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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Ｅｎｖｉｓａｔ１卫星的ＧＤＲｓ数据，根据适当的数据编辑准则，进行了必要的地球物理改正之后，研究

分析了长江中下游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巢湖的水位变化及其与气候环境的关系，为长江流域水位变化与气

候变化的长期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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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测高技术在海洋学
［１，２］、极地冰盖［３］等方

面一直有广泛的应用。随着新一代测高卫星不同

跟踪模式的实现，即使地面类型变化复杂，高度计

也能快速跟踪。２００２年发射的Ｅｎｖｉｓａｔ１卫星，

由于其地面轨迹比较密集，覆盖许多内陆水域，目

前用来广泛研究湖泊的水位变化及其与环境的相

关性。

利用测高数据研究内陆湖泊，最早可以追溯

到将Ｓｅａｓａｔ高度计卫星观测的湖面高程作为地

面控制点用于绘图目的［４］，其后，随着其他测高卫

星的成功发射，利用高精度的高度观测值，可以研

究湖泊水位变化［５７］、水位变化与气候变化的关

系［７１１］以及湖区的垂直基准［１２］，反之还可以根据

测高数据评估高度计系统的性能［１３］。在河流研

究方 面，主 要 集 中 在 南 美 洲 的 亚 马 逊 河 流

域［１４，１５］。本文利用约２ａ的Ｅｎｖｉｓａｔ数据，研究分

析了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巢湖水位变化与气候

的关系。

１　长江流域及其湖泊

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地面高程较低，而且普遍

低于高洪水位几ｍ至１０余ｍ，洪水期间，只能依

靠两岸干堤和支堤抵挡洪水，因此，洪涝灾害威胁

较频繁和严重。

中国湖泊尽管较多，但分布不均，长江中下游

是我国湖泊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我国的五大淡

水湖就汇集于此。在长江两岸分布许多通江湖泊

与洼地，它们大多是与新构造断陷和河床演变有

关的构造湖或河成湖。湖泊多呈蝶状，一般具有

调节江、河洪枯的能力。

由于内陆湖泊面积较小，所以测高卫星很少

经过我国内陆湖泊。本文选取了长江流域的鄱阳

湖、洞庭湖、太湖和巢湖进行分析研究，所使用数

据为Ｅｎｖｉｓａｔ１的ＧＤＲｓ数据，时间从２００２年１１

月到２００５年２月。湖泊的地理位置特征及使用

数据分布如图１所示。

２　数据分析与处理

２．１　距离改正

在开阔海域，ＧＤＲｓ数据提供了电离层、对流

层、固体潮、海潮、极潮、逆气压和海况偏差等多项

改正，所计算的海面高精度可以达到２ｃｍ。然

而，对于内陆水域，那些对海洋上的最优改正模型

并不完全有效和适用，比如湿对流层和电离层改

正经常缺损，这是将测高数据用于监测内陆水域

精度受到限制的主要因素。本文改正包括仪器、

对流层（干、湿）、电离层、海况、固体潮、极潮６项

改正。

２．２　数据编辑处理

由于内陆湖泊面积较小，测高数据分布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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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湖泊地理位置及数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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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利用有限数据，就不能完全使用海洋上的

数据编辑标准，以保留最大多数数据［７，１６］。在保

证测高观测量有效的前提下，数据中仍然可能存

在异常距离，必须剔除这些无效的观测值，最后得

到相对于参考椭球的湖面高：

犔＝犚ａｌｔ－犚－Δ犚 （１）

式中，犔表示相对于参考椭球的湖面高；犚ａｌｔ表示

相对于参考椭球的高度计高度；犚 为观测距离；

Δ犚表示各项距离改正。由于高度计观测计算的

湖面高犔属于大地高，与一般水文观测的正常高

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为了计算湖面水位变化，将

所有瞬时湖面高取平均得到平均湖面高 犕犔，同

时将所有瞬时湖面高按月平均得到月平均湖面高

犔犕，最后将月平均湖面高减去多年平均湖面高即

可得到水位的月变化ｄ犔：

ｄ犔＝犔犕 －犕犔 （２）

得到水位变化的月平均序列之后，以月为横坐标，

水位变化 ｄ犔 为纵坐标，可以绘出水位变化，

见图２～图５。

３　水位变化与气候分析

３．１　鄱阳湖

鄱阳湖水位涨落受五河（赣江、抚河、信江、饶

河、修河）及长江的双重影响，每当洪水季节，水位

升高；枯水季节，水位下降。由于地处低纬度，距

水汽源地较近，冷暖气团的进退对鄱阳湖流域的

天气变化和气候形成都有较大影响。

根据图２可以看出，鄱阳湖水位具有明显的

季节性变化特征，每年最高水位出现在夏季的７

月份，变幅在２００３年达２．９ｍ，２００４年达２．０ｍ。

每年冬季和春季水位较低且稳定，变幅不大，这与

长江流域水位变化有明显的相关性。夏季，受上

游洪峰和洞庭湖大水共同影响，长江中下游水位

猛涨，长江大水倒灌入鄱阳湖，致使鄱阳湖水位迅

速上涨。秋季，降雨量偏少，经常遇到干旱天气，

五河为鄱阳湖提供水源的水位流量也非常小，来

水的急剧减少导致鄱阳湖水位降低。图２为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２月潘阳湖月均水位变

化。

图２　鄱阳湖月平均水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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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洞庭湖

洞庭湖地处中亚热带的北缘，年平均气温为

１６℃～１７℃；雨量充沛，年雨量为１４００～１５００

ｍｍ。根据当地水文站的统计，洞庭湖水位变差

较大。在洞庭湖南边，有湘江、资水、沅水、澧水四

水汇入；在北边，有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与

长江相通，湖水最后在岳阳城陵矶注入长江。它

犹如一个天然的大水库，容纳四水，吞吐长江，调

节洪水，因此其水位变化特征不但受其自身流域

降雨径流过程、湖泊调蓄、入湖径流功能强弱的影

响，而且还与长江水情息息相关。每年４月开始，

四水流域进入汛期，洞庭湖水位因之上涨；６～９

月为长江流域的多雨季节，长江进入汛期，荆江四

口分流水量剧增，湖水位连续上涨，７、８月水位达

到最高峰，９月以后入湖水量逐渐减少，出湖水量

大于入湖水量，湖泊水位也随之逐渐下降，进入平

水期。１１月至翌年３月为枯水期，水位达年内最

低值。图３为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２月南洞

庭湖月平均水位变化图。

３．３　太湖

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位于中纬度地区，

属湿润的北亚热带气候区。湖区降雨年内年际变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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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南洞庭湖月平均水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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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ｔｈＤｏｎｇｔｉｎｇＬａｋｅ

化较大，主要集中于４～１０月。从太湖月平均水

位变化（见图４）可见，太湖具有调蓄洪水的作用，

当长江水位高涨时，江水也会分流入湖。图４为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２月太湖月均水位变化

图。

图４　太湖月平均水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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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巢湖

比较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水位变化可以看出，

每年从５月份开始，由于梅雨季节来临，水位逐渐

上升；７、８月份达到最高水位，这个时期也是长

江流域洪峰时期；从８月份以后水位开始下降，冬

季１、２月份水位达到最低，３～５月份水位比较稳

定。图５为巢湖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期

间水位月均变化图。

图５　 巢湖月平均水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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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长江流域大部分处于亚热带东南季风和西南

季风的影响范围，平均年降水量超过１０００ｍｍ，

而且流域地形起伏较大，高原、山地和丘陵面积约

占流域总面积的近８５％，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

容易导致对流雨和锋面雨的产生，形成暴雨洪流，

促进水系发育。中下游地区，河道交织，形成网状

河网。在这些网状河网地带，地势低平，水流相互

沟通，水势变化缓和，但遇集中暴雨时容易渍涝成

灾。

卫星测高技术设计的初衷是研究海洋，要将

其用来研究内陆水域，还受到湖面面积小和卫星

地面轨迹覆盖有限等诸多限制，尤其是早期的

Ｇｅｏｓａｔ、ＥＲＳ１／２、ＴＰ测高任务，所发布的 ＧＤＲｓ

数据在我国内陆水域非常稀少，而且数据质量不

高。自２００２年Ｅｎｖｉｓａｔ１任务实施以来，这一问

题基本解决。利用卫星监测河流或湖泊水位，虽

然不能实现实时性，但是如果能结合Ｔ／Ｐ、ＥＲＳ、

Ｅｎｖｉｓａｔ１资料，可以获取内陆水域多卫星联合、

长期的监测结果，对于研究区域气候与水文变化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水

位监测手段。

本文研究了我国长江流域的鄱阳湖、洞庭湖、

太湖和巢湖的水位信息，并构建了其水位变化时

间序列。结果表明，这４个湖泊水位变化不管是

上升还是下降，基本保持一致，年内水位变化一般

在３ｍ左右，与长江流域的汛期和洪峰有着强相

关性。如果利用波形重跟踪技术［１６，１７］对测高距

离进行改正，则可进一步提高精度；同时，也有可

能对长江流域各河段进行水位变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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