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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极光电激流是极区电流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ＣＨＡＭＰ卫星１０年的高精度标量磁场数据研究了极

光电激流的地方时和季节变化特征，并对卫星与地面台站观测到的极光电激流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日侧极

光电激流主要受太阳辐射的影响，而夜侧极光电激流主要受亚暴的影响．极光电激流具有明显的年、半年变化特

征．夏季东向电激流和日侧西向电激流强于冬季，而夜间西向电激流冬季强于夏季．东向电激流和日侧的西向电激

流在两至点增强，夜侧的西向电激流则在两分点增强．西向电激流与 ＡＬ、ＳＭＬ指数有较好的相关性，东向电激流

与ＳＭＵ指数有较好的相关性，而与ＡＵ指数有一定差异，这与地磁台站的有效探测范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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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高纬度地区，极光电激流主要沿极光椭圆带

流动，在昏侧为东向电激流，在晨侧和夜晚为西向电

激流．极光电激流的形成机制比较复杂，既受对流电

场又受电离层电导率的控制．在亚暴发生期间，晨侧

较强的西向电激流和昏侧较强的东向电激流与对流

电场的增强有关．而子夜附近西向电激流是亚暴电

流楔的电离层回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极光粒子沉

降有关（ＫａｍｉｄｅａｎｄＡｋａｓｏｆｕ，１９７６；Ｋａｍｉｄｅａｎｄ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１９９６；ＫａｍｉｄｅａｎｄＫｏｋｕｂｕｎ，１９９６；Ｂａｋｅｒ

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Ａｈ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徐文耀，２００９；Ｄ′

Ｏｎｏｆｒｉ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张静等，２０１７）．极光电激流

是引起地磁感应电流的主要因素，它会引发输电线

路超载、油气管道腐蚀、通信中断等自然灾害，是空

间天气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因此开展极光电激流的

统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过去，国内外学者们利用地磁台站和卫星磁场

观测资料研究了太阳风、行星际磁场（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ＩＭＦ）和地磁活动（如亚暴和磁暴）对

极光电激流的强度和位置分布的影响（Ｎｉｓｈｉｄａ，

１９６８；ＳｈｕｅａｎｄＫａｍｉｄｅ，２００１；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徐

文耀，２００９；Ｐｕｌｋｋｉｎ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Ｄ′Ｏｎｏｆｒｉ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ｂ；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Ｋｌｉｍｅｎｋ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Ｏｈｔａ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这些

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极光电激流的认识，但仍

有一些科学问题有待解决．

前人的研究表明，极光电激流与电离层霍尔电导率

密切相关．Ｏｈｔａｎｉ等（２０１９）利用ＩＭ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ｆｏｒＡｕｒｏｒａｌ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单一地

磁台站的磁场观测资料，发现白天时段极光电激流

与太阳天顶角（ＳｏｌａｒＺｅｎｉｔｈＡｎｇｌｅ，ＳＺＡ）变化趋势

相反，即与太阳辐射引起的电离层电导率变化趋势

相同；而夜间不同经度、不同半球的地磁台站观测到

的极光电激流与ＳＺＡ的变化趋势不一致，其中有些

经度段的极光电激流与ＳＺＡ变化趋势相反，有些经

度段的极光电激流在ＳＺＡ的中值达到峰值．Ｏｈｔａｎｉ

等（２０１９）的研究发现，当 ＳＺＡ 和地球偶极倾角

（ＤｉｐｏｌｅＴｉｌｔＡｎｇｌｅ，ＤＴＡ）都较小时，极光电激流就

会增加，这表明太阳辐射和地球偶极倾角对极光电

激流有很大影响．极光电激流与场向电流之间存在

内在的紧密联系，但以往的研究表明，白天侧场向电

流与太阳辐射引起的电离层电导率变化趋势相同，

而夜间太阳辐射对场向电流的影响不明显（Ｗ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ａ，ｂ）．很显然，夜侧极光电激流与场向

电流对ＳＺＡ的依赖性并不一致，需要进一步开展分

析．我们注意到，Ｏｈｔａｎｉ等（２０１９）的工作主要是以

地磁单站在６３．８°～７１．５°地磁纬度（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ＭＬａｔ）的观测为基础的．本文指出，地磁台站不一定

都位于极光电激流的峰值区域范围内，这会导致探

测结果出现偏差．本文利用ＣＨＡＭＰ卫星的观测数

据，对白天和夜间极光电激流对ＳＺＡ和ＤＴＡ的依

赖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弥补地磁台站观测范围

的不足．

极光电激流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Ｗｕｅｔａｌ．，

１９９１；Ａｈ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Ｌｙａｔｓ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ＭｃＰｈｅｒｒ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Ｇｕｏ等（２０１４ａ，ｂ）基于５４°～７５°ＭＬａｔ

的３１个ＩＭＡＧＥ地磁台站的数据，对２２—０６磁地

方时（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ＬｏｃａｌＴｉｍｅ，ＭＬＴ）扇区西向电激

流的季节变化展开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西向电激

流呈明显的半年变化（春秋分强于冬夏至），而年变

化则与地方时有关：在２２—０１ＭＬＴ，西向电激流冬

季强于夏季，这与冬季极光粒子沉降强于夏季有关；

而在０３—０６ＭＬＴ，西向电激流夏季高于冬季，这主

要是因为夏季电离层辐射电离更强；在０１—０３

ＭＬＴ，年变化特征较弱．由于地磁台站观测的范围

有限，Ｇｕｏ等（２０１４ａ，ｂ）的统计学工作仅限于２２—０６

ＭＬＴ．本文利用卫星观测数据，研究了所有地方时的

极光电激流的季节变化特征．

Ｄａｖｉｓ和 Ｓｕｇｉｕｒａ（１９６６）利用分布在６２°～７０°

ＭＬａｔ的 １２ 个地磁台站的观测数据建立了ＡＥ

（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Ｉｎｄｅｘ）、ＡＵ（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

ＵｐｐｅｒＩｎｄｅｘ）和ＡＬ（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ＬｏｗｅｒＩｎｄｅｘ）指

数．这些指数被广泛用于描述极光活动和亚暴强度

（Ａｈ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Ｌｙａｔｓ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Ｎｅｗｅｌｌ

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ＳｈｕｅａｎｄＫａｍｉｄｅ，２００６；Ｓｉｎｇｈ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ＡＵ指数和 ＡＬ指数是地面台站测量的磁场

水平分量与静态值的最大正偏差和最大负偏差，其

中ＡＵ指数表征东向电激流的强度，ＡＬ指数表征

１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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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电激流的强度，ＡＥ则是ＡＵ和ＡＬ的差值．然

而由于地磁台站的位置受到限制，这些指数对极光

电激流的强度的描述存在地方时偏差（Ａｋａｓｏｆｕｅｔ

ａｌ．，１９７３；Ｌｕｉｅｔａｌ．，１９７６；Ａｈ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Ｗ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因此，Ｎｅｗｅｌｌ和 Ｇｊｅｒｌｏｅｖ（２０１１）使用

１００多个北半球地磁台站（分布在５５°～８７°ＭＬａｔ）

计算出ＳＭＥ（ＳｕｐｅｒＭＡ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Ｉｎｄｅｘ）、ＳＭＵ

（ＳｕｐｅｒＭＡ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ＵｐｐｅｒＩｎｄｅｘ）和ＳＭＬ（ＳｕｐｅｒＭＡ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ＬｏｗｅｒＩｎｄｅｘ）指数（分别与 ＡＥ、ＡＵ 和

ＡＬ指数相对应）．在以往的研究中，未对地磁台站

的极光活动指数与卫星测量的极光电激流进行对比

分析，这也是本文所做的工作之一．通过这种对比，

不仅可以检验地面极光活动指数的准确性，而且为

卫星与地面联合观测建立极光活动指数提供了一个

新思路．

本文利用９年的ＣＨＡＭＰ卫星高精度的标量

磁场数据反演出极光电激流，分析了极光电激流与

太阳天顶角和地球偶极倾角的关系，研究了极光电

激流的季节分布，并与已有的极光活动指数进行了

比较．这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极光电激流的空间分布

特征和相关形成机理．

１　卫星数据处理方法

德国ＣＨＡＭ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Ｍｉｎｉ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ａｙｌｏａｄ）

卫星的运行时间为２００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０年９月．

ＣＨＡＭＰ卫星为极轨卫星，轨道倾角为８７．３°，最初

飞行高度为４５６ｋｍ，２００６年下降至３７０ｋｍ左右．

卫星飞行周期大约为９３ｍｉｎ，每１３０ｄ覆盖所有地

方时（Ｒｅｉｇｂ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２）．本文使用ＣＨＡＭＰ卫

星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６日至２０１０年９月４日的标量磁

场数据反演得到极光电激流，在此期间卫星轨道可

均匀覆盖所有季节和所有地方时．

利用ＣＨＡＭＰ卫星反演电离层 Ｈａｌｌ电流的具

体方法可以参考Ｏｌｓｅｎ（１９９６）和Ｒｉｔｔｅｒ等（２００４）的

工作，本文只做简单介绍．首先用卫星测量的磁场

犅０＋犫 减去地球主磁场模型（Ｐｏｔｓｄａｍ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Ｅａｒｔｈ，ＰＯＭＭＥ）给出的主磁场犅０，得到极

光电激流产生的扰动场ｄ犅，即

ｄ犅＝ 犅０＋犫 － 犅０ ， （１）

其中狘犅０狘是模型的标量磁场，犅０＋犫 是卫星测

量的标量磁场．由于扰动场远小于主磁场犅０，（１）式

可近似表达为

ｄ犅＝
犅０·犫
犅０

． （２）

由于场向电流对沿着犅０方向的扰动场的贡献很小，

该扰动场ｄ犅主要来自极光电激流的影响．假设极

光电激流由一系列垂直于卫星轨道平面的无限长的

线电流组成，电流距地面高度为１１５ｋｍ，线电流之

间的间距为１°（约为１１０ｋｍ）．电流强度为犐的线电

流产生的磁场可以表示成

犫狓 ＝－μ
０犐

２π

犺

狓２＋犺
２
， （３）

犫狕 ＝－μ
０犐

２π

狓

狓２＋犺
２
， （４）

其中犫狓 是北向分量，犫狕 是垂直地面向下的分量，犐

为电流强度，狓是测量点的北向位移，犺是测量点相

对于电流的高度，μ０ 是真空磁导率（Ｏｌｓｅｎ，１９９６；

Ｒｉｔ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根据线电流与扰动场的关系，可得到线电流与

扰动磁场的线性方程组，再利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就

得到极光电激流的强度和空间位置．为消除环电流

的影响，±５０°ＭＬａｔ处的电流强度归零处理．我们

记录了每个轨道极光电激流的峰值，正值代表东

向电激流，负值代表西向电激流．同时记录每个峰

值电流所在的地磁纬度、地磁经度、地方时和世界

时，并计算出相对应的太阳天顶角和地球偶极倾

角．在数据选择过程中，电流强度峰值的绝对值低

于０．０４Ａ·ｍ－１（Ｒｉｔ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４），以及峰值所

在地磁纬度高于８５°的事件被剔除．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

年期间，我们在南（北）半球共挑选出８２４８１（９５０７２）

个事件，用来做统计学分析．

２　统计结果

２．１　极光电激流的时空分布

首先分析极光电激流峰值密度随磁地方时和地

磁纬度的分布情况，如图１所示．根据重联电场犈犿

的大小区分地磁活动平静期和地磁活动扰动期，犈犿≤

２ｍＶ·ｍ－１为地磁活动平静期，犈犿＞２ｍＶ·ｍ
－１为

地磁活动扰动期．重联电场的计算公式为：犈犿 ＝

１

３０００
犞

４
３
ｓｗ
（ 犅

２

狔＋犅
２

槡 狕
）
２
３ｓｉｎ

８
３
θ（ ）２ ，其中犞ｓｗ是太阳风

速度，犅狔 和犅狕 是地心太阳磁层坐标系（Ｇｅ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Ｓｏｌａｒ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下的ＩＭＦ分量，

θ是ＩＭＦ的时钟角．磁地方时以２ｈ为间隔，地磁纬

度以２°为间隔，极光电激流密度值为每个网格点中

极光电激流峰值密度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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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极光电激流强度随 ＭＬＴ和 ＭＬａｔ的变化图

（ａ）和（ｂ）是地磁平静期北半球极光电激流；（ｃ）和（ｄ）是扰动期北半球极光电激流；（ｅ）和（ｆ）是平静期南半球极光电激流；

（ｇ）和（ｈ）是扰动期南半球极光电激流．左侧是东向电激流，右侧是西向电激流．

Ｆｉｇ．１　ＭＬＴａｎｄＭＬａ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

（ａ）ａｎｄ（ｂ）ａｒｅｔｈｅ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ｄｕｒｉｎｇｑｕｉｅｔ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ｃ）ａｎｄ（ｄ）ａｒｅｔｈｅ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

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ｅ）ａｎｄ（ｆ）ａｒｅｔｈｅ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ｄｕｒｉｎｇｑｕｉｅｔ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ｇ）ａｎｄ（ｈ）ａｒｅｔｈｅ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Ｔｈｅｌｅｆｔ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ｃｏｌｕｍｎｓ

ａｒｅｆｏｒ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如图１所示，在地磁平静期，东向电激流在昏侧

较强，西向电激流在夜间和晨侧较强．随着地磁活动

的增强，东、西向电激流向较低纬度扩展，覆盖了较

大的地方时扇区．由于南北半球的地磁轴与地理轴

的夹角不同，极光电激流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半

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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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电离层电导率的影响

我们使用太阳天顶角代表日照的强度，太阳天

顶角越小，表示日照越强，从而导致电离层电导率

（日照引起的部分）增大．图２为极光电激流的密度

随磁地方时和ＳＺＡ的分布图．ＳＺＡ以每５°为间隔，

磁地方时以每小时为间隔，以极光电激流峰值密度

的中值表示各网格中的分布．为更好地展示极光电

激流随ＳＺＡ的变化特征，我们将每个网格点内的电

流强度做归一化处理，即除以所在磁地方时电流峰

值密度的中值．

图２ａ是北半球东向电激流随地方时和ＳＺＡ的

分布图，可以看到，在所有磁地方时扇区，当ＳＺＡ较

小时，东向电流增强，而当ＳＺＡ较大时，东向电流减

弱．０６—１８ＭＬＴ内电流随ＳＺＡ 的变化比１８—０６

ＭＬＴ更显著．这意味着东向电激流强度在所有

ＭＬＴ都与ＳＺＡ变化趋势相反，白天ＳＺＡ对东向电

激流的影响强于夜晚．

北半球西向电激流的分布如图２ｂ所示，可以看

出不同 ＭＬＴ内西向电激流随ＳＺＡ的变化趋势并

不相同．在０６—１８ＭＬＴ内当ＳＺＡ偏小时，西向电

流较大，相反，在１８—０６ＭＬＴ扇区内当ＳＺＡ偏大

时，西向电流较大．这说明白天时段西向电激流强度

与ＳＺＡ变化趋势相反，而夜晚时段西向电激流与

ＳＺＡ变化趋势相同．

图２ｃ和图２ｄ分别给出南半球的东向和西向电

激流随 ＭＬＴ和ＳＺＡ的变化图，从图中可看出南半

球极光电激流对ＳＺＡ的响应与北半球几乎一致．

２．３　地球偶极倾角的影响

地球偶极倾角是地球偶极轴（地磁场近似为偶

极子场）与日地连线间夹角的余角，当地球偶极轴指

向太阳时地球偶极倾角为正（北半球夏季），背离太

阳时为负（北半球冬季）．图３给出极光电激流随地

球偶极倾角和磁地方时的变化，地球偶极倾角为每

５°间隔，磁地方时为每小时间隔，以极光电激流峰值

密度的中值代表其在各网格中的分布．

图３ａ是北半球的东向电激流，可以看出，在所

有磁地方时ＤＴＡ越大，东向电激流越强，在 ＤＴＡ

为３０°时东向电流达到峰值．图３ｂ是北半球的西向

图２　极光电激流强度随 ＭＬＴ和ＳＺＡ的变化图

（ａ）和（ｂ）分别是北半球东向和西向电激流；（ｃ）和（ｄ）分别是南半球东向和西向电激流．

Ｆｉｇ．２　ＭＬＴａｎｄＳＺＡ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

（ａ）ａｎｄ（ｂ）ａｒｅ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ｃ）ａｎｄ（ｄ）ａｒｅ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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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期 仲云芳等：极光电激流的地方时和季节变化特性研究：ＣＨＡＭＰ卫星观测

图３　极光电激流随 ＭＬＴ和ＤＴＡ的变化图

（ａ）和（ｂ）分别是北半球东向和西向电激流；（ｃ）和（ｄ）分别是南半球东向和西向电激流．

Ｆｉｇ．３　ＭＬＴａｎｄＤＴＡ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

（ａ）ａｎｄ（ｂ）ａｒ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ｃ）ａｎｄ（ｄ）ａｒ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电激流，０４—１８ＭＬＴ内西向电激流随ＤＴＡ的增大

而增大，但１８—０４ＭＬＴ内ＤＴＡ的影响不明显．

图３ｃ和图３ｄ给出南半球的东向和西向电激流

随地方时和ＤＴＡ 的分布．南半球的极光电激流随

ＤＴＡ和 ＭＬＴ的分布几乎与北半球呈镜像对称，南半

球所有ＭＬＴ时段内的东向电激流和０４—１８ＭＬＴ内

的西向电激流都在ＤＴＡ 为－３０°时达到峰值，在１８—

０４ＭＬＴ内西向电激流与ＤＴＡ相关性不明显．

２．４　季节变化

图４（ａ，ｂ）给出东向电激流和西向电激流随季

节和 ＭＬＴ的变化图，其中 ＭＬＴ为每小时间隔，季

节为每月间隔，以极光电激流峰值密度的中值表示

极光电激流密度在各网格中的分布．从图４ａ中可以

看出，东向电激流的强度峰值出现在６月份的１０—

１６ＭＬＴ．观察每个 ＭＬＴ分区内东向电激流的季节

变化，可以看出在所有 ＭＬＴ内，东向电激流的最大

值都出现在夏季．而关注每个月份内东向电激流随

ＭＬＴ的分布，可以发现夏季东向电激流在正午达

到最大，但是越靠近冬季，电流强度最大值出现得越

晚，最晚的东向电激流峰值出现在１月份的１８—２０

ＭＬＴ．东向电激流在夏季的最大值远大于其在冬季

的最大值．

从图４ｂ中可以看出，西向电激流的最大值出现

在４月和１０月的凌晨以及３月和４月的子夜前．关

注每个 ＭＬＴ内西向电激流的季节变化，可以发现

在１８—０６ＭＬＴ内西向电激流在春秋分和冬季达

到最大值，在０６—１８ＭＬＴ内西向电激流在夏季达

到最大值．而观察图中每个月份内西向电激流随

ＭＬＴ的分布，发现夏季西向电激流在０６—１８ＭＬＴ

内达到峰值，春秋分时在００—０６ＭＬＴ 及１８—２４

ＭＬＴ内达到最大值，而冬季在１９—２１ＭＬＴ内达

到峰值，且两分点的最大值大于两至点的最大值．

我们利用余弦函数拟合各地方时扇区的电流强

度的季节变化趋势，得到东、西向电激流的年和半年

变化图，如图４（ｃ，ｄ）所示，其中正值表示相对电流

的年均值有所增加，负值表示减少．可以看出，东向

电激流表现出显著的年变化，在所有 ＭＬＴ内东向

电激流在夏季电流强度增加，在冬季电流减少．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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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上图）极光电激流随季节和 ＭＬＴ的变化，（中图）极光电激流的年变化图，（下图）极光电激流的半年变化图

左侧为东向电激流，右侧为西向电激流．

Ｆｉｇ．４　（Ｔｏｐ）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ｎｄＭＬ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

（Ｂｏｔｔｏｍ）Ｓｅｍｉ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

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ｐａｎ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ｐａｎｅｌ．

电激流也有明显的年变化，并且对 ＭＬＴ有很强的

依赖性，在０４—１８ＭＬＴ内西向电激流夏季强于冬

季，而在１８—２４ＭＬＴ内西向电激流在冬季强于夏

季，００—０４ＭＬＴ的年变化特征不明显．

图４（ｅ，ｆ）给出东向和西向电激流的半年变化．

在几乎所有 ＭＬＴ内东向电激流都在两至点季节附

近最强，在两分点季节附近最弱，２２ＭＬＴ附近电流

的强度较弱．而西向电激流的半年变化与 ＭＬＴ密

切相关，在０４—２０ＭＬＴ，西向电流的峰值都发生在

冬夏季，而在子夜前后（２０—０４ＭＬＴ）峰值发生在春秋

季．南半球的结果与北半球基本类似（图形没有给出）．

３　讨论

３．１　电离层电导率的影响

由以上观测可以看出，白天时段太阳天顶角对

东、西向电激流强度的影响相同，ＳＺＡ值越小（太阳

辐射引起的电离层电导率越大），极光电激流越强，

这与Ｏｈｔａｎｉ等（２０１９）的研究结果相吻合．但夜间东

向电激流基本不随ＳＺＡ变化．西向电激流与ＳＺＡ

变化趋势相同，ＳＺＡ值越大，西向电激流越强，这与

Ｏｈｔａｎｉ等（２０１９）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夜晚时段的西向电激流受亚暴过程的影响．亚

暴期间有两个机制会导致西向电激流的增强，其一

是对流电场增大，导致晨侧西向电激流和昏侧东向

电激流的增大，与太阳风磁层耦合的直接驱动过程

有关；其二是极光粒子沉降导致电离层电导率的增

强，使子夜西向电激流增强，与太阳风磁层耦合的卸

载过程相关（Ｋａｍｉｄｅａｎｄ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１９９６；Ｋａｍｉｄｅａｎｄ

Ｋｏｋｕｂｕｎ，１９９６）．亚暴发生时，越尾电流片中断，形成

场向电流，在子夜后沿磁力线流入电离层，子夜前又

流回磁层．在电离层中，场向电流通过西向电激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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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闭合回路 （Ｌｕｉ，１９９６；徐文耀，２００９）．由于亚暴

在没有阳光照射的情形下发生得更频繁，从而导致

亚暴粒子沉降越强烈（Ｎｅｗｅｌ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Ｗ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ｂ；Ｌｉ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所以较强的西向

电激流往往发生在较大的ＳＺＡ期．

Ｏｈｔａｎｉ等（２０１９）认为当ＳＺＡ和ＤＴＡ绝对值

较低时，西向极光电激流增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

明，在北半球，白天时段，极光电激流的强度随ＤＴＡ

正值的增大而增强；夜晚时段，ＤＴＡ正值的增大导

致东向电激流增强，西向电激流减弱．南半球与北半

球的变化正好相反．我们注意到，当ＤＴＡ正值较大

时，北半球处于夏季，电离层日照电导率较高，而当

ＤＴＡ负值较大时，南半球处于夏季．因此南北半球

的极光电激流实际上受控于电离层电导率，与ＤＴＡ

的相关性不大．我们与Ｏｈｔａｎｉ等（２０１９）的结果不一

致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他们使用的是地面单站的磁

场数据，而我们使用的是卫星的数据，因此可以更准

确地探测出电流的峰值区域．

３．２　季节变化

本文研究了所有地方时扇区极光电激流的季节

变化，结果表明，各地方时扇区东向电激流和０４—

１８ＭＬＴ扇区内的西向电激流均表现为夏季强于冬

季，这与夏季日照更强，电离层日照电导率更大有关

（Ｌｙａｔｓ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ａ；Ｏｈｔａｎ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但是，在１８—０４ＭＬＴ中，西向电激流冬

季强于夏季，这应归因于亚暴过程．如３．１节所述，

在亚暴期间，强西向电激流更易发生．Ｇｕｏ等（２０１４ｂ）

发现，在０３—０６ＭＬＴ扇区，西向电激流在夏季比冬

季强，主要是受太阳辐射的影响，这与本文的结论基

本相符．Ｇｕｏ等（２０１４ｂ）认为，２２—０１ＭＬＴ时段，西

向电激流在冬季比夏季强，并强调对流电场在冬季

占主导地位，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亚暴过程的影

响．Ｇｕｏ等（２０１４ｂ）发现０１—０３ＭＬＴ期间西向电

激流的年变化较小，这也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太阳辐射导致的电离层电导率的峰值位于１２

ＭＬＴ，但是图４ａ中东向电激流的峰值却位于１１—

１８ＭＬＴ，这应该是受对流电场的影响．根据Ａｈｎ等

（１９９９）的研究，北向和南向对流电场的峰值分别位

于１９—２０ＭＬＴ和０４—０５ＭＬＴ，北向对流电场主要

影响东向电激流，所以导致东向电激流的峰值时间

向傍晚偏移．由于卫星没有电场的数据，本文无法讨

论对流电场对极光电激流的影响，今后将结合其他

卫星或者地面的数据开展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东向电激流半年变化的峰值出现在夏季和冬

季，夏季的高电流强度主要是由太阳辐射引起的较

强电离层电导率所导致，而冬季的高电流强度则是

由于亚暴极光粒子沉降引起的．Ｎｅｗｅｌｌ等（２０１０）指

出，白天时段粒子沉降在夏季达到峰值，夜晚时段在

冬季达到峰值，沉降粒子导致电离层电导率增加．这

说明太阳辐射和沉降粒子共同作用，使两至点的东

向电激流增强．

西向电激流的半年变化有明显的地方时差异．

在０４—２０ＭＬＴ时段西向电激流在两至点最强，与

东向电激流相同，应该来自太阳辐射和沉降粒子的

共同影响．而在夜晚时段（２０—０４ＭＬＴ）西向电激

流在两分点最强．已有研究发现地磁活动在两分点

很强（ＲｕｓｓｅｌｌａｎｄＭｃＰｈｅｒｒｏｎ，１９７３；Ｌｙａｔｓｋｙ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ａ；徐文耀，２００９），因此，较强

的亚暴活动会在两分点产生较强的西向电激流．

Ｇｕｏ等（２０１４ｂ）认为２２—０６ＭＬＴ西向电激流的半

年变化峰值均出现在两分点，而我们发现０４—０６

ＭＬＴ西向电激流的峰值位于两至点．这些研究结

果的差异应与所使用的数据不同有关．Ｇｕｏ等

（２０１４ｂ）使用了北欧地磁台站的数据，而我们则使

用了卫星的数据．此外，Ｇｕｏ等（２０１４ｂ）仅对２２—０６

ＭＬＴ（１２—２２ＭＬＴ）时段内的极光电激流的季节变

化进行了研究，而我们采用ＣＨＡＭＰ卫星数据，对

所有地方时的极光电激流的季节变化进行了研究，

得出了较为全面的季节特征．

３．３　极光电激流与极光活动指数的对比

这节我们将对ＣＨＡＭＰ卫星极光电激流和极

光活动指数的季节和世界时（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Ｔｉｍｅ，ＵＴ）

分布进行对比分析．图５显示了北半球东、西向电激

流强度与ＡＵ／ＡＬ指数、ＳＭＵ／ＳＭＬ指数的季节和

世界时分布情况．本文选取了０６—１８ＭＬＴ内的东

向电激流、ＡＵ 指数和 ＳＭＵ 指数，以及１８—０６

ＭＬＴ内的西向电激流、ＡＬ指数和ＳＭＬ指数进行

了统计分析．如图５所示，ＣＨＡＭＰ卫星的东向电激

流在夏季的０８—２２ＵＴ达到峰值，随着冬季的临

近，东向电激流强度逐渐减弱．ＡＵ指数的峰值则主

要出现在０２—１３ＵＴ和１９—２１ＵＴ，最大值也出现

在夏季．ＳＭＵ指数在夏季的１０—２２ＵＴ达到峰值．

比较结果表明，东向电激流与ＳＭＵ指数具有较高

的一致性，而与 ＡＵ 指数有较大差别．ＡＵ 指数在

１６ＵＴ出现一个较小值，这是ＡＥ台站位置分布不

均造成的．东向电激流、ＡＵ指数和ＳＭＵ指数均在

夏季达到峰值，这与夏季电离层电导率增加有关．

ＣＨＡＭＰ卫星的西向电激流的峰值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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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北半球极光电激流与极光活动指数的季节和世界时分布

（ａ）和（ｂ）是极光电激流，（ｃ）和（ｄ）表示ＡＵ和ＡＬ指数；（ｅ）和（ｆ）表示ＳＭＵ和ＳＭＬ指数．

Ｆｉｇ．５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ａｎｄ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ａｎｄ（ｂ）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ｃ）ＡＵ，（ｄ）ＡＬ，（ｅ）ＳＭＵ，（ｆ）ＳＭＬ．

在两分点季节：４—６月的２２—０９ＵＴ和８—１１月的

０４—１４ＵＴ．ＡＬ指数的峰值主要分布在３—６月的

０５—１３ＵＴ和９—１２月的０８—１４ＵＴ．ＳＭＬ指数的

峰值出现在３—６月的０５—１２ＵＴ和８—１１月的

０６—１４ＵＴ．结果表明，西向电激流与 ＡＬ指数和

ＳＭＬ指数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西向电激流、ＡＬ指数

和ＳＭＬ指数在两分点达到高峰，主要与这一时期亚暴

发生的频繁增加有关．极光电激流和ＳｕｐｅｒＭＡＧ极

光活动指数的一致性给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即可以

利用低轨卫星的本地测量数据对极光活动进行表征．

Ｓｉｎｇｈ等（２０１３）研究了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９年的

ＡＵ、ＡＬ、ＳＭＵ及ＳＭＬ指数的 ＵＴ和季节变化，其

中ＡＵ指数、ＳＭＵ指数及ＳＭＬ指数的分布与本文

的结果基本一致，但 ＡＬ指数的分布差异较明显．

Ｓｉｎｇｈ等（２０１３）发现ＡＬ指数的最大值出现在０８—

２０ＵＴ，而本文发现ＡＬ指数在０５—１４ＵＴ达到最

大值．显然，我们对ＡＬ指数的统计结果与西向电激

流以及 ＳＭＬ指数的分布一致性更好，这是因为

Ｓｉｎｇｈ等（２０１３）使用的数据来自所有地方时，而我

们只选取了西向电激流占主导地位的１８—０６ＭＬＴ

扇区，因此，三者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为了进一步探讨 ＡＵ指数与ＣＨＡＭＰ卫星的

东向电激流的 ＵＴ变化不一致的原因，图６给出

ＣＨＡＭＰ卫星的极光电激流事件数随地磁纬度的

分布情况．北半球东向电激流事件主要发生在７４°

ＭＬａｔ，而ＡＥ台站所在的６２°～７０°ＭＬａｔ范围内的

东向电激流事件数仅占了总事件数的１８．７％，因此

ＡＵ指数并不能精确地表示东向电激流的峰值强

度．北半球西向电激流事件主要发生在６８．５°ＭＬａｔ

附近，７２．２％的西向电激流事件发生在 ＡＥ台站纬

度范围内，所以ＡＬ指数与西向电激流具有较高的

一致性．ＳＭＥ指数是由广泛分布在５５°～８７°ＭＬａｔ

的１００多个地磁台站测量得到的，涵盖了东向和西

向电激流事件数分布的纬度范围，所以ＳＭＥ指数

与极光电激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Ｏｈｔａｎｉ等（２０１９）

所使用的ＩＭＡＧＥ地磁台站主要位于６３．８°～７１．５°

ＭＬａｔ，从图６还可以推断，这些地磁台站无法探测

到某些极光电激流的中心，尤其是西向电激流．因

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与Ｏｈｔａｎｉ等（２０１９）的结论存在

较大差异．图６中南半球日侧东向电激流的峰值所

在磁纬度的范围比北半球窄，北半球东向电激流出

现两个明显的峰值，一个在７４°附近，另一个在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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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东向电激流（０６—１８ＭＬＴ）和西向电激流（１８—０６ＭＬＴ）的事件数随 ＭＬａｔ的分布

（ａ）０６—１８ＭＬＴ的东向电激流；（ｂ）１８—０６ＭＬＴ的西向电激流．蓝线代表北半球的极光电激流，

红线代表南半球的极光电激流，星号代表１２个ＡＥ台站的 ＭＬａｔ位置．

Ｆｉｇ．６　Ｅｖ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０６—１８ＭＬ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１８—０６ＭＬＴ）

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ａ）ａｎｄ（ｂ）ａｒ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０６—１８ＭＬ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１８—０６Ｍ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Ｔｈｅ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ａｕｒｏ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ｊｅｔ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ｉｓｋ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１２Ａ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附近，但南半球只有一个明显的峰值，位于７４°附

近，其主要原因是南半球地理轴与地磁轴的夹角大

于北半球．而在夜侧南北半球西向电激流的纬度分

布差别不大，峰值主要出现在７０°附近，这表明地理

轴与地磁轴的夹角主要影响白天侧极光电激流的空

间分布，而对夜侧极光电激流的影响不明显．

４　结论

本文通过对ＣＨＡＭＰ卫星高精度的标量磁场

数据反演得出极光电激流，并据此研究了不同地方

时扇区的日照和地球偶极倾角对极光电激流密度的

影响，分析了极光电激流密度随季节和地方时的变

化特征，并与极光活动指数的季节和世界时变化进

行了比较．主要发现总结如下：

（１）白天时段极光电激流密度主要受太阳辐射

的控制，当太阳天顶角（ＳＺＡ）较小时，极光电激流较

强．而夜间较强的极光电激流倾向于在较大的ＳＺＡ

中发生，这主要是由于亚暴的影响，亚暴在无日照条

件下发生得更频繁．地球偶极倾角对极光电激流的

影响不大．

（２）东向电激流密度夏季比冬季大，其来源是太

阳辐射．太阳辐射和亚暴沉降粒子的共同作用，使东

向电激流在两至点增强．在０４—１８ＭＬＴ，夏季西向

电激流明显强于冬季，而在１８—０４ＭＬＴ，冬季西向

电激流明显强于夏季，这与亚暴过程有关．在０７—

１９ＭＬＴ中，西向电激流在两至点增强，而在１９—

０７ＭＬＴ中，西向电激流在两分点增强，这是太阳辐

射和亚暴的共同作用导致的．

（３）卫星测量的西向电激流与ＡＬ、ＳＭＬ指数相

关性较好．东向电激流与ＳＭＵ指数相似，但与 ＡＵ

指数有较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东向电激流峰值位

于ＡＥ台站的探测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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