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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延迟与可降水量转换系数的全球经验模型
#

姚宜斌１　郭健健１　张　豹１　胡羽丰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的全球大地测量观测系统（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提供的２．５°×２°（经度×纬度）的天顶湿延迟（ｚｅｎｉｔｈｗｅｔｄｅｌａｙ，ＺＷＤ）格网数据和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ｅｄｉｕｍＲａｎｇ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ＥＣＭＷＦ）提供的２．５°×２°可降水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

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ＰＷＶ）格网数据，在全球范围内计算得到各格网点的地基ＧＰＳ水汽反演关键参数Π
－１的时间序列，

分析了其时空分布特征，建立了一种转换系数Π的全球经验模型。该模型无需站点气象数据，仅与站点经纬

度、年积日和海拔相关。利用未参与建模的２０１２年的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和ＥＣＭＷＦ格网数据、２０１２年６６１

个无线电探空站的探空资料对模型进行精度检验。结果显示，采用格网数据检验，其偏差的平均值（Ｂｉａｓ）为

－０．１７９ｍｍ，均方根误差（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ＲＭＳ）的平均值为１．８０６ｍｍ；采用无线电探空资料进行检

验，其Ｂｉａｓ为０．４６５ｍｍ，ＲＭＳ为０．７８９ｍｍ。结果都表现出了较小的系统性偏差与较高的精度，说明所建立

的湿延迟与可降水量转换系数模型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精度与稳定性。

关键词：天顶湿延迟；可降水量；转换系数；全球经验模型；无线电探空资料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Ｐ２２８．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高分辨率的水汽场在天气预报、数值模拟、人

工影响天气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对水

汽总量、变化和分布情况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数

值天气预报中降水预报的准确性。随着全球定位

系统技术的发展，利用ＧＰＳ探测水汽成为当前研

究的热点。目前，地基ＧＰＳ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可

以估计出高精度的天顶湿延迟（ｚｅｎｉｔｈｗｅｔｄｅｌａｙ，

ＺＷＤ），ＺＷＤ和可降水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

ｐｏｒ，ＰＷＶ）存在着如下的转换关系：

ＰＷＶ＝Π·ＺＷＤ （１）

Π＝
１０６

ρ狑犚狏［（犽３／犜犿）＋犽′２］
（２）

式中，Π为ＺＷＤ与ＰＷＶ的转换系数；ＺＷＤ一般

为几厘米至几十厘米。犚狏＝４６１．４９５Ｊ／（ｋｇ·

Ｋ），为水汽特定的气体常数；ρ狑 为液态水的密度；

犽′２＝２２．１Ｋ／ｈＰａ；犽３＝３．７３９×１０
５Ｋ２／ｈＰａ；犜犿 为

加权平均温度，是利用式（２）计算转换系数Π的

关键参数。

由此可见，为了利用ＧＰＳ估计的ＺＷＤ计算

得到ＰＷＶ，转换系数Π非常关键。在实际应用

中，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可近似地取Π为常

数０．１５
［１２］，更复杂的则通过建立加权平均温度

模型［３４］并利用式（２）计算Π值。如果能对转换

系数Π直接建模
［５７］（通常是对Π

－１＝１０－６ρ狑犚狏·

［（犽３／犜犿）＋犽′２］进行建模），就可以省去犜犿 的计

算过程，而直接通过ＺＷＤ得到ＰＷＶ。目前的模

型都是局部模型，其适用性受到地域的限制，因而

建立一个适用于全球的经验模型是很有必要的。

在缺乏地面气温观测资料的条件下，由于

ＧＰＳ反演水汽的公式与气象观测资料的关系是

非常清楚、密切的，只是由于缺乏探空资料且积分

计算不易，应用时才通过统计方法构建了犜犿 的

Ｂｅｖｉｓ经验公式，把应用探空气象资料的难度降低

为应用地面气象资料，而本文又进一步把依赖地

面气象资料的难度降到只需地理及天文资料，虽

然拓展了模型的易用性，但牺牲其精度以及与实

时气象信息的联系也是必然的。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ｕｍＲａｎｇ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ＥＣＭ

ＷＦ）的再分析资料
［８９］能够以不高于０．７５°×

０．７５°的分辨率提供每天０：００、６：００、１２：００和

１８：００ＵＴＣ的 ＰＷＶ 格网数据，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ｅ能够以２°×２．５°的分辨率提供每天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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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１２：００和１８：００ＵＴＣ的ＺＷＤ格网数据，

这些数据是利用ＥＣＭＷＦ的ＥＲＡ４０再分析资

料计算得到的。研究表明，ＥＣＭＷＦ再分析资料

具有较高的精度［１０１１］，因此本文选取其提供的数

据进行建模。本文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的ＰＷＶ

和ＺＷＤ两种格网数据的时间序列，求得各格网

点上Π
－１的时间序列。通过分析其时空分布特

征，发现Π
－１与测站高程高度相关，并具有年周期

和半年周期特性，于是先顾及年周期与半年周期

项以及高程改正对Π
－１进行拟合，得到相应的拟

合系数，接着借鉴文献［４］对拟合系数进行球谐展

开，最终建立了转换系数Π的全球经验模型。

１　转换系数Π 的时空分布特征分

析

　　确定转换系数Π的时空分布特征是建立精

密的转换系数模型的基础和关键。在最新的犜犿

的建模过程中，大都顾及了海拔高程对犜犿 的影

响并予以改正，由于转换系数Π是犜犿 的函数，我

们有理由相信，转换系数Π与海拔高程也是相关

的。为了探讨转换系数Π与海拔高程的关系，本

文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的ＺＷＤ和ＰＷＶ 格网数

据，求得Π
－１的时间序列，再对每个格网点求得

Π
－１７ａ的平均值，并给出其与对应格网点海拔高

程之间的关系图（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全球１３１０４个格网点的

Π
－１的平均值与海拔高程的关系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Π
－１ｏｆ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１３１０４Ｇｒｉｄ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５ｔｏ２０１１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Π
－１的平均值在２～８之

间变化，主要集中在４～６．５之间，如果按文献［２］

直接近似取Π为常数０．１５，则其误差比较大。同

时，格网点大部分分布在较低海拔地区，在海拔超

过４０００ｍ之后点明显较少。而且Π
－１的平均值

与海拔高程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这种关系

在低海拔地区尤为明显。因此对Π建模时，需要

对海拔高程的影响进行线性改正。

从文献［５］可以看出，Π
－１具有年周期，为了

分析Π
－１值是否有半年周期，本文分别在较高纬

度和中低纬度选取了４个格网点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

转换系数Π
－１的时间序列，通过傅立叶频谱分析

给出 其 功 率 谱 密 度 （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ＳＤ），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可以看出，（７０°Ｎ，４０°Ｗ）、（２４°Ｎ，

９２．５°Ｅ）和（８４°Ｓ，１４０°Ｅ）这三个点处的转换系数

时间序列的ＰＳＤ图有两个明显的峰值，分别在

０．５和１位置处，说明这些点的转换系数具有明显

的年周期和半年周期。其中，（２４°Ｎ，９２．５°Ｅ）和

（８４°Ｓ，１４０°Ｅ）的半年周期尤其明显；而对于点

（１８°Ｓ，７２．５°Ｗ）来说，则只在１位置处有较明显

的峰值，因而该点的转换系数只有较明显的年周

期，而没有半年周期或半年周期不明显。由此可

以看出，转换系数Π
－１的时间序列不仅具有年周

期，而且存在一定的半年周期，在建模时考虑半年

周期影响也是有必要的，这也与犜犿 具有年周期

和半年周期完全吻合。而是否有日周期，经过计

算发现，加上日周期对结果的改进只有千分之一

ｍｍ级，增加更多的参数只得到这样的改进显然

得不偿失，因此本文不考虑日周期对建模的影响。

２　建模方法

２．１　新模型的构成

通过上文分析，本文在对某个格网点Π
－１建

模时顾及了年周期、半年周期以及海拔高程相关

的改正，并估计了年周期项和半年周期项初相，最

后得到一个新模型：

Π
－１
＝α０＋α１ｃｏｓ（２π

ｄｏｙ－犆１
３６５．２５

）＋

α２ｃｏｓ（４π
ｄｏｙ－犆２
３６５．２５

）＋α３犺

（３）

式中，α０ 为平均值；α１ 为年周期项振幅；α２ 为半年

周期项振幅；α３ 为高程改正系数；犆１ 为年周期项

初相；犆２ 为半年周期项初相；ｄｏｙ为年积日；犺为

海拔高，单位为ｍ。

将式 （３）展 开 并 令 犪０ ＝α０，犪１ ＝α１ｃｏｓ

（２π
犆１

３６５．２５
），犪２＝α１ｓｉｎ（２π

犆１
３６５．２５

），犪３＝α２ｃｏｓ

（４π
犆２

３６５．２５
），犪４＝α２ｓｉｎ（４π

犆２
３６５．２５

），犪５＝α３，则

有：

Π
－１
＝犪０＋犪１ｃｏｓ（２π

ｄｏｙ
３６５．２５

）＋犪２ｓｉｎ（２π
ｄｏｙ
３６５．２５

）＋

犪３ｃｏｓ（４π
ｄｏｙ
３６５．２５

）＋犪４ｓｉｎ（４π
ｄｏｙ
３６５．２５

）＋犪５犺

（４）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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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选取的４个点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转换系数的时间序列及相应的傅立叶频谱分析结果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Ｆｏｕｒｉ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５ｔｏ２０１１

２．２　模型系数求解

本文在求解模型系数的过程中采用了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年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提供的ＺＷＤ格网

数据和ＥＣＭＷＦ提供的ＰＷＶ格网数据时间序

列，通过式（１）求得转换系数Π的时间序列并进

行拟合，得到的模型系数在全球的分布如图３所

示，其中常系数犪５≈－０．０００４３３３。根据式（４）

构建误差方程，利用每个格网点的时间序列数据，

采用最小二乘原理即可求解出模型系数。

从图３（ａ）可以看出，在青藏高原附近地区和

南美洲西海岸等极个别地区转换系数的倒数平均

值犪０ 比其他地区小了很多（只有３左右），这可能

对建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全球范围内，

各拟合系数与经纬度的关系较为密切，不同位置

处的系数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２．３　模型系数的球谐表达

通过上述建模过程，本文获得了每个格网点

上的模型系数，但通常在转换系数Π值应用中，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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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都是在格网点上，由此将所求得的格网系数

表达成空间位置相关的函数是非常重要的。文献

［１２］首次使用球谐函数建立全球地表温度和气压

模型，取得良好的效果。文献［４］中也是采用球谐

函数建立ＧＷＭＴ模型，减少模型参数个数的同

时满足ＧＰＳ气象学反演水汽精度要求，这都说明

球谐函数在表征地球物理参数中具有极大的优势

和应用前景。于是本文也采用９阶９次的球谐函

数将上述犪０，犪１，犪２，犪３，犪４ 这５个参数进行球谐展

开，即：

犪犻＝∑
９

狀＝０
∑
狀

犿＝０

犘狀犿（ｓｉｎφ）·［犃
犻
狀犿ｃｏｓ（犿λ）＋

犅犻狀犿ｓｉｎ（犿λ）］，犻＝０，１，…，４

（５）

式中，犘狀犿为勒让德多项式；φ和λ分别为格网点

的纬度和经度；犃犻狀犿和犅
犻
狀犿为使用最小二乘原理确

定的狀阶犿 次球谐函数的系数。

于是根据式（４）、式（５）即可建立Π的全球经

验模型，该模型无需站点气象数据，仅用较少的参

数就可以通过站点经纬度、年积日和海拔高得到

全球任意站点的Π值。

３　模型精度检验及分析

为了分析本文所建立的Π模型的有效性和

适用性，验证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精度和稳定性，本

节将采用其他数据源数据对模型的精度进行外部

检验。参与检验的数据包括未参与建模的２０１２

年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提供的ＺＷＤ格网数据、

ＥＣＭＷＦ提供的ＰＷＶ格网数据及２０１２年无线

电探空资料。

３．１　利用犈犆犕犠犉与犌犌犗犛犃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犲格网数

据检验

　　由于建模时采用的是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的ＥＣ

ＭＷＦ提供的ＰＷＶ 格网数据与 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ｅ提供的ＺＷＤ格网数据，本文采用２０１２年

的格网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利用式（５）分别计

算出每个格网点的模型系数犪０、犪１、犪２、犪３、犪４，再

根据式（４）计算出对应时间上每个格网点的转换

系数Π值，将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提供的２０１２年

每天０：００、６：００、１２：００、１８：００（ＵＴＣ）等４个时刻

的各个格网点上的ＺＷＤ 通过式（１）计算得到

ＰＷＶ，并分别与ＥＣＭＷＦ提供的相应格网点的

ＰＷＶ值进行比较分析，最后统计出模型精度检

图３　模型系数全球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验结果，其Ｂｉａｓ与ＲＭＳ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１２年格网数据检验犅犻犪狊与犚犕犛统计／ｍｍ

Ｔａｂ．１　ＢｉａｓａｎｄＲＭ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ｂｙ

ＧｒｉｄｄｅｄＤａｔａｉｎ２０１２／ｍｍ

Ｂｉａｓ ＲＭＳ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０．１７９ －１１．１４６ ５．９７２ １．８０６ ０．０５９ １１．８２５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１３１０４个格网上，通过

新模型计算转换系数所得的 ＰＷＶ 与２０１２年

ＥＣＭＷＦ格网 ＰＷＶ 之间的 Ｂｉａｓ的平均值为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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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７９ｍｍ，最大值为５．９７２ｍｍ，最小值为－

１１．１４６ｍｍ；而两者之间的 ＲＭＳ的平均值为

１．８０６ｍｍ，最大值为１１．８２５ｍｍ，最小值为０．０５９

ｍｍ。由于平均Ｂｉａｓ值较小，故可以认为所建立

的转换系数模型没有明显的系统性偏差；而平均

ＲＭＳ值也比较小，则说明模型精度较高。

图４、图５分别给出了Ｂｉａｓ和ＲＭＳ的整体区

间分布情况以及全球分布图。

从图４中的 Ｂｉａｓ和 ＲＭＳ的直方图可以看

出，两者整体符合统计学规律。其中，Ｂｉａｓ高度集

中在０附近，主要在－２～２ｍｍ范围内，而且随

着Ｂｉａｓ逐渐增大，所在区间的个数逐渐减少，这

说明模型系统性偏差较小；ＲＭＳ值则主要集中在

０～４ｍｍ，而大于１０ｍｍ的点只有两个。饼图更

加直观地显示出在全球１３１０４个格网点中，Ｂｉａｓ

值在－２．５～２．５ｍｍ范围内占总数的９９％；而

ＲＭＳ值在０～４．５ｍｍ范围内个数占总数的９９％

以上，在０～３．５ｍｍ范围内超过９４％。这也说

明模型与格网数据整体符合较好，在全球范围内

整体系统误差较小，精度和稳定性较高。

从图５可以看出Ｂｉａｓ和ＲＭＳ在全球大部分

地区都比较小，其中 Ｂｉａｓ主要在－２～２ｍｍ，

ＲＭＳ主要在４ｍｍ以内。在青藏高原附近地区

和南美洲西海岸等极个别地区较大，这与图３（ａ）

表现一致，验证了之前的想法，说明这些地区气候

较异常而导致Π的值较其他地区大得多，从而拟

合时会出现一定的误差，这也可能是由于ＥＣＭ

ＷＦ提供的水汽产品在这些地区精度本身有限而

导致的。而青藏高原气候异常的原因则是由于海

拔较高，大气环流较剧烈引起的，南美洲西海岸则

是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整体上看来，模型

基本消除了经纬度对转换系数Π的影响，具有较

高的精度。

３．２　利用无线电探空资料检验

本文在全球范围内选取了６６１个无线电探空

站２０１２年的每天０：００和１２：００（ＵＴＣ）探空资

料，在利用无线电探空仪的观测数据时，剔除了那

些观测层数过少或观测高度过低（在中纬度地区，

观测高度一般应大于１２ｋｍ）的数据，以免产生较

大的离散误差或忽略了大气较高处的水汽信息，

分别按照式（６）、式（７）计算出各点的ＺＷＤ
［１３］以

及ＰＷＶ
［１４］，并以此为真值，进行检验与分析。对

于不同测站全年的检验结果而言，Ｂｉａｓ与 ＲＭＳ

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ＺＷＤ＝∑
狀

犻＝１

犖犻狑Δ犺 （６）

图４　２０１２年格网数据检验Ｂｉａｓ与ＲＭＳ直方图和饼图

Ｆｉｇ．４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ｓａｎｄＰｉｅＣｈａｒｔｓｏｆＢｉａｓａｎｄＲＭ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ｂｙＧｒｉｄｄｅｄＤａｔａｉｎ２０１２

图５　２０１２年格网数据检验Ｂｉａｓ与ＲＭＳ全球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ＢｉａｓａｎｄＲＭＳ’ｓ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ｂｙＧｒｉｄｄｅｄＤａｔａｉｎ２０１２

ＰＷＶ＝
１

ρ狑犚狏∑
狀

犻＝１

狆
犻
狑

犜犻
Δ犺 （７）

式中，犖犻狑＝犽′２
犘犻狑
犜犻
＋犽３

犘犻狑
犜２犻
为第犻层的湿折射率；狀

为观测层数；犘犻狑 为第犻 层大气的平均水汽压

（ｈＰａ）；犜犻为第犻层大气的平均温度（Ｋ）；Δ犺为每

一层的高度。

表２　２０１２年无线电探空资料检验犅犻犪狊与

犚犕犛统计表／ｍｍ

Ｔａｂ．２　ＢｉａｓａｎｄＲＭ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ｂｙ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

Ｄａｔａｉｎ２０１２／ｍｍ

Ｂｉａｓ ＲＭＳ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０．４６５ －２．７５６ ５．５４７ ０．７８９ ０．１０２ ５．６２９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通过本文模型计算转换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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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所得的ＰＷＶ与无线电探空资料直接计算的

ＰＷＶ之间的Ｂｉａｓ的平均值为０．４６５ｍｍ，最大值

为５．５４７ｍｍ，最小值为－２．７５６ｍｍ；而两者之间

的ＲＭＳ的平均值为０．７８９ｍｍ，最大值为０．１０２

ｍｍ，最小值为５．６２９ｍｍ。由于平均Ｂｉａｓ值和

ＲＭＳ值都比较小，同样可以认为模型没有明显的

系统性偏差，精度较高。该检验从整体上再次证

明本文所建模型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精度与

稳定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模型在全球范围内的精度变

化情况，本文给出了这６６１个探空站点的Ｂｉａｓ与

ＲＭＳ全球分布图，如图６所示。

从图６中可以看出，在全球范围内模型所得

ＰＷＶ与探空站ＰＷＶ两者的Ｂｉａｓ和ＲＭＳ都比

较小，Ｂｉａｓ集中在－２～２ｍｍ范围内，ＲＭＳ则主

要集中在０～２．５ｍｍ。这也说明模型已基本消

除经纬度的影响，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仅在极少部分地区ＲＭＳ超过４ｍｍ，而这些地区

与之前用格网数据检验完全一致，再次说明这些

地区的数据较为异常，从而导致对建模有一定的

影响。

图６　２０１２年无线电探空数据检验Ｂｉａｓ与ＲＭＳ

全球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ＢｉａｓａｎｄＲＭＳ’ｓＧｌｏｂ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ｂｙ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Ｄａｔａｉｎ２０１２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的 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ｅ提供的２．５°×２°的ＺＷＤ格网数据和ＥＣＭ

ＷＦ提供的２．５°×２°的ＰＷＶ格网数据建立了两

者之间转换系数的全球经验模型，该模型顾及了

年周期、半年周期以及海拔高程相关的改正，仅需

知道站点的经纬度、高程以及年积日即可得到转

换系数Π。经过检验，采用格网数据Ｂｉａｓ的平均

值为－０．１７９ｍｍ，ＲＭＳ的平均值为１．８０６ｍｍ；

采用无线电探空资料平均Ｂｉａｓ为０．４６５ｍｍ，平

均ＲＭＳ为０．７８９ｍｍ。这说明新建立的模型在

全球范围内反演ＰＷＶ系统性偏差较小，精度较

高。与先计算犜犿 再利用式（２）得到转换系数相

比，本文模型更加直接地求得转换系数，计算更为

方便且更直观地显示ＺＷＤ与ＰＷＶ两者之间的

关系，可用于无气象数据条件下求得转换系数，从

而进行ＰＷＶ反演。

致谢：感谢ＥＣＭＷＦ提供全球ＰＷＶ格网数

据和ＧＧＯ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提供全球ＺＷＤ格网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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