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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围绕ＧＲＡＣＥ数据在信号处理过程中存在泄露误差开展了探索性研究．第一，在传统尺度因子法的基

础上，根据模型与ＣＳＲＳＨｃ数据的均方根误差和相关性赋予权重，构建了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第二，以长江流域

为例，评估该方法的校正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校正结果综合 ＧＬＤＡＳ（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Ｄａｔａ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水文模型计算的尺度因子校正结果空间分布趋势的优点，避免了 ＣＳＲ（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ｐ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官方提供的尺度因子、ＷＧＨＭ（ＷａｔｅｒＧＡＰＧｌｏｂ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ｏｄｅｌ）尺度因子和迭代恢复法校正结果

空间分布趋势不均匀的现象．在长期趋势上，该方法校正结果优于ＧＬＤＡＳ水文模型计算的尺度因子校正结果；

在周年振幅上，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校正结果明显优于迭代恢复法和ＣＳＲＭａｓｃｏｎ数据的结果．第三，基于该方法

校正结果显示，长江流域、上游和中下游在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１７年１月水储量呈现上升趋势，分别为０．２９ｃｍ·ａ－１、

０．１４ｃｍ·ａ－１和０．４９ｃｍ·ａ－１，相比于校正前ＣＳＲＳＨｃ数据在长江流域、上游和中下游上升趋势０．２１ｃｍ·ａ－１、

０．０７ｃｍ·ａ－１和０．４０ｃｍ·ａ－１，分别提高了３８％、１００％和２３％．长江流域水储量上升趋势主要集中在中下游．

关键词　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ＧＲＡＣＥ重力卫星；陆地水储量变化准确性；泄露误差；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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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２００２年重力恢复与气候实验（Ｇｒａｖｉｔｙ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ＡＣＥ）卫星发射以来，

ＧＲＡＣＥ重力卫星提供了高精度观测地球时变重力

场信号的新手段（Ｔａｐ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４）．截止到目

前，ＧＲＡＣＥ重力卫星已被广泛应用于陆地水储量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ＴＷＳ）变化（Ｒｏｄｅｌｌ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ＳｅｙｏｕｍａｎｄＭｉｌｅｗｓｋｉ，２０１６）、冰川变化

及其质量平衡（Ｖｅｌｉｃｏｇｎａａｎｄ Ｗａｈｒ，２００６ａ，ｂ；

Ｍｏｈａｊｅｒａ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全球平均海洋质量变化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地震（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Ｃｈｅ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等多领域研究．

ＧＲＡＣＥ重力卫星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停止运行，随着

ＧＲＡＣＥＦｏｌｌｏｗｏｎ重力卫星的成功发射，该卫星反

演的地球重力场模型继续在地球科学领域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郑伟等，２０１４）．

基于 Ｗａｈｒ等（１９９８）的理论，地球表面的质量

变化可以利用ＧＲＡＣＥ球谐系数解反演得到．然而，

球谐系数中既含有随系数阶数而增加的随机误差，

又包含与系统相关的系统误差．因此，许多研究者相

继提出了空间平滑滤波（如高斯平滑滤波（Ｗａｈ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维纳滤波（Ｓａｓｇ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等）和去

条带滤波（Ｓｗｅｎｓｏｎ和 Ｗａｈｒ（２００６）的去条带方法、

Ｃｈｅｎ等（２００９）的Ｐ４Ｍ６方法等）．这些滤波方法在

消除误差影响的同时也会改变真实的物理信号．

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５）通过实验模拟得出截断及平滑３００

ｋｍ产生的泄露误差在南极洲可达８０．９５Ｇｔ·ａ－１（实

测值－１５０．００Ｇｔ·ａ－１，模拟值－６９．０５Ｇｔ·ａ－１）；Ｊｉｎ

和Ｚｏｕ（２０１５）研究表明格陵兰岛冰盖质量损失的信

号中，４２．４％是由泄漏误差造成，对泄漏误差进行校

正后，格陵兰岛的冰川融化速度从 －１５．５８±

０．９３Ｇｔ·ａ－２增至－２６．１９±１．６７Ｇｔ·ａ－２．因此，

泄露误差是ＧＲＡＣＥ反演质量变化中的主要限制因

素，校正泄露误差对提高反演结果的准确性至关

重要．

目前，ＧＲＡＣＥ数据泄露误差常用的恢复方法

包括：（１）尺度因子法（Ｓｃａ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Ｌｏｎｇ等

（２０１５ａ）利用全球水文模型ＰＣＲＧＬＯＢＷＢ得到的

尺度因子用于恢复长江流域水储量变化的信号损

失，该方法对于提高研究区水储量变化的准确性具

有重要价值；Ｈｕａｎｇ等（２０１９）基于全球不同水文模

型对尺度因子泄露误差校正法进行敏感性分析，对

中国西南部水储量变化进行了评估．尺度因子法依

赖先验水文模型，虽然水文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

ＧＲＡＣＥ数据泄露误差校正的先验信息（Ｌｏ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Ｐ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但是水文模型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地表水和地下水

表示成分不完整以及没有考虑人类活动影响等．（２）

迭代恢复法（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ＦＭ）．该方法不需

要借助先验模型，主要受ＧＲＡＣＥ原始观测值的约

束．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４）利用迭代恢复法恢复了印度西北

长期地下水变化，新估算的水储量变化趋势反映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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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恢复法可以有效减少 ＧＲＡＣＥ估计中的泄露误

差；吴云龙等（２０１５）基于迭代恢复法可有效恢复黑

河流域水储量变化初始信号，泄露误差减少，提高水

储量变化的空间分辨效果．迭代恢复法计算过程相

对复杂，在部分区域可能存在信号恢复不全或过量

恢复现象．与尺度因子法相比，迭代恢复法是一种完

全不同于尺度因子法的泄露误差恢复方法，恢复结

果可与尺度因子法校正结果进行验证对比分析．

不同于前人的已用研究，本文首次利用模型与

ＧＲＡＣＥ数据的均方根误差和相关性加权尺度因

子，构建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ＮｅｗＳｃａｌｅＦａｃｔ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ＮＳＦＣＭ）．该方法充分考虑多

种水文模型与 ＧＲＡＣＥ之间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信

息，相比于传统尺度因子法和迭代恢复法，可以提高

ＧＲＡＣＥ陆地水储量变化的准确性．

１　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的构建

传统尺度因子法使用单一水文模型计算的尺度

因子依赖水文模型结果．然而，不同的水文模型由于

模型的结果以及驱动数据的差异，导致模型输出结

果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因此，

本文根据多种水文模型计算的陆地水储量与ＣＳＲ

ＳＨｃ数据之间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信息赋予权重，综

合多种尺度因子模型提高ＧＲＡＣＥ陆地水储量变化

的准确性．

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１）水文格网数据转化为球谐数据；（２）高斯平滑滤

波和去条带滤波；（３）球谐系数转化为格网数据；（４）

基于最小二乘原理计算尺度因子；（５）计算水文模型

的陆地水储量与ＣＳＲＳＨｃ数据均方根误差和相关

性；（６）基于模型权重加权尺度因子．具体方法如下：

（１）水文格网数据转化为球谐数据

根据 Ｗａｈｒ等（１９９８）的理论，可将水文模型陆

地水储量转为与之对应的球谐系数：

犆犾犿

犛｛ ｝
犾犿

＝
３ρｗ
４π犪ρａｖｅ

１＋犽犾
２犾＋１∫Δ犺（θ，λ）珚犘犾犿（ｃｏｓθ）

ｃｏｓ犿λ

ｓｉｎ犿｛ ｝λ
×ｓｉｎθｄθｄλ， （１）

其中，犪表示地球平均半径，ρａｖｅ表示地球平均密度，

ρｗ 表示水的密度，Δ犺表示陆地水储量，犾和犿 分别

表示阶数和次数，犽犾 表示犾 阶的负荷勒夫数，

珚犘犾犿（ｃｏｓθ）表示归一化的缔合勒让德函数，θ和λ分

别表示余纬度和经度，犆犾犿和犛犾犿表示球谐系数．

（２）高斯平滑滤波和去条带滤波

为了保持与ＧＲＡＣＥ数据处理相同的滤波，本

文使用Ｓｗｅｎｓｏｎ去条带滤波和３００ｋｍ的高斯平滑

滤波．去条带滤波通常采用以犾阶为中心，宽为狑

的二次多项式滤波窗口，Ｓｗｅｎｓｏｎ和 Ｗａｈｒ（２００６）

采用的平滑窗口宽度狑 和球谐系数次数犿 的关

系为

狑＝ｍａｘ（犃犲
－
犿
犓 ＋１，５）， （２）

其中，ｍａｘ表示取两者的最大值，犃＝３０和犓＝１０

表示选择的经验参数．

高斯滤波是指对不同阶次的球谐系数赋予不同

权重，从而减小 ＧＲＡＣＥ数据高阶项误差的方法．

Ｊｅｋｅｌｉ（１９８１）提出用递归关系计算权重：

犠０ ＝
１

２π
，

犠犾 ＝
１

２π

１＋ｅ
－２犫

１－ｅ
－２犫－

１［ ］犫 ，

犠犾＋１ ＝－
２犾＋１
犫
犠犾＋犠犾－１，

犫＝
ｌｎ（２）

１－ｃｏｓ（狉／犪）

烅

烄

烆
，

（３）

其中，狉表示高斯平滑半径，犪表示地球平均半径，ｅ

表示自然常数，犠犾表示权重．

（３）球谐系数转化为格网数据

根据 Ｗａｈｒ等（１９９８）的理论，可将滤波后的球

谐系数转为格网数据：

Δη（θ，λ）＝
犪ρａｖｅ
３ρｗ ∑

∞

犾＝０
∑
犾

犿＝０

珚犘犾犿
２犾＋１
１＋犽犾

［Δ犆^犾犿ｃｏｓ（犿λ）

＋Δ犛^犾犿ｓｉｎ（犿λ）］， （４）

其中，犪表示地球平均半径，ρａｖｅ表示地球平均密度，

ρｗ 表示水的密度，Δη表示滤波后的陆地水储量，犾

和犿 分别表示阶数和次数，犽犾 表示犾阶的负荷勒夫

数，珚犘犾犿（ｃｏｓθ）表示归一化的缔合勒让德函数，θ和λ

分别表示余纬度和经度，Δ犆^犾犿 和Δ犛^犾犿 表示滤波后

的球谐系数．

（４）基于最小二乘原理计算尺度因子

尺度因子是基于水文模型陆地水储量模拟滤波

过程造成的信号损失，并以最小二乘减小原始模型

时间序列与滤波后模型时间序列之间差异的方法．

对于任意格网点，在狋时间序列对应的未滤波的陆

地水储量为Δ犺犻（狋），滤波后的陆地水储量为Δη犻（狋），

通过最小二乘原则（ＬａｎｄｅｒｅｒａｎｄＳｗｅｎｓｏｎ，２０１２）：

ｍｉｎ＝∑
犖

犻＝１

［Δ犺犻（狋）－ＳＦΔη犻（狋）］
２， （５）

其中，犖表示时间序列个数，ＳＦ表示所求尺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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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计算水文模型陆地水储量与ＣＳＲＳＨｃ数

据的均方根误差和相关性

皮尔逊相关系数（ＰＲ，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通常用来描述两个时间序列之间在一致性，均方根

误差（ＲＭＳＥ，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反映了模拟

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偏差程度．对于任意格网点相

关系数计算如下（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ＰＲ＝
Ｃｏｖ（Δ犺（狋），ΔＳＨ（狋））

Ｖａｒ［Δ犺（狋）］［Ｖａｒ［ΔＳＨ（狋槡 ）］
． （６）

对于任意格网点均方根误差计算如下（Ｙ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

ＲＭＳＥ＝
１

犖∑
犖

犻＝１

（Δ犺（狋）－ΔＳＨ（狋））槡
２． （７）

则该格网点分配的权重为

犠 ＝ＰＲ＋ＲＭＳＥ
－１， （８）

其中，犠 表示权重，犖 表示时间序列个数，Δ犺（狋）表

示狋时间序列水文模型的陆地水储量，ΔＳＨ（狋）表示

狋时间序列ＣＳＲＳＨｃ的陆地水储量．

（６）基于模型权重加权尺度因子

基于尺度因子模型的权重，可得新型尺度因子

校正法的公式如下：

ＮＳＦＣＭ－ＳＦ＝∑
犖

犽＝１

ＳＦ犽狘犠犽狘

∑
狀

犽＝１

犠犽

， （９）

其中，ＮＳＦＣＭ－ＳＦ表示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计算

的尺度因子，ＳＦ表示模型尺度因子，狀表示尺度因

子模型数目（ＣＬＭ，ＭＯＳ，ＮＯＡＨ，ＶＩＣ，ＷＧＨＭ）．

２　研究区域和数据

２．１　研究区域

长江流域地处中国南部，经纬度范围为８５°Ｅ—

１２２°Ｅ和２４°Ｎ—３６°Ｎ，横跨中国西部、中部和东部

三大区域共计１９个省、市和自治区，长江流域位置

及其海拔高度如图１所示．长江流域年平均降水量

为１０６７ｍｍ且时空分布不均匀，约７０～９０％集中

在５—１０月．长江干流宜昌以上为长江上游，流域面

积为１００×１０４ｋｍ２，宜昌至湖口为长江中游，流域面

积为６８×１０４ｋｍ２，湖口至长江入海口为长江下游，

流域面积为１２×１０４ｋｍ２．鉴于长江下游流域面积较

小，将ＧＲＡＣＥ数据应用于小于ＧＲＡＣＥ分辨率的

区域，反演结果可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Ｌｏ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ｂ）．因此，本研究将长江中游和下游统称

为长江中下游，如图１虚线以东所示，虚线以西为长

江上游．

２．２　犌犚犃犆犈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包括两种网格数据产品：

ＣＳＲＳＨｃ和ＣＳＲＭ（ＣＳＲＭａｓｃｏｎ）．ＣＳＲＳＨｃ数据

图１　长江流域位置及其海拔高度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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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空间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Ｓｐａ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ＳＲ）、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Ｊｅｔ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ＪＰＬ）和德国波兹坦地球科

学研 究 中 心 （Ｇｅｏ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Ｚｅｎｔｒｕｍ，ＧＦＺ）的

ＲＬ０５球谐系数得到，数据最大阶次为６０阶，时间

跨度范围为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１７年１月，利用三次

样条插值得到月份缺失的数据，每月网格数据表示

相对于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平均值的质量

变化．ＧＲＡＣＥ的犆２０值比卫星激光测距（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ＬａｓｅｒＲａｎｇｉｎｇ，ＳＬＲ）的犆２０值具有更大的不确定

性，因此，用ＳＬＲ的犆２０系数解代替ＧＲＡＣＥ的犆２０

系数（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使用Ｓｗｅｎｓｏｎ等（２００８）

的方法估计一阶项，应用于地心校正．基于 Ｇｅｒｕｏ

等（２０１２）的模型进行冰川均衡调整（Ｇｌａｃｉａｌ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ＧＩＡ）校正．为了减少ＧＲＡＣＥ月度图中

南北条带的相关误差，对数据进行了去条带处理．此

外，数据还应用了３００ｋｍ高斯平滑滤波以抑制球

谐系数中的高阶随机误差．

ＣＳＲＭ数据是基于Ｌｅｖｅｌ１Ｂ数据解算的，没

有应用任何平滑或去条带滤波．因此，ＣＳＲＭ 数据

无需进一步处理即可使用．ＣＳＲＭ数据空间分辨率

为０．５°×０．５°，该数据集并非针对特定应用定制，

适用于所有感兴趣的科学领域，例如海洋学、陆地表

面水文学、冰冻圈等研究．研究表明，ＣＳＲＭ数据解

适用于恢复全球和大流域尺度（大于约３°×３°）中

不同质量源的质量再分配，而球谐系数解在有效处

理时，在较小或局部尺度上优于 ＣＳＲＭ 数据解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２．３　水文数据

全球陆地同化系统水文模型（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Ｄａｔａ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ＧＬＤＡＳ），是由美国国家航空

局和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共同开发（Ｒｏｄｅｌｌ

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该模型通过陆地表面建模和数据同

化技术，输出陆地表面各项参数（土壤温度和土壤水

分、蒸发量和地表径流等）和水文变量．本文使用的

ＧＬＤＡＳ数据包括四个陆地表面模型ＮＯＡＨ、ＣＬＭ、

ＭＯＳ和ＶＩＣ：ＮＯＡＨ是一种土地表面过程模型，既

将土壤表面和植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模型；ＣＬＭ包含

三个重要的子模型：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地表

模型，生物圈—大气转移计划和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的陆地表面模型；ＭＯＳ是根据单元内植被

类型的分布，将每个模型网格单元划分的模型；ＶＩＣ

模型是基于热平衡和物理动力机制的大规模半分布

式水文模型．本研究使用的数据空间分辨率为１°×

１°，时间分辨率为１个月，选取的数据时间范围与

ＧＲＡＣＥ数据一致．ＧＬＤＡＳ模型具有不同深度的土

壤水分，ＶＩＣ模拟３层，最大深度１．９０ｍ；ＮＯＡＨ

模拟４层，最大深度２．００ｍ；ＣＬＭ 模拟１０层，最大

深度３．４３ｍ；ＭＯＳ模拟３层，最大深度３．５０ｍ．本

研究模型在计算ＴＷＳ时均考虑了土壤水分、雪水

当量和总冠层蓄水量，并且每月数据均扣除了２００４

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数据平均值获得ＴＷＳ相对

变化量．

ＷＧＨＭ（ＷａｔｅｒＧＡＰＧｌｏｂ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ｏｄｅｌ）

水文模型由德国法拉克福大学自然地理研究所研制

（Ｄ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不同于 ＧＬＤＡＳ水文模型，该

模型包含地下水成分，时间跨度范围为２０００年１

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空间分辨率为０．５°×０．５°，每月

一值．本研究选取了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的

数据，为与ＣＳＲＳＨｃ数据空间分辨率保持一致，对

ＷＧＨＭ水文模型数据进行了插值．

２．４　降水数据

中国地面降水月值数据集是基于国家气象中心

基础资料专项最新整编中国地面台站降水资料（赵

煜飞等，２０１４）．该数据利用薄盘样条法进行空间插

值，从而生成１９６１年至今的分辨率０．５°×０．５°的中

国降水月值格点数据，数据范围为７２°Ｅ—１３６°Ｅ和

１８°Ｎ—５４°Ｎ．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范围为２００２年４

月—２０１７年１月，与ＣＳＲＳＨｃ数据时间范围一致．

３　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的验证

３．１　数据处理

３．１．１　截断及滤波引起的信号衰减

ＧＲＡＣＥ球谐系数截断以及去条带和高斯平滑

滤波处理会导致 ＧＲＡＣＥ反演结果存在泄露误差

（冯伟等，２０１７），主要分为两种情况：（１）当研究区

内部信号较强，而周围信号较弱时，球谐系数截断以

及滤波后，研究区内部的信号会泄露到研究区外，则

表明该区域由外泄露误差控制，称为外泄露误差；

（２）当研究区内部信号较弱，而周围信号较强时，球

谐系数截断以及滤波后，周围的信号会泄露到研究

区内部，则表明该区域由内泄露误差控制，称为内泄

露误差．

本研究利用 ＧＬＤＡＳＮＯＡＨ 水文模型计算出

ＴＷＳ空间分布趋势变化，扣除研究区域长江流域外

的数据，模拟长江流域球谐系数截断及滤波引起的

外泄露误差．图２ａ是由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１７年１月

２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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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ＧＬＤＡＳＮＯＡＨ数据计算的长江流域 ＴＷＳ空

间分布趋势变化．将图２ａ中的数据经过球谐展开

并截断至６０阶，结果如图２ｂ所示．图２ｃ和图２ｄ

分别采用３００ｋｍ和５００ｋｍ高斯平滑滤波处理所

得．可以看出图２ａ中Ａ１区域的取值范围为０．５０～

１．００ｃｍ·ａ－１，图２ｂ中Ａ２区域的取值范围为０．２５～

０．５０ｃｍ·ａ－１，图２ｃ中Ａ３区域的取值范围为０．２５～

０．３０ｃｍ·ａ－１，图２ｄ中Ａ４区域的取值范围为０．１０～

０．１５ｃｍ·ａ－１，从Ａ１→Ａ２→Ａ３→Ａ４标注的红色区

域不断向周围扩散信号，而且该区域的 ＴＷＳ空间

分布趋势变化不断变小．可以得出经球谐系数展开

及截断后信号向周围扩散，再经过高斯平滑滤波后

信号进一步衰减，并且高斯平滑半径越大，信号损失

越强．

图２　ＧＬＤＡＳＮＯＡＨ模型计算的长江流域ＴＷＳ空间分布趋势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ＴＷ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ｔｈｅＧＬＤＡＳＮＯＡＨｍｏｄｅｌ

　　为了评估截断及滤波的外泄露误差效应，分别

计算了长江流域内的区域平均趋势变化进行对比分

析，定义趋势变化损失率（Ｒａｔｅ）为

Ｒａｔｅ＝ （ＮＯＡＨ－Ｍｏｄｅｌ）／ＮＯＡＨ， （１０）

其中，ＮＯＡＨ 为 ＧＬＤＡＳＮＯＡＨ 水文模型的区域

平均趋势，Ｍｏｄｅｌ为水文模型滤波后的区域平均

趋势．

据表１可知，初始数据计算长江流域的区域平

均趋势为０．０８ｃｍ·ａ－１；经过球谐展开并截断至６０

阶，不进行高斯平滑的区域平均趋势为０．０７ｃｍ·ａ－１，

相对于初始数据信号损失１２％；经过球谐展开并截

表１　不同实验模型计算的区域平均趋势变化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犪狏犲狉犪犵犲狋狉犲狀犱犮犺犪狀犵犲狊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犲犱

犫狔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犿狅犱犲犾狊

实验模型 区域平均趋势（ｃｍ·ａ－１） 损失率

ＮＯＡＨ数据 ０．０８ －

截断至６０阶，不平滑 ０．０７ １２％

截断至６０阶，３００ｋｍ平滑 ０．０６ ２５％

截断至６０阶，５００ｋｍ平滑 ０．０５ ３７％

断至６０阶，进行３００ｋｍ的高斯平滑的区域平均趋

势为０．０６ｃｍ·ａ－１，相对于初始数据信号损失

２５％；经过球谐展开并截断至６０阶，进行５００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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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斯平滑的区域平均趋势为０．０５ｃｍ·ａ－１，相对

于初始数据信号损失３７％．这些数据也验证了截断

以及滤波造成的信号衰减．因此，恢复ＧＲＡＣＥ数据由

于截断以及滤波造成的信号损失，对于利用ＧＲＡＣＥ

球谐数据反演研究区域质量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３．１．２　尺度因子模型

本文使用了ＧＬＤＡＳ四种水文模型和 ＷＧＨＭ

计算的尺度因子模型，基于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得

出的模型如图３ａ所示．全球水文模型ＣＬＭ、ＭＯＳ、

ＮＯＡＨ、ＶＩＣ和 ＷＧＨＭ 数据基于公式（５）应用于

１°×１°的所有网格点，扣除边界外数据得到长江流

域网格化的尺度因子，如图３ｂ、３ｄ、３ｅ、３ｆ和３ｇ所

示．为比较尺度因子结果，本文使用了由官方提供的

ＣＬＭ４．０尺度因子（ＬａｎｄｅｒｅｒａｎｄＳｗｅｎｓｏｎ，２０１２），

将ＣＬＭ４．０尺度因子保留长江流域区域内数据如

图３ｃ所示．尺度因子ＣＬＭＳＦ（图３ｂ）、ＭＯＳＳＦ（图

３ｄ）、ＮＯＡＨＳＦ（图３ｅ））和ＶＩＣＳＦ（图３ｆ）空间分布

类似，ＮＳＦＣＭＳＦ（图３ａ）、ＣＬＭ４．０ＳＦ（图３ｃ）和

ＷＧＨＭＳＦ（图３ｃ）相比于图３ｂ、３ｄ、３ｅ、３ｆ在长江下

游的空间分布明显不同．这些差异也反映了不同模

型ＴＷＳ数据空间分布的差异，这是由于不同水文

模型数据考虑的组成成分不同造成．

　　图３ａ—３ｆ模型的尺度因子网格值的空间分布

基本都大于１，而图３ｇ模型的尺度因子网格值的空

间分布基本都小于１，这是由于 ＷＧＨＭ 水文模型

与ＧＬＤＡＳ水文模型相比包含了地下水成分，不同

模型的尺度因子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和空间异质性．

本文利用不同模型的尺度因子计算了长江流域内空

间平均尺度因子如表２所示，长江流域的 ＧＬＤＡＳ

模型空间平均尺度因子都大于１，其中ＣＬＭ４．０ＳＦ

空间平均尺度因子最大（１．４２），ＷＧＨＭＳＦ空间平

均尺度因子最小（０．８８），空间平均尺度因子从一定

程度反映了对校正结果周年振幅和长期趋势的影响．

表２　不同模型计算的长江流域空间平均尺度因子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狆犪狋犻犪犾犿犲犪狀狊犮犪犾犲犳犪犮狋狅狉狅犳犜犺犲犢犪狀犵狋狕犲犚犻狏犲狉

犅犪狊犻狀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犲犱犫狔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狅犱犲犾狊

实验模型 空间平均尺度因子

ＷＧＨＭＳＦ ０．８８

ＭＯＳＳＦ １．２５

ＮＯＡＨＳＦ １．３１

ＶＩＣＳＦ １．３４

ＣＬＭＳＦ １．３６

ＮＳＦＣＭＳＦ １．３６

ＣＬＭ４．０ＳＦ １．４２

图３　不同模型计算的长江流域尺度因子

Ｆｉｇ．３　Ｓｃａ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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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迭代恢复法

迭代恢复法由Ｃｈｅｎ等（２００６）首次提出，经过

改进后，广泛应用于ＧＲＡＣＥ数据泄露误差校正．迭

代恢复法的具体步骤如下：（１）在１°×１°网格的每个

网格点上（图４ｂ），令初始质量变化率为ＧＲＡＣＥ的

质量变化率（图４ａ）．（２）正演模型质量变化率（图

４ｃ）由步骤（１）的１°×１°网格化模型质量变化率（图

４ｂ），进行球谐展开，并将球谐系数截断至６０阶，０

阶和１阶的系数设为０，然后应用３００ｋｍ的高斯平

滑滤波得到．（３）在每个格网点上，将初始的

ＧＲＡＣＥ的质量变化率（图４ａ）和正演模型质量变化

率（图４ｃ）之间的差值乘以１．２０，回加到１°×１°网格

化模型质量变化率（图４ｂ）中，作为新的模型质量变

化率进行步骤（２），重复该过程．连续迭代后产生正

演模型质量变化率和初始ＧＲＡＣＥ质量变化率之间

的一致性增加 （图 ４ａ与图 ４ｃ）．（４）当初始的

ＧＲＡＣＥ的质量变化率（图４ａ）和正演模型质量变化

率（图４ｃ）之间的差值小于特定的阈值或者迭代特

定次数后，停止迭代．

经过迭代６０次后，将得到球谐信号转化为格网

信号即为迭代恢复法恢复的信号结果（图４ｂ），比较

图４ａ和图４ｃ发现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他们之间的

差值（图４ｄ）较小（色棒值－０．１０～０．１０ｃｍ·ａ
－１）．

因此，认为迭代恢复法恢复的结果信号是可信的．

３．２　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方法对比分析

３．２．１　长江流域水储量变化空间分布趋势对比分析

根据ＧＬＤＡＳ水文模型、ＷＧＨＭ 水文模型和

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计算的尺度因子和官方提供的

ＣＬＭ４．０尺度因子获得校正后的ＧＲＡＣＥ数据时变

信号如图５所示．可以看出，尺度因子法（ＷＧＨＭ

水文模型除外）和迭代恢复法（图４ｂ）校正结果相比

于ＣＳＲＳＨｃ反演结果（图５ｅ）空间分布趋势信号明

显得到增强，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

为进一步对比不同泄露误差校正方法恢复结

果，本文以ＣＳＲＭ 数据校正结果作为ＣＳＲＳＨｃ数

据的真实信号．不同泄露误差校正方法恢复结果空

间分布趋势与 ＣＳＲＭ 数据空间分布趋势相比，

ＮＳＦＣＭＴｒｅｎｄ（图５ａ）、ＣＬＭＴｒｅｎｄ（图５ｂ）、ＭＯＳ

图４　迭代恢复法恢复ＧＲＡＣＥ质量变化信号

Ｆｉｇ．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ｒｅｓｔｏｒｅＧＲＡ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ｇ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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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长江流域不同恢复方法的空间分布趋势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Ｔｒｅｎｄ（图５ｇ）、ＮＯＡＨＴｒｅｎｄ（图５ｈ）、ＶＩＣＴｒｅｎｄ

（图５ｉ）与ＣＳＲＭＴｒｅｎｄ（图５ｄ）一致，而ＣＬＭ４．０

Ｔｒｅｎｄ（图５ｃ）标注区域Ｃ与ＣＳＲＭＴｒｅｎｄ相比（图

５ｄ）明显存在过量恢复现象．ＷＧＨＭＴｒｅｎｄ（图５ｆ）

标注区域 Ｄ 和 ＦＭＴｒｅｎｄ（图４ｂ）标注区域 Ｂ与

ＣＳＲＭＴｒｅｎｄ相比（图５ｄ）明显存在信号恢复不全

现象．对于 ＣＳＲＳＨｃＴｒｅｎｄ（图５ｅ）标注 Ｅ区域，

ＧＬＤＡＳ模型增强了该区域的陆地水储量亏损信

号，ＣＬＭ４．０Ｔｒｅｎｄ（图５ｃ）和 ＷＧＨＭＴｒｅｎｄ（图５ｆ）

在该区域的信号与 ＣＳＲＭＴｒｅｎｄ接近，ＮＳＦＣＭ

Ｔｒｅｎｄ（图５ａ）与ＧＬＤＡＳ模型相比在该区域的信号

更接近ＣＳＲＭＴｒｅｎｄ．本文也计算了长江流域不同

泄露误差校正方法恢复结果的区域平均趋势如表３

所示．由区域平均趋势可以得出ＣＳＲＭＴｒｅｎｄ最

大，ＷＧＨＭＴｒｅｎｄ最小，ＮＳＦＣＭＴｒｅｎｄ区域平均

趋势大于ＧＬＤＡＳ模型计算的尺度因子校正结果的

区域平均趋势，但是小于 ＣＬＭ４．０Ｔｒｅｎｄ和 ＦＭ

Ｔｒｅｎｄ区域平均趋势．综上所述，ＮＳＦＣＭＴｒｅｎｄ避

免了ＦＭＴｒｅｎｄ、ＣＬＭ４．０Ｔｒｅｎｄ和 ＷＧＨＭＴｒｅｎｄ

存在信号恢复不全和过量恢复现象，并且ＮＳＦＣＭ

Ｔｒｅｎｄ区域平均趋势比ＧＬＤＡＳ水文模型尺度因子

校正结果的区域平均趋势较好．

表３　长江流域不同恢复方法的区域平均趋势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犪狏犲狉犪犵犲狋狉犲狀犱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犲狊狋狅狉犪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狊

犻狀狋犺犲犢犪狀犵狋狕犲犚犻狏犲狉犫犪狊犻狀

实验模型
区域平均趋势

（ｃｍ·ａ－１）
实验模型

区域平均趋势

（ｃｍ·ａ－１）

ＷＧＨＭＴｒｅｎｄ ０．１３ ＭＯＳＴｒｅｎｄ ０．２７

ＣＳＲＳＨｃＴｒｅｎｄ ０．２０ ＮＳＦＣＭＴｒｅｎｄ ０．２８

ＮＯＡＨＴｒｅｎｄ ０．２１ ＣＬＭ４．０Ｔｒｅｎｄ ０．３２

ＶＩＣＴｒｅｎｄ ０．２５ ＦＭＴｒｅｎｄ ０．３３

ＣＬＭＴｒｅｎｄ ０．２７ ＣＳＲＭＴｒｅｎｄ ０．３９

３．２．２　长江流域水储量变化时间序列对比分析

图６显示了长江流域不同泄露误差校正方法恢

复结果得到的水储量变化时间序列．不同泄露误差

校正方法恢复结果与ＣＳＲＭ 数据相比周年相位一

致性较好，但周年振幅具有明显差异，表明尺度因子

法和迭代恢复法主要改变水储量变化时间序列的周

年振幅，而对水储量时间序列的周年相位影响较小．

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泄露误差校正方法恢复结果的

差异，本文计算了长江流域水储量变化时间序列的

周年振幅和长期趋势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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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长江流域不同泄露误差校正方法恢复的ＴＷＳ时间序列

Ｆｉｇ．６　ＴＷＳ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ａｋａｇｅｅｒｒ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图７　长江流域不同泄露误差恢复方法恢复的ＴＷＳ周年振幅和长期趋势

（ａ）周年振幅；（ｂ）长期趋势．

Ｆｉｇ．７　Ａｎｎｕａｌ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Ｗ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ａｋａｇｅｅｒｒｏｒ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ａ）Ａｎｎｕａｌ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ｂ）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ｒｅｎｄｓ．

　　图７显示了长江流域不同泄露误差校正方法恢

复的水储量变化长期趋势和周年振幅，可以得出

ＣＳＲＳＨｃ数据的周年振幅和长期趋势处于较低水

平，存在信号泄露现象．泄露误差校正后，周年振幅

和长期趋势均得到增强，信号泄露得到一定程度上

的恢复．在周年振幅上，ＴＷＳＷＧＨＭ、ＣＳＲＭ数据

校正结果小于ＣＳＲＳＨｃ数据，ＧＬＤＡＳ水文模型和

ＣＬＭ４．０尺度因子校正结果均明显大于ＣＳＲＳＨｃ

数据．因为ＧＲＡＣＥ原始观测数据模拟的 ＴＷＳ在

精细的空间比例上不敏感（ＬａｎｄｅｒｅｒａｎｄＳｗｅｎｓｏｎ，

２０１２），而ＣＳＲＭ和ＣＳＲＳＨｃ主要受ＧＲＡＣＥ卫星原

始观测数据约束，因此 ＣＳＲＭ、ＣＳＲＳＨｃ和基于

ＦＭ法恢复的周年振幅较小；ＧＬＤＡＳ水文模型模

拟的ＴＷＳ大多数变化发生在次季节与季节的时

间尺度上，因此由模型模拟的ＴＷＳ计算的尺度因

子优化了周年振幅．在长期趋势上，ＷＧＨＭ 模型

计算的尺度因子降低了 ＣＳＲＳＨｃ数据的长期趋

势；ＦＭ法、ＣＬＭ４．０尺度因子、ＮＳＦＣＭ 尺度因子

和ＧＬＤＡＳ水文模型计算的尺度因子优化了ＣＳＲ

ＳＨｃ数据的长期趋势．其中，ＴＷＳＦＭ（０．３４±

０．０８ｃｍ·ａ－１）、ＴＷＳＣＬＭ４．０数据（０．３４±０．１１

ｃｍ·ａ－１）和ＴＷＳＮＳＦＣＭ（０．２９±０．０９ｃｍ·ａ－１）

较好，更接近于ＣＳＲＭ数据（０．３９±０．０７ｃｍ·ａ－１）

的长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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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的应用

４．１　长江子流域水储量变化对比分析

ＮＳＦＣＭＳＦ尺度因子综合 ＧＬＤＡＳ水文模型

计算的尺度因子校正结果空间分布趋势的优点，避

免了ＣＬＭ４．０ＳＦ、ＦＭ 和 ＷＧＨＭ 校正结果空间分

布趋势不均匀的现象．在长期趋势上，ＮＳＦＣＭＳＦ

尺度因子校正结果虽然低于ＣＬＭ４．０ＳＦ和ＦＭ，但

优于ＧＬＤＡＳ水文模型校正结果计算的长期趋势，

在周年振幅上，ＮＳＦＣＭＳＦ尺度因子校正结果明显

优于ＦＭ和ＣＳＲＭ 的结果．综合考虑，本文以下主

要讨论ＮＳＦＣＭＳＦ尺度因子校正结果．选取ＣＳＲ

Ｍ、ＣＳＲＳＨｃ、ＣＬＭ４．０和ＴＷＳＮＳＦＣＭ模型，进一

步分析ＮＳＦＣＭＳＦ在长江子流域（长江上游和长江

中下游）的校正结果．

图８显示了长江子流域ＣＳＲＭ、ＣＳＲＳＨｃ、ＴＷＳ

ＣＬＭ４．０和ＴＷＳＮＳＦＣＭ模型的水储量时间序列．据

图８可知，长江子流域的ＴＷＳＮＳＦＣＭ和ＴＷＳＣＬＭ４．０

周年振幅明显优于ＣＳＲＳＨｃ的结果，长江上游ＴＷＳ

ＮＳＦＣＭ周年振幅优于ＴＷＳＣＬＭ４．０，长江中下游

ＴＷＳＣＬＭ４．０周年振幅优于ＴＷＳＮＳＦＣＭ．长江

中下游的时间序列相比于长江上游更复杂，季节性

的ＴＷＳ变化更大，这可能与长江中下游季节性地

表水存储变化有关（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ａ）．本文计算

的长江子流域水储量变化长期趋势和周年振幅如表

４所示．长江子流域的长期趋势，ＴＷＳＮＳＦＣＭ 与

ＴＷＳＣＬＭ４．０相比更接近于ＣＳＲＭ 数据．长江上

游ＣＳＲＳＨｃ长期趋势为０．０７ｃｍ·ａ－１，经ＮＳＦＣＭ

ＳＦ尺度因子校正后ＴＷＳＮＳＦＣＭ长期趋势为０．１４

ｃｍ·ａ－１，长期趋势提高了１００％，长江中下游ＣＳＲ

ＳＨｃ长期趋势为０．４０ｃｍ·ａ－１，经ＮＳＦＣＭＳＦ尺度因

子校正后ＴＷＳＮＳＦＣＭ长期趋势为０．４９ｃｍ·ａ－１，长

期趋势提高了２３％，可以得出长江流域水储量上升

趋势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

表４　长江子流域的犜犠犛长期趋势和周年振幅

犜犪犫犾犲４　犔狅狀犵狋犲狉犿狋狉犲狀犱狊犪狀犱犪狀狀狌犪犾犪犿狆犾犻狋狌犱犲狊狅犳犜犠犛

犻狀狋犺犲犢犪狀犵狋狕犲犚犻狏犲狉狊狌犫犫犪狊犻狀

实验模型

长江上游 长江中下游

长期趋势

（ｃｍ·ａ－１）

周年振幅

（ｃｍ）

长期趋势

（ｃｍ·ａ－１）

周年振幅

（ｃｍ）

ＣＳＲＭ ０．３０ ４．２８ ０．５１ ６．３２

ＣＳＲＳＨｃ ０．０７ ５．０５ ０．４０ ３．７１

ＴＷＳＣＬＭ４．０ ０．０９ ５．９９ ０．６６ ５．９８

ＴＷＳＮＳＦＣＭ ０．１４ ６．４９ ０．４９ ４．６４

图８　长江子流域的ＴＷＳ时间序列

（ａ）长江上游；（ｂ）长江中下游．

Ｆｉｇ．８　ＴＷＳ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ｓｕｂｂａｓｉｎ

（ａ）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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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长江流域降水与水储量变化的比较

本文基于ＮＳＦＣＭＳＦ尺度因子校正结果时间

序列与国家气象中心的降水月值数据进行了比较，

如图９所示．可以看出长江流域以及子流域降水主

要集中在５—１０月，降水明显增多时，ＴＷＳＮＳＦＣＭ

水储量变化明显增加，并且滞后降水数据１—２月．

降水数据变化与 ＴＷＳＮＳＦＣＭ 水储量变化一致，

这表明降水是长江流域水储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在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０７年１月长江流域和子流域的水

储量和降水均呈现上升趋势，长江流域水储量上升

趋势为０．２９ｃｍ·ａ－１，降水上升趋势为０．０６ｃｍ·ａ－１；

上游水储量上升趋势为０．１４ｃｍ·ａ－１，降水上升趋

势为０．０３ｃｍ·ａ－１；中下游水储量上升趋势为０．４９

ｃｍ·ａ－１，降水上升趋势为０．１０ｃｍ·ａ－１．从而可以

得出降水的上升趋势主要集中在中下游，这与长江

流域水储量上升趋势主要集中在中下游的特征一

致，进一步验证了降水是长江流域水储量变化的主

要原因．本文也计算了长江流域年降水异常如图１０

所示，由于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５年降水数据不

完整，文中不讨论降水数据不完整的年份．据图１０

可知，多数年份降水量接近或低于多年平均值，但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降水量明显高于多年平

均值，这可能与近年来全球变暖、气候极端事件频发

有关（例如厄尔尼诺等）．结合图９，降水较多的年

份，ＴＷＳＮＳＦＣＭ水储量年际变化明显增多，因此，

长江流域ＴＷＳＮＳＦＣＭ 水储量年际变化特征与降

水的年际变化规律一致．

５　结论

ＧＲＡＣＥ 卫星的出现为研究大尺度区域的

ＴＷＳ变化提供了有效的手段．然而，ＧＲＡＣＥ数据

处理中的泄露误差是反演质量变化的主要限制因

素，传统尺度因子法校正泄露误差依赖水文模型结

果，并且不同的水文模型由于模型的结果以及驱动

数据的差异，导致模型输出结果间也存在一定的差

异．因此，本文提出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旨在综合

多种尺度因子模型提高ＧＲＡＣＥ陆地水储量变化的

准确性．

（１）针对ＧＲＡＣＥ数据在信号处理过程中存在

图９　长江流域降水与ＴＷＳ的时间序列

（ａ）长江流域；（ｂ）长江上游；（ｃ）长江中下游．

Ｆｉｇ．９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Ｗ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ａ）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ｂ）Ｕｐｐ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ｃ）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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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长江流域年降水异常

Ｆｉｇ．１０　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的泄露误差，本文在传统尺度因子法的基础上，根据

水文模型的陆地水储量与 ＧＲＡＣＥＳＨｃ数据的均

方根误差和相关性赋予权重，构建了新型尺度因子

校正法．相比于传统尺度因子法使用单一水文模型

计算的尺度因子，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充分考虑多

种模型与ＧＲＡＣＥＳＨｃ数据一致性和准确性信息，

校正数据处理过程中的泄露误差，恢复真实的水文

信号，从而提高ＧＲＡＣＥ反演区域陆地水储量变化

的准确性．这对于更好地理解区域陆地水储量变化，

进一步认识洪涝灾害以及对区域水资源管理具有重

要意义．

（２）对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在长江流域进行验

证，空间分布趋势上，ＧＬＤＡＳＳＦ和ＮＳＦＣＭＳＦ校正

结果与ＣＳＲＭ相近，而 ＷＧＨＭＳＦ、ＦＭ和ＣＬＭ４．０

ＳＦ校正结果与ＣＳＲＭ相比存在信号恢复不全和过

量恢复现象．ＧＬＤＡＳＳＦ、ＣＬＭ４．０ＳＦ和 ＮＳＦＣＭ

ＳＦ校正结果较好地恢复了区域水储量的周年振幅，

但长期趋势恢复较弱，ＦＭ 方法主要恢复了区域水

储量的长期趋势，相比于尺度因子周年振幅恢复结

果较弱，而ＮＳＦＣＭＳＦ与ＧＬＤＡＳＳＦ相比，长期趋

势优于ＧＬＤＡＳＳＦ校正结果．

（３）基于新型尺度因子校正法校正结果显示，

长江流域、上游和中下游在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１７年

１月水储量呈现上升趋势，分别为０．２９ｃｍ·ａ－１、

０．１４ｃｍ·ａ－１和０．４９ｃｍ·ａ－１，相比于长江流域、

上游和中下游ＣＳＲＳＨｃ上升趋势０．２１ｃｍ·ａ－１、

０．０７ｃｍ·ａ－１和０．４０ｃｍ·ａ－１，分别提高了３８％、

１００％和２３％．长江流域水储量上升趋势主要集中

在中下游．长江流域降水上升趋势为０．０６ｃｍ·ａ－１，

上游降水上升趋势为０．０３ｃｍ·ａ－１，中下游降水上

升趋势为０．１０ｃｍ·ａ－１，降水的上升趋势主要集中

在中下游，这与长江流域水储量上升趋势主要集中

在中下游的特征一致，进而表明降水是长江流域水

储量变化的主要原因．本研究方法对青藏高原冰川

变化亏损信号泄露入长江流域校正结果还存在不足

之处，后期会根据一些实测数据进一步改进本研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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