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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联合重力恢复和气候探测任务（ｇｒａｖｉｔｙ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ＡＣＥ）确定的陆地水储量

变化以及降水测量卫星任务（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ＴＲＭＭ）提供的降水观测数据，探测

局部地区发生洪水的可能性，是一种非常有用的遥测方法。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方法来探测阿富汗陆地水

储量能力及其发生洪水的可能性。首先，根据ＧＲＡＣＥ数据确定的陆地水储量变化获取改进的水储量不足，

进而估计阿富汗水储量能力；其次，联合ＴＲＭＭ降水数据，建立阿富汗洪水因子模型；最后，将阿富汗洪水因

子结果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观测图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洪水因子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观测结

果基本吻合，并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真实地反应了阿富汗地区发生的洪水。因此，联合ＧＲＡＣＥ和ＴＲＭＭ 卫

星观测数据可探测阿富汗发生洪水的可能性，并为研究区域洪水预警提供了新的有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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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利用卫星遥感技术提高对全球洪水预

警的能力正在变为现实。未来水文专用测高卫

星，如地表水和海洋地形（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ｏ

ｃｅａ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ＷＯＴ）
［１］以及全球降水测量卫

星［２］对于研究全球洪水预警系统非常重要。但对

于洪水预警系统，不仅需要精确的降水数据，也需

要土壤湿度［３］和表面径流数据。研究表明，即使

最好的降水监测也只能提供短期的洪水预报，因

为洪水预警系统不仅需要气象信息，还需要洪水

易发区在降水之前的土壤湿度饱和情况。

利用ＧＲＡＣＥ卫星任务提供的地球时变重力

场模型［４］，可得到大尺度区域（＞１６００００ｋｍ
２，如

长江流域）每个月总的水储量变化（包括土壤湿度

变化、径流变化及冰雪变化等）。如果总的水储量

发生变化，那么ＧＲＡＣＥ可探测到该区域响应的

时变重力信号［５］。ＧＲＡＣＥ观测数据不仅可以弥

补地面水文数据的空白，而且可用于对区域水循

环的特性进行研究［６］。因为大流域水储量变化信

号的最佳年振幅超过了 ＧＲＡＣＥ数据的误差范

围，所以ＧＲＡＣＥ数据可用于对大流域水文过程

研究的约束。在许多区域，这些年变信号是水储

量变化的主要部分，而且应与可能的最大水储量

一致［７］，当这些年变信号大于可能的最大水储量

时，就与洪水事件存在高相关［８］。

基于ＧＲＡＣＥ确定总的水储量变化，已经在

估计流域径流变化以及地下水探测等水文方面取

得了许多重大成果［９１５］。但是，文献［８］利用

ＧＲＡＣＥ探测全球陆地水储量变化及发生洪水的

可能性，但未考虑陆地水储量的季节性，且仅由上

一个月数据对洪水进行预测。本文将以阿富汗为

例（阿富汗位于西亚、南亚和中亚交汇处，属大陆

性气候，全年干燥少雨，但近几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都发生了严重的洪水灾害），联合ＧＲＡＣＥ和

ＴＲＭＭ数据，根据扣除水储量变化和降水量的季

节信号后的任一前期数据，提出了量化陆地水储

量能力值，并定义发生洪水可能性因子，以期对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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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具有预警作用。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根据犌犚犃犆犈确定陆地水储量变化

本文采用的ＧＲＡＣＥ数据为得克萨斯州大学

空间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ｐａ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ＳＲ）

提供的ＲＬ０５时变重力场模型，时间为２００２年４

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总共１３６ｍｏｎ。当ＧＲＡＣＥ卫

星发生轨道共振时，无法解算重力场［１６］，从而导

致数据缺失（２００２０６、２００２０７、２００３０６、２０１１０１、

２０１１０６、２０１２０５、２０１２１０、２０１３０３、２０１３０８、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４０２）。ＧＲＡＣＥ月时变重力场模型

为完全规格化的地球外部重力场球谐系数（珚犆犾犿，

珚犛犾犿）
［１７］，最大阶数为６０阶。

ＧＲＡＣＥ轨道的几何形状对犆２０（或犑２ 项）不

敏感导致其精度相对较低，所以本文利用卫星激

光测距（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ｌａｓｅｒｒａｎｇｉｎｇ，ＳＬＲ）观测数据确

定的Ｃ２０项代替上述ＧＲＡＣＥ时变重力场模型
［１８］

中的二阶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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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位模型一阶项为零。为了更好地获取质量变

化信息，顾及地心运动的影响，本文加入根据

ＳＬＲ观测数据得到的地心坐标计算模型一阶项

位系数［１９］。月时变重力场变化由残余球谐系数

表达：

Δ珚犆犾犿（狋）＝珚犆犾犿（狋）－珚犆
ｍｅａｎ
犾犿

Δ珚犛ｌｍ（狋）＝珚犛犾犿（狋）－珚犛
ｍｅａｎ
犾犿

（１）

其中，珚犆ｍｅａｎ犾犿 和珚犛ｍｅａｎ
犾犿 为时间序列球谐系数的平均

值。

时变重力信号反应地球表面质量迁移，可将

其直接转换为地球表面质量变化，通常以等效水

高（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ＷＴ）表示，且可

用球谐系数表达［２０２１］：

Δ犺（λ，φ，狋）＝
犪ρａｖｅ
３ρ狑∑

犔

犾＝０

２犾＋１
１＋犽犾

犠犾∑
犾

犿＝０

珚犘犾犿·

（ｓｉｎφ）［犠犿（Δ珚犆ｌｍ（狋）ｃｏｓ犿λ＋Δ珚犛ｌｍ（狋）ｓｉｎ犿λ）］

（２）

式中，λ为地心经度；φ为地心纬度；犪为参考椭球

的长半轴；犔为展开的最高阶数；ρａｖｅ为地球平均

密度，为５５１７ｋｇ／ｍ
３；ρ狑 为水的密度，为１０００

ｋｇ／ｍ
３；犽犾 为 Ｌｏｖｅ数

［２２］；珚犘犾犿 是完全规格化的

Ｌｅｇｅｎｄｒｅ缔合函数
［１７］；犠犾、犠犿 为扇形滤波（平滑

半径３００ｋｍ）中对阶和次都进行高斯滤波
［２０］的

平滑系数。

陆地水储量变化信号包括季节性信号（周年

和半周年）、犛２ 分潮（周期为１６１ｄ）、犓２ 分潮（周

期为３．７３ａ）
［２３］、趋势和加速度项信号［２４］，可用函

数模型表达为：

Δ犺（λ，φ，狋犻）＝犪０＋犪１（狋犻－狋０）＋犪２（狋犻－狋０）
２
＋

∑
４

犽＝１

犃犽ｃｏｓ（２π犳犽狋犻）＋∑
４

犽＝１

犅犽ｓｉｎ（２π犳犽狋犻）

（３）

式中，犳犽（犽＝１，…，４）为信号频率；犃犽 和犅犽 为信

号振幅（未知）；犪１ 为趋势值；犪２ 为加速度项。本

文狋０ 值为计算周期的中间时刻。

利用ＧＲＡＣＥ时变重力场模型确定陆地水储

量变化，主要存在三类误差［２５］：第一类，数据处理

中的误差（ＧＲＡＣＥ测量误差及去除其他地球物

理信号的模型误差）；第二类，后处理误差（例如，

为了移除南北条带误差和高频噪声采用空间平滑

所带来的误差，由于受研究区域外信号的影响所

带来的信号泄露误差）；第三类，重力信号误差，如

地球内部未被模型的质量变化（冰川均衡调整

（ｇｌａｃｉａｌ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ＧＩＡ））。

对第一类误差进行改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其他地球物理信号的影响以及

非模型化的影响都会存在球谐系数中，而且由于

ＧＲＡＣＥ时空分辨率的限制，使得误差特性表现

为南北条带误差；为了减少第二类误差，学者提出

了很多不同的平滑方法，这些平滑方法会抑制高

频信号，降低信号振幅，从而对利用ＧＲＡＣＥ监测

地球表面质量变化造成很大的影响；另一类后处

理误差来自于球谐系数的波段限制（通常是５０或

６０阶，对应的空间分辨率为３５０～４００ｋｍ），以及

局部区域的影响（信号泄露误差）。对第三类误差

进行改正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如ＧＩＡ是固体

地球对冰、水造成的地表负载变化的响应，包括冰

川作用及消退，ＧＩＡ模型的建立是基于带推测性

的冰载荷历史和地幔黏度，可靠性较差。

本文针对上述误差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改正：

（１）采用去相关滤波（Ｐ５Ｍ８）
［２６］和扇形滤波［２７］对

第二类误差进行改正；（２）利用文献［２８］提出的尺

度因子法，对截断误差、信号泄露误差和由于滤波

导致的信号衰减误差进行改正；（３）由于本文研究

区域为阿富汗，此处的ＧＩＡ影响比较明显，所以

本文采用文献［２９］提供的ＧＩＡ模型（该模型考虑

的冰载荷历史为ＩＣＥ５Ｇ，采用的地球模型为

ＶＭ２，为０～６０阶的球谐系数）对其进行改正。

基于ＧＲＡＣＥ数据确定陆地水储量变化的详细计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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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流程见图１。

图１　基于ＧＲＡＣＥ数据确定陆地水

储量变化的计算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ｈ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ＧＲＡＣＥＤａｔａ

１．２　犜犚犕犕降水数据

ＴＲＭＭ是由美国国家航空和空间局（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ＡＳＡ）和日本国家空间发展机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ｃｙ，ＮＡＳＤＡ）共同研制

开发的试验卫星［３０］，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７日发射

成功，可提供５０°Ｓ～５０°Ｎ之间的全球降水数据。

本文采用ＴＲＭＭ的第三级月降水数据产品———

Ｖ７３Ｂ４３，其空间分辨率为０．２５°×０．２５°，时间周

期与ＧＲＡＣＥ时间周期一致（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１４

年６月）。本文通过双线性插值获取 ＴＲＭＭ 阿

富汗区域１°×１°的格网值，与ＧＲＡＣＥ获取的水

储量变化空间分布一致。

１．３　洪水因子模型

无论在何种观测条件下，即使是水文数据发

生连续的巨大变化，基于ＧＲＡＣＥ确定的陆地水

储量在其时间序列中的最大值也保持稳定（图

２）。为了研究这个水储量阈值，本文利用１°格

网，时间分辨率为１ｍｏｎ的水储量异常和降水时

间序列，对陆地水量平衡进行研究：

ｄ犛
ｄ狋
（狋）＝犘（狋）－犚（狋）－犈（狋） （４）

式中，ｄ犛
ｄ狋
（狋）为由ＧＲＡＣＥ确定的水储量变化，简

写为犛（狋）；犘为由ＴＲＭＭ得到的降水；犚和犈 分

别为径流量和蒸发量。

基于ＧＲＡＣＥ时间序列，可得到区域每年最

大水储量变化，若其未达到累计降水的最大值，表

明该区域的有效水储量能力；若超出累计降水的

最大值，那么径流量和蒸发量就一定会增加。本

文定义格网点的水储量不足或者水储量能力为

犛ＤＥＦ：

犛（狋）＝犪·犛（狋－τ）＋犫·犛（狋－１２）

犛ＤＥＦ（狋）＝犛ＭＡＸ－犛（狋）
（５）

式中，犛（狋）为狋时刻的水储量变化；τ为前置时间

（单位为ｍｏｎ），由于ＧＲＡＣＥ数据并不完全连续，

只可选定任意前期数据对目前月份进行估计；犛（狋

－１２）为前一年相同月份的水储量变化，因为水储

量变化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犪、犫为未知参数，通过

前期水储量变化确定参数值后，即可利用任意前

期数据对目前月份进行估计；犛ＭＡＸ为时间序列记

录中水储量变化的最大值；利用前期水储量异常

来估计任意时期的水储量异常，并可任意假定该

月的降水分区，因此水储量不足犛ＤＥＦ可正确表达

水储量变化（ｄ犛／ｄ狋）的最大值。

本文认为发生洪水一定需要大量的降雨，但未

必水储量就一定会增加，ＴＲＭＭ提供的月平均降

水变化乘上对应的时间就可以得到月平均降水量：

犘ＭＯＮ（狋）＝犘（狋）ｄ狋 （６）

同样类似于式（５），犮、犱为未知参数，则当前月降

水量同样可由前期降水数据确定：

犘ＭＯＮ（狋）＝犮·犘ＭＯＮ（狋－τ）＋犱·犘ＭＯＮ（狋－１２）

（７）

　　为了对比降水量与总的水储量，本文用犉标

定洪水量，即降水量减去水储量不足犛ＤＥＦ：

犉（狋）＝犘ＭＯＮ（狋）－犛ＤＥＦ（狋） （８）

犉是基于局部水储量异常最大值，确定当前月不

能储存的水量，这与传统的“流通模型”一样，且当

犉大于０时，可能发生洪水。

将犉归一化处理转为洪水因子，主要有两方

面的原因：（１）因为每个区域的降水量不同，将其

归一化可以解释趋势水文变化，而且使得发生洪

水的可视化图形更加简单；（２）因为发生洪水的月

份非常异常，而且水文机制某些量很难包括在发

生洪水的结果中（如正常的径流和蒸发），但归一

化可以移去降水与水储量变化的差异。本文利用

格网点的最大值对洪水量犉进行归一化，进而得

到洪水因子：

犉（狋）＝
犉（狋）

ｍａｘ［犉（狋）］
（９）

当犉接近１时，表明降水和区域水储量变化存

在很大的差异，即很可能发生洪水。

考虑ＧＲＡＣＥ任务前期及后期数据的不稳

定［３１］，数据精度可能受影响，为了验证本文方法

的有效性，及保证 ＧＲＡＣＥ数据与 ＴＲＭＭ 数据

时间的一致性，本文采用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共８４ｍｏｎ数据（数据无缺失），确定前置时

间τ。其中，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共６０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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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数据作为前期数据，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共２４ｍｏｎ数据作为估值，通过选取τ＝１～

１１，对式（５）及式（７）进行最小二乘解，获取参数值

犪、犫、犮、犱，当标准差（ＳＴＤ）最小时，即是最佳前置

时间，见表１。

由表１得，当τ＝３时，ＳＴＤ（犛（狋））最小，ＳＴＤ

（犘ＭＯＮ （狋））与最小的标准差接近，为了保证

ＧＲＡＣＥ与ＴＲＭＭ时间一致，本文后续研究均选

取τ＝３。

表１　τ＝１～１１的犛（狋）及犘ＭＯＮ（狋）标准差值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ＳＴＤｏｆ犛（狋）ａｎｄ犘ＭＯＮ（狋）ｆｒｏｍτ＝１ｔｏτ＝１１

τ／ｍｏｎ ＳＴＤ（犛（狋））／ｃｍ ＳＴＤ（犘ＭＯＮ（狋））／ｍｍ

１ １．８６ １８．５

２ １．５６ ２０．２

３ １．２４ ２０．５

４ １．９１ ２１．９

５ ２．３７ ２１．７

６ １．８７ ２１．９

７ １．９８ ２１．９

８ ２．１３ ２１．９

９ ２．２４ ２１．７

１０ ２．４７ ２１．８

１１ １．８６ ２１．８

２　实例与结果分析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每年４月在阿富汗地区都

发生了重大洪水灾害，本文重点对这３ａ的４月

份水储量变化和降水量进行研究，以确定阿富汗

在这些时期的有效水储量能力及洪水因子。

２．１　阿富汗地区水储量变化及降水特征

图２为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１４年４月期间阿富

汗地区水储量变化和降水变化时间序列，表明阿

富汗地区的最大降水量基本上都在每年的３月～

５月，而对应的水储量变化也是最大的；降水异常

与水储量变化相差甚大，是导致该地区发生洪水

的重要原因。图２中，实圈表示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

年每年４月的ＧＲＡＣＥ总水储量变化及ＴＲＭＭ

降水变化。

从空间分布对比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每年的４

月阿富汗地区水储量异常与降水量（见图３）。由

图３可知，阿富汗地区水储量变化及降水量呈现

区域性。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４月水储量变化最

大的是阿富汗的东北区域，最小的是西南区域，但

２０１４年４月水储量变化最大的是阿富汗的东北

图２　阿富汗区域ＧＲＡＣＥ总水储量变化

及ＴＲＭＭ降水变化时间序列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ｏｍａｌｙ

ｆｒｏｍＧＲＡＣ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ｒｏｍＴＲＭＭ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图３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每年４月阿富汗水储量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ｏ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ｒｏｍＧＲＡＣＥｏｆＡｐｒｉｌｉ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ａｎｄ２０１４ｉｎＡＦ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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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及东南区域。整个区域水储量变化呈现东部

水储量大、西部水储量小的状态，特别是西南地区

严重缺水。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１４年４

月的降水量基本上呈现为中部地区大、西部地区

小，尤其是西南地区降水更少。

２．２　水储量能力及洪水因子

水储量不足犛ＤＥＦ，在干燥时期会增大，在湿润

时期接近０。当犛ＤＥＦ很小，降水量又很大时，将很

可能发生洪水。为了移去水文过程中的区域差

异，对 犛ＤＥＦ进行归一化，见图 ４（ｂ）～４（ｄ）。

图４（ｂ）～４（ｄ）表明，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每年４月，

整个阿富汗区域犛ＤＥＦ值都接近于零，表明此时很

可能发生洪水，但从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确定是否

整个区域都可能发生洪水。

图４　阿富汗地区最大水储量能力及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４年每年４月归一化的犛ＤＥＦ结果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ＡＦＧ

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Ｄｅｆｉｃｉｔ犛ＤＥＦｏｆ

Ａｐｒｉｌｉ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ａｎｄ２０１４

　　因此，本文利用洪水因子对阿富汗区域发生

洪水的可能性进行深入研究。首先，根据式（５）～

式（７）确定的最优前置时间τ＝３，根据式（９）构建

洪水因子时间序列（见图５），结果显示：２０１２年４

月、２０１３年４月及２０１４年４月的洪水因子犉均

在０．８左右，表明该区域在上述三个时间内极可

能发生洪水（图５中，红色点表示２０１２年４月、

２０１３年４月和２０１４年４月）。其次，获取阿富汗

区域在该３个时间的洪水因子犉空间分布，并

与实际观测结果进行比对（见图６～图８），结果表

明：（１）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０１４年４月的

洪水因子犉在阿富汗的北部区域接近１，在西南

区域接近０，显示阿富汗的北部区域在该段时间

很可能发生洪水，而西南区域极有可能发生干旱，

这与前面研究结果得到该地区的水储量能力较小

以及降水减少相一致；（２）将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１３

年４月、２０１４年４月的洪水因子犉与中国气象

局国家气候中心观测图对比，发现洪水因子从时

间和空间角度都真实地反应了阿富汗地区发生的

洪水，且与实际相符，从而表明其有望对该区域洪

水进行预警。

图５　洪水因子时间序列

Ｆｉｇ．５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ｏ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ｄｅｘ犉


图６　２０１２年４月阿富汗区域的洪水因子犉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观测图

Ｆｉｇ．６　Ｆｌｏｏ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ｄｅｘ犉
ｆｏｒ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２ｉｎｔｈｅＡＦＧ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ｌｏｏｄＭａ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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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１３年４月阿富汗区域的洪水因子犉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观测图

Ｆｉｇ．７　Ｆｌｏｏ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ｄｅｘ犉
ｆｏｒ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ｉｎｔｈｅＡＦＧ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ｌｏｏｄＭａｐｓ

图８　２０１４年４月阿富汗区域的洪水因子犉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观测图

Ｆｉｇ．８　Ｆｌｏｏ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ｄｅｘ犉
ｆｏｒ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ｉｎｔｈｅＡＦＧ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ｌｏｏｄＭａｐｓ

３　结　语

本文基于ＧＲＡＣＥ卫星重力数据，提出利用

改进的水储量不足来量化阿富汗地区的陆地水储

量能力；进一步，联合 ＴＲＭＭ 降水数据，建立阿

富汗洪水因子模型，并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

心的观测结果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改

进的水储量不足可以有效地量化区域陆地水储量

能力；联合改进的水储量不足和降水数据确定的

洪水因子，可从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真实地反应区

域发生的洪水。因而，联合 ＧＲＡＣＥ和 ＴＲＭＭ

卫星观测数据有望实现洪水预警，为研究洪涝灾

害开辟了新的途径。

　　区域洪水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暴雨、季风降

雨、潮汐浪涌以及冰雪融化。本文基于 ＧＲＡＣＥ

总的水储量变化以及ＴＲＭＭ 降水数据研究阿富

汗发生洪水的可能性，并未探讨冰雪融化对发生

洪水的影响。虽然洪水属于短时间的突发事件，

主要与天气尺度变化相关（降水），而冰川消融是

渐变事件，主要与气候（尺度）变化相关（全球变

暖），但阿富汗的东北区域与我国青藏高原相接，

存在很多冰川，冰川消融对该区域水储量变化会

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后续将对上述问题

作进一步的研究。

致谢：感谢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空间研究中心

（ＣＳＲ）提供 ＧＲＡＣＥ ＲＬ０５时变重力场模型，

ＮＡＳＡ提供ＴＲＭＭ降水数据。

３６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１月

参　考　文　献

［１］　ＡｌｓｄｏｒｆＤＥ，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Ｅ，ＬｅｔｔｅｎｍａｉｅｒＤＰ．Ｍｅａｓ

ｕｒ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ｆｒｏｍＳｐａｃｅ［Ｊ］．犚犲狏犌犲狅狆犺狔狊，

２００７，４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６ＲＧ０００１９７

［２］　ＨｏｓｓａｉｎＦ，ＬｅｔｔｅｎｍａｉｅｒＤＰ．Ｆｌｏｏ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Ａｎ

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Ｊ］．犠犪狋犲狉犚犲狊狅狌狉犚犲狊，２００６，４２，ＤＯＩ：

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６ＷＲ００５２０２

［３］　ＫｅｒｒＹ Ｈ，ＷａｌｄｔｅｕｆｅｌｍＰ，ＷｉｇｎｅｒｏｎＪＰ，ｅｔａｌ．

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ｆｒｏｍＳｐａｃｅ：Ｔｈ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

ｔｕｒｅ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ＳＭＯ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

犐犈犈犈犜狉犪狀狊犌犲狅狊犮犻犚犲犿狅狋犲犛犲狀狊，２００１，３９：１７２９

１７３５

［４］　ＴａｐｌｅｙＢＤ，ＢｅｔｔａｄｐｕｒＳ，ＲｉｅｓＪＣ，ｅｔａｌ．ＧＲＡ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ａｓｓ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ｙｓ

ｔｅｍ［Ｊ］．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４，３０５：５０３５０５

［５］　ＲａｍｉｌｌｉｅｎＧ，ＦａｍｉｇｌｉｅｔｔｉＪＳ，ＷａｈｒＪ．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Ｓｉｇｎａｌｓｆｒｏｍ

ＧＲＡＣＥ：ＡＲｅｖｉｅｗ［Ｊ］．犛狌狉狏犌犲狅狆犺狔狊，２００８，２９：

３６１３７４

［６］　ＳｙｅｄＴＨ，ＦａｍｉｇｌｉｅｔｔｉＪＳ，ＲｏｄｅｌｌＭ，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ｒｏｍ

ＧＲＡＣＥａｎｄＧＬＤＡＳ［Ｊ］．犠犪狋犲狉犚犲狊狅狌狉犚犲狊，２００８，

４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６ＷＲ００５７７９

［７］　ＣｒｏｗｌｅｙＪＷ，ＭｉｔｒｏｖｉｃａＪＸ，ＢａｉｌｅｙＲＣ，ｅｔａｌ．

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ｇｏＢａｓｉｎＩｎ

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 ＧＲＡＣ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Ｇｒａｖ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Ｊ］．

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 犔犲狋狋，２００６，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

２００６ＧＬ０２７０７０

［８］　ＲｅａｇｅｒＪＴ，ＦａｍｉｇｌｉｅｔｔｉＪＳ．Ｇｌｏｂａｌ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Ｗａ

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Ｕ狊犻狀ｇ

ＧＲＡＣＥ［Ｊ］．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犔犲狋狋，２００９，３６（２３）：１９５

２１５

［９］　ＳｙｅｄＴＨ，ＦａｍｉｇｌｉｅｔｔｉＪ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Ｄ．ＧＲＡ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

ｃｈａｒｇｅｆｒｏｍ Ｂａ狊犻狀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ｃａｌｅｓ ［Ｊ］．犑

犎狔犱狉狅犿犲狋，２００９，１０：２２４０

［１０］ＨｕＸｉａｏ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ｌｉ，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ｈｏｎｇ．Ｍｏｎｉ

ｔｏｒ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ｂｙＧＲＡＣＥＳｐａ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Ｊ］．犛犮犻

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犛犲狉犇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００６，３６（３）：

２２５２３２（胡小工，陈剑利，周永宏．利用ＧＲＡＣＥ空

间重力测量监测长江流域水储量的季节性变化［Ｊ］．

中国科学Ｄ辑，２００６，３６（３）：２２５２３２）

［１１］ＣｈａｏＮｅｎｇｆａ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ｔａｏ，ＣｈａｏＤｉｎｇｂｏ，ｅｔ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Ｂａ狊犻狀ｆｒｏｍＧＲＡＣＥＲＬ０５Ｍｏｄｅｌ［Ｊ］．犛犮犻犲狀犮犲

狅犳犛狌狉狏犲狔犻狀犵犪狀犱犕犪狆狆犻狀犵，２０１４，３９（６）：４０４３

（超能芳，王正涛，晁定波，等．利用 ＧＲＡＣＥＲＬ０５

模型监测长江流域水储量变化［Ｊ］．测绘科学，

２０１４，３９（６）：４０４３）

［１２］ＲｏｄｅｌｌＭ，ＶｅｌｉｃｏｇｎａＩ，ＦａｍｉｇｌｉｅｔｔｉＪ．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Ｂａｓｅ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ｄｉａ

［Ｊ］．犖犪狋狌狉犲，２００９，４６０：９９９１００２

［１３］ＦａｍｉｇｌｉｅｔｔｉＪＳ，ＬｏＭ，ＨｏＳＬ，ｅｔａｌ．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Ｒｅ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Ｖａｌｌｅｙ［Ｊ］．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犔犲狋狋，

２０１１，３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１０ＧＬ０４６４４２

［１４］ＬｉＱｉｏｎｇ，ＬｕｏＺｈｉｃａｉ，ＺｈｏｎｇＢｏ，ｅｔａｌ．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０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Ｄｒｏｕｇｈｔ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 ＧＲＡＣ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Ｊ］．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２０１３，５６（６）：１８４３

１８４９（李琼，罗志才，钟波，等．利用ＧＲＡＣＥ时变重

力场探测２０１０年中国西南干旱陆地水储量变化

［Ｊ］．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１３，５６（６）：１８４３１８４９）

［１５］ＣｒｏｗｌｅｙＪＷ，ＭｉｔｒｏｖｉｃａＪＸ，ＢａｉｌｅｙＲＣ，ｅｔａｌ．

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ｇｏＢａｓｉｎＩｎ

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 ＧＲＡＣ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Ｇｒａｖ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Ｊ］．

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 犔犲狋狋，２００６，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

２００６ＧＬ０２７０７０

［１６］ＷａｇｎｅｒＣＤ，ＭｃＡｄｏｏＪ．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ｆｒｏｍＳｈｏｒｔＲｅｐｅａｔＣｙｃｌｅＯｒｂｉｔｓ：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ＧＲＡＣ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Ｆｉｅｌｄｓ［Ｊ］．犑犌犲狅犱，

２００６，８０：９４１０３

［１７］Ｈｅｉｓｋａｎｅｎ Ｗ Ａ， Ｍｏｒｉｔｚ Ｈ．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ｄｅｓｙ

［Ｍ］．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６７

［１８］ＣｈｅｎｇＭ Ｋ，ＣＲｉｅｓＪ，ＴａｐｌｅｙＢ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ＦｉｇｕｒｅＡｘｉｓｆｒｏｍ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ＬａｓｅｒＲａｎ

ｇｉｎｇａｎｄＧＲＡＣＥ［Ｊ］．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２０１１，１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１０ＪＢ０００８５０

［１９］ＷｕＸ，ＲａｙＪ，ＤａｍＴＶ．Ｇｅｏｃｅｎｔｅｒ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犑犌犲狅

犱狔狀，２０１２，５８：４４６１

［２０］ＷａｈｒＪ，ＭｏｌｅｎａａｒＭ，ＢｒｙａｎＦ．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

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ＧＲＡＣＥ［Ｊ］．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１９９８，１０３：３０２０５

３０２２９

［２１］ＣｈａｏＢＦ．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Ｇｌｏｂａｌ（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Ｊ］．犑犌犲狅

犱狔狀，２００５，３９：２２３２３０

［２２］ＦａｒｒｅｌｌＷ Ｅ．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ｂｙ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ｏａｄｓ［Ｊ］．犚犲狏犌犲狅狆犺狔狊犛狆犪犮犲犘犺狔狊，１９７２，１０

（３）：７６１７９７

［２３］ＣｈｅｎＪＬ，ＷｉｌｓｏｎＣ Ｒ．，ＳｅｏＫ．Ｗ．Ｓ２ Ｔｉｄｅ

Ａｌｉａ狊犻狀ｇｉｎ ＧＲＡＣＥ 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Ｊ］．犑犌犲狅犱，２００９，８３：６７９６８７

［２４］ＯｇａｗａＲ，ＣｈａｏＢＦ，ＨｅｋｉＫ．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

ｉｎＧＲＡＣＥ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Ｉｎ

４６



　第４１卷第１期　　　王正涛等：联合ＧＲＡＣＥ与ＴＲＭＭ探测阿富汗水储量能力及其发生洪水的可能性

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Ｊ］．犌犲狅狆犺狔狊犑

犐狀狋，２０１１，１８４：６７３６７９

［２５］ＷａｈｒＪ，ＳｗｅｎｓｏｎＳ，ＶｅｌｉｃｏｇｎａＩ．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

ＧＲＡＣＥ Ｍａｓ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Ｊ］．犌犲狅狆犺狔狊犚犲狊犔犲狋狋，

２００６，３３（６）：１７８１９６

［２６］ＳｗｅｎｓｏｎＳＣ，ＷａｈｒＪ．Ｐｏｓ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ｒｒｏｒｓｉｎＧＲＡＣＥ Ｄａｔａ ［Ｊ］．犌犲狅狆犺狔狊

犚犲狊犔犲狋狋，２００６，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５ＧＬ０２５２８５

［２７］ＺｈａｎｇＺＺ，ＣｈａｏＢＦ，Ｙ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ＧＲＡＣＥ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 ［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２００９，３６（１７）：１３９７１４１３

［２８］ＬａｎｄｅｒｅｒＦ Ｗ，ＳｗｅｎｓｏｎＳＣ．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Ｓｃａｌｅｄ

ＧＲＡＣＥ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Ｊ］．

犠犪狋犲狉 犚犲狊狅狌狉 犚犲狊，２０１２，４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

２０１１ＷＲ０１１４５３

［２９］ＰａｕｌｓｏｎＡ，ＺｈｏｎｇＳ，ＷａｈｒＪ．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ｌｅ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ｆｒｏｍＰｏｓｔｇｌａｃｉａｌＲｅ

ｂｏｕｎｄ［Ｊ］．犌犲狅狆犺狔狊犑犐狀狋，２００７，１６８：１１９５１２０９

［３０］ＨｕｆｆｍａｎＧＪ．ＴｈｅＴＲＭＭ Ｍｕｌｔｉ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

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ＭＰＡ）：ＱｕａｓｉＧｌｏｂａｌ，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ａｔＦｉｎｅ

Ｓｃａｌｅｓ［Ｊ］．犑犎狔犱狉狅犿犲狋犲狅狉狅犾，２００７，８：３８５５

［３１］ＺｈｕＧｕａｎｇｂｉｎ，Ｌｉ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Ｍａｓ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ｃｅＳｈｅｅｔｉ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ＣＥ 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Ｊ］．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

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０９，３４（１０）：１１８５１１８９（朱

广彬，李建成，文汉江，等．利用 ＧＲＡＣＥ时变位模

型研究南极冰盖质量变化［Ｊ］．武汉大学学报·信

息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４（１０）：１１８５１１８９）

犆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犌犚犃犆犈犪狀犱犜犚犕犕犈狊狋犻犿犪狋犲狅犳犠犪狋犲狉犛狋狅狉犪犵犲犆犪狆犪犮犻狋狔犪狀犱

犉犾狅狅犱犘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犻狀犃犳犵犺犪狀犻狊狋犪狀

犠犃犖犌犣犺犲狀犵狋犪狅
１，２
　犆犎犃犗犖犲狀犵犳犪狀犵

１
　犑犐犃犖犌犠犲犻狆犻狀犵

１，３
　犆犎犃犗犇犻狀犵犫狅

１，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ｓ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ＧＮＳ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ＧＲＡＣＥ）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ＴＲＭＭ）ａ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ｌｏｏ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ｉｓａｕｓｅｆｕ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ｌｏｏ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ｄｅｆｉｃｉ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ｒｏｍＧＲＡＣ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ｆｌｏｏ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ｄｅｘ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ｉｔｗｉｔｈＴＲＭＭ．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ｆｒｏ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ＣＣＣ），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ｏｏ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ｗａ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ＣＣＣｄａｔａ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ｉｍｅ

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ｉｎｇＧＲＡＣＥａｎｄＴＲＭＭ，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ｗｔｏｏｌ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ｌｏｏｄｗａｒｎｉｎｇ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ＡＣＥ；ＴＲＭＭ；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ｌｏｏ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ｄｅｘ；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ｔａｏ，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ｇｅｏｄｅｓｙ，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ｇｅｏｄｅｓｙ，ｇ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Ｅｍａｉｌ：ｚｔ

ｗａｎｇ＠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ＣＨＡＯＮｅｎｇｆａｎｇ，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Ｅａｒｔｈｔｉｍ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Ｅｍａｉｌ：ｎｆｃｈａｏ＠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９７３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２０１３ＣＢ７３３３０１，２０１３ＣＢ７３３３０２；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４１２７４０３２，４１４７４０１８；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ｓｙ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１４０２０４．

５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