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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犌犚犃犆犈时变位模型研究南极冰盖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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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ＣＮＥＳ／ＧＲＧＳ和ＵＴＣＳＲＧＲＡＣＥＬｅｖｅｌ２产品重力位模型的犑２项时间序列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

比较，结果表明，ＣＮＥＳ／ＧＲＧＳ犑２项具有更好的季节性变化特征，利用ＣＮＥＳ／ＧＲＧＳＧＲＡＣＥＬｅｖｅｌ２产品推

求了南极地区冰盖质量变化速率，并对西南极和东南极冰盖质量变化进行了主成分分析，获取了其周年项振

幅和相位。分析表明，南极地区冰盖质量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性和季节性变化特征，西南极冰盖存

在有较强的减少趋势，利用主成分重构和调谐分析方法获得的西南极和东南极冰盖质量变化的周年项振幅

分别为２．４ｃｍ和１．３ｃｍ等效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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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极冰盖是地球表面最大的大陆冰川，其蕴涵

有全球７０％的淡水资源。南极大陆的冰盖质量平

衡研究对于精化全球冰川模型和潮汐模型，更好地

了解全球海平面上升和深入探索全球气候变化机

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研究南极冰面的时间变

化特征，获取其随时间变化的周期信息（长期变化

趋势和其他短时变化）和异常信息至关重要。

南极地区的时变重力场信息与南极冰盖变化

以及冰后期回弹密切相关，其反映了地球内部的

物质特性和分布情况，以及地面冰雪负荷与地壳

结构间的关系，可用于研究海洋、大气、冰雪之间

的耦合作用。随着卫星技术的发展及精度的不断

提高，特别是 ＧＲＡＣ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ｃｌｉ

ｍ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卫星重力计划的实施，为研究

南极冰盖质量变化提供了现势条件。

Ｖｅｌｉｃｏｇｎａ和 Ｗａｈｒ对整个南极大陆地区的

冰质量平衡进行的研究显示，南极冰盖正以约

－１５２ｋｍ３／ａ的速率递减
［１］；Ｔｈｏｍａｓ等人利用卫

星测高数据、ＩｎＳＡＲ和ＧＰＳ数据推算出，西南极

及其附近的阿蒙森海冰正以－９４ｋｍ３／ａ的速率

递减［２］，为研究全球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变化提供

了参考依据；此外，Ｃｈｅｎ等就南极冰盖质量平衡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３６］。

１　犑２项时间序列的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也称为经验正交函数（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ＥＯＦ），其通过寻找一组经验正交函数来分

解时间序列，从而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信息的

基础上，实现对时间序列的综合与简化［７］。

地球重力场引力位犞可以用球谐系数表达为
［８］：

犞 ＝
ＧＭ

狉
（１＋∑

∞

犾＝１
∑
犾

犿＝０

犪犲（ ）狉 ·

（犆犾犿ｃｏｓ犿λ＋犛犾犿ｓｉｎ犿λ）犘犾犿（ｃｏｓθ））（１）

二阶带谐系数犆２０项大约是其他球谐系数的１０
３

倍以上，其是衡量地球动力扁率的物理量，在地球

重力场的研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卫星

大地测量中，通常将二阶带谐系数犆２０项用犑２代

替，犆２０＝－犑２。ＧＲＡＣＥ时变重力场的犑２项在地

球表面质量变化的计算中有着重要的影响［９１０］，

因此，有必要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其进行谱分

析，以进一步揭示其周期特征。

时间序列选取 ＣＮＥＳ／ＧＲＧＳ和 ＵＴＣＳＲ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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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研究结构发布的Ｌｅｖｅｌ２产品的犑２项时间序

列，缺失项利用八阶拉格朗日插值进行内插得到。

其中，ＣＮＥＳ／ＧＲＧＳ发布的Ｌｅｖｅｌ２产品是利用

ＧＲＡＣＥ数据以及ＬＡＧＥＯＳ１／２的ＳＬＲ跟踪数

据联合解算得到，位模型间隔为１０ｄ，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２０８～２００８０２。ＵＴＣＳＲ发布的Ｌｅｖｅｌ２产品

则仅仅采用了ＧＲＡＣＥ数据解算得到，间隔周期

为一个月，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２０８～２００８０５。

在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ＧＲＡＣＥ犑２项时间

序列进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首先从中剔除了犑２

项的总平均值，然后进行了主成分计算。图１显

示了ＧＲＡＣＥ犑２项时间序列的前四阶模式。

图１　ＧＲＡＣＥＪ２项时间序列的主成分分析

Ｆｉｇ．１　Ｅ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ＲＡＣＥ犑２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从图中可以看出，ＣＮＥＳ／ＧＲＧＳ犑２项时间序

列的第一、二阶模式显示有非常强的周年变化信

号，其能量占到了信号的６０％以上，第三、四阶模

式则含有较强的半年变化信号。总体看来，

ＣＮＥＳ／ＧＲＧＳ的犑２项时间序列季节性变化特征

非常明显。而ＵＴＣＳＲ犑２项时间序列，其主要能

量显示为两周年左右的长期变化信号，季节性变

化不明显。此外还含有较强的１６１．３ｄ左右的周

期信号，其能量达到了总信号的２６％以上。由于

大气、潮汐影响中，仅有海洋潮汐的太阳半日分潮

犛２项的周期为１６１ｄ左右，故而认为１６１ｄ项的周

期信号是由于ＧＲＡＣＥＬｅｖｅｌ２产品在解算过程

中去除潮汐影响时，混叠进了海洋潮汐模型中存

在的太阳半日分潮犛２项的周期信号。

比较图１（ａ）、图１（ｂ）可得出，由于ＣＮＥＳ／

ＧＲＧＳ在 ＧＲＡＣＥＬｅｖｅｌ２产品解算中采用了

ＬＡＧＥＯＳ１／２的ＳＬＲ跟踪数据，其犑２项时间序

列相较于ＵＴＣＳＲ犑２项时间序列具有更明显的季

节性变化特征。这是由于ＧＲＡＣＥ的轨道几何形

状对重力场的犑２项不敏感引起的。此前，在

ＧＲＡＣＥ犑２项的数据处理过程中多采用ＳＬＲ犑２

项直接替换的方法，但由于ＧＲＡＣＥ犑２项和ＳＬＲ

犑２项是两个不同求解过程的结果，这造成了数据

的不兼容，会引起混频效应。因此，本文在南极冰

盖变化的计算过程中，采用了ＣＮＥＳ／ＧＲＧＳ提供

的时变重力场数据。

２　南极冰盖质量变化的计算

　　南极冰盖的质量变化Δ珓σｒｅｇｉｏｎ为
［１１１２］：

Δ珓σｒｅｇｉｏｎ＝
２犪ρ犪π
３ρ犻 ∑

犾狋

犾＝０
∑
犾

犿＝０

２犾＋１
１＋犽犾

犠犾·

　（Δ珚犆犾犿ｃｏｓ犿λ＋Δ珚犛犾犿ｓｉｎ犿λ）珚犘犾犿（ｃｏｓθ） （２）

式中，犪为地球平均半径；ρ犪 为地球的平均密度；

ρ犻为冰的密度；犽犾为犾阶负荷勒夫数；珚犆犾犿、珚犛犾犿为完

全规格化球谐系数，即位系数；珚犘犾犿（ｃｏｓθ）为完全

规格化Ｌｅｇｅｎｄｒｅ缔合函数；犠犾为高斯平滑函数；

θ、λ、犾、犿意义同式（１）。

由于ＧＲＡＣＥ时变重力场数据在数据处理过

程中已经扣除了潮汐影响，包括海潮、固体潮和地

球自转产生的极潮，非潮汐的大气和海洋影响也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扣除，这意味着除了重力场计

６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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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误差以及大气和海洋的模型误差以外，ＧＲＡＣＥ

时变重力场反映的是非大气、非海洋的质量变化。

这在季节性或更短的时间尺度上，对于南极地区

反映的主要就是冰盖质量变化以及冰后期回弹影

响。为了获取南极冰盖的质量变化，本文利用

ＩＣＥ５Ｇ冰后期回弹模型剔除了冰后期回弹影响。

在南极冰盖质量变化的推求过程中，首先对

ＣＮＥＳ／ＧＲＧＳ ２００２０８ ～ ２００８０２ 间 １９３ 个

ＧＲＡＣＥ时变重力位模型进行了去相关滤波处

理［１３］，然后计算得到了南极冰盖的年变化速率，

高斯平滑半径为４００ｋｍ。为保持冰盖变化与冰

后期回弹影响的频谱一致化，对ＩＣＥ５Ｇ模型亦

进行了４００ｋｍ的高斯平滑。

地球表面质量变化的推求需要地球重力位模

型的所有球谐系数信息，但由于ＧＲＡＣＥ参考框

架的原点位于地球质心，其时变重力位模型的一

阶项为零。为了更好地获取南极冰盖的质量平衡

信息，本 文 采 用 了 ＥＣＣＯ 海 洋 模 型 恢 复 的

ＧＲＡＣＥＧＳＭｌｉｋｅ一阶项
［１４］。南极冰盖的年变

化速率见图２（ａ）。

图２　南极冰盖质量变化速率图

Ｆｉｇ．２　Ｍａｓｓｒａｔｅｓｏｆ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ｉ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从图中可以看出，西南极冰盖（区域犃）、南极

半岛冰盖（区域犆）存在有较强的质量消融，而

Ａｍｅｒｙ冰架（区域犅）以及Ｒｏｎｎｅ冰架（区域犇）

附近则存在有较强的质量积累。为进一步研究其

细部特征，计算了西南极区域犃和东南极区域犅

的冰盖质量变化速率，如图３所示。

图３显示，西南极冰盖质量呈现出较强的减

少趋势，年变化速率为－６．９２ｃｍ／ａ，化为冰盖体

积大约为－９１ｋｍ３／ａ，其可使海平面上升约０．２３

ｍｍ／ａ，这与卫星测高数据以及遥感数据的估计

相当［２］。而东南极地区的质量积累幅值较小，年

变化速率仅为１．０７ｃｍ／ａ（１０．５ｋｍ３／ａ），说明该

地区受到的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较小，而且自２００６

年以来，其质量积累速率明显放缓，大致处于质量

图３　区域犃和犅 的冰盖质量变化速率

Ｆｉｇ．３　ＭａｓｓＲａｔｅｓｏｆ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ｉｎＢａｓｉｎ犃ａｎｄ犅

平衡状态。

３　南极冰盖质量变化的主成分分析

为更好地揭示南极冰盖质量变化的频谱特

征，以区域犃和犅 的冰盖质量变化为例，去除其

年变化趋势项后，进行了主成分分析。随后利用

前三阶模式的主成分重构（可视为滤波过程），结

合调谐分析方法，获取了区域犃和犅 冰盖质量变

化的周年项振幅和相位，如图４、图５所示。

　　图４显示，西南极冰盖的质量变化呈现出较

强的占优势地位的周年变化信号；而东南极冰盖

的频谱中含有较强的长期变化趋势，相对而言，周

年变化较弱。两个区域均含有一定能量的１６１．３

ｄ的周期信号，其与ＧＲＡＣＥ犑２项中１６１ｄ的周期

信号的成因相同，均是由于ＧＲＡＣＥＬｅｖｅｌ２产品

在解算过程中去除潮汐影响时，混叠进了太阳半

日分潮犛２项信号。可见，虽然ＳＬＲ数据有效地

提高了ＧＲＡＣＥ时变重力位模型低阶项（主要是

犑２项）的精度，但其他阶项中混叠的潮汐模型误差

对质量变化的反演结果影响仍然较大。

通过调谐分析可以发现（图５），西南极冰盖

的周年项振幅约为２．４ｃｍ，相位２８９ｄ；而东南极

冰盖质量变化的周年项振幅要小很多，仅为１．３

ｃｍ，相位为３１５ｄ。这说明西南极冰盖受到全球

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大，而东南极冰盖受到的影响

较小。两个区域的相位都在３００ｄ左右，即在每

年的１０月份前后南极冰盖质量变化的振幅达到

最大，而在４月份前后振幅最小，这与南极大陆的

气温变化情况是基本一致的。可见，对于自然环

境恶劣的南极，ＧＲＡＣＥ时变重力场观测已成为

监测南极冰盖变化独特而又有效的技术手段。

７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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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区域犃和犅 冰盖质量变化的主成分分析

Ｆｉｇ．４　Ｅ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Ｍａｓ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ａｓｉｎ犃ａｎｄ犅

图５　区域犃和犅 冰盖质量变化的调谐分析

Ｆｉｇ．５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Ｍａｓ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ａｓｉｎ犃ａｎｄ犅

４　结　语

１）ＣＮＥＳ／ＧＲＧＳ犑２项相较于 ＵＴＣＳＲ犑２项

具有更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征，说明ＧＲＡＣＥ重

力观测对于地球重力场模型超低阶项的确定仍存

在一 定 的 局 限 性。联 合 ＳＬＲ 跟 踪 数 据 与

ＧＲＡＣＥ数据来进行地球时变重力场的解算可在

避免数据不兼容的前提下，有效地解决了这一

问题。

２）南极冰盖的质量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

不平衡性和季节性变化趋势。西南极冰盖质量呈

现出较强的减少趋势，年变化速率为－９１ｋｍ３／ａ，

东南极冰盖则呈现质量积累趋势，但２００６年以

来，积累速率有所放缓。

３）由于 ＧＲＡＣＥＬｅｖｅｌ２产品在解算过程

中，利用潮汐模型去除潮汐影响时，混叠进了海洋

潮汐模型中太阳半日分潮犛２项信号，因此，利用

ＧＲＡＣＥ时变重力场推求的南极冰盖变化存在有

１６１．３ｄ左右的周期项。

４）利用主成分重构方法实现滤波后的西南

极和东南极冰盖质量变化的周年振幅分别为２．４

ｃｍ和１．３ｃｍ，西南极冰盖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

影响更大。两个区域质量变化的周年相位与南极

气温变化情况存在较好的一致性，说明 ＧＲＡＣＥ

时变重力场观测已成为监测南极冰盖变化独特而

又有效的技术手段。

参　考　文　献

［１］　ＶｅｌｉｃｏｇｎａＩ，ＷａｈｒＪ．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

ｂｌ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Ｓｈｏｗ ＭａｓｓＬｏｓｓｉ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Ｊ］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３１１：１７４５１７５６

［２］　ＴｈｏｍａｓＲ，ＲｉｇｎｏｔＥ，ＣａｓａｓｓａＧ，ｅｔ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

ａｔｅｄ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Ｒｉｓｅ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Ｊ］Ｓｃｉ

８８１１



　第３４卷第１０期 朱广彬等：利用ＧＲＡＣＥ时变位模型研究南极冰盖质量变化

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３０６：２５５２５８

［３］　ＣｈｅｎＪＬ，ＷｉｌｓｏｎＣＲ，ＢｌａｎｋｅｎｓｈｉｐＤＤ，ｅｔａｌ．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ＭａｓｓＲａｔｅｓｆｒｏｍ ＧＲＡＣＥ［Ｊ］．Ｇｅｏｐｈｙ

ＲｅｓＬｅｔｔ，２００６，３３（２１）：１１５０２１１５０６

［４］　ＲａｍｉｌｌｉｅｎＧ，ＬｏｍｂａｒｄＡ．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Ｍａｓｓ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ｓｆｒｏｍＧＲＡＣＥ［Ｊ］．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６，５３：１９８２０８

［５］　徐新禹，李建成，王正涛，等．利用参考重力场模型

基于能量法确定ＧＲＡＣＥ加速度计校准参数［Ｊ］．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３（１）：７２７５

［６］　罗佳，施闯，邹贤才，等．现有ＳＳＴ重力场模型的比

较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６，３１

（７）：５９４５９８

［７］　ＡｌｌｅｎＭＲ．Ｏｐｔｉｍ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７，２３４（６）：４１９

４２８

［８］　ＳｅｅｂｅｒＧ．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Ｇｅｏｄｅｓｙ［Ｍ］．Ｂｅｒｌｉｎ：Ｗａｌｔｅｒ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２００３

［９］　ＣｈｅｎＪＬ，ＷｉｌｓｏｎＣＲ，ＴａｐｌｅｙＢＤ，ｅｔａｌ．ＬｏｗＤｅ

ｇｒｅｅ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ｒｏｍＧＲＡＣＥ：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２００４，３１：

２２６２３３

［１０］ＣｈｅｎＪＬ，ＷｉｌｓｏｎＣＲ．ＬｏｗＤｅｇｒｅｅ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ｒｏｍＥａｒｔｈ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

ｅｌｓ［Ｊ］．ＧｅｏｐｈｙＲｅｓＬｅｔｔ，２００３，３０（２４）：２２５７

２２６０

［１１］ＷａｈｒＪ，Ｍｏｌｅｎａａｒ Ｍ．Ｔｉｍ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ＧＲＡＣＥ

［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９９８，１０３（Ｂ１２）：２０５２２９

［１２］ＳｗｅｎｓｏｎＳ，ＷａｈｒＪ．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Ｉｎｆｅｒｒ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ａｓｓ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ｆｒｏｍＧｒａｖｉｔｙ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ＧＲＡ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２００２，

１０７（Ｂ９）：２１９２２２

［１３］ＳｗｅｎｓｏｎＳ，ＷａｈｒＪ．Ｐ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ＧＲＡＣＥＤａｔａ［Ｊ］．ＧｅｏｐｈｙＲｅｓ

Ｌｅｔｔ，２００６，３３：８４８５

［１４］Ｓｗｅｎｓｏｎ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Ｇｅｏｃｅｎｔ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ａ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ＣＥａｎｄＯ

ｃｅａｎＭｏｄｅｌＯｕｔｐｕｔ［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２００８，１１３：

８４９３

第一作者简介：朱广彬，博士生，现从事卫星大地测量方向的研究

工作。

Ｅｍａｉｌ：ｊｊｇｂ１３１４＠１６３．ｃｏｍ

犐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犕犪狊狊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犐犮犲犛犺犲犲狋犻狀犃狀狋犪狉犮狋犻犮

狑犻狋犺犌犚犃犆犈犜犻犿犲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犌狉犪狏犻狋狔犕狅犱犲犾狊

犣犎犝犌狌犪狀犵犫犻狀
１，２
　犔犐犑犻犪狀犮犺犲狀犵

１
　犠犈犖 犎犪狀犼犻犪狀犵

２
　犠犃犖犌犣犺犲狀犵狋犪狅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１６Ｂｅｉｔａｉｐｉｎｇ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ＯＦ）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ＧＲＡＣＥ犑２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ＣＮＥＳ／ＧＲＧＳａｎｄＵＴＣＳＲｔｏｓｅｅ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犑２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ＣＮＥＳ／

ＧＲＧＳｉｓｃｌｅａｒ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ｆｒｏｍＵＴＣＳＲ．ＷｉｔｈＣＮＥＳ／ＧＲＧＳＧＲＡＣＥＬｅｖｅｌ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ｈｅ

ｍａｓｓｒａｔｅｓｏｆ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ｉ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ｒｅｔｈｅ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ｓ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Ｗｅ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ｎｄＥａｓｔ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ｕｓｉｎｇＥＯＦ，ｗｈｏｓｅａｎｎｕａｌ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ａｒｅａｌｓｏｄｅ

ｒｉｖｅｄ．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ａｓ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ｉ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ｓｈｏｗ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ｍａｓｓｏｆ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ｉｎＷｅｓｔ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ｉ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ｃｌｅａｒｌｙ．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ａｆｔｅｒＥ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Ｗｅｓｔ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ｎｄＥａｓｔＡｎｔ

ａｒｃｔｉｃａｒｅ２．４ｃｍａｎｄ１．３ｃ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ＡＣＥ；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犑２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ＵＧｕａｎｇｂｉｎ，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ｇｅｏｄｅｓｙ．

Ｅｍａｉｌ：ｊｊｇｂ１３１４＠１６３．ｃｏｍ

９８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