳定．

在地磁活动剧烈的时候，槽区和内辐射带会被

注入高能粒子（Ｂａｋ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而地磁活动恢

复平静时，槽区和内辐射带电子通量会缓慢衰减．多

种空间波动被认为可以导致内辐射带和槽区高能电

子损失，包括等离子体层嘶声、磁声波、闪电激发的

哨声波和地面人工甚低频（ＶＬＦ，Ｖｅｒｙ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台站发射的信号（Ｉｍｈｏｆｅｔａｌ．，１９８３；Ａｂｅｌａｎｄ

Ｔｈｏｒｎｅ，１９９８；Ｃｌｉｌｖｅ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Ｓａｕｖａｕｄ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Ｇｒａｆ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ｇａｐｉｔ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Ｇ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Ｇｒｅ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Ｃｌａｕｄｅｐｉｅｒｒｅ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ａ，ｂ；Ａｌｂｅｒｔ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２０２１）．人工台站甚低频

（ＶＬＦ）信号频率范围大多在１８～２７ｋＨｚ，主要用于

潜艇通信，台站站点通常覆盖很大的区域面积，具有

平方公里的量级．对地面接收设备接收到的人工台

站ＶＬＦ信号进行分析，可研究太阳活动对电离层的

扰动（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７；易娟等，２０１９；Ｙｉ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人工台站信号在

沿着地球低电离层波导传播的过程中，部分电磁波

能量可以穿越电离层并泄露进入内磁层，在磁层中

传播并与电子发生回旋共振，引起高能电子沉降，是

导致辐射带高能电子缓慢损失的机制之一（Ｖａｍｐｏｌａ

ａｎｄＫｕｃｋ，１９７８；Ｋｏｏｎ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１；Ｋｕｌｋａｒｎ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Ｍｅｒｅｄｉ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Ｒｏｓ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Ｃｌａｕｄｅｐｉｅｒｒｅ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Ａｌｂ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Ｃ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其中，位于澳大利亚的ＮＷＣ台

站（１９．８ｋＨｚ）和位于北美的ＮＡＡ台站（２４ｋＨｚ）发

射的信号，分别对内辐射带几百ｋｅＶ 电子和几十

ｋｅＶ的电子的沉降有明显影响（Ｉｎ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５；

ＣｌｉｌｖｅｒｄａｎｄＨｏｒｎｅ，１９９６；Ｇａｍｂ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Ｓｅｌｅｓｎｉ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集中分析这两个台站信号的空间分布，对于进一步

分析人工ＶＬＦ信号对辐射带电子的散射作用有重

要意义．

Ｍａ等（２０１７）使用范阿伦 Ａ星的数据统计了

１０～６０ｋＨｚ的ＶＬＦ信号在犔＝１～３的分布模型，

发现ＶＬＦ信号主要集中在１０～３０ｋＨｚ，在低犔

ｓｈｅｌｌ（犔＜１．７），信号电场功率谱密度的峰值在１９．８

ｋＨｚ，而在高犔ｓｈｅｌｌ（１．７＜犔＜３．０），信号电场功率

谱密度的峰值在２４ｋＨｚ．Ｍｅｒｅｄｉｔｈ等（２０１９）使用范

阿伦Ａ星的数据分别统计了２０多个人工 ＶＬＦ台

站发射的信号在内磁层中随犔的分布模型，其中

ＮＷＣ，ＮＡＡ和ＤＨＯ３８这三个台站的信号强度之

和占总值的５０％．可以看出ＮＷＣ和 ＮＡＡ台站发

射的信号在内磁层中相对较强，对高能电子的动态

变化影响较大．

之前的研究并没有具体分析ＮＷＣ和ＮＡＡ这

两个重要台站发射的信号在内磁层中的全球分布的

具体特征及其对季节的依赖性，因此本文选择使用

了范阿伦Ａ、Ｂ双星的数据，利用卫星上ＥＭＦＩＳＩ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ｕｉｔｅ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单元提供的高精度波动数据开

展ＮＷＣ和 ＮＡＡ台站发射的 ＶＬＦ信号在空间中

分布的研究，细致分析了这两个台站的信号在内磁

层中的空间分布、与季节和地磁活动等的依赖关系

及其统计幅值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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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２０１２年发射的专门探测地球辐射带的范阿伦

双星，由Ａ星和Ｂ星组成，两颗卫星有近似的运行

轨道和相同的探测仪器．其运行轨道的倾角约为

１０°，近地点约为１．１犚Ｅ，远地点约为５．８犚Ｅ，轨道周

期约为９ｈ，为统计研究人工ＶＬＦ台站信号在磁层

空间的分布提供了高质量观测数据．本文的工作使

用了ＥＭＦＩＳＩＳ单元中的高频接收机（ＨＦＲ，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ｃｅｉｖｅｒ）测量的高精度（ｂｕｒｓｔｍｏｄｅ）的

空间电场数据．ＨＦＲ能够提供１０～４８７ｋＨｚ的电场

观测结果，分为８２个频率段．本文采用了如下的统

计方法：将地理经度－１８０°～１８０°以１°为间隔均匀

划分，负值代表西经，正值代表东经；将地理纬度－９０°

～９０°以１°为间隔均匀划分，这样就形成了１°×１°的

二维的经纬度网格．将台站频率对应频段的电场功

率谱密度按采样时刻的经纬度划分到对应的网格

中，在网格内统计数据点的个数并对电场功率谱密

度做平均，分别作为该网格的采样点数和平均电场

功率谱密度．ＭＬＴ分辨率为１ｈ，犔ｓｈｅｌｌ分辨率为

０．１．文中用到的犔ｓｈｅｌｌ是在ＩＧＲＦ＋ＯＰ７７Ｑ模型

下计算的，地磁指数来源于 ＯＭＮＩＷｅｂ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ｏｍｎｉｗｅｂ．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ｆｏｒｍ／ｄｘ１．ｈｔｍｌ）．

图１给出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范阿伦Ａ星观测

到的人工ＶＬＦ台站信号示例图．图中从上到下分别

是：犇ｓｔ指数和犃犈指数、卫星位置在等离子体层顶内

外的判断结果、ＨＦＲ测量的电场功率谱密度．世界时、

磁壳值（犔ｓｈｅｌｌ，磁力线在磁赤道处到地心的距离与地

球半径的比值）、磁地方时（ＭＬＴ）及磁纬度（ＭＬＡＴ）也

被标注在图的下方．图１ａ中蓝色曲线表示的是犇ｓｔ指

数，该段时间的犇ｓｔ指数范围在０～２０ｎＴ，红色曲线表

示的是犃犈指数，犃犈指数一直在１００ｎＴ以下，可见该

段时间的地磁活动比较平静．在等离子体层顶以外，存

在合声波的干扰（顾旭东等，２０１７ａ，ｂ；Ｍｅｒｅｄｉｔｈ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因此，本文仅提取在等离子体层顶以内的人工台

站ＶＬＦ信号．图１ｂ展示的是判断卫星在等离子体层

顶内外侧的结果，通过是否存在电子静电回旋波（ＥＣＨ

Ｗａｖ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Ｃｙｃｌｏｔｒｏｎ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Ｗａｖｅ）判定（项正

等，２０１７）．图１ｃ中，在世界时５时至９时 ＨＦＲ观测

到了较弱的ＥＣＨ波动，因此判断此时卫星位于等离

子体层顶以外，该天其他时间位于等离子体层顶以

内．图１ｃ展示的是该天 ＨＦＲ测量的１０～３０ｋＨｚ的

电场功率谱密度，颜色表示电场功率谱密度的大小，

单位是（Ｖ·ｍ－１）２·Ｈｚ－１．图中白线标注出了电子回

旋频率，红色虚线从上至下分别标注了 ＮＡＡ 和

ＮＷＣ台站的发射频率，这两个台站及在这两个频率

段中的其他台站的相关信息如表１所示．本文将等离子

图１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范阿伦Ａ星观测到的ＮＡＡ和ＮＷＣ台站ＶＬＦ信号示例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ＮＡＡａｎｄＮＷＣ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ＶＬＦｓｉｇｎａｌ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ＶａｎＡｌｌｅｎＰｒｏｂｅＡｏ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７，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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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本文相关的台站信息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犞犔犉狋狉犪狀狊犿犻狋狋犲狉狊

台站
频率

（ｋＨｚ）

功率

（ｋＷ）
经纬度

地磁共轭点

经纬度

对应的卫星

频率段（ｋＨｚ）

ＧＱＤ １９．６ １００
５４．９１°Ｎ

３．２８°Ｗ

４９．８６°Ｓ

２０．４８°Ｅ
１９．１１～２０．０５

ＮＷＣ １９．８ １０００
２１．８２°Ｓ

１１４．１７°Ｅ

３８．３３°Ｎ

１１２．９８°Ｅ
１９．１１～２０．０５

ＤＨＯ３８ ２３．４ ３００
５３．０９°Ｎ

７．６１°Ｅ

４４．５８°Ｓ

２６．００°Ｅ
２３．１５～２４．２９

ＮＡＡ ２４ １０００
４４．６４°Ｎ

６７．２８°Ｗ

６７．５１°Ｓ

５７．７６°Ｗ
２３．１５～２４．２９

体层顶以内ＮＷＣ台站和ＮＡＡ台站对应频率段的电

场数据提取出来进行两个台站信号强度的统计分析．

２　全球统计分析结果

使用第１节所介绍的方法，得到人工ＶＬＦ台站

信号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的卫星观测数据库．本节主要统

计分析ＮＷＣ和 ＮＡＡ台站信号的全球分布规律，

及其随昼夜、季节和地磁活动的变化．

２．１　犞犔犉信号随昼夜的分布规律

图２是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８年期间，卫星在不同的

ＭＬＴ区间观测到的 ＮＷＣ和 ＮＡＡ台站频率所在

频率段的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和采样点数随地理经

纬度变化的统计结果，我们将赤道处的观测数据沿

卫星所在的磁力线分别投影到南北半球的地面高度．

较大的子图中颜色代表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值的大

小，对应长的颜色条；较小的子图中颜色代表较大子

图中相应位置采样点数的多少，对应短的颜色条．从

左至右分别为卫星全天、在夜侧时（１８∶００～０６∶００

ＭＬＴ）和在日侧时（０６∶００～１８∶００ＭＬＴ）测量值的统

计结果．从上至下分别是卫星观测到ＮＷＣ和ＮＡＡ

等台站ＶＬＦ信号的统计结果．为了避免采样点过少导

致的结果异常，我们剔除了采样点数小于１００的结果．

在图２ａ中，可以看到ＮＷＣ台站位置和地磁共

轭点的地方有两个明显电场功率谱密度峰值，分布

在南北半球．这里的地磁共轭点是经过 ＮＷＣ台站

位置的磁力线和北半球地表的交点．在两个明显峰

值的左边还有一对较小强度的对称分布在南北半球

峰值点，这是ＧＱＤ台站的信号．ＮＷＣ台站和ＧＱＤ

台站的位置及它们的共轭点都在图中做了标注．从

图２ａ可以看出，卫星观测到的ＶＬＦ信号平均电场

功率谱密度的形状为以ＮＷＣ台站位置为中心的

圆，峰值位于台站处，随着离台站的距离的增加而减

弱，影响范围非常大．同时在ＧＱＤ台站及其共轭点

图２　不同 ＭＬＴ区间内ＮＷＣ（第一行）、ＮＡＡ（第二行）台站信号的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大图）和采样点数（小图）

随地理经纬度变化的统计图，从左至右分别为全天、卫星在夜侧和卫星在日侧，其中数据沿卫星所在的磁力线分别投影

到南北半球的地面高度处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ｉｇ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ｌａｒｇｅｒｐａｎｅｌｓ）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ｓｍａｌｌｅｒｐａｎｅｌｓ）ｏｆＮＷＣ（ｔｏｐｒｏｗ）ａｎｄＮＡＡ（ｂｏｔｔｏｍｒｏｗ）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ｓ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ＬＴｓｅｃｔｏｒｓ（ｆｒｏｍｌｅｆｔｔｏｒｉｇｈｔ：ａｌｌＭＬＴ，ｏｎ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ｓｉｄｅ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ｓｉｄｅ）．

Ｎｏ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ａｖｅｐｏｗｅｒｉｓｍａｐｐｅｄｔｏ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ｏｏｔ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ｌｏｎｅ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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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观测到较强的信号，但是相比于 ＮＷＣ台站的

信号较弱，影响范围也较小．对比图２ｂ和ｃ可以看

出，夜侧的电场功率谱密度明显比日侧强，夜侧的强

度约为日侧的６倍．这是由于日侧的太阳辐射较强，

大气电离程度较高，电离层的电子密度较大，电磁波

不容易逸出，故卫星观测到的信号强度小；而在夜侧

则相反，日照弱，电离层电子密度低，ＶＬＦ信号更容

易穿透电离层进入磁层，因此卫星观测到的信号强

度大．图２ｄ的特征与图２ａ相同，也能看到两个明显

的台站信号，从左至右分别为ＮＡＡ台站和ＤＨＯ３８

台站．ＤＨＯ３８台站的信号强度与 ＮＡＡ台站接近，

覆盖的地理范围也接近．在图２ｅ和ｆ中，平均电场

功率谱密度的特征与 ＮＷＣ台站的相同，夜侧的电

场功率谱密度明显强于日侧，峰值处夜侧约为日侧

的３倍．图２说明了不同台站ＶＬＦ信号的强度和影

响范围差异很大，ＮＷＣ台站信号强度较大，主要集

中在低纬度区域，ＮＡＡ台站的信号在高纬度的强

度较大，同时在日夜侧信号的分布强度也有显著区

别．在图２ｅ和ｆ中，能看到ＮＡＡ和ＤＨＯ３８台站之

外的另一对较小的峰值，其位置十分接近 ＮＷＣ台

站，这是因为在一定条件下，ＮＷＣ台站的信号会引

起频谱的拓展，因此在高频段也能观测到（Ｘｉａ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２．２　犞犔犉信号随季节的分布规律

图３是不同季节的人工ＶＬＦ台站信号电场功

率谱密度和采样点数随地理经纬度变化的统计结

果，格式与图２相同．将每年４月到１０月划分为北

半球的夏季，１１月到次年３月划分成北半球冬季

（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从左至右分别是夏季和冬季时

卫星观测的ＶＬＦ信号电场功率谱密度的统计结果．

对比图３ａ和ｂ可以看出，ＮＷＣ台站ＶＬＦ信号夏季

比冬季稍强，而ＧＱＤ台站信号冬季比夏季稍强．这

种现象的原因是：夏季时太阳辐射较强，大气电离程

度较高，电子密度大，电磁信号逸出较少；冬季时太

阳辐射较弱，大气电离程度较低，电子密度较小，电

磁信号更容易逸出，卫星观测到的信号强度大．

ＮＷＣ台站在南半球，对应的冬季是北半球的夏季，

因此夏季时观测到信号比冬季强．对比图３ｃ和ｄ，

因ＮＡＡ台站和ＤＨＯ３８台站均在北半球，卫星在冬

季时观测到的这两个台站的信号均略强于夏季．

图４是不同季节的ＮＷＣ和ＮＡＡ等台站信号

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和采样点数随 ＭＬＴ（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犔ｓｈｅｌｌ（１＜犔＜３）变化的全球分布．从左至

右分别是全年、夏季、冬季卫星观测的台站信号平均

电场功率谱密度的统计结果，及夏季与冬季分布的

归一化差分值；第一行是 ＮＷＣ等台站信号的统计

结果，第二行是 ＮＡＡ等台站信号的统计结果．由

图３可以看出 ＧＱＤ台站在内磁层中的信号强度

远小于ＮＷＣ台站，对电子的通量影响作用很小；

ＤＨＯ３８台站的发射频率与ＮＡＡ台站的相近且地

图３　不同季节的ＮＷＣ、ＮＡＡ台站信号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和采样点数随地理经纬度变化的统计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ｉｇ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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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季节的ＮＷＣ（第一行）、ＮＡＡ（第二行）台站信号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大图）和采样点数（小图）

随 ＭＬＴ和犔ｓｈｅｌｌ变化的统计图，从左至右分别是全年、夏季、冬季和夏季与冬季分布归一化差分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ｉｇ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ｌａｒｇｅｒｐａｎｅｌｓ）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ｓｍａｌｌｅｒｐａｎｅｌｓ）ｏｆＮＷＣ（ｔｏｐｒｏｗ）ａｎｄＮＡＡ（ｂｏｔｔｏｍｒｏｗ）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ＬＴａｎｄ犔

ｓｈｅｌｌ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ｌｅｆｔｔｏｒｉｇｈｔ：ａｌｌｙｅａｒ，ｓｕｍｍ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

理位置也相近，可以将这两个台站发射的信号一起

处理后进行后续的计算，所以统计结果中没有将

ＧＤＱ和 ＤＨＯ３８台站的信号剔除掉．图４ａ—ｃ和

ｅ—ｇ中大圆的颜色表示电场功率谱密度的大小，对

应于长的颜色条；小圆的颜色表示大圆中对应位置

的取样点个数的多少，对应于短的颜色条．图４ｄ和

ｈ中子图的颜色表示夏季和冬季平均电场功率谱密

度差值与平均值的比值，体现了夏季和冬季时平均

电场功率谱密度的差异，公式如式（１）所示：

ＰＳＤｓｕｍｍｅｒ－ＰＳＤｗｉｎｔｅｒ
（ＰＳＤｓｕｍｍｅｒ＋ＰＳＤｗｉｎｔｅｒ）／２

， （１）

其中，ＰＳＤｓｕｍｍｅｒ表示夏季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

ＰＳＤｗｉｎｔｅｒ表示冬季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通过值的大

小可以看出夏季与冬季电场功率谱密度大小的

差异．

在图４ａ中，ＶＬＦ信号主要集中在犔＜２的１７∶００～

０９∶００ＭＬＴ区域，峰值出现在犔＝～１．４的２２∶００～

０６∶００ＭＬＴ区域．在犔＞２，信号强度随着犔ｓｈｅｌｌ

的增加而减弱．日侧的信号明显比夜侧弱，在１１∶００

～１４∶００ＭＬＴ的信号最弱．对比图４ｂ和ｃ可以看

出，犔＜２的夏季的信号比冬季强，犔＞２无显著差

别．图４ｄ也展示了台站信号在犔＜２处季节差异更明

显，夏季时台站信号强度相对于冬季更大．由图４ｅ可

以看到ＶＬＦ信号主要集中在犔＝２～３的１６∶００～

０９∶００ＭＬＴ区域，与图４ａ相比，ＮＡＡ等台站信号

强度较弱，分布范围较大．对比图４ｆ和ｇ可知，夏季

时台站信号在２３∶００～０４∶００ＭＬＴ时较强，而冬季

时信号峰值在０３∶００～０８∶００ＭＬＴ，且冬季的峰值

强度较夏季时更大．

２．３　犞犔犉信号随地磁活动的分布规律

图５是不同地磁活动条件下，卫星观测到的

ＮＷＣ、ＮＡＡ等台站信号的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和

采样点数随 ＭＬＴ和犔ｓｈｅｌｌ变化的统计结果，格式

与图４相同．以犃犈指数表征不同的地磁活动条件，

犃犈＜３００ｎＴ、３００ｎＴ＜犃犈＜１０００ｎＴ和犃犈＞１０００

ｎＴ分别表征地磁活动平静、中等和活跃水平．从左

至右分别是台站信号在不同地磁活动条件下的全球

分布结果．图５ａ和ｂ中信号统计分布情况差异不明

显，且与图４ａ的结果相似；图５ｄ和ｅ与图４ｅ的结

果相似．当犃犈＞１０００ｎＴ时采样点数较少，不满足

统计条件，故不在图中展示．结果表明，台站信号的

强度和分布与地磁活动相关性较弱．这是由于电离

层电子密度对ＶＬＦ人工台站信号影响较强，而在磁

暴期间，电离层电子密度变化不明显，所以地磁活动

对ＶＬＦ人工台站信号影响较弱．

２．４　犞犔犉台站信号强度随犔狊犺犲犾犾的分布

图６展示了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 ＭＬＴ范围

内，台站信号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随犔 变化的情

况．从左至右分别对应的是夏季和冬季，第一行是

ＮＷＣ等台站信号的统计结果，第二行是ＮＡＡ等台

站信号的统计结果．横轴表示犔ｓｈｅｌｌ，范围为１．１～

３．０，纵轴表示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不同颜色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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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地磁活动条件下ＮＷＣ、ＮＡＡ台站信号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随 ＭＬＴ和犔变化的统计图，

从左至右分别为：平静（犃犈＜３００ｎＴ），中等（１００ｎＴ＜犃犈＜１０００ｎＴ）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ｉｇ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ｌａｒｇｅｒｐａｎｅｌｓ）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ｓｍａｌｌｅｒｐａｎｅｌｓ）ｏｆＮＷＣ （ｔｏｐｒｏｗ）ａｎｄＮＡＡ （ｂｏｔｔｏｍｒｏｗ）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ｓ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ＬＴａｎｄ犔ｓｈｅｌｌ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ｒｏｍｌｅｆｔｔｏｒｉｇｈｔ：ｗｅａｋ，犃犈＜３００ｎＴ；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１００ｎＴ＜犃犈＜１０００ｎＴ）

图６　不同季节和 ＭＬＴ区间内的ＮＷＣ（第一行）、ＮＡＡ（第二行）台站信号的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

随犔ｓｈｅｌｌ变化的曲线图，从左至右分别为夏季和冬季

Ｆｉｇ．６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ｉｇ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犔ｓｈｅｌｌｆｏｒＮＷＣ（ｔｏｐｒｏｗ）ａｎｄＮＡＡ

（ｂｏｔｔｏｍｒｏｗ）ＶＬＦ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ｌｅｆｔｐａｎｅｌｓ）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ｐａｎｅ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ＬＴｒａｎ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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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表示在不同 ＭＬＴ范围里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随

犔ｓｈｅｌｌ的变化情况，ＭＬＴ是根据图４中信号的强

弱分布来划分的．图６中可以看出，夜侧（１８∶００～

０７∶００ＭＬＴ）的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明显比日侧

（０７∶００～１８∶００ＭＬＴ）强．图６ａ和ｂ中可以看出，

不同的 ＭＬＴ，ＮＷＣ台站信号的平均电场功率谱密

度均在犔＝～１．４达到峰值；在犔＞１．４，平均电场功

率谱密度随着犔ｓｈｅｌｌ的增加而减小．图６ｃ和ｄ中

可以看出，ＮＡＡ台站的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峰值

在犔＝～２．３．从图６可得，人工台站ＶＬＦ信号在不

同的 ＭＬＴ和犔ｓｈｅｌｌ范围处，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

差别较大，该统计模型可以提供在不同的 ＭＬＴ和

犔ｓｈｅｌｌ处人工台站ＶＬＦ信号强度信息．

３　结论

本文利用从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范阿

伦Ａ、Ｂ双星的ＥＭＦＩＳＩＳ波动仪器高精度观测数

据，对 ＮＷＣ和 ＮＡＡ 两个重要人工台站发射的

ＶＬＦ信号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在内磁层的时空分

布特性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

如下：

（１）人工台站ＶＬＦ信号主要沿磁力线在地球内

磁层传播，其平均电场功率谱密度与地理经纬度具

有很强的相关性．在 ＮＷＣ、ＮＡＡ、ＧＱＤ、ＤＨＯ３８人

工台站及其共轭点附近都可以观察到较强的 ＶＬＦ

信号，并都具有一定的影响范围．其中，范阿伦探测

卫星观测到的空间ＮＷＣ台站信号电场功率谱密度

最大，影响的地理范围最广．

（２）不同人工台站 ＶＬＦ信号在内磁层中的犔

ｓｈｅｌｌ和 ＭＬＴ分布不同，夜侧的电场强度明显强于

日侧．ＮＷＣ台站信号（１９．８ｋＨｚ）集中分布在犔＜

２．０、１７∶００～０８∶００ＭＬＴ的范围内，信号在北半球

夏季比冬季有更强的幅值和更广的分布范围．ＮＡＡ

台站信号（２４．０ｋＨｚ）主要分布在犔＝２～３、１６∶００～

０９∶００ＭＬＴ的范围内，与ＮＷＣ信号相比，该信号强

度偏弱，但 ＭＬＴ分布范围更广．

（３）ＮＷＣ和ＮＡＡ人工台站 ＶＬＦ信号在不同

的地磁活动条件下的时空分布的差异不明显，说明

这两个人工台站信号在内磁层的分布变化受到地磁

活动的影响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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