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６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１年４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６Ｎｏ．４

Ａｐｒ．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２０。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７７４００９，４０９７４００４，４０９７４０１６）；山东省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资助项目（ＴＳＸＺ０５０２）；国

家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９ＡＡ１２１４０５，２００９ＡＡ１２１４０２）；海岛（礁）测绘技术国家测绘局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资助项

目（２００９Ｂ０５，２００９Ｂ０６）；山东科技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４０１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利用卫星测高和重力的巴尔喀什湖水位变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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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Ｔ／Ｐ和Ｊａｓｏｎ１数据（１９９２０９～２００９０１）及ＧＲＡＣＥ重力数据（２００３０２～２００９０１）建立了巴尔喀

什湖水位和重力异常变化时间序列，分别采用最小二乘法、小波分析和傅立叶分析得到了巴尔喀什湖水位和

重力异常变化的周期运动规律，并进行了巴尔喀什湖水位变化的时间序列与ＮＩＮＯ３．４ＳＳＴ的相关性分析。

关键词：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Ｊａｓｏｎ１；ＧＲＡＣＥ；巴尔喀什湖；ＮＩＮＯ３．４海面温度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３

　　巴尔喀什湖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其入水主

要来自于伊犁河，占总入水量的７５％～８０％。湖

东部因河流注入较少，加之湖区气候干旱，湖水大

量蒸发而使湖水含盐量增多，因而形成了西淡东

咸的一湖两水现象［１］。近些年来随着大肆修建水

电站、水坝以及为满足工业、农业的需要而过度引

水，导致巴尔喀什湖的水位处于威胁生态系统的

紧急状态［２］。及时、有效地监测巴尔喀什湖的水

位变化，分析其变化的原因，对巴尔喀什湖地区乃

至整个中亚地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利用卫星测高技术监测内陆水域变化，国内

外已经作过许多研究［３１２］。建立较长的湖泊水位

变化时间序列，分析水位变化与气候变化的关联，

对于研究气候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利用ＧＲＡＣＥ数据，已经解算了达到１２０阶

次、时间分辨率为１个月的地球重力场模型时变

序列，许多学者利用ＧＲＡＣＥ时变重力场模型研

究了陆地水体变化。Ｗａｈｒ等利用时变重力位模

型推算地球表面质量变化的方法进行了深入探

讨［１３］；Ｖｅｌｉｃｏｇｎａ等人利用ＧＲＡＣＥ重力位模型，

研究了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间南极冰盖质量变化
［１４］；

周旭华等利用ＧＲＡＣＥ月尺度变化的地球重力场

反演了全球水储量变化［１５］；Ｈｕ等利用 ＧＲＡＣＥ

重力场模型对长江流域水储量的季节性变化进行

了监测［１６］；汪汉胜等利用ＧＲＡＣＥ时变重力场对

三峡水库补给水系水储量变化进行了研究［１７］；朱

广彬等利用ＧＲＡＣＥ时变重力位模型研究了全球

陆地水储量变化［１８］。因此，利用重力数据研究水

体变化也是可行的。

１　犌犚犃犆犈卫星测高与卫星重力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卫星测高数据为Ｔ／Ｐ（１９９２０９

～２００２０８）和 Ｊａｓｏｎ１（２００２０９～２００９０１）的

ＧＤＲ（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ｒｅｃｏｒｄ）数据，重复周期为

１０ｄ，共获得６０３个数据。利用卫星测高确定湖

泊水位的方法与卫星测高确定海水面高的原理相

同。对于湖泊卫星测高 ＧＤＲ数据，由于其数据

量相对较少，因此，对其进行编辑处理时不能完全

参照海洋范围内的数据编辑处理方法，而是采用

了特定的编辑标准［１１］。

由于在初步处理的ＧＤＲ数据中可能存在粗

差，因此在进行湖泊水位变化分析之前对计算所

得的湖泊水位进行滤波，本文采用高斯滤波方

法［１９］。经过上述处理后，得到了湖泊水位变化的

时间序列（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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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的 ＧＲＡＣＥ时变地球重力场模型

（ＧＳＭ文件，最大阶数为１２０阶）取自美国Ｔｅｘａｓ

大学的ＣＳ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ｒｕｔｅｘａｓｅｄｕ／ｇｒａｃｅ］。

该数据为规格化的球谐系数，每月一组，数据时间

跨度为２００３年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１月（中间缺４个

月）。在全球范围内，２００２年观测结果的空间分

辨率约为１０００ｋｍ，随着星载处理软件的改进，

２００３年以后所得结果的空间分辨率可达４００～

６００ｋｍ。因此，本文采用１０００ｋｍ半径的平滑核

函数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平滑处理［１９］。随着重力

场模型阶数的增加，误差将迅速增大，为了更好地

研究重力异常的时变规律，本文对ＧＲＡＣＥ重力

场截断到６０阶。对巴尔喀什湖水域（４５°Ｎ～４７°

Ｎ，７３°Ｅ～７９°Ｅ）划分１°×１°格网，并取格网的平

均值得到巴尔喀什湖水域的时变平均重力异常。

为降低高阶项误差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引入

高斯平滑核函数犠（α），由地球重力场模型计算

的重力异常变化为［１３］：

Δ珚犵（狉，θ，λ）＝
犌犕犲

狉２ ∑

狀
ｍａｘ

狀＝１

狀－（ ）１
犪犲（ ）狉

狀

∑
狀

犿＝０

Δ珚犆狀犿ｃｏｓ犿（ ）λ ＋Δ珚犛狀犿ｓｉｎ犿（ ）［ ］λ 犠狀
珚犘狀犿 ｃｏｓ（ ）θ

（１）

经过处理后的巴尔喀什湖重力异常变化序列如

图１所示。

图１　巴尔喀什湖水位和重力变化的时间序列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ＢａｌｋｈａｓｈＬａｋｅ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Ｃｈａｎｇｅ

　　由于卫星测高每个ｃｙｃｌｅ的间隔约为１０ｄ，

而ＧＲＡＣＥ监测的重力变化数据的间隔是１个

月，因此，在进行月水位与重力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之前应先求出每月的水位变化。在对两列数据进

行规范化处理之后，就可以进行相关性分析。相

关系数能够以数字的方式准确地描述变量间的相

关程度。相关系数越大表示相关程度越强，反之

则越弱。

为了证明两组数据是否具有显著相关性，利用

犉检验进行两者相关性的显著性检验。通过分析，

发现两种数据的相关性为０．７７３，置信度为９９％。

因此，月水位与重力变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２　 最小二乘分析周期主项

季节性变化是湖泊水位变化的主项［７］，使用

最小二乘法导出巴尔喀什湖水位变化的周期性规

律，即

犵（）狋 ＝犪＋犫狋－狋（ ）０ ＋犃１ｓｉｎ
２π

狆１
狋－狋（ ）０ ＋φ［ ］１ ＋

犃２ｓｉｎ
２π

狆２
狋－狋（ ）０ ＋φ［ ］２ （２）

式中，犪为偏移量；犫为变化趋势项；狋为时间；狋０ 为

初始时间（１９９２．０）犃１、犃２ 为振幅；φ１、φ２ 为初始

相位；狆１、狆２ 为周期。

在卫星测高监测的１６ａ中，巴尔喀什湖水位

变化趋势为＋０．０９２ｍ／ａ，说明湖泊水位呈上升

趋势（图１）。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湖泊水位变化趋势为

－０．００１８ｍ／ａ，水位呈略微下降的趋势；１９９８～

２００８年变化趋势为＋０．１４ｍ／ａ，说明湖泊水位呈

较大的上升趋势。周年振幅为０．１４１８ｍ，初相

为０．１０５０ｒａｄ，半年振幅为０．０３５ｍ，初相为

１．１２５５ｒａｄ。湖泊高水位出现在６～１０月份，低水

位出现在１～３月份，冬季河流、湖泊结冰是导致

低水位的主要原因。

利用Ｊａｓｏｎ１测高卫星监测６ａ（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巴尔喀什湖水位的变化，其值为＋０．０６０８ｍ／ａ，说

明湖泊水位呈上升趋势（图１）。周年振幅为

０．１８１９ｍ，初相为－１．３２３２ｒａｄ，半年振幅为

０．０４６ｍ，初相为０．２０４６ｒａｄ。湖泊高水位出现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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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６～９月份，低水位出现在１２～２月份。

在６ａ（２００３～２００８）的卫星重力监测中（图

１），巴 尔 喀 什 湖 区 域 重 力 异 常 变 化 趋 势 为

－０．０３３６ｍＧａｌ／ａ，说明湖泊区域的重力总体呈

减少趋势。周年振幅为０．５７３１ｍＧａｌ，初相为

１．３６６１ｒａｄ，半年振幅为０．０９１８ｍＧａｌ，初相为

－０．０６９６ｒａｄ。湖泊重力最大值出现在６～１０月

份，重力最小值出现在１～３月份，与测高卫星监

测的结果一致。

３　水位和重力变化序列的犉狅狌狉犻犲狉

和小波分析

　　首先利用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ＦＴ）分别对湖泊水位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和重力变化（２００３～２００９）的时间序

列进行分析。图２（ａ）给出了测高卫星监测巴尔

喀什湖水位变化序列的频谱分析，序列存在较大

的接近０频率的功率，这说明水位变化存在长期

变化项。频率为１的功率最大，说明周年是水位

变化的主周期，频率为２的功率较大，说明半年是

水位变化的次周期。表１给出了由ＦＴ得到的巴

尔喀什湖水位变化周期。图２（ｂ）给出了ＧＲＡＣＥ

监测巴尔喀什湖重力变化序列的频谱分析，频率

为１和２的功率较大。频率为１的功率最大，说

明周年是重力变化的主周期；频率为２的功率较

大，说明半年是重力变化的次周期。

图２　巴尔喀什湖重力变化的频谱分析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表１　由犉犜和 犠犜探测到的巴尔喀什湖水位

和重力变化周期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ＢａｌｋｈａｓｈＬａｋ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ＦＴａｎｄＷ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ａｔａ 周期／ｄ 平均周期／ｄ

ＦＴ
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ｒ １００４，３６４，３１７，１８３１００７，３６４，３１３，１８４

ＧＲＡＣＥ １０２０，３６６，１８８ （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ｒ）

ＷＴ
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ｒ １０１０，３６３，３０９，１８５ １０１９，３６６，１８６

ＧＲＡＣＥ １０１８，３６７，１８４ （ＧＲＡＣＥ）

　　利用小波变换（ＷＴ）分析巴尔喀什湖水位和

重力变化序列。Ｍｏｒｌｅｔ小波具有三角函数和

Ｇａｕｓｓ函数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天文数据、地球

物理数据和大地测量数据的分析中。图３（ａ）和

图３（ｂ）分别给出了由测高卫星和ＧＲＡＣＥ监测

巴尔喀什湖水位和重力变化序列的小波分析结

果，表１给出了由 ＷＴ探测到的巴尔喀什湖水位

和重力变化周期。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巴尔喀什

湖水位和重力都存在着长期和季节性变化。

图３　巴尔喀什湖水位变化的小波分析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ＢａｌｋｈａｓｈＬａｋ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４　水位变化与犖犐犖犗３．４犛犛犜的相

关性分析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全球增温趋势、我国的气

候变率、海气相互作用等进行了多方面的研

究［２０２２］。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对近百年来全球气温变化事实的评估结

果认为，全球增暖趋势为０．３～ （ ）０．６℃ １００ａ －１，

全球气温平均上升了 （ ）０．５℃ １００ａ －１左右［２１］。

随着气温的上升，冰川的融化速度加快，导致了河

流、湖泊水位的上涨。目前，气象界一般以赤道东

太平洋平均海表温度距平指数大于０．５℃作为

ＥｌＮｉ珘ｎｏ事 件 发 生 的 判 据。 而 ＮＩＮＯ３．４区

５°Ｎ～５°Ｓ、１７０°～（ ）１２０°Ｗ 涵盖了赤道东太平洋

的大部分海域，其海面温度（ＳＳＴ）变化在ＥｌＮｉ珘ｎｏ

事件中具有很好的代表性［２０］。

为了揭示Ｂａｌｋｈａｓｈ水位的变化与全球气候

变暖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利用Ｔ／Ｐ和Ｊａｓｏｎ１卫

星观测到的巴尔喀什湖水位变化数据，通过求其月

平均水位变化并与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间的 ＮＩＮＯ３．４

ＳＳＴ数据进行对比分析，阐述了两者之间的相关

性。由于赤道东太平洋水温的变化对我国气候影

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按时间准确对应得到的

两组数据其相关性较差。而相对于 ＮＩＮＯ３．４

ＳＳＴ数据将巴尔喀什湖水位变化数据向后顺延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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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时间间隔，其相关性显著增大（表２）。

表２　顺延不同时间间隔后的相关系数和置信水平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ＡｆｔｅｒＬａｇｇ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滞后／

月

相关

系数

置信水平

／％

滞后／

月

相关

系数

置信水平

／％

０ －０．０６４５ ６３．３３ ６ －０．１４９９ ９５．９

３ －０．０７３２ ７８．１ ７ －０．１３０１ ９３．５

４ －０．０８７３ ９３．８ １１ －０．０１４７ １５．５

５ －０．１８３３ ９６．１

　　从表２中可以看到，时间顺延５～７月后的巴

尔喀什湖水位变化序列与ＮＩＮＯ３．４数据的相关

度较大，置信水平较高。滞后５个月后，相关系

数、置信水平均为最大值。李耀辉等研究的结果

表明，我国西北地区的春季降水与前年秋季赤道

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之间有着比较清晰的遥相

关［２３］。有ＥｌＮｉ珘ｎｏ现象时，次年春季西北大部分

地方降水以异常偏多／偏少为主。ＥｌＮｉ珘ｎｏ之后的

次年３月和５月，中国西北地区降水普遍偏多。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１９９７年底ＮＩＮＯ３．４ＳＳＴ达

到峰值，预示着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在随后的

半年里，西北地区降水偏多，导致伊犁河径流量增

加，使巴尔喀什湖水位比去年同期有所升高。而

从２００６下半年开始，随着ＮＩＮＯ３．４ＳＳＴ的下降

趋势，导致西北地区降水偏少，在２００７年初巴尔

喀什湖水位也开始下降。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总趋

势下，加速了天山冰川消融，使巴尔喀什湖水位呈

现逐年升高的趋势。ＮＩＮＯ３．４ＳＳＴ对中亚内陆气

候（包括湖泊水位）的影响滞后５个月。这与发生

ＥｌＮｉ珘ｎｏ现象后，西北地区在次年５月降水有较大

影响相一致。Ｏｌｄｅｎｂｏｒｇｈ等研究了哈萨克斯坦夏

季降水与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为－

０．２
［２４］。本文得到的巴尔喀什湖水位变化与

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的相关性为－０．１８３３，两者较为接近。

从巴尔喀什湖的月水位变化中（图４）还可以

看出，湖泊的水位季节性变化周期有周年和半年

两 个周期。在６～１０月，湖泊水位较高，１～３月

图４　巴尔喀什湖月水位变化与月ＮＩＮＯ３．４ＳＳＴ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ａｌｋｈａｓｈＬａｋｅ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ＮＩＮＯ３．４ＳＳＴ

水位较低，主要原因是占总入湖水量的７５％ 至

８０％的伊犁河，接纳了大量的来自天山的冰雪融

水注入巴尔喀什湖，夏季冰雪融水颇丰，而冬季融

水较少，导致冬季湖泊水位较低。

５　分析与结论

利用Ｔ／Ｐ和Ｊａｓｏｎ１测高卫星观测到的巴尔

喀什湖水位变化序列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期间，变化

趋势为－０．００１８ｍ／ａ，说明湖泊水位较为平稳。

而从１９９８年（发生了ＥｌＮｉ珘ｎｏ事件）至２００８年１０ａ

期间，水位变化速率为＋０．１４ｍ／ａ，呈现较快的上

升趋势。主要原因可能是：在这期间，在全球气候

变暖的背景下，大量冰川融化，流入伊犁河，并最终

注入巴尔喀什湖，从而导致了湖泊的水位上升。

从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这６ａ里，由Ｊａｓｏｎ１测得

的巴尔喀什湖水位平均变化趋势为＋０．０６０８ｍ／

ａ，说明湖泊水位呈上升趋势，但比前期的水位增

幅有所放缓。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湖泊水位开始下降，

卫星测高和水文数据都发现了这个趋势。

利用ＧＲＡＣＥ监测巴尔喀什湖重力变化趋势

基本与卫星测高和水文数据相一致。但２００７年

开始的下降速率较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

６ａ中，由Ｊａｓｏｎ１卫星监测到的巴尔喀什湖水位

变化趋势为＋０．０６０８ｍ／ａ，表明湖泊水位在升

高；而同期的卫星重力监测中，巴尔喀什湖区域重

力变化趋势为－０．０３３６／ｍＧａｌ，说明湖泊区域的

重力呈减少趋势。分别对Ｊａｓｏｎ１数据、ＧＲＡＣＥ

数据和水文观测数据求年均变化量后（图５）可以

看到，Ｊａｓｏｎ１数据曲线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７年呈现

增加的趋势，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水位开始下降。而

ＧＲＡＣＥ监测的结果与Ｊａｓｏｎ１的结果一致，但

２００７年开始下降的幅度要比Ｊａｓｏｎ１大一些。其

原因可能在于ＧＲＡＣＥ监测的是巴尔喀什湖整个

图５　巴尔喀什湖年均水位和重力变化

Ｆｉｇ．５　Ａｎｎｕａｌ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ＢａｌｋｈａｓｈＬａｋｅ

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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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区域的重力变化，而注入巴尔喀什湖的河流

末端的重力变化也被包括在内。注入巴尔喀什湖

的径流量减少，加上巴尔喀什湖水位的减少导致

了巴尔喀什湖区域重力变化较大，使其整体变化

趋势为负值。通过对卫星测高数据和卫星重力数

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相关性较大，相关系数

为０．７７２９，置信度为９９％。这也说明了利用两

种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季节性变化是巴尔喀什湖水位和重力变化的

主项，包括周年变化和半年变化。ＦＴ和 ＷＴ都

给出了巴尔喀什湖水位和重力变化序列的周年变

化和半年变化，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小，其中周年变

化差异为１ｄ，半年变化差异为２ｄ，说明了巴尔喀

什湖水位和重力变化的主、次周期分别为周年和

半年。最小二乘分析表明巴尔喀什湖水位和重力

变化的周年振幅大于半年振幅，即０．１４１８ｍＶＳ．

０．０３５ｍ，０．５７３１ｍＧａｌＶＳ．０．０９１８ｍＧａｌ。说明

了巴尔喀什湖水位和重力变化主周期都为周年，

次周期为半年。

从相关性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滞后５～７月

里，ＮＩＮＯ３．４ＳＳＴ与巴尔喀什湖水位变化的相关

性和置信水平均呈现递减的趋势；当滞后５个月

时，相关系数、置信水平均为最大值。两个序列的

负相关性表明ＮＩＮＯ３．４ＳＳＴ变化与巴尔喀什湖

水位变化呈现相反的运动趋势。ＮＩＮＯ３．４ＳＳＴ

达到峰值预示着厄尔尼诺事件处于形成或发展阶

段，在厄尔尼诺开始年的随后几个月里，全球气温

升高，造成了巴尔喀什湖最高水位与去年同期水

位相比略微有所上升。

致谢：ＡＶＩＳＯ提供了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和Ｊａ

ｓｏｎ１卫星测高数据，ＣＳＲ提供了ＧＲＡＣＥ卫星

重力数据，在此表示感谢。

参　考　文　献

［１］　秦伯强．近百年来亚洲中部内陆湖泊演变及其原因

分析［Ｊ］．湖泊科学，１９９９，１１（１）：１１１９

［２］　于龙娟．巴尔喀什湖流域生态水文问题研究［Ｄ］．

南京：河海大学，２００４

［３］　ＢｉｒｋｅｔｔＣＭ．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

ｔｏ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Ｌａｋ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５，

１００（Ｃ１２）：２５１７９２５２０４

［４］　ＤｅＯｌｉｖｅｒＣａｍｐｏｓＬ，ＭｅｒｃｉｅｒＦ，ＭａｈｅｕＣ，ｅｔ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Ｗａｔｅｒｓｆｒｏｍ

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ＡｍａｚｏｎＢａｓｉｓ［Ｊ］．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１，３３３：６３３６４３

［５］　ＰｏｎｃｈａｕｔＦ，Ｃａｚｅｎａｖｅ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ＬａｋｅＬｅｖｅ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１９９３～１９９６）［Ｊ］．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８，３２６：１３２０

［６］　ＭｅｒｃｉｅｒＦ，Ｃａｚｅｎａｖｅ Ａ，Ｍａｈｅｕ Ｃ．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ＬａｋｅＬｅｖｅ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３～１９９９）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ｆｒｏｍ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Ｏｃｅａｎａｔ

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Ｊ］．

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２（３２）：１４１１６３

［７］　郭金运，孙佳龙，常晓涛，等．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卫

星监测博斯腾湖水位变化及其与 ＮＩＮＯ３ＳＳＴ的相

关性分析［Ｊ］．测绘学报，２０１０，３９（３）：２２１２２６

［８］　李建成，褚永海，姜卫平，等．利用卫星测高资料

监测长江中下游湖泊水位变化［Ｊ］．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７，３２（２）：１４４１４７

［９］　姜卫平，褚永海，李建成，等．利用ＥＮＶＩＳＡＴ测高

数据监测青海湖水位变化［Ｊ］．武汉大学学报·信

息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３（１）：６４６７

［１０］褚永海，李建成，姜卫平，等．利用Ｊａｓｏｎ１数据监

测呼伦湖水位变化［Ｊ］．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２００５，２５（４）：１１１６

［１１］高永刚．利用卫星测高进行陆地湖泊水位变化监测

［Ｄ］．南京：河海大学，２００６

［１２］ＨｗａｎｇＣ，ＰｅｎｇＭＦ，ＮｉｎｇＪＳ，ｅｔａｌ．ＬａｋｅＬｅｖｅ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Ａｌｔｉｍｅ

ｔｒｙ：Ｄａｔａ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ｉｎｋｓｔ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

ｏｎａｎｄＥＮＳＯ［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ＪＩｎｔ，２００５，１６１：１１１

［１３］ＷａｈｒＪ，ＳｗｅｎｓｏｎＳ，ＺｌｏｔｎｉｃｋｉＶ，ｅｔａｌ．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

ｂｌ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ｒｏｍＧＲＡＣＥ：ＦｉｒｓｔＲｅｓｕｔｓ［Ｊ］．Ｇｅｏｐｈｙ

ＲｅｓＬｅｔｔ，２００４，３１（１１）：１０１９１０２９

［１４］ＶｅｌｉｃｏｇｎａＩ，ＷａｈｒＪ．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ＭａｓｓＢａｌａｎｃｅｆｒｏｍ

ＧＲＡＣ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Ｌｅｔｔ，２００５，３２（１８）：１８

５０５１８５０９

［１５］周旭华，吴斌，彭碧波，等．全球水储量变化的

ＧＲＡＣＥ卫星检测［Ｊ］．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６，４９

（６）：１６４４１６５０

［１６］ＨｕＸＧ，ＣｈｅｎＪＬ，ＺｈｏｕＹＨ，ｅｔａｌ．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Ｗａ

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Ｄｅ

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ＧＲＡＣ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６，４９

（５）：４８３４９１

［１７］汪汉胜，王志勇，袁旭东，等．基于 ＧＲＡＣＥ时变

重力场的三峡水库补给水系水储量变化［Ｊ］．地球

物理学报，２００７，５０（３）：７３０７３６

［１８］朱广彬，李建成，文汉江，等．利用 ＧＲＡＣＥ时变

重力位模型研究全球陆地水储量变化［Ｊ］．大地测

量与地球动力学，２００８，２８（５）：３９～４５

［１９］郭金运，常晓涛，韩延本，等．由ＳＬＲ观测的地心周

期性运动［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９，３８（４）：３１１３１７

［２０］王绍武．现代气候学研究进展［Ｍ］．北京：气象出

版社，２００１：８０９５

［２１］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ＪＴ．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２２］周国良，张建云．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对我国水文气

５０４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４月

候的重大影响［Ｊ］．水文，２００２，２２（３）：１４１７

［２３］李耀辉，李栋梁，赵庆云．中国西北春季降水与太

平洋秋季海温的异常特征及其相关分析［Ｊ］．高原

气象，２０００，１９（１）：１００１１０

［２４］ＯｌｄｅｎｂｏｒｇｈＪＶ，ＢｕｒｇｅｒｓＧ．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Ｄｅｃａｄ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ＮＳ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Ｊ］．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２００４，３６：１２０５１２１６

第一作者简介：孙佳龙，博士生，主要从事卫星测高数据处理方面

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ｌｏｎｇｓｕｎ＠１２６．ｃｏｍ

犅犪犾犽犺犪狊犺犔犪犽犲犔犲狏犲犾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狊犕狅狀犻狋狅狉犲犱狑犻狋犺犛犪狋犲犾犾犻狋犲

犃犾狋犻犿犲狋犲狉犪狀犱犛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犌狉犪狏犻狋狔犇犪狋犪

犛犝犖犑犻犪犾狅狀犵
１，２，３
　犌犝犗犑犻狀狔狌狀

２，３
　犆犎犃犖犌犡犻犪狅狋犪狅

３，４
　犌犝犗犛犺狌狔犪狀

１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ｐｐ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５９ＣａｎｇｗｕＲｏａｄ，Ｌｉａｎｙｕｎｇａｎｇ２２２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５７９ＱｉａｎｗａｎｇａｎｇＲｏａｄ，Ｑｉｎｇｄａｏ２６６５１０，Ｃｈｉｎａ）

（３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Ｉ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ｅｆｏｆＳＢＳＭ，５７９ＱｉａｎｗａｎｇａｎｇＲｏａｄ，Ｑｉｎｇｄａｏ２６６５１０，Ｃｈｉｎａ）

（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２８ＷｅｓｔＬｉａｎｈｕａ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ｂｏｕｔ１０ａ（１９９２～２００２）ｏｆ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Ｔ／Ｐ）ａｎｄ６ａ（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Ｊａｓｏｎ１ａｌ

ｔｉｍｅｔｒｙｄａｔａ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ｅｄｉｔｅｄ，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ｕｓｅｄｔｏｃｏｍｐｕｔｅ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ｌａｋｅｌｅｖｅｌｆｏｒＢａｌｋｈａｓｈＬａｋ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ｎｄ

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ｍｅａｎｐｅｒｉｏｄｓａｒｅ１００７ｄ，３６４ｄ，３１３ｄａｎｄ１８４ｄ．Ｔｈ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ａｎｄｓｅｍｉ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０．１４１８ｍａｎｄ０．０３５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ｌｋｈａｓｈＬａｋｅｉｓ＋０．０９２ｍ／ａ，

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ｉｓ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ｓａｌｓ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ｗｉｔｈＧＲＡＣＥ

ｄａｔａ．Ｔｈｅｍｅａｎｃｈａｎｇ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ｒｅ１０１９ｄ，３６６ｄａｎｄ１８６ｄ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ｎｄ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ａｎｄｓｅｍｉ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０．５７３１ｍＧａｌａｎｄ０．０９１８ｍＧａ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０．７７２９ａｎｄ９９％，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ｄａｔａｈａｖｅａｓｔｒｏｎ

ｇｅ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ＩＮＯ３．４ＳＳＴ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ＢａｌｋｈａｓｈＬａｋｅｓｈｏｗｓＮＩＮＯ３．４ＳＳＴｈａｓａｌａ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ｌｋｈａｓｈ

Ｌａｋ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ｌａｇｉｓａｂｏｕｔ５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ｉｓｍａｘ．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ＯＰＥＸ／Ｐｏｓｅｉｄｏｎ；Ｊａｓｏｎ１；ＧＲＡＣＥ；ＢａｌｋｈａｓｈＬａｋｅ；ＮＩＮＯ３．４Ｓ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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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ｌｏｎｇｓｕｎ＠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１２６．ｃｏｍ

（上接第４００页）

ｏｕｎｔ．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５０ｋｍｔｏ１０００ｋｍ）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ｃｌｏｃｋｏｆｆｓｅ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ＡＮＤＡｓｏｆｔ

ｗ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２００ｋｍ，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ｏｆｆｓｅ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ｓｓｔｒｏｎｇ，ｔｈｅａｃｃｕ

ｒａｃｙ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ｏｆｆｓｅ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ｂｅｕｐｔｏ０．８ｎ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

ｔｉｏｎｓｉｓｕｐｔｏ５００ｋｍ，ａｓ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ｌｏｃｋｏｆｆｓｅ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ａｎｂｅ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ｃｌｏｃｋ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ＯＵＹｉｄｏ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ＧＮＳＳ．

Ｅｍａｉｌ：ｙｄｌｏｕ＠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６０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