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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犘犛犐狀犛犃犚研究意大利犈狋狀犪火山的地表形变

许才军１　何　平１　温扬茂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升轨、降轨ＡＳＡＲ数据对意大利Ｅｔｎａ火山的地表形变进行ＰＳＩｎＳＡＲ处理，获取了

该火山区域的高精度形变速率场，在此基础上，对部分特征区域点位进行时序分析。结果显示，Ｅｔｎａ火山的东

部区域的形变量变化大，ＬＯＳ方向形变速率约为７～１２ｍｍ／ａ，西部区域变化较小，ＬＯＳ方向形变速率仅为１～

３ｍｍ／ａ；火山东南和南侧存在两个较大垂直形变区域，其垂直形变速率分别为 －４ｍｍ／ａ和１２ｍｍ／ａ。目前，

Ｅｔｎａ火山东南侧区域地表形变起伏较大，位于东南区域下的火山源岩浆活动活跃、岩浆体积处于补充期。

关键词：ＰＳＩｎＳＡＲ；地表形变；Ｅｔｎａ火山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Ｐ３１７

　　意大利Ｅｔｎａ火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玄武岩

火山，在过去的２０ａ里一直处于一个活跃的喷发

时期，平均每１．５ａ爆发一次
［１］，岩浆喷发主要发

生在顶端的火山口或斜坡上。自９０年代开始，全

球许多学者对该区域的形变与岩浆活动情况采用

多种技术及数据进行了研究［２４］。本文利用２００３

～２０１０年间共８ａ覆盖Ｅｔｎａ火山区的升轨、降轨

ＡＳＡＲ数据，以及ＰＳＩｎＳＡＲ时序分析方法研究

Ｅｔｎａ火山区最近８ａ的地表形变，通过选择火山

地表一些典型地区特征点进行形变的二维分解，

讨论了垂直向形变与火山岩浆活动规律的关系。

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
［５］是对一系列的ＳＡＲ图像选取具

有较强回波信号且相位稳定的点进行分析。

１　犘犛犐狀犛犃犚数据处理及分析

１．１　数据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来自欧空局Ｅｎｖｉｓａｔ卫

星的ＡＳＡＲ原始数据，包括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３０４

０９～２０１００１２７的４８幅降轨数据（Ｔｒａｃｋ：２２２，

Ｆｒａｍｅ：２８５３）和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３０１２２～２００９

１２１６的５７幅升轨数据（Ｔｒａｃｋ：１２９，Ｆｒａｍｅ：

０７４７）。数据的时空基线见封三彩图１、２，封三彩

图１中的空间垂直基线范围为－７５５．１～１１６２．６

ｍ，时间基线范围为－１１５５～７３５ｄ。封三彩图２

中的空间垂直基线范围为－１０４８．４～５６６．９ｍ，时

间基线范围为－７７０～１７１５ｄ。在数据处理过程

中，使用的外部ＤＥＭ为ＳＲＴＭ的９０ｍ分辨率的

数字高程模型［６］，轨道为ＥＳＡ提供的ＤＯＲ精密轨

道，采用的软件包括有ＳｔａＭＰＳ
［７］和ＤＯＲＩＳ

［８］。

由ＩｎＳＡＲ的基本原理
［６］可知，ＩｎＳＡＲ处理

中存在临界基线和较优的时间基线，可计算

ＡＳＡＲ数据的临界基线为１０８１ｍ。实际数据处

理过程中，空间垂直基线与时间基线越短，干涉效

果越好，但是受到卫星轨道姿态、研究区地表后向

反射特征随时间变化的影响，实际的数据处理中

会存在许多较长的空间（一般大于５００ｍ）和时间

（一般大于２～３ａ）基线的干涉像对，甚至有些像

对空间基线超过数据处理的临界基线。长时间和

空间基线像对干涉质量较差或完全不相干，造成

许多数据无法进行干涉处理。本文所采用的

ＰＳＩｎＳＡＲ技术，对时空基线的要求大大降低，从

而大大提高了ＳＡＲ数据的利用率。

１．２　犘犛时序数据处理及形变量的提取

１）差分干涉图的生成。首先调用ＲＯＩ＿ＰＡＣ

软件对原始的ｒａｗ数据处理生成ＳＬＣ数据，再根

据主影像选取原则［７］分别选取时间为２００５０５１８

和２００７１２１２的影像为主影像（封三彩图１、２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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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星位置处），将其他影像作为从影像，依次调用

ＤＯＲＩＳ软件来进行差分干涉处理，得到时序差分

干涉图。

２）ＰＳ点的选取。首先利用振幅离差阀值
［５］

选取初始的ＰＳ点像素集，在此基础上，再利用相

位离差阀值法［７］估计计算可靠的ＰＳ点。在步骤

１）的 基础上得到时序差分干涉 图 后，采 用

ＳｔａＭＰＳ软件调用 Ｍａｔｌａｂ脚本进行ＰＳ点的提取

和分析。在进行ＰＳ处理的过程中，通过多次实

验来设置合理的幅度阀值和相位稳定阀值，使研

究区域内所选取的ＰＳ点具有足够的密度和可靠

度。选取的ＰＳ点密度和可靠性对结果精度有重

要影响，在保证可靠性的条件下，ＰＳ点密度越高

越好。本文处理得到的降轨、升轨ＰＳ点数量分

别为７４５４５、４４７４２个。

３）形变量的提取。ＰＳ点选取后，分别进行

相位解缠，对解缠结果进行时间上高通滤波和空

间上低通滤波去除大气、轨道、ＤＥＭ 等误差项的

影响，得出时序ＰＳ点形变结果。本文所得的ＰＳ

点形变结果见封三彩图３、４，ＰＳ点年平均速率结

果如封三彩图５、６。

１．３　形变结果分析

封三彩图５、６的降轨、升轨ＬＯＳ方向的平均

速率范围分别为－１５．５～１０．６ｍｍ／ａ和－１７．０

～８．８ｍｍ／ａ。为了分析Ｅｔｎａ火山各部分的具体

活动情况，选取了有代表性的犃、犅、犆、犇、犈、犉 共

６个特征点来进行分析。封三彩图５、６中的年形

变速率结果代表的是平均速率的变化。为研究不

同区域各时间段内的相对变化，对所选的特征ＰＳ

点进行时序形变分析。提取封三彩图５、６中的

犃、犅、犆、犇、犈、犉点上的形变值，得到各点的时序

变化结果见图１、２，并进一步将ＬＯＳ方向形变量

分解为东西向和垂直向形变分量（见图３）。

由封三彩图５、６中可以看出，犅、犇、犈、犉４点

所在的区域形变量较大，而犃、犆两点所在的区域

形变量较小。由图１、２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期间，由降轨数据获得的形变量犇、犈两点的幅

度较大，形变量范围分别为 －２０～５０ｍｍ、１６～

－２６ｍｍ，而由升轨数据获得的形变量犅、犇、犈、犉

４点幅度较大，形变范围分别为３４～－１６ｍｍ、

－５２～１２ｍｍ、－５０～１４ｍｍ 和－２６～１６

ｍｍ。将这些区域与封三彩图５、６对比可发现，

Ｅｔｎａ火山东部区域的形变量变化大，ＬＯＳ方向形

变速率约为７～１２ｍｍ／ａ，特别是东南部及南部

区域；西部区域变化较小，ＬＯＳ方向形变速率仅

为１～３ｍｍ／ａ。由此可推测火山活跃的部位位

于研究区域的东部、东南部及南部区域，这些区域

下面岩浆活动比较活跃，这与世界著名的火山探

险科学家ＪｏｈｎＳｅａｃｈ对Ｅｔｎａ火山区活动的考察

结果相吻合。

由图３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间，犅、犈

两点的东西向形变幅度大，特别是犈点东西向形

变量达到１３０ｍｍ，而在垂直方向上犇 点形变幅

度最大，形变量达到７５ｍｍ。犃、犅、犆、犇４点基本

上都是先向西运动再向东运动，而犈、犉两点则是

先向东运动后向西运动。垂直方向，点犅基本上

可以认为匀速下降，速率约为４ｍｍ／ａ；点犆则为

缓慢隆升，速率约为１ｍｍ／ａ；点犇则基本可以认

为是匀速隆升，速率约为１２ｍｍ／ａ；点犈则可分

为两段缓慢隆升过程，隆升速率先约为１ｍｍ／ａ，

图１　特征ＰＳ点位时序分析（降轨，Ｔｒａｃｋ２２２）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ＳＳｉｔｅｓ（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２２２）

３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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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特征ＰＳ点位时序分析（升轨，Ｔｒａｃｋ１２９）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ＳＳｉｔｅｓ（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１２９）

图３　特征点东西向和垂直向形变量

Ｆｉｇ．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ｉｔｅｓ

４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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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约为２ｍｍ／ａ；点犉也基本可以认为是匀速隆

升，速率约为５ｍｍ／ａ。从图３中各点的东西向和

垂直向运动速率可以看出，各点的速率大小和运

动趋势不尽相同，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从图３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间火山西

部犃、犆点所在区域仅有缓慢滑移；南部区域犅点

所在区域下降速率为５ｍｍ／ａ左右；东南犇 点所

在区域隆升速率为１０ｍｍ／ａ左右；火山区东北

犈、犉点所在区域最大隆升速率为３ｍｍ／ａ左右，

这些结果与文献［４］的结果基本一致。但本文得

到的是时间间隔为３个月的东西向和垂直向形变

分量数据结果，与文献［４］分解得到的时间间隔为

１ａ的东西向和垂直向形变分量结果相比，本文的

形变分量结果时间分辨率更高。此外，由图３分

析结果可知，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间，火山区西北处的

犃点和西南处的犆 点所在区域的垂直向位移约

为０ｍｍ／ａ，无明显的隆升或下降活动，仅发生东

向滑移，犃点滑移速率较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间下降；

而犆点滑移速率较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间要快；火山

南部犅点所在区域仍匀速下降，同时东向滑移速

率较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间要快；火山东南犇 点滑移

速率约为０ｍｍ／ａ，同时垂直向隆升，速率为１１

ｍｍ／ａ左右；火山东北犈点向西滑移速率较快，达

到２０ｍｍ／ａ左右，垂直向较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间上

升速率要快，为２ｍｍ／ａ左右；火山北部犉点的东

西向位移由２００６年的无滑移到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间

向西滑移速率为１０ｍｍ／ａ左右，垂直向速率为５

ｍｍ／ａ左右，而东南隆升速率下降，东南部向西滑

移速率变大，其他部分向东滑移速率变大。

文献［１］获取的火山岩浆活动监测数据表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间，Ｅｔｎａ火山区岩浆存储速率为

３．７×１０７ ｍ３／ａ。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的火山喷发活动

后，火山内岩浆处于一个补充阶段，显示出对应的

地面垂直形变是缓慢抬升，该期间的岩浆变化与

本文分析的该火山２００３～２００６间的垂直形变

结果相同。此外，由本文给出的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

垂直形变结果可知，目前，Ｅｔｎａ火山区内的岩浆

体积变化仍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补充阶段。

２　结　语

本文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的ＡＳＡＲ数据获取

了意大利Ｅｔｎａ火山区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间的东西

向和垂直向形变量，表明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间火山

东部及南部的垂直向形变量较大，西部及西南等

部分的垂直形变量较小；而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间火山

区除东北部分的滑移量为－２０ｍｍ／ａ外，其余部

分滑移量较小，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间火山区域的滑移

速率较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有所加快。结果表明，Ｅｔｎａ

火山岩浆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间处于一个相对平稳

的补充阶段，这意味着Ｅｔｎａ火山岩浆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仍将继续处于缓慢的补充期。

致谢：感谢欧空局（ＥＳＡ）提供的ＥＮＶＩＳＡＴ

卫星数据（Ｃａｔ１Ｎｏ．７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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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１８７：２４５２５８

［４］　ＮｅｒｉＭ，ＣａｓｕＦ，ＡｃｏｃｅｌｌａＶ，ｅ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ｓａｔＭｔ．Ｅｔｎａ（Ｉｔａｌｙ）：ａＬｅｓｓｏｎｆｒｏｍ

１５Ｙｅａｒ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Ｊ］．ＲｅｓＬｅｔｔ，

２００９，３６：３０９３１８

［５］　ＦｅｒｒｅｔｔｉＡ，ＣｌａｕｄｉｏＰ，Ｒｏｃｃａ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ｒａＳｕｂｓｉｄ

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ｓ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０，３８

（５）：２２０２２２１２

［６］　ＦｅｒｒｅｔｔｉＡ，ＭｏｎｔｉＧｕａｒｎｉｅｒｉＡ，ＰｒａｔｉＣ．ＩｎＳＡ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Ｓ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ｓｃａｔｉ，Ｉｔａｌｙ，２００７

［７］　ＨｏｏｐｅｒＡ，ＳｅｇａｌｌＰ，ＺｅｂｋｅｒＨ．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Ｓｃａｔ

ｔｅｒｅｌｔａｌｙ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Ｒａｄａｒ

ｆｏ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Ｖｏｌｃａ′ｎＡｌｃｅｄｏ，Ｇａｌａ′ｐａｇｏｓ［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

２００７，１１２：

［９］　ＲｏｓｅｎＰＡ，ＨｅｎｌｅｙＳ，ＰｅｌｔｚｅｒＧ，ｅｔａｌ．Ｕｐｄａｔｅｄ

ＲｅｐｅａｔＯｒｂｉ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Ｐａｃｋａｇ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Ｊ］．

ＥｏｓＴｒａｎｓＡＧＵ，２００４，８５（５）：４０３４１２

［８］　ＫａｍｐｅｓＢＭ，ＵｓａｉＳ．Ｄｏｒｉｓ：ｔｈｅＤｅｌｆｔ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

ｅｎｔｅｄＲａｄａ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Ｃ］．Ｔｈｅ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Ｅｎｓｃｈｅｄｅ，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１９９９

第一作者简介：许才军，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

究方向为大地测量学与地球动力学、ＩｎＳＡＲ与 ＧＰＳ数据融合处

理理论与应用。

Ｅｍａｉｌ：ｃｊｘｕ＠ｓｇｇ．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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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犝犆犪犻犼狌狀
１
　犎犈犘犻狀犵

１
　犠犈犖犢犪狀犵犿犪狅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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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ｎａＶｏｌｃａｎｏ，ｔｈｅＳｔａＭＰ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ｓ

ｕｓｅｄｔ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ＡＳＡＲｄａｔａ，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３

ａｎｄ２０１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ｔＭｔ．ＥｔｎａｗｉｔｈＰＳＩｎＳＡＲ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ａ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ｆｉｅｌ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ｍ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ａ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ＬＯＳ（ｌｉｎｅｏｆｓｉｇｈｔ）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７～１２ｍｍ／ａｆｏ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ａｎｄ１～３ｍｍ／ａｆｏ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ｉｎＥｔｎａｖｏｌｃａｎｏａｒｅａ．

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ｖｏｌｃａｎｏ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ｌａｒｇ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ｎｕｐｌｉｆｔｒｅｇ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ｒｅ４ｍｍ／ａａｎｄ１２ｍｍ／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ｄｉ

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ｖｏｌｃａｎｏｒｅｇｉｏｎｉｓｌａｒｇｅｌｙ，

ｔｈｅｍａｇｍａ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ｖｏｌｃａｎｏｒｅｇｉｏｎｉｓｖｅｒｙ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

ｍａｇｍａｉｎＥｔｎａ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ｉｓｉｎａｇｒｏｗｔｈｐｈａｓ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ＰＳＩｎＳ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ｔｎａＶｏｌｃａｎｏ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ＸＵＣａｉｊｕｎ，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ｚｉｎｇｄａｔａｏｆＧＰＳａｎｄＩｎＳＡＲ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ｃｊｘｕ＠ｓｇ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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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０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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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犇狅狀犵犮犺犲狀
１，２
　犣犎犃犖犌犡犻狀

１，２
　犠犃犖犌犣犲犿犻狀

１，２
　犣犎犗犝犆犺狌狀狓犻犪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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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Ｐｏｌａｒ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ｏ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ＭＯＤＩＳ）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ａｔ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ｔｒａｃｋ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ｌｕｅｉｃｅｅｘｔ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ｖ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ｏｎＥａｓｔ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Ｗ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ｕｓｉｎｇＭＯＤＩＳ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ｏ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ｂｌｕｅｉｃｅ，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ｂｌｕｅ

ｉｃｅ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ｈｅａｒｅａｇｒｏｗｓｒａｐｉｄｌｙｆｒｏｍ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ａｎｄｐｅａｋｓｂｙ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ｏｒｌａｔｅｏｆｎｅｘｔＪａｎｕａｒｙ．Ｔｈｅｎ，ｉｔｄｅｃｌｉｎｅｓｆｒｏｍ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ｔｏＡｐｒｉｌ．Ｗｅａｌｓ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ｉｍａ

ｇ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ｓａｔ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ｔｈｅｂｌｕｅｉｃｅｂ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ｉｇｈｔ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ｄｇｅｌｉｎｅｓｏｆｂｌｕｅｉｃｅ，ｗｅ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ｌｕｅｉｃｅｅｘｔｅｎｔｈａｓ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ｔｒｅ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ｂｌｕｅｉｃｅａｒｅａ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ｌｓｏ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ｏｖ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ｂｌｕｅｉｃｅ；ＭＯＤ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ｔ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Ｅ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ｐｏｌａｒ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Ｅｍａｉｌ：ｚｓｉｍｂａ＠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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