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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犌犚犃犆犈数据反演格陵兰冰盖冰雪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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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较分析了不同多项式条带滤波的效果，从中选出了适合ＧＲＧＳ数据的条带滤波；估算了２００２０７～

２００７０９格陵兰冰盖冰雪质量变化的空间分布，并给出了格陵兰冰盖冰雪质量变化约为－１１６±９ｋｍ３／ａ，对应

海平面变化的贡献约为０．３２±０．０２ｍ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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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陵兰为全球第二大冰盖，含２．５万ｋｍ
３ 的

冰，占全球冰量的１０％，全部融化时可使海平面

升高约６．５ｍ。由于格陵兰对气候的敏感性和对

海平面越来越大的贡献，因此，它对海平面及相关

研究相当重要［１］。

ＧＲＡＣＥ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已经除去了大气、

海洋和极潮等地球物理变化的影响，因此，ＧＲＡＣＥ

数据主要反映未模型化的地球物理现象、参考模型

剩余量和误差。未模型化的地球物理现象主要包

括冰川冰盖、陆地水文和冰后回弹等。

Ｒｉｇｎｏｔ总结了不同观测手段获取的格陵兰

冰盖质量变化的时空变化［２］；Ｃｈｅｎ和 Ｒａｍｉｌｌｉｅｎ

等人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估计了不同时期的格陵

兰冰盖的时空变化［３４］。本文使用２００２０７～

２００７０９ＧＲＡＣＥ数据确定格陵兰冰盖质量变化

的时空分布及其对海平面的贡献。对于误差处

理，本文采用类似 Ｓｗｅｎｓｏｎ的去条带滤波方

法［５］，比较不同多项式的滤波效果，从中选取适合

ＧＲＧＳ数据的去条带滤波方法。

１　数据分析与计算

１．１　数据模型与数据分析

目前，公布ＧＲＡＣＥ大地水准面球谐系数（简

称球谐系数）的数据中心有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ｐａｃ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ＣＳＲ）、ＧｅｏＦｏｒｓｃｈｅｕｎｇｓＺｅｎｔｒｕｍＰｏｔｓｄａｍ

（ＧＦＺ）、Ｊｅｔ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ＪＰＬ）和Ｃｅｎ

ｔ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ｔｕｄｅ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ｓ／ＧｒｏｕｐｅｄｅＲｅ

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ｄｅＧéｏｄéｓｉ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ＣＮＥＳ／ＧＲＧＳ）。

本文采用ＧＲＧＳ提供的截止阶数为５０的ＧＲＧＳ

ＧＬ０４数据。该数据为１７８组２００２０７～２００７０９

的月平均解，采样间隔为１０ｄ，月平均解根据３个

１０ｄ数据估计，其权分别为０．５、１和０．５。对于

犆２０，ＧＲＧＳ采用ＬＡＧＥＯＳ１／２卫星激光测距数

据与ＧＲＡＣＥ数据联合求解。在数据处理过程

中，参考模型包括３维大气模型ＥＣＭＷＦ、海潮模

型ＦＥＳ２００４和正压海洋模型 ＭＯＧ２Ｄ。其详细

处理过程可参考文献［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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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效体积与负的海平面面积（大约３．６２×

１０８ｋｍ２）的比值，即为相应海平面变化的贡献。

１．２　去条带滤波

Ｓｗｅｎｓｏｎ发现球谐系数间的相关系统误差引

起经度方向的条带现象［５］，指出系统误差在８次

（ｏｒｄｅｒ）开始出现，相同次偶数阶与奇数阶之间分

别相关，高次则更明显。Ｃｈａｍｂｅｒｓ和Ｃｈｅｎ给出

了类似Ｓｗｅｎｓｏｎ的去条带滤波方法
［１８］。去条带

滤波的基本思路是从犿 次开始分别采用狀次多

项式（称为ＰｎＭｍ）消除球谐系数间的相关性。

图１给出了只采用不同多项式去条带滤波的全球

等效水高分布图，图１（ａ）为不采用去条带滤波截

止阶５０的效水高分布，在纬度－３０°Ｓ～３０°Ｎ等

处存在着条带现象。图１（ｂ）、１（ｃ）和１（ｄ）分别为

采用Ｐ３Ｍ１０、Ｐ４Ｍ１０和Ｐ６Ｍ１０去条带滤波的的

等效水高分布，低纬区域采用不同次多项式均有

较好的滤波效果，但多项式次数越高，在中高纬度

处引起的误差越大。图１表明，Ｐ３Ｍ１０适用于

ＧＲＧＳＧＬ０４数据处理。本文采用Ｐ３Ｍ１０，并选

取１００ｋｍ半径的高斯滤波。

图１　等效水高分布

Ｆｉｇ．１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Ｈｅ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格陵兰冰盖冰雪质量变化的空间分布

本文利用１７８组球谐系数，来计算全球１°×

１°格网的等效水高时间序列，对其进行分析，同时

计算格陵兰冰盖质量变化的空间分布。

假定等效水高是线性项、年变化及半年变化

的和，有以下关系：

Δ犺（θ，φ，狋）＝ ［β０（θ，φ）＋β１（θ，φ）狋］＋

β２ｃｏｓ（ω１狋＋１（θ，φ））＋β３ｃｏｓ（ω２狋＋２（θ，φ））（４）

式中，ω１＝２π；ω２＝４π；β０、β１、β２、β３、φ１、φ２为求解

的参数。

利用格网数据的时间序列，按最小二乘拟合

求解未知参数。图２（ａ）给出了格陵兰及邻近区

域趋势项变化，格陵兰整体都呈现出负增长，东南

部存在很强的负增长，超过－１２ｃｍ／ａ，东北部大

致平衡，其他约为－３ｃｍ／ａ。Ｒｉｇｎｏｔ
［２］采用卫星

雷达干涉数据分析表明，格陵兰东南部存在强的

负增长，东北部平衡，表明ＧＲＡＣＥ和卫星雷达干

涉两种观测手段结果一致。格陵兰邻近的 Ｈｕｄ

ｓｏｎ湾和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正增长，为冰后回弹信号。

图２　格陵兰冰盖趋势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ｒｅ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实际上，ＧＲＡＣＥ的观测结果无法分离出各

种不同地球物理过程引起的质量变化量，如陆地

水文、冰后回弹等方面的影响。为获得格陵兰冰

盖冰雪的质量变化，需加冰后回弹改正。本文选

取了ＩＣＥ５Ｇ冰后回弹模型
［９］。图２（ａ）给出的结

果包含非冰盖引起的质量变化。为考虑陆地水文

的影响，采用ＮＡＳＡ的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ＤａｔａＡｓｓｉｍ

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ＧＬＤＡＳ）水文模型，计算时间为

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０６０４。如图２（ｂ），水文模型的影响

最大达到０．４ｃｍ／ａ，但仍比趋势项小得多。图３

（ｂ）给出了冰后回弹模型ＩＣＥ５Ｇ 的影响，取

ＩＣＥ５Ｇ球谐系数５０截止阶，采用１００ｋｍ的高斯

滤波。ＩＣＥ５Ｇ的影响在格陵兰中部呈现出较大

的负增长，在北部和南部存在正增长，超过４ｃｍ／

ａ，与 Ｈｕｄｓｏｎ湾和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的信号泄漏有关。

图３（ａ）显示格陵兰冰盖冰雪的质量变化空间分

布，北部微弱增长，南部都有很强的负增长。

２．２　格陵兰冰盖冰雪质量变化对海平面的贡献

利用１７８组球谐系数，由式（３）估计格陵兰冰

盖的等效体积序列，同时估算了等效体积的误差。

如图４，该序列呈现较强的负趋势。用式（４）拟合，

估计２００２０７～２００７０９月格陵兰冰盖质量变化的

等效体积趋势项（以下简称等效体积变化）为－１２１

±８ｋｍ３，该结果与２００２０７～２００５０３Ｒａｍｉｌｌｉｅｎ的

－１１９ｋｍ３／ａ几乎一样
［５］，表明２００５年３月以来格

陵兰的变化趋势未发生变化。

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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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格陵兰冰盖趋势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ｒｅ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图４　格陵兰等效体积时间序列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Ｖｏｌｕｍ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ＧＲＡＣＥＯ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考虑到陆地水文的影响，首先利用 ＧＬＤＡＳ

计算得到格陵兰的水文泄漏误差为４ｋｍ３／ａ。对

于冰后回弹的影响，取ＩＣＥ５Ｇ模型与ＩＪ０５模型

差的一半作为冰后回弹误差，得到格陵兰冰后回

弹影响为－９±５ｋｍ３／ａ。

估算出２００２０７～２００７０９格陵兰冰盖冰雪体

积变化为－１１６±９ｋｍ３／ａ，对海平面变化的贡献为

０．３２±０．０２ｍｍ／ａ。Ｖｅｌｉｃｏｇｎａ
［１０］采用ＧＲＡＣＥ数

据得到２００２０５～２００４０７的格陵兰的等效体积变

化为－８２±２８ｋｍ３／ａ
［１０］，由于采用不同数据中心

和不同时间的数据序列，与本文的结果有差别。

Ｒｉｇｎｏｔ
［２］采用卫星雷达干涉数据得到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和

２００５年格陵兰冰盖冰雪体积变化分别为－８２±２９

ｋｍ３／ａ、－１２４±２８ｋｍ３／ａ和－２０２±３７ｋｍ３／ａ
［２］。

该结果与本文的－１１６±９ｋｍ３／ａ基本吻合。

３　结　语

１）比较了不同多项式去条带滤波方法，

Ｐ３Ｍ１０适合ＧＲＧＳＧＬ０４数据去条带。

２）估算了２００２０７～２００７０９格陵兰冰盖冰

雪的等效体积变化为－１１６±９ｋｍ３／ａ，能使海平

面提高约０．３２±０．０２ｍｍ／ａ。

３）与Ｒａｍｉｌｌｉｅｎ
［２］估算的２００２０７～２００５０３

的结果相比，２００５０３以来格陵兰冰盖冰雪未发

生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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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０／ｇｅｏｉ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ＡＤＭＥ．ｈｔｍｌ＃＿ＧＲＧＳ＿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７］　ＣｈｅｎＪＬ，ＷｉｌｓｏｎＣＲ，ＴａｐｌｅｙＢＤ，ｅｔａｌ．Ａｎｔａｒｃ

ｔ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ｃｅＬｏｓｓＲａｔｅｆｒｏｍＧＲＡＣＥ［Ｊ］．Ｅａｒｔｈ

ＰｌａｎｅｔＳｃｉＬｅｔｔ，２００８，２６６：１４０１４８

［８］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ＤＰ．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ＧＲＡＣＥＴｉｍ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ｔａＯｖｅｒ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Ｌｅｔｔ，２００６，３３

［９］　ＰｅｌｔｉｅｒＷＲ．ＧｌｏｂａｌＧｌａｃｉａｌＩｓｏｓｔａｓ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ｔｈｅＩｃｅａｇｅＥａｒｔｈ：ｔｈｅＩＣＥ５Ｇ（ＶＭ２）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Ｊ］．ＡｎｎｕＲｅｖＥａｒｔｈＰｌａｎｅｔＳｃｉ，２００４，３２：

１１１１４９

［１０］ＶｅｌｉｃｏｇｎａＩ，ＷａｈｒＪ．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ｍａｓｓｂａｌａｎｃｅｆｒｏｍ

ＧＲＡＣ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２００５，３２

［１１］ＲｉｇｎｏｔＥ，ＴｈｏｍａｓＲＨ．Ｍａｓｓ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ｏｌａｒＩｃｅ

Ｓｈｅｅｔ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２９７：１５０２１５０６

［１２］ＷａｈｒＪ，ＳｗｅｎｓｏｎＳ．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

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ＧＲＡＣＥ［Ｊ］．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１９９８，１０３（１２）：３０２０５３０２２９

［１３］ＣｈｅｎＪＬ，ＷｉｌｓｏｎＣＲ，ＴａｐｌｅｙＢＤ，ｅｔａｌ．Ａｌａｓｋ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Ｇｌａｃｉａｌ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Ｇｒａ

ｖｉｍｅｔｒｙ［Ｊ］．ＥａｒｔｈＰｌａｎｅｔＳｃｉＬｅｔｔ，２００６，２４８：３５３３６３

［１４］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Ａ，ＷｉｎｇｈａｍＤ．Ｒｅｃｅｎｔ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Ｃｏｎ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ｓ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３１５：１５２９１５３２

第一作者简介：杨元德，博士生，从事卫星测高及ＧＲＡＣＥ反演重

力场研究。

Ｅｍａｉｌ：ｙｕａｎｄｅ＿ｙａｎｇ＠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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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犃犖犌犢狌犪狀犱犲１　犈犇狅狀犵犮犺犲狀
１
　犆犎犃犗犇犻狀犵犫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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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ｓｙ，Ｍｉｎｉｓｉｔ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ｄ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ｓｃｈｏｓｅｎｆｏｒＧＲＧＳＧＬ０４ｄａｔａａｆ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ｒｄｅｒ．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ｃｅｍａｓｓ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ｉ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ｌｙ２００２ｔｏ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７，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ｏｆ－１１６±９ｋｍ
３／ａｉｓａｌｓｏ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ｓａｂｏｕｔ０．３２±０．０２ｍｍ／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ＡＣＥ；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ＩＣＥ５Ｇ；ＧＬＤＡＳ；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ｈｅｉｇｈｔ；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ｖｏｌｕ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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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ｍａｉｌ：ｙｕａｎｄｅ＿ｙａｎ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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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上接第９４２页）

第一作者简介：胡鹏，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ＧＩＳ理论和

方法、新型３Ｓ集成软件工具、地理信息工程等技术研究。代表成

果：数字地球和大型ＧＩＳ空间数学基础、ＤＥＭ精度评定的基本理

论、地图代数、地理信息系统教程等。

Ｅｍａｉｌ：ｐｅｎｇｈｕ＠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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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６６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ｎｇｈａｉＲｏａｄ，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５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ｎ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ｍａｊｏｒ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ｈｏｒｔｃｏｍ

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ｄｅｐｔｈ．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

ｓｅｓｏｂｊｅｃｔｓｆｏ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ｙ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ＤＥＭ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ｅａｌｓｏｇｉｖｅｔｈｅ１∶５００００ａｎｄ１∶１００００ｔｗｏｓｅｒｉｅｓｏｆ

ＤＥＭ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ｓ，ｗｈｉｃｈ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ｄｅｓｉ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ｌｅａｒｌｙ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Ｏｎｌｙｗｉｔｈ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ＤＥＭ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ｌｌｔｅｒｒａ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ｗｅｃ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ＤＥＭｏｆ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ｅｒｒａ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ｉｓｎｏ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ｒｅ

ｗｉｌｌｂｅｎｏＤＥＭ．Ｔｈ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ｍａｋｅｓ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ｆｏ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ｂｒ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ｔｏＤＥＭ，ａｎｄｗｉｌｌｂｅａ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ｎｅｗｗａｙｔｏｓｏｌｖｅｈｕｎｄｒｅｄｙｅａｒ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ＥＭ）；ｏｒｄｅｒ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ｉｔ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ＨＵＰｅ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ＧＩＳｔｈｅｏｒｉｔ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ｅｗ３Ｓｉｎ

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Ｉ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ｏｏｌｓ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ｉｓｔｙｐｉｃ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ｌａｒｇｓｃａｌｅＧＩＳ”，“ｍａｐａｌｇｅｂｒａ”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ｕｒｓｅｓ”，ｅｃｔ．

Ｅｍａｉｌ：ｐｅｎｇｈｕ＠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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