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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及其天气气候效应：

第三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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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Ｐｈ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ｎＡｓｉ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ｍｏｄｅｌｓ，ｉｔｉｓ

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Γ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ｒ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Ｐ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Ｍ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Ｐ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ｏｖ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ｈｅａｔ，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ｋｉｌｌｆｏｒｒａｉｎｂｅｌ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ｎｓｏｍｅｋｅｙａｒｅａｓｏｆｔｈｅＴＰｃａｎａｌｓ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ｋｉｌｌｆｏ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Ｍｏ

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ＰＥＸⅢ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ａｎｄ

ｒａｄａ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ａｕｇｅｒａｄａ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ｍｅｒｇｅｄ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ｎｉ

ｔｏｒｉｎｇ，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ａｎｄ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ｉｅｌ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摘　要　由于青藏高原（简称高原）是影响中国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关键区，对天气、气候预报有重要影响。因此，中国气

象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共同推动了“第三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ＴＩＰＥＸⅢ）”工作。自２０１３年的预

试验开始，ＴＩＰＥＸⅢ在高原西部狮泉河、改则和申扎新建全自动探空系统，填补了高原西部缺少常规探空站的空白；在高原

中、西部建成土壤温、湿度观测网；实施了高原尺度和那曲区域尺度的边界层观测，那曲多型雷达和机载设备的云降水物理特

征综合观测，高原多站的对流层平流层大气成分观测。在研究成果方面，项目结果指出，在高原中、西部草原、草甸和裸土下

垫面状况下地表热量湍流交换系数和感热通量明显低于过去较早的估计值；高原主体的对流云活动主要不是来自南亚季风

区的向北传播，而可能是局地发展所致；揭示出那曲对流云日变化特征、云宏微观特征以及云中水不同相态之间的转化机制，

提出了夏季高原加热在维持亚洲大气“水塔”中的作用，以及高原加热对亚洲、非洲、北美洲气候的调节作用。在数值预报模

式中，Γ分布比 ＭＰ分布更适合于高原雨滴谱特征，通过改进高原热传导过程参数化方案可以降低模式中高估的地表感热，

并提升模式对中国中、东部雨带的模拟能力；此外，考虑青藏高原关键区信号可以提升中国中、东部降水的预报技巧。ＴＩＰ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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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还带动了地面和高空常规观测、天气业务雷达和风廓线雷达等观测数据加工处理业务技术的发展，提升了中国国家级土壤

湿度、水汽含量等遥感产品和高分辨率多源降水融合产品的质量，促进了气象监测、预报和数据共享业务的发展。

关键词　青藏高原，外场观测，数据加工处理，天气气候机理，数值预报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４０

１　引　言

青藏高原（简称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地形

最复杂的高原，是影响中国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

关键区之一，对亚洲季风及季风区能量和水分循环

有重要影响（叶笃正等，１９７９；Ｌｕｏ，ｅｔａｌ，１９８４；

Ｙａｎａ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Ｗ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２００７；赵平等，

２００１；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ａ；周秀骥等，２００９）。高原上强

烈的上升运动向上输送水汽和污染物，对高原对流

层平流层臭氧和气溶胶浓度变化产生影响（周秀骥

等，１９９５；Ｋ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Ｖｅｒ

ｎ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此外，高原热源变率还与半球尺

度大气环流系统及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紧密相关

（赵平等，２０００；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２；Ｎ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周秀

骥等，２００９；Ｄ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因此，深入研究高

原对亚洲甚至全球天气、气候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

的科学意义，也对提高东亚季风区天气、气候的预测

水平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高原观测站网稀疏，复杂地形和下垫面特征使

观测站的代表性受限制，再加之卫星反演产品在高

原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些都制约着青藏高原气

象学的发展。为了弥补青藏高原地区观测资料不足

的问题，中外科学家开展了多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

试验（表１）。

表１　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情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名称 重点观测内容 时间

第一次青藏高原气象科学试验
地面热量与辐射平衡观测，地面和高空常规气

象要素加密观测
１９７９年５—８月

中日亚洲季风机制合作研究计划
地面热量与辐射平衡观测，边界层观测，冰雪与

冻土过程监测
１９９３—１９９９年

第二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
地面热量辐射平衡观测，边界层观测，地面和高

空常规气象要素加密观测
１９９８年５—８月

全球水分能量循环亚洲季风试验青藏高原陆

面物理过程研究

地面热量、辐射和水分观测，边界层观测，地面

和高空常规气象要素加密观测，云降水特征观

测

１９９８年５—９月

全球协调加强观测计划（ＣＥＯＰ）亚澳季风之青

藏高原试验研究

地面热量、辐射和水分观测，边界层观测，地面

和高空常规气象要素加密观测，云降水特征观

测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

ＪＩＣＡ青藏高原及周边新一代综合气象观测计

划

地面热量平衡观测，边界层观测，大气热源、能

量和水分观测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

　　中国科学院与中央气象局于１９７９年５—８月开

展的第一次青藏高原气象科学试验（ＱＸＰＭＥＸ

１９７９）（Ｔａｏ，ｅｔａｌ，１９８６），推动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高

原气象研究工作。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９９９年３月，在

“中日亚洲季风机制合作研究计划”的支持下，中国

气象局联合中外科学家开展了高原外场观测试验

（陈隆勋，１９９９）。１９９８年５—８月，中国气象局与中

国科学院联合实施了第二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

（ＴＩＰＥＸⅡ）（陈联寿等，１９９９）。１９９８年５—９月，

中日科学家在高原中部开展了“全球水分能量循环

亚洲季风试验青藏高原陆面物理过程研究”

（ＧＡＭＥＴｉｂｅｔ）（王介民，１９９９）。进入２１世纪，在

“全球协调加强观测计划（ＣＥＯＰ）亚澳季风之青藏

高原试验研究”（ＣＡＭＰ／Ｔｉｂｅｔ）和“中国青藏高原

综合观测研究平台（ＴＯＲＰ）”支持下，中国科学院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开展了高原中部的加强期观测试验

研究（马耀明等，２００６；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在日本国

际合作厅（ＪＩＣＡ）项目支持下，中日科学家于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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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实施了“青藏高原及周边新一代综合气象观

测计划”（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ｂ；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尽管以往的外场观测试验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

要国际影响的成果，但是高原（特别是中、西部）观测

站稀疏问题仍然没有被很好解决，高原西部仍然缺

乏大气要素的常规探空观测，高原上空仍然缺乏云

微物理特征及对流层平流层交换过程的直接观测；

同时，高原地区大气再分析资料和多种卫星反演产

品的不确定性也较大（李瑞青等，２０１２；Ｚｈ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Ｓ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于威等，

２０１８），现有的再分析资料由于同化的高原探空资料

非常有限，不同资料所揭示的高原水汽输送特征差

异较大（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这些都使高原区域成

为观测资料最缺乏的地区之一，制约着对高原地气

物理过程和水分循环的认识，特别是关于高原加热

强度的估计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叶笃正

等，１９７９；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阻

碍着正确理解高原加热的天气、气候效应；对青藏高

原上空大气环流系统的活动规律缺乏客观认识，不

清楚高原对流层和平流层物理、化学过程及其影响

程度。因此，现有数值模式在反映高原地气耦合过

程特别是云、降水物理过程及其影响方面存在严重

缺陷（周秀骥等，２００４；吴春强等，２０１１；邱贵强等，

２０１３；胡岑等，２０１４；Ｚｈ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万凌峰等，

２０１７），从而使高原及周边地区成为全球数值预报水

平最低的地区之一。

为了进一步加强青藏高原气象学研究及其成果

在气象业务中的应用，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于２０１３年共同推动了“第三

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ＴＩＰＥＸⅢ）”的立项工

作，并于当年进行了预试验，２０１４年科学试验正式

启动。文中介绍了 ＴＩＰＥＸⅢ的总体目标、外场观

测布局、研究内容、特色以及所取得的阶段性进展。

２　ＴＩＰＥＸⅢ科学试验目标、重点内容及特色

　　ＴＩＰＥＸⅢ是为了构建高原及其周边区域点面

结合的综合观测系统，实现对高原陆面、边界层、对

流层和平流层过程（图１ａ）的地基、空基和天基观

测，以促进资料加工处理技术的发展，提高卫星反演

产品及多源数据融合产品的精度，发展高原复杂地

形下的陆面边界层过程、云降水物理过程及对流

层平流层交换过程的模型及参数化方法，加深高原

影响中国天气、气候的认识。ＴＩＰＥＸⅢ按照“边研

发边应用”的思路，促进研究成果向业务的应用转化

和气象业务技术的发展。

图１　（ａ）青藏高原地气物理过程示意，（ｂ）ＴＩＰＥＸⅢ总体思路

Ｆｉｇ．１　（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ＴＰ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ｂ）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ｄｅａｏｆｔｈｅＴＩＰＥＸⅢ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ＴＩＰＥＸⅢ的计划是依托常

规业务监测系统和已建成的高原外场观测试验站

网，实施有针对性的外场加密观测试验，促进观测资

料质量控制技术、融合技术和区域再分析技术的发

展；利用统计分析、物理量诊断分析和数值模拟方

法，发展适合于高原特色的陆面边界层过程模型、

云辐射和云降水物理过程参数化方案，平流层对

流层交换过程参数化方案，促进数值预报模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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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高原天气气候特征、演变规律及其机理，高原与

下游天气系统的多尺度相互作用规律和机理，高原

系统影响中国灾害性天气的模型和数值预报释用技

术，高原影响中国旱涝的理论和预测方法，促进青藏

高原关键区信号在天气、气候预报业务中的应用

（图１ｂ）。

过去已经开展了２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

（ＱＸＰＭＥＸ１９７９和 ＴＩＰＥＸⅡ），其外场加密观测

集中在青藏高原陆面和边界层，且加密观测期较短

（通常是１ａ）。ＴＩＰＥＸⅢ在总结前２次科学试验经

验的基础上，从陆面边界层观测扩展到陆面—边界

层—对流层—平流层综合观测，从而为深入研究高

原陆气相互作用特征以及发展陆面大气耦合模式

系统提供基础数据。

３　ＴＩＰＥＸⅢ的外场观测布局及进展

考虑到高原地形和下垫面状况的非均匀性以及

观测站的运行保障条件，ＴＩＰＥＸⅢ构建了青藏高原

尺度和区域尺度的加密观测网，并利用多型地基雷

达和飞机观测在高原云降水多发区开展云降水物理

过程的综合加密观测，观测资料的详细信息见表２，

观测资料已经在“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基本资料

服务专题”网站（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ｔｉｐｅｘ）实现共

享。

表２　ＴＩＰＥＸⅢ观测信息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ＴＩＰＥＸⅢ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项目名称 观测内容和时段

高原尺度土壤湿度观测 观测１０、２０、３０、４０和５０ｃｍ深度的土壤湿度；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观测。

区域尺度土壤温、湿度观测
阿里观测网由１７个点组成，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起观测；那曲观测网由３３个点组成，２０１５年８

月起观测；观测２、５、１０、２０和３０ｃｍ深度的土壤温、湿度。

地理剖线流动观测

地物类型，植被覆盖度，土壤介电参数，发射率，大气臭氧总量，大气光学厚度（ＡＯＤ）；

每隔５０—１００ｋｍ设置一个观测点；２０１４年夏季完成“林芝—拉萨—那曲”段；２０１５年夏

季完成“林芝—拉萨—那曲—阿里”段；２０１６年夏季完成“那曲—昌都—波密—林芝—

拉萨”段。

边界层观测系统

观测近地层风向和风速、温度和湿度，风速、温度、水汽和ＣＯ２的三维超声脉动量，地表

空气向上、向下的长波和短波辐射，５、１０、２０、５０和１００ｃｍ深度的土壤温、湿度，５ｃｍ的

土壤热通量，降水。观测点及时段：狮泉河、纳木错、那曲、安多、林芝、理塘、大理和温

江：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班戈、比如、嘉里和聂荣：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０１６年３月；

林周：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加密探空观测（维萨拉便携式

探空系统）

观测对流层的气压、温度、湿度、风向和风速，每天２次（北京时间０８和２０时）；２０１４年

７—８月。

加密探空观测（自动探空系统）
观测对流层的气压、温度、湿度、风向和风速，每天２次（北京时间０８和２０时）；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起，冬季不观测。

云降水物理特征的多型地基

雷达观测

探测雷达回波强度、云回波强度、径向速度、速度谱宽、退偏振因子、相关系数、功率谱密

度函数、温度和水汽廓线、云底高度、边界层高度、雨滴谱、雨量、大气液态水含量；观测

时段２０１４年７—８月，２０１５年７—８月，２０１６年７—８月。

云降水物理特征的机载设备

观测

探测气压，温度，湿度，风向风速，垂直速度，环境温度，云粒子的大小及浓度，云中的水

滴，冰粒子的大小、浓度及形状，降水粒子的大小、浓度、图像，液态水含量，总水含量，积

冰；２０１４年７月。

对流层平流层臭氧、气溶胶和

水汽观测

探测气压，温度，湿度，风，从地面到２８ｋｍ高的水汽廓线，气溶胶后向散射系数，大气

臭氧总量，臭氧垂直分布；观测点及时段：林芝，２０１４年６—７月；狮泉河，２０１６年５—９

月；拉萨、格尔木，２０１６年７—８月。

３．１　陆面边界层特征观测

现有土壤湿度的气象业务观测站主要集中在青

藏高原东部及周边区域。为了提升高原整体的土壤

湿度监测能力，ＴＩＰＥＸⅢ联合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在

青藏高原中、西部４６个观测点（图２ａ），按照中国气

象局业务规范进行观测，从而基本上构建了青藏高

原尺度的土壤湿度观测网。还设计了多个以校验卫

星遥感产品为主要目的的地表温、湿度“多级多尺

度”自动观测网（图２ａ），并已建成那曲和阿里２个

区域网。在观测网建设中，应用了 ＴＩＰＥＸⅢ研发

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冻土环境数据采集器、多尺

度组网观测数据远程管理与实时分析系统和多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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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ａ）土壤湿度观测站分布（红色为中国气象局业务观测站，黑色为４６个新建站，

小方框为用于卫星校验的土壤温、湿度观测网（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

（ｂ）那曲土壤温、湿度校验观测点分布（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

（ｃ）边界层铁塔观测点（紫色星）和大气成分观测点（蓝色三角形为ＴＩＰＥＸⅢ观测点，黑色三角形

为气象业务观测点）分布（蓝色方框为那曲的区域边界层铁塔观测网，黑色虚线框为云降水微

物理特征观测区域，长断线指示着飞机从格尔木机场起飞到那曲观测的飞行线路）

Ｆｉｇ．２　（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ｒｅｄｄｏｔｓａｒｅｆ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ａｒｅｆｏｒｎｅｗｌｙｂｕｉｌ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ｂｏｘｅｓａｒｅｆｏｒ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ｃｏｒｒｅｃｔ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ｂ）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ｉｎＮａｑｕ，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ｔｈｅｓｅｓｉｔｅ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ＰＢ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ｐｕｒｐｌｅｓｔａｒｓ）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ｂｌｕ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

ｆｏｒｔｈｅＴＩＰＥＸⅢ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ｆｏｒ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ｂｌｕｅｓｏｌｉｄｂｏｘｉｓｆｏ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Ｂ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ｎｅａｒＮａｑｕ，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ｂｏｘ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ｆｏｒｃｌｏｕ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ｂｌａｃｋ

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ｌ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ＧｏｌｍｕｄｔｏＮａｑ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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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组网观测数据远程移动监控系统，以适应高寒地

区环境恶劣、观测点分散、人工维护困难等问题；也

利用那曲采集的土壤样本对仪器进行了标定实验，

以保证观测仪器的精度。那曲区域网（约５０ｋｍ范

围）由３３个观测点组成，从２０１５年８月开始观测

（图２ｂ）；阿里区域网由１７个观测点组成，从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开始观测。此外，为了提供更精细的高原地

表特征信息，ＴＩＰＥＸⅢ还设计了地理剖线流动观

测，针对地物类型、植被覆盖度、土壤介电参数、发射

率、大气臭氧总量和大气光学厚度（ＡＯＤ）等进行观

测，采集不同地表类型的土壤样本和草本植被样本

等，其中每隔５０—１００ｋｍ设置一个观测点，保证整

个剖线观测点不少于２０个。２０１４年夏季完成了

“林芝—拉萨—那曲”段的剖线观测，全长１０００多千

米；２０１５年夏季完成了“林芝—拉萨—那曲—阿里”

段的剖线观测，全长５０００多千米；２０１６年夏季，完

成“那曲—昌都—波密—林芝—拉萨”段的剖线观

测。

为了研究陆气相互作用的非均匀性特征，ＴＩ

ＰＥＸⅢ设计了高原尺度和那曲区域尺度的边界层

观测网。其中：高原尺度网由狮泉河、改则、那曲、林

周、林芝、沱沱河、玛曲、理塘、大理和温江１０个多层

边界层铁塔组成（图２ｃ），２个铁塔之间的水平距离

大致为５００ｋｍ，用于分析高原东、西部陆面边界层

结构的差异；区域尺度网建在云、降水多发区的那曲

３００ｋｍ×２００ｋｍ范围内，包括那曲、班戈、纳木错、

安多、聂荣、嘉里和比如７个观测点，用于对比区域

尺度与高原尺度的非均匀性特征，从而深入认识高

分辨率陆面边界层特征及其对中尺度系统的影响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在狮泉河、纳木错、那曲、安多、林芝、理塘、大理和温

江进行了观测，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０１６年３月在班戈、

比如、嘉里和聂荣进行了观测，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在林周进行了观测。

３．２　对流层常规探空加密观测

青藏高原低涡系统生成后经常移出高原并沿着

长江流域（３０°Ｎ附近）移动，对中国中东部天气、气

候产生影响。为了填补在高原西部缺少常规探空观

测站的空白（图３ａ），ＴＩＰＥＸⅢ利用维萨拉便携式

探空系统在２０１４年７—８月沿着３０°Ｎ东西向剖面

的狮泉河、改则和申扎站开展每天２次（北京时０８

和２０时）的常规探空加密观测；在中国气象局支持

下，ＴＩＰＥＸⅢ在狮泉河、改则和申扎气象站新建自

动探空站（图３ｂ），并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起开展每天２

次的加密观测，进入业务试运行，这些新建站与高原

东部的业务站一起初步构成了高原尺度的探空观测

网。此外，为了分析高原—长江流域午后多发的对

流性降水天气形成及发展机理，ＴＩＰＥＸⅢ于２０１５

和２０１６年夏季在青藏高原及其下游地区（４０°Ｎ以

南）的近３９个站（包括狮泉河、改则和申扎）进行１４

时（北京时）常规探空加密观测（图３ａ）。ＴＩＰＥＸⅢ

还设计了高原东南坡贡山、金川和理塘（图３ａ）的探

空加密观测，以获取从印度洋到东亚的水汽通道关

键区的资料。此外，中国气象局成都高原气象研究

所于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５年夏季在四川九龙和金川开展了

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探空加密观测，以获取西南低

涡频发区的探空资料。

３．３　对流层云降水物理特征观测

由于高原中东部是中尺度低涡和对流系统的多

发地区，而高原东南部是孟加拉湾水汽进入中国中

东部地区的必经之路。因此，ＴＩＰＥＸⅢ利用多型地

基特种雷达、机载仪器和多普勒气象业务雷达探测

网，在高原中部那曲、东南部林芝、高原东坡稻城开

展云降水物理特征加密观测（图２ｃ）。２０１４年７—８

月在那曲２００ｋｍ×２００ｋｍ范围内开展了多型地基

雷达和机载设备的云降水微物理特征观测（Ｚｈａｏ，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设计了飞机观测与地基雷达的协同

观测方案（避免多型地基雷达信号对飞机信号的干

扰），飞机与卫星的协同观测方案（选择ＣｌｏｕｄＳＡＴ

或者ＡＴｒａｉｎ系列卫星过境时间开展沿星下点运行

方向的飞机观测），以及飞机在云中的飞行方式（例

如，从云顶螺旋方式下降和随机方式）以使观测数据

能更好指示云的特征。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５日—８月３１

日，ＴＩＰＥＸⅢ联合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在那曲和林芝

开展了多型地基雷达的云降水物理特征观测。

２０１６年７—８月，ＴＩＰＥＸⅢ联合成都高原气象研究

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武汉暴雨研究所以及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和安徽省人工影

响天气办公室，沿着高原东坡—长江下游（包括：四

川稻城、南充、遂宁、九龙、金川，湖北武汉、咸宁、荆

门、仙桃、黄石，江苏南京，安徽寿县、定远等）开展了

多型雷达和探空的协同加密观测。

３．４　大气臭氧、气溶胶和水汽垂直廓线加密观测

强上升运动出现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对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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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气象探空站分布（蓝色三角形为ＴＩＰＥＸⅢ探空加密观测站，红色点、黑色点为

气象业务探空观测站，黑色点也是１４时加密探空观测站），

（ｂ）自动探空系统（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

Ｆｉｇ．３　（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ｂｌｕｅ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ＴＩＰＥＸⅢ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ｒｅｄ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ａ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ｅｓａｔ１４：００ＢＴ，

（ｂ）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

并向北和向西减弱。为了认识高原垂直运动对大气

臭氧、气溶胶和水汽垂直输送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

ＴＩＰＥＸⅢ设计了狮泉河、拉萨、林芝、沱沱河、格尔

木、茫崖和西宁气象站的对流层和低平流层大气气

溶胶、臭氧和水汽加密观测（图２ｃ）。利用气球探空

设备、地基遥感观测仪器等，ＴＩＰＥＸⅢ在２０１４年

６—７月开展了林芝的大气臭氧、气溶胶和水汽加密

观测，在２０１６年支持了狮泉河（５—９月）及拉萨

和格尔木（７—８月）的加密观测（Ｚｈ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ａ）。

４　ＴＩＰＥＸⅢ的理论研究进展

４．１　青藏高原陆面边界层特征

基于ＴＩＰＥＸⅢ观测的高原尺度土壤湿度数

据，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６）指出，表层土壤湿度总体上从高

原西部到四川盆地逐渐减小，其中，高原西部为

０．０５ｍ３／ｍ３，中部为０．１１—０．４６ｍ３／ｍ３，高原东南

部为０．３２—０．４０ｍ３／ｍ３，四川盆地为０．３８ｍ３／ｍ３。

就高原中部而言，各层土壤湿度呈现出显著季节变

化特征，其中７和９月为峰值，１０月开始减小；４月，

０４８　　　　　　　　　　　　　　　　　　　　　　　　　　　　　　　犃犮狋犪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气象学报　２０１８，７６（６）



１０ｃｍ以上土壤湿度有明显日变化特征，其中８—１０

时最低，１９—２０时最大，而７月土壤湿度的日变化

幅度较小；此外，土壤湿度与温度的关系比较复杂，

夏季二者为负相关，１、４和１０月二者为正相关；冬、

春季２０ｃｍ以上的土壤湿度随深度加深而增大，而

夏、秋季土壤湿度则随深度加深而减小（李博等，

２０１８ａ）。

早期的研究通过比较理论公式计算值与珠穆朗

玛峰北坡绒布寺冰雪面和碎石面的观测值，提出高

原地表湍流热量交换系数（犆ｈ）应当在（６—１０）×

１０－３，并采用其平均值８×１０－３来估计高原的地表

感热通量（犛犎）（叶笃正等，１９７９）。之后，Ｙａｎｇ等

（２０１１）取（４—５）×１０－３的犆ｈ值重新估计高原犛犎，

得到高原中部和西部的犛犎 比叶笃正等（１９７９）的

低。最近，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６）用２０１４年夏季 ＴＩＰＥＸ

Ⅲ超声脉动观测资料给出了新的犆ｈ估计，指出高原

中（下垫面以高山草原、草甸为主）、西（以裸土为主）

部各站的犆ｈ主要在（２—４）×１０
－３，比动量交换系数

（犆ｄ）的变化幅度（３—１１）×１０
－３小（表３）；８月高原

中部各站的犛犎 总体上在５—４０Ｗ／ｍ２，平均为１８

Ｗ／ｍ２，而西部为 ４０—７０ Ｗ／ｍ２，平均 ５６ Ｗ／ｍ２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这些结果也比过去的小。此

外，ＴＩＰＥＸⅢ用珠穆朗玛峰、狮泉河、理塘的风廓线

资料和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探空资料等，分析了有

效空气动力粗糙度长度和零平面位移高度特征，指

出高原区域的有效空气动力学粗糙度比局地尺度的

表３　ＴＩＰＥＸⅢ观测的地表动量（犆ｄ；×１０
－３）

和热量（犆ｈ；×１０
－３）湍流交换系数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ＴＩＰＥＸⅢ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ｍｏｍｅｎｔｕｍ（犆ｄ；×１０
－３）

ａｎｄｈｅａｔ（犆ｈ；×１０
－３）（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站名 下垫面状况 犆ｈ 犆ｄ

狮泉河 比较平坦的裸土 ２．４ ９．６

安多 高山草原 ２．４ ２．９

班哥 高山草原 ２．７ ３．４

比如 高山草原 ３．４ １０．１

纳木错 高山草原 ２．２ ３．８

那曲 高山草原 ２．８ ４．４

聂荣 高山草原 ３．２ ３．８

嘉黎 比较平坦的高山草甸 ３．８ １０．５

林芝 高山草甸，灌木和树木很少 ６．０ ８．０

大理 比较平坦的稻田 ４．５ １１．６

温江 平坦的稻田 ４．７ １２．６

大１—２个量级（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并且高原中部区

域网内部的地表感热水平差异明显小于高原东、西

部的差异（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这可能与高原中、西

部更大的气候环境差异有关。

　　青藏高原犛犎 表现出显著日变化特征，其峰值

总体上出现在当地时间１３时，并呈现出从西向东减

小特征，西部峰值可达２００ Ｗ／ｍ２，而中部峰值在

７０—１３０Ｗ／ｍ２，四川盆地不到７０Ｗ／ｍ２；对地表潜热

通量（犔犈）而言，西部日变化峰值仅仅为２０Ｗ／ｍ２，而

高原中部、东南部和四川盆地的日变化峰值在

１５０—２５０Ｗ／ｍ２（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高原地表热

通量的日变化与天气状况关系密切。晴天，犛犎 日

变化明显，且犛犎 日变化大于犔犈；阴雨天气，它们

的日变化较小，且犔犈日变化大于犛犎 日变化；南亚

季风活动可以通过影响当地天气条件来调节地表热

通量的日变化，当南亚季风槽前暖湿偏南气流盛行

在高原东南部时，当地犛犎 和短波辐射的日变化较

小（李娟等，２０１６）。此外，在南亚季风爆发前，青藏

高原主体以感热为主，感热快速上升且呈现出西高

东低的特征，而潜热强度较小；在季风爆发后，高原

感热减弱，潜热迅速增强且呈现出东高西低特征；在

季风消退后，感热与潜热强度相当（韩熠哲等，

２０１８）。

为了估计整个高原区域的地表热通量，ＴＩＰＥＸ

Ⅲ把高原试验和常规气象观测站资料与卫星遥感数

据、边界层模型相结合，估计了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高原

地表热量平衡各分量，评估结果显示该估计值与观

测值很接近，相对误差小于１０％，说明了新方法的

可靠性。图４给出了地表热量平衡各分量的线性趋

势，可以看到：犛犎 总体上呈减弱趋势，而表面净辐

射、犔犈和土壤热通量则呈现出增大趋势（Ｈ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ＴＩＰＥＸⅢ通过对大口径闪烁仪（ＬＡＳ）与涡动

相关仪（ＥＣ）观测的地表热通量进行比较发现，ＬＡＳ

测得的犛犎、犔犈 与ＥＣ的有很强的相关，相关系数

分别为０．８５和０．９０；但同时这两种仪器测量的结

果也存在一些差异，例如，白天ＬＡＳ的犛犎（犔犈）比

ＥＣ的小（大），而夜间则相反；湿季（５—８月，１０月）

ＬＡＳ的犛犎 比ＥＣ的小，干季（４月）ＬＡＳ的犔犈比

ＥＣ的小，在其他月份，ＬＡＳ比 ＥＣ测得的犛犎 和

犔犈 大（徐安伦等，２０１７）。此外，ＴＩＰＥＸⅢ还评估了

多种 大 气 再 分 析 资 料 （ＣＦＳＲ、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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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ＲＡ５５、ＮＣＥＰ１和ＮＣＥＰ２／ＤＯＥ）犛犎 和犔犈 在高原

地区的性能，结果表明：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再分析资料的

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最小，其他４套再分析资料的

误差总体上相当；西部，这些再分析资料的犛犎

ＲＭＳＥ平均为５３Ｗ／ｍ２，最大值为６０Ｗ／ｍ２ 左右；在

高原中部，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犛犎 的ＲＭＳＥ为９Ｗ／ｍ２；在

高原上，各种大气再分析资料的犔犈 总体上比犛犎

有更大的误差（图５）。

图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青藏高原年平均地表通量变化趋势等级显著性

（在９０％置信度；ａ．净辐射通量，ｂ．土壤热通量，ｃ．感热通量，ｄ．潜热通量；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Ｆｉｇ．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９０％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ｌｕｘｖａｒｙ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Ｐ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ａ．ｎｅｔ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ｆｌｕｘ；ｂ．ｓｏｉｌ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ｃ．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ｄ．ｌａｔｅｎｔ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４．２　青藏高原云降水物理过程及局地大气水循环

特征

李博等（２０１８ｂ）给出了用ＴＢＢ定义的对流活动

（ＴＢＢ＜－３２℃）发生频率（定义为对流发生次数／样

本次数），可以看到：高原对流活动主要发生在７—８

月，其中７月超过２１％的时刻有对流活动，并且高

原对流频发区主要位于中部（从申扎到那曲），其中

心明显是独立于南亚季风区的频发中心。气候平均

而言，ＦＹ２Ｅ静止气象卫星的相当黑体亮温（ＴＢＢ）

低于－１５℃的中心没有明显表现出从南亚季风区向

北传到青藏高原中、西部的特征，相反高原东部的

ＴＢＢ低值中心呈现出向南的传播特征，这说明青藏

高原主体的对流活动主要不是由南亚向北移动所

致，反映了青藏高原对流活动的独立性，这可能不同

于Ｄｏｎｇ等（２０１６）所指出的南亚对流风暴可以频繁

向北进入青藏高原西南部的结论。

青藏高原对流云、降水发生发展与局地加热有

密切关系。云雷达资料分析表明：那曲午后强烈的

加热促进了局地对流发展，在１７—１８时（地方时）达

到最强，入夜后降水过程开始减弱并持续至０６时，

之后逐渐消散，上午对流活动较少（图６ａ）；云主要

集中在距离地面４ｋｍ以下和６ｋｍ以上２个层次，

而５ｋｍ高度上云发生频次最低（图６ｂ），大部分对

流云顶高度可达海平面以上１５ｋｍ，深对流云顶高

度在海平面以上１６．５ｋｍ左右（刘黎平等，２０１５；常

等，２０１６；唐洁等，２０１８ａ）；从南亚平原到青藏高

原，平均云顶高度和云底高度总体上呈现出增高趋

势（ＣｈｅｎＹ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ＮＰＰ／ＶＩＩＲＳ卫星反演

的对流云宏微观物理特征进一步显示，高原对流云

底温度约为－５℃，离地面１．８—２．２ｋｍ，对流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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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ａ）在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３１日观测和再分析资料（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ＮＣＥＰ１、ＮＣＥＰ２、

ＣＦＳＲ、ＪＲＡ５５）的日平均地表感热均方根误差，其中ＣＦＳＲ的水平分辨率为

１．８７５°×１．９０５°，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为０．７５°×０．７５°，ＪＲＡ５５为１．２５°×１．２５°，ＮＣＥＰ１为

１．８７５°×１．９０５°，ＮＣＥＰ２为１．８７５°×１．９０５°；（ｂ）同（ａ）但为地表潜热

Ｆｉｇ．５　（ａ）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ｗｉｔｈ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０．７５°×０．７５°，ＮＣＥＰ１ｗｉｔｈ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８７５°×１．９０５°，ＮＣＥＰ２

ｗｉｔｈ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８７５°×１．９０５°，ＣＦＳＲｗｉｔｈ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１．８７５°×１．９０５°，ａｎｄＪＲＡ５５ｗｉｔｈ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２５°×１．２５°）ｆｒｏｍ１

ｔｏ３１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ａｎｄ（ｂ）ｓａｍｅａｓ（ａ）ｂｕｔｆｏ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ｔｅｎｔｈｅａｔｆｌｕｘ

图６　（ａ）２０１４年７—８月Ｃ波段连续波雷达回波的高度时间剖面，其中纵坐标是海平面高度（ｋｍ），

横坐标为时间（地方时）（常等，２０１６）；（ｂ）２０１４年７月５日—８月４日云顶和云底高度的日变化，

其中横坐标为北京时，纵坐标是距地面的高度（ｋｍ）（刘黎平等，２０１５）

Ｆｉｇ．６　（ａ）Ｈｅ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ｂ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ｗａｖｅｒａｄａｒｅｃｈｏｆｒｏｍＪｕｌｙ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

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ｂｏｖｅ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ｓｃｉｓｓａｉｓ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ｔｉ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ｂ）ｄｉｕｒ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ｌｏｕｄｔｏｐａｎｄｂａｓｅｆｒｏｍ５Ｊｕｌｙｔｏ４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

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ｓｃｉｓｓａ

ｉｓｆｏｒ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ｍｅ（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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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在海平面以上１０—１３ｋｍ，其中那曲平均为

１０．５８ｋｍ（岳治国等，２０１８）。很明显，ＴＩＰＥＸⅢ地

基雷达的对流云顶高度（刘黎平等，２０１５）要高于

ＮＰＰ／ＶＩＩＲＳ卫星的结果，也高于Ｌｕｏ等（２０１１）用

ＣｌｏｕｄＳａｔ／ＣＡＬＩＰＳＯ卫星产品得到的高原云顶高度

（平均在１４—１５ｋｍ），而与南亚深对流云顶高度

（１６．３ｋｍ左右）相当（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ＴＩＰＥＸⅢ的研究表明，青藏高原云降水微物

理过程不同于平原地区。例如，飞机观测的云粒子

数据显示，夏季那曲云的负温区含有丰富的较大过

冷云滴，这有利于云中降水粒子的形成；低层云中存

在大量雨滴尺度的过冷水滴（图７ａ），而高层有大量

霰粒子存在（图７ｂ）；直径１０μｍ左右的云滴粒子浓

度一般小于＜１０
２Ｌ－１，明显低于清洁海洋上空的云

滴浓度（１０４Ｌ－１）或轻污染情况下的海洋上空云滴

浓度（１０５ Ｌ－１）（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通过分析

ＮＰＰ／ＶＩＩＲＳ卫星反演产品可以看到，高原对流云内

含水量仅为平原地区的１／３左右；云底凝结核浓度

低（仅为２００—４００ｍｇ
－１），而过饱和度大，明显高于

周边平原地区的情况，这说明高原上云滴凝结增长

速率更快；在高原上，降水启动高度（即达到形成雨

滴的高度）低，为地面以上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而平原地

区为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ｍ，因而高原上更容易形成降水；

此外，高原对流云比平原地区更容易成冰，使得云内

降水粒子以冰相为主（岳治国等，２０１８）。数值模拟

研究进一步指出，高原的云中有高过冷云水含量，主

要分布在０°—－２０℃层，冰晶含量主要出现在

－２０℃ 层以上的高度，在强盛的对流云中，也可出

现在－４０℃以上高度，并且雨水主要依赖降水性冰

粒子的融化过程（唐洁等，２０１８ａ）。高原对流云的这

些微物理特征决定了其降水具有多发、短时、量小、

滴大的特点。

图７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１日飞机观测云粒子特征

（ａ．低层区域（温度在－２．５—－３．５℃）（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

ｂ．高层区域（温度在－１７．９℃））

Ｆｉｇ．７　Ｃｌｏｕ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ａｍｐｌｅｄｂｙ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ｆｌｉｇｈｔｏｎ２１Ｊｕｌｙ２０１４

（ａ．ａｔ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ｗｉｔｈ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２．５－－３．５℃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

ｂ．ａｔ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ｗｉｔ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１７．９℃）

　　在高原上，尽管暖雨过程对降水的直接贡献较

小，但通过暖雨过程形成过冷雨滴的异质冻结过程

对云中霰胚的形成十分重要，这说明暖雨微物理过

程在高原弱对流云降水中起着重要作用（唐洁等，

２０１８ａ；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在弱对流降水时

期，当不包含冰云微物理过程时云水及雨水会增倍，

并且地面降水对云滴凝结过程最为敏感；冷区丰富

的过冷却水在对流云降水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云

降水微物理过程主要以水汽凝结及雪霰粒子凇附过

冷云水过程为主，而冰晶微物理过程以冰晶凝华、冰

雪自动转化为主，这种现象是不同于平原地区的情

况，在平原上对流云中的过冷却水主要与低层水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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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输送过程有关；此外，高原对流降水前期，地面

蒸发的水汽也起着重要作用，并出现水汽供应的自

循环过程；而在对流降水期间，水汽水平输送的峰值

出现时间落后于云中凝结、凝华的峰值时间，这反映

出局地云微物理过程可能先于大尺度平流过程启动

（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青藏高原上的云降水微物理特征与环境气象

条件关系紧密。例如，在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４日那曲低

涡降水初期，低涡前部上升运动深厚，对流发展旺

盛，雨滴能得到更好增长，雨滴谱分布较宽（０．３—

４．９ｍｍ），小雨滴（＜１ｍｍ）占总雨滴数浓度的

８７％，大雨滴（＞２ｍｍ）占总雨滴数浓度的０．３５％，

其数浓度为６５．２７个／（ｍｍ·ｍ３）（图８ａ）；在低涡降

水后期，对流明显减弱，伴随着云顶升高，０℃层亮带

出现在地面以上１．１ｋｍ左右（图８ｂ），表现出层状

云降水特征，在０℃层亮带以上组成降水的云体可

能以冰相为主，０℃层亮带以下则以液相为主；在这

次过程的地形云降水阶段，也主要表现为层状云降

水，雨滴谱分布较窄（０．３—２．１ｍｍ），小雨滴占总雨

滴数浓度比例较大（９２％），而大雨滴占总雨滴的比

例很小，其数浓度很低，仅为０．６９个／（ｍｍ·ｍ３）

（图８ａ）（赵平等，２０１７）。相对平原而言，青藏高原

对流云降水的大雨滴（＞３ｍｍ）较多，在数值模式中

常用的 ＭＰ雨滴谱分布与ＴＩＰＥＸⅢ观测的高原地

区粒子谱特征有较大差异，这说明 ＭＰ分布可能不

适合青藏高原的雨滴谱情况，而Γ分布能够更好拟

合高原地区＜２ｍｍ的粒子谱特征；此外，夏季那曲

降水主要以短时阵性降水为主，绝大多数降水时长

小于１ｈ，且降水强度小，大部分在５ｍｍ／ｈ以下，平

均小时降水量为１．１６ｍｍ（常等，２０１６）。青藏高

原降水的强度结构也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高原东

南部的小时强降水和弱降水均相对偏多，高原东北

部和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小时强降水相对偏多而弱降

水相对偏少，高原西部和北部的强降水和弱降水均

相对偏少（Ｌｉ，２０１８）。

图８　（ａ）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４日那曲低涡降水初期（蓝色）和后期（绿色）以及地形云降水期间（粉色）

的平均雨滴谱（赵平等，２０１７），（ｂ）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４日１４—２４时（北京时）Ｃ波段

连续波雷达的回波反射率时间高度剖面（赵平等，２０１７）

Ｆｉｇ．８　（ａ）Ｔｈｅ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ｒ（ｂｌｕｅ）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ｇｒｅｅｎ）ｓｔａｇｅｓｏｆ

ｌｏｗｖｏｒｔｅｘ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ｔＮａｑｕ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ｏｆ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ｌｏｕｄ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ｐｉｎｋ）ｏｎ

１４Ｊｕｌｙ２０１４（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ｎｄ（ｂ）ｔｈｅｔｉｍｅｈｅｉｇｈ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ｂ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ｗａｖｅｒａｄａｒｅｃｈｏｄｕｒｉｎｇ１４：００－２４：００ＢＴ１４Ｊｕｌｙ２０１４（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数值模拟表明（唐洁等，２０１８ｂ），在那曲地区，

从水汽转化为降水的效率为２０．８％，高于华北、西

北地区的转化率，而接近长江下游地区的水平；此

外，那曲降水的再循环率为１０．９％，这说明尽管来

自局地蒸发的水汽对降水有一定贡献，但是外界输

入的水汽仍然起主要作用；同时，高原中部的降水再

循环率低于以前研究所指出的高原西部４２％的降

水再循环率（郭毅鹏，２０１３）。

ＹａｎＹＦ等（２０１６，２０１８）通过分析ＣｌｏｕｄＳａｔ／

ＣＡＬＩＰＳＯ和ＴＲＭＭ卫星产品指出，夏季高原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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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低层水汽供应不足对云层的厚度和层数有压缩效

应，高原上云体厚度和云顶高度的变化幅度明显小

于其附近陆地和海洋的情况；高原云净辐射效应在

地面以上８ｋｍ高度存在一个厚度约１ｋｍ的强辐

射冷却层，而从地面到７ｋｍ 为强的辐射加热层。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云辐射和水汽含量变

化可以造成气温日较差呈变小趋势，其中云辐射和

水汽的影响是第一位的，而潜热释放的影响是第二

位的，这种变化特征不同于中国东部平原地区的情

况（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４．３　夏季对流层平流层大气垂直廓线特征

图９ａ给出了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７月３１日在林

芝观测的温度、水汽和臭氧的垂直廓线，从图中可以

看到：对流层顶在海平面以上１７ｋｍ左右，最低温

度出现在１７—１９ｋｍ，平均温度为－７６．７℃；水汽含

量从对流层低层的大于１０００×１０－６向上迅速减小，

到对流层顶附近减小到（３—４）×１０－６，之后随高度

升高变化不大；臭氧浓度在近地层较大，向上呈现减

少趋势，１３—１７ｋｍ变化较小，而在平流层低层则呈

现出明显的升高趋势。高原臭氧这种垂直分布特征

图９　（ａ）林芝２０１４年６—７月平均温度（℃；黑色）、臭氧浓度（ｍＰａ；红色）和

水汽浓度（蓝色）的垂直廓线（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ｂ）２０１４年７月８日—

８月３１日改则极地对流层顶高度的时间变化（洪健昌等，２０１６）；（ｃ）与（ｂ）相同，

但是针对热带对流层顶高度（洪健昌等，２０１６）

Ｆｉｇ．９　（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ｌａｃｋ），ｏｚｏｎ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Ｐａ；ｒｅｄ）

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ｌｕｅ）ａｔＬｉｎｚｈｉ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ｎｅ－Ｊｕｌｙ２０１４（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

（ｂ）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ｔｒｏｐｏｐａｕｓｅｈｅｉｇｈｔ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ａｔＧａｉｚｅｆｒｏｍ８Ｊｕｌｙｔｏ

３１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ａｎｄ（ｃ）ｓａｍｅａｓ（ｂ）ｂｕｔｆｏｒ

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ｔｒｏｐｏｐａｕｓｅｈｅｉｇｈｔ（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６４８　　　　　　　　　　　　　　　　　　　　　　　　　　　　　　　犃犮狋犪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气象学报　２０１８，７６（６）



有别于南亚季风区，与印度新德里（２８．３°Ｎ，７７．０７°Ｅ）

比较，林芝的臭氧浓度总体上偏低，二者在１６—

２２ｋｍ 的 平 均 偏 差 是 ３．１ ｍＰａ（Ｚｈ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ａ）。在气候平均上，从热带海洋到北半球中纬

度，对流层中低层的臭氧浓度呈现出升高趋势。由

于林芝的纬度与新德里大致相当，因此高原东南部

对流层中、低层较低的臭氧浓度可能与青藏高原人

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比新德里少有关，因为较少的

污染物不利于光化学反应引起臭氧浓度的升高。在

高原东北部瓦里关地区，夏季对流层低层臭氧浓度

变化主要受２个过程影响，一个是局地的光化学过

程，另一个是来自东亚、欧洲和非洲的远程输送，特

别是在６月高原局地光化学过程的贡献几乎占远程

输送的一半（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夏季青藏高原加热产生的强烈垂直上升运动影

响着臭氧对流层平流层的输送。观测资料分析表

明，夏季青藏高原东南部对流层上层平流层下层平

均温度高于－７８．１５℃（该温度是极地平流层云形成

所必须的最高临界温度），并伴随着较低的水汽浓度

（图９ａ）。在这样的大气温度条件下，类似于极地的

平流层云现象不大可能出现在高原上，即在高原上

消耗臭氧的非均相化学反应可能比较弱，因而对流

层顶附近的非均相化学过程可能不是夏季高原对流

层上层平流层下层臭氧低谷形成的主要机制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而观测到的对流层下层低臭

氧浓度的向上输送（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可以起更重

要的作用。

对流层顶折叠现象是一种有利于平流层对流

层交换的结构，并伴随着双对流层顶现象发生（其中

一个是极地对流层顶高度，另一个是热带对流层顶

高度）。从ＴＩＰＥＸⅢ的新增探空资料可以看到：在

高原西部，极地对流层顶出现在整个雨季，并呈现出

从雨季前期到后期的下降趋势（图９ｂ）；在雨季后

期，对流层顶折叠现象频繁出现，也伴随着热带对流

层顶频繁出现（图９ｃ），这说明雨季后期是高原西部

平流层对流层交换的重要时间窗口。

利用ＴＩＰＥＸⅢ观测资料，ＹａｎＸＬ等（２０１６）评

估了地球观测系统卫星 ＭＬＳ（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Ｌｉｍｂ

Ｓｏｕｎｄｅｒ）水汽和臭氧产品的可靠性，指出：ＭＬＳ水

汽含量在１００ｈＰａ以下总体上偏低，相对偏差在

（－４３±２０）％，而在８３ｈＰａ以上则偏高，相对偏差

为（５．３±４．１）％；ＭＬＳ高估了对流层中层—平流层

的臭氧浓度，相对偏差在１００ｈＰａ以下为（４３．５±

２１．２）％，在１００ｈＰａ以上为（１６．４±９．７）％。这些

结果说明在制做 ＭＬＳ产品时所用算法的参数有缺

陷，还需要用观测结果进行订正和校验。

４．４　青藏高原与东亚和全球天气、气候异常

青藏高原是影响其下游降水天气的“强信号”关

键区，在局地加热强迫下高原低涡和对流系统的发

生、发展及东移对当地和周边降水有重要影响。ＴＩ

ＰＥＸⅢ的研究表明，当高原地表对大气的加热增强

时，低层气流辐合加强，高原低涡活跃，低涡降水增

多，其中夏季高原低涡产生的降水占总降水量的

３０％ —８０％（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高原对流系统对当

地降水的贡献可超过７０％（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此外，高原大气热源的垂直结构也影响着高原低涡

的强度和移动方向，东移类高原低涡产生的强降水

出现在２８°—３５°Ｎ的青藏高原及四川盆地附近，降

水中心表现出纬向分布特征，而非移动性高原低涡

产生的降水主要出现在高原上，所产生的降水量也

较小（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统计分析表明，夏季高原中

东部对流系统发生的频数与华南、西北、华北降水有

显著的负相关，而与长江流域和东北降水有显著的

正相关，高原对流系统对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上游降

水的贡献为３０％—７０％（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除了青藏高原上天气系统影响外，高原东侧四

川盆地、甘南及川北附近也经常有低涡形成、发展和

东移，它们常常造成中国东部地区大范围降水天气

（叶笃正等，１９７９）。ＴＩＰＥＸⅢ通过诊断分析建立了

夏季西南低涡引发四川盆地暴雨过程的多尺度概念

模型（图１０），其主要特征为：在大尺度环流背景上，

高原对流层上层维持着南亚高压，它与高空急流的

共同作用使四川盆地上空出现辐散中心，对流层中

层为东北冷涡后部的高空槽，此时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东退，且强度略有减弱；在对流层低层，７００ｈＰａ

有天气尺度的东西向切变线，８５０ｈＰａ有中尺度西

南涡生成、发展，并且伴随着低空急流加强，在四川

盆地上空形成水汽辐合，这些都为四川盆地降水形

成提供了有利的动力和水汽条件；同时，低涡北侧的

偏东气流在四川西部地形强迫下形成中尺度对流系

统，并向东南移动，此时四川盆地北侧的冷空气侵入

四川盆地，与南侧的暖湿气流交汇，为形成降水提供

了有利的大气不稳定条件（杨舒楠等，２０１６）。夏季

青藏高原东北侧的低涡发展、东移也对下游强暴雨

７４８赵　平等：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及其天气气候效应：第三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　　　　　　　　 　　　　　　　　　



天气有重要影响，例如，在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１日北京强

暴雨过程中，随着高原东北侧低层低涡的发展、东

移，低涡东侧的东南暖湿气流在北京西部地形强迫

下形成中尺度辐合中心，造成暖区强降水天气，此时

上升运动强但比较浅薄，这种暖区暴雨特征不同于

华南的暖区暴雨；之后，当低涡东移到北京附近时，

低涡中心附近的上升运动强且深厚，形成深对流强

降水天气（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冬季，当青藏高原

异常信号东传时，也可以形成下游地区的气旋性环

流，加强中国南方地区的水汽输送和上升运动，从而

产生南方的雨雪天气（马婷婷等，２０１８）。徐祥德等

（２０１５）的研究表明，当翻越青藏高原的中纬度西风

在背风坡下沉时，它在下游地区形成近地层的弱风

 

图１０　夏季西南低涡引发四川盆地

暴雨过程的多尺度概念模型

（橘色实线为２００ｈＰａ南亚高压，深蓝色实线

为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浅蓝色实线为低层冷空气，

绿色实线为低空急流，灰色虚线为低层水汽

辐合区，黑色实线为盆地地形边缘，灰色箭头

为低层水汽输送，黄色区域为高空辐散，

浅绿色区域为强降水落区，深棕色和浅棕色

分别为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杨舒楠等，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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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有助于局地空气污染物的聚集和极端雾、霾事件

发生，使中国中、东部成为雾霾气候的“易受影响地

区”。另外，高原热源强迫的年际变化与中国中、东

部冬季霾的发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在高原热源影

响下东亚冬季风减弱，低层偏南气流加强，大气稳定

度也随之增强，从而有助于霾的频繁发生（Ｘ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因此，在制定中国大气污染调控政策时

有必要考虑青藏高原地形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

响。

　　青藏高原关键区气候信号对当地及周边地区的

气候异常有重要指示意义。例如，高原地面加热场

强度与动态高原季风指数存在超前１—３个月的关

系，当前期２月高原加热偏强时，高原夏季风爆发偏

早，且爆发初期的强度偏强（白彬人等，２０１６）。研究

表明，前冬高原东部大气视热源与次年华南前汛期

入汛时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即当冬季高原东部关键

区大气视热源偏弱时，次年华南前汛期入汛早，反之

亦然。此外，春季高原地表感热与随后的夏季中国

中、东部地区降水存在显著相关，当春季感热偏强

时，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增多，华南降水减少，并且在

原有的仅考虑海温因子的预测模型中如果加入春季

高原感热因子后，预报模型的相关系数从原有的

０．６３提高到０．７５（华南），从０．５２到０．６５（长江中

下游）（李秀珍等，２０１８）。因此，考虑青藏高原关键

区气候异常信号可以提升中国中、东部降水的预测

水平。

青藏高原冰川、雪盖、湖泊和河流的丰富水资源

给亚洲水循环尤其是亚洲主要大江大河提供了水

源，因此青藏高原也被称为亚洲“水塔”。ＴＩＰＥＸⅢ

提出了青藏高原大气“水塔”的维持机制及水分循环

模型，指出高原“中空热岛”驱动来自低纬度海洋上

的水汽在爬升青藏高原南坡的过程中以两个“阶梯

接力”的方式使暖湿气流到达青藏高原上空，并且两

个“阶梯”均呈现出低层辐合和高层辐散的动力结

构，与两个“阶梯”的大气视热源垂直结构相匹配，通

过这种方式，青藏高原大气“水塔”得以维持（Ｘ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近年来，关于青藏高原主体热力作用对周边气

候的影响存在争议，例如：Ｂｏｓｓ等（２０１０）认为喜马

拉雅山及南坡地形抬升的动力作用导致了现代南亚

季风气候特征的形成，而青藏高原主体加热对南亚

季风形成的影响可能很小。实际上这个观点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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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南坡上“感热泵”作用，以及南亚以北接收到更

多的太阳辐射从而不存在冷平流的事实（Ｗ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２；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那么，在现代气

候格局下青藏高原主体加热的变率对气候的影响怎

样？ＴＩＰＥＸⅢ深入研究了青藏高原主体热力强迫

对青藏高原周边以及更大范围气候的影响，指出在

现代气候背景下，夏季青藏高原加热强迫对欧亚—

太平洋中纬度大气纬向环流、青藏高原—印度洋大

气经向环流（图１１ａ）以及东亚和南亚甚至更大范围

的气候有重要的调节作用。Ｗｕ等（２０１６）指出夏季

青藏高原主体加热能够加强亚洲季风区的经向环

流，并产生沿着中纬度西风急流的东传罗斯贝波，调

节着北半球大范围的气候变率。Ｌｉｕ等（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ａ）的研究表明，高原加热异常可以激发出一个

类似于亚洲太平洋涛动（ＡＰＯ）的北半球中纬度遥

相关，该涛动已经被数值预报模式所证实（陈晓龙

等，２０１３）。通过这种涛动，青藏高原调节着亚洲非

洲季风区低压系统、北太平洋和大西洋副热带反气

旋，从而引起非洲、南亚、东亚和北美中纬度的温度和

降水异常（图１１ｂ、ｃ）。Ｎａｎ等（２０１８）指出，夏季高原

加热偏强时，高原上升气流加强，向西在地中海附近

下沉，并激发出非洲的上升气流异常，加强了非洲大

陆的低压系统，伴随着低层从东大西洋到非洲大陆的

西风加强，从而对非洲降水产生影响。夏季青藏高原

加热与其西侧的伊朗高原热力强迫存在相互作用，这

种相互作用对亚洲副热带季风区水汽通量辐合以及

欧亚大陆上空对流层顶和平流层低层冷中心的形成

产生影响（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图１１　（ａ）青藏高原与大尺度大气垂直环流关系的示意（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ｂ），

（ｂ）在ＣＡＭ３大气环流模式中通过改变青藏高原地表植被类型模拟的地表加热异常

对夏季降水（ｍｍ／ｄ；黑点在９０％置信度显著）的影响（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

（ｃ）同（ｂ），但为表面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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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ｂ），（ｂ）ｓｕｍｍ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ｍｍ／ｄ）ｆｏｒ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Ｐ

ｈ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ｏｍａ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ＴＰｓｕｒｆａｃ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ｓｉｎ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Ｍｏｄｅｌｖｅｒｓｉｏｎ３（ＣＡＭ３；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ｅｓａｒｅｆｏｒｖａｌｕ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ｔｈｅ９０％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ａｎｄ（ｃ）ｓａｍｅａｓ（ｂ）ｂｕｔｆｏ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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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ＴＩＰＥＸⅢ的应用研究进展

ＴＩＰＥＸⅢ在观测网建设、数据加工处理技术及

天气、气候预报技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

加密观测站建设和数据处理技术可以为青藏高原的

天气、气候效应研究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持。

５．１　青藏高原加密气象观测站网建设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于２０１４年在高原西

部的狮泉河、改则和申扎建成全自动探空观测站，并

解决了自动探空系统在高海拔恶劣环境运行面临的

若干技术难题，完成了硬件系统、算法仿真软件和放

球系统软件等的升级改造，开发了满足业务使用的

自动探空系统数据格式，编撰了全自动探空系统业

务应用技术手册。运行效果评估表明，这些自动探

空站能够满足业务需要，实现了业务试运行，显著改

善了青藏高原西部缺少常规业务探空站的困境，为

分析高原中、西部天气系统特征和演变规律提供了

基础数据，也促进了中国气象局的地面高空观测一

体化改革工作。

中国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设计并建成了以校验卫

星产品为目的的青藏高原土壤温、湿度“多级多尺

度”自动观测站网，研发了适用于冻土环境的数据采

集系统，从而解决了在冻土环境下野外分散气象站

点观测数据的远程传输问题，该系统促进了高寒地

区观测技术的发展，并获得中国国家发明专利“地理

要素组网观测方法与地理要素观测方法”，中国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冻土环境数据采集器”，以及“多

尺度组网观测数据自动采集与分析系统”和“组网观

测数据采集系统状态移动监测系统”软件著作权。

５．２　气象监测技术及数据产品研发

ＴＩＰＥＸⅢ试验观测数据被应用于中国国家级

气象监测业务产品的评估、校验和订正。中国国家

卫星气象中心利用“多级多尺度”自动观测网数据对

ＦＹ３土壤水分产品的反演方法进行了改进，提高了

反演产品的质量，使反演的土壤水分产品的均方根

误差减小２９．２％，相关系数从原来的０．８６提高到

０．９２。此外，中国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还利用探空资

料，评估和改进了风云气象卫星反演大气可降水产

品的算法，新方法显著提升了青藏高原及邻近地区大

气可降水产品的精度，均方根误差从原来的３９．４ｍｍ

减小到４．５ｍｍ，相关系数从原来的０．２３提高到

０．９７。新算法已经通过业务审批，完成了业务变更，

并投入中国国家级业务运行，正式替换了旧算法。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利用改则、申扎等探

空资料计算大气可降水量，并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ＧＮＳＳ）、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ＭＯＤＩＳ）和ＦＹ３

的大气可降水量进行评估，结果表明用探空资料得

到的可降水量变化与ＧＮＳＳ的有很强的一致性（胡

等，２０１８），并依此改进了ＧＰＳ水汽观测数据的质

量控制算法、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气象观测（ＧＮＳＳ／

ＭＥＴ）的滑动窗口处理技术、天顶总延迟和水汽总

量的质量评估系统，新技术在中国国家级业务数据

处理平台上得到应用，升级后的平台运行稳定，产品

的质量也得到明显提升，其中业务产品的水汽和天

顶延迟反演精度分别从改进之前的２．２ｍｍ 和

１３．９ｍｍ提升到１．４ｍｍ 和８．１ｍｍ。

中国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研制了适用于青藏高原

地面和探空资料的质量控制算法，新探空资料算法

对高原地区错误观测数据的甄别能力更强，减少了

数据误判；基于新算法，建立了探空数据自动质量控

制流程，实现了对探空资料的准实时质量控制，并制

作了质量控制后的“青藏高原地区高空试验观测数

据集”，已通过中国气象数据网平台“青藏高原大气

科学试验基本资料服务专题”为用户提供数据服务。

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在天气雷达质量控制

业务系统中，通过引入径向速度退模糊算法等，提升

了天气雷达业务数据的质量，其中识别地物／超折射

回波的准确率由之前的９３．２５％提高到９５．０３％，完

全识别故障坏 图的 准确 率由 ３６．６２％ 提高到

８８．５７％，识别径向干扰回波的准确率由８３．０７％提

高到９６．６６％；此外，还结合毫米波雷达探测数据、

地面常规观测数据以及风廓线雷达信息，发展了新

的风廓线雷达质量控制算法、质量控制子系统和评

估子系统，质量控制后的数据可靠性较之前提高约

３０％，并实现全网资料的质量控制和新产品的实时

输出。这些都为青藏高原气象学研究提供了更可靠

的雷达产品。

ＴＩＰＥＸⅢ促进了东亚区域多源降水融合技术

以及陆面和大气再分析技术的发展。中国国家气象

信息中心采用概率密度函数匹配法贝叶斯模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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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方法和最优插值方法，研发了地面卫星雷达三

源降水融合方法，制作了中国区域高时、空分辨率

（１ｈ和０．０５°）的降水产品；该方法在站点稀疏区域

总体上要优于单一来源的降水产品质量，相关系数

从单一来源产品的０．３０—０．４０提高到三源融合产

品的０．５，均方根误差从０．８５—１．００ｍｍ／ｈ降至

０．８０ｍｍ／ｈ（潘等，２０１８），新方法已应用于中国

国家级降水融合分析系统中，实现业务试运行。中

国国家气象信息中心还利用高原观测资料对中国气

象局陆面数据同化系统（ＣＬＤＡＳ）输出的土壤温度、

湿度、感热通量、潜热通量等产品进行检验评估，分

析了ＣＬＤＡＳ产品在青藏高原的质量及分布特征，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ＣＬＤＡＳ系统产品质量的改进

试验；同时，还基于ＣＬＤＡＳ系统研制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东亚区域大气驱动场再分析数据集”以及“东亚

区域土壤湿度再分析数据集”，已通过“青藏高原大

气科学试验基本资料服务专题”网站进行数据产品

的共享服务。陈军明等利用中尺度模式 ＷＲＦｖ３及

ＧＳＩ同化系统，研制了东亚区域再分析（Ｈｉｇ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ＨＥＡＲ）原型系统，通

过同化ＴＩＰＥＸⅢ常规加密观测资料、地面和高空

常规业务站观测资料、中国的多普勒雷达基数据以

及ＮＯＡＡ的卫星产品等制作了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水

平分辨率为１２ｋｍ的再分析产品。针对中国区域

的初步评估表明，夏季５００ｈＰａ温度与观测的均方

根误差普遍在１—１．６℃，在青藏高原区域均方根误

差相对较大（图１２ａ）；ＨＥＡＲ与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水平

分辨率为０．７５°）的均方根误差差值普遍较小（在

－０．５—０．５℃）（图１２ｂ），这说明 ＨＥＡＲ再分析原

型系统的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青藏高原

区域，ＨＥＡＲ产品的误差总体上比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的

小，这可能与 ＨＥＡＲ原型系统同化了更多高原加密

探空资料有关。

图１２　（ａ）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３１日５００ｈＰａＨＥＡＲ再分析原型系统的温度产品与

观测的均方根误差（℃）（黑色圆圈为探空站位置），（ｂ）同（ａ），但为 ＨＥＡＲ温度

均方根误差与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０．７５°水平分辨率）均方根误差的差值（℃）

Ｆｉｇ．１２　（ａ）ＴｈｅＲＭＳＥｏｆ５００ｈＰ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ＨＥＡＲ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ｏｍ１ｔｏ３１Ｊｕｌｙ２０１６．Ｂｌａｃｋ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ｒｅ

ｆｏｒ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ｓａｍｅａｓ（ａ）ｂ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ＭＳ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ＨＥＡＲａｎｄ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ｗｉｔｈ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０．７５°）

　　为了推动 ＴＩＰＥＸⅢ数据产品的共享和应用，

中国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构建了高原试验数据共享平

台和服务体系（包括试验数据产品汇交管理系统和

数据目录导航），实现了数据统一管理；搭建了具备

实时访问特性的存储服务，云基础设施平台、敏捷化

应用支撑平台，提供一站式在线数据服务，便利的数

据检索、查询和下载，并基于用户的行为对平台服务

效益进行评估；此外，还建成了“青藏高原大气科学

试验基本资料服务专题”网站，成为获取ＴＩＰＥＸⅢ

数据的官方途径。

１５８赵　平等：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及其天气气候效应：第三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　　　　　　　　 　　　　　　　　　



５．３　天气、气候预测技术发展

在天气预报业务中应用加密观测资料能够帮助

预报员更好地把握天气系统的特征和演变规律。西

藏自治区气象台把狮泉河、改则和申扎加密观测资

料应用到业务预报中，有效填补了西藏西部探空观

测资料的空白，３年多的业务应用效果评估表明：这

些加密站资料对分析和预报高原区域的天气系统、

汛期藏北短时强对流天气以及冬季藏北的大风和强

降温天气都有明显帮助。例如，当使用这些加密探

空观测资料后，一个暖性低涡出现在高原中部（在

３１°Ｎ，８５°Ｅ附近）（图１３ａ），而在去掉加密站资料后，

则分析不出高原低涡系统，在国际最先进的再分析

产品中也分析不出低涡的存在（图１３ｂ）。如果漏掉

对高原低涡系统的分析，会直接影响预报员对低涡

及相关降水天气的预报。此外，四川区域气象中心

把试验加密观测资料引入业务平台进行实时应用，

帮助预报员精细分析和预报低涡、切变线和低压槽

等天气系统的演变特征，促进了区域中心短期天气

预报业务能力的提升。

图１３　（ａ）西藏自治区气象台绘制的２０１７年８月４日０８时５００ｈＰａ高空分析 （“＋”指示新增探空站位置），

（ｂ）同（ａ），但为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再分析资料的位势高度（黑色实线）、温度（彩色）和风（箭头）

Ｆｉｇ．１３　（ａ）５００ｈＰａｗｅａｔｈｅｒｍａｐａｔ０８：００ＢＴ４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７（ｐｌｏｔ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ｏｒｎｅｗ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ｓａｍｅａｓ（ａ）ｂｕｔｆｏｒ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ｌｏｒｓｈａｄｉｎｇｓ），ａｎｄ

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认识天气系统发生、发展规律，建立天气学物理

模型，能够帮助预报员更好地理解天气系统与降水

的配置关系、订正数值预报产品的系统性偏差。例

如，中国国家气象中心把 ＴＩＰＥＸⅢ提出的夏季西

南低涡引发四川盆地暴雨过程的多尺度概念模型

（杨舒楠等，２０１６）应用于汛期业务预报，应用效果的

评估显示：依据该模型可以把数值预报模式预测的

降水落区和强度进行调整，从而提升这类降水落区

和强度的业务预报能力。ＴＩＰＥＸⅢ还利用高原低

涡客观识别方法对高原低涡强度和位置进行订正，

并建立了高原低涡强降水落区和强度的预报方法，

该方法已应用于西藏自治区气象台的业务天气预

报，在帮助预报员认识强降水规律和理清预报思路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统计预报方法在中国气候预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鉴于青藏高原对东亚气候的重要影响，中国国

家气候中心建立了青藏高原大气热源业务监测系

统，并利用前期冬季高原大气视热源和热带太平洋

海表温度，建立了华南前汛期入汛日期的统计预测

模型，已经在中国国家级预测业务中应用，在４ａ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的业务应用中有３ａ预测的华南前

汛期入汛时间偏早或偏晚的结果正确。此外，在长

江中下游和华南的夏季降水预报模型中考虑春季青

藏高原地表感热因子可以提升夏季降水的预报能

力，其中预报模型对华南夏季降水的解释方差从之

前的４０％提高到５６％，对长江中下游降水的解释方

差从之前的２７％提高到４２％（李秀珍等，２０１８），这

说明利用青藏高原关键区信号可以显著提升华南和

长江中下游夏季降水的预测能力。

如何正确刻画青藏高原复杂地形下数值预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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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物理过程特征一直是科研和业务工作亟待解决

的难题。ＴＩＰＥＸⅢ利用试验数据对天气研究与预

报（ＷＲＦ）模式的边界层参数化方案进行评估，发现

该边界层方案对地面温度模拟存在明显的冷偏差

（许鲁君等，２０１８），这种冷偏差也出现在耦合模式比

较计划第５阶段（ＣＭＩＰ５）的模式中（ＣｈｅｎＸＬ，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Ｚｈｕｏ等（２０１６）的研究表明，改进青藏高

原区域的热传导过程参数化方案可以明显降低模式

中被高估的地面加热和低估的地面温度，提升模式

对中国中、东部降水的模拟性能。中国科学院大气

物理研究所发展了新一代有限体积方法的大气环流

模式（ＦＡＭＩＬ）的对流方案，该“大气环流模式

ＦＡＭＩＬ显式对流降水系统”方案获得中国国家版

权局软件注册权，已应用于高分辨率的ＦＡＭＩＬ２

大气环流模式和灵活全球海陆气耦合系统的格点版

本２（ＦＧＯＡＬＳｆ２）海气耦合模式中；Ｌｉ等（２０１７）评

估了改进后模式的计算性能。高原试验的飞机观测

数据还被应用于改进该模式中云的夹卷混合参数化

方案。

研究表明，数值预报模式水平分辨率的提升可

以使模式中的定常经向涡动流以及水汽输送得到加

强，从而提升东亚季风雨带的模拟技巧（Ｙ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因此，改进ＦＧＯＡＬＳｆ２后的模式（２５ｋｍ

分辨率）也使得模拟的青藏高原降水特征与高分辨

率卫星产品的特征更加一致（图１４），初步解决了高

原南坡虚假降水问题，同时也提升了对热带辐合带

和热带低频振荡的模拟性能（图１５）。ＦＧＯＡＬＳｆ２

模式预测系统已被应用于中国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

预报中心的“集合气候预测系统”以及中国国家气候

中心的“中国多模式集合预测系统”，促进了数值预

报技术的发展。

　　考虑到青藏高原天气系统对下游天气的影响以

及高原东坡地形对中尺度暴雨预报的重要性，中国

国家气象中心通过在中尺度数值模式中引入高原东

坡区域气象站的海拔高度以及同化高原天气系统多

发地区的地面和高空观测数据，建立了优化高原关

键区初始场的中尺度预报系统（图１６），该系统已实

现实时运行，应用效果表明：对受高原天气系统影响

的暴雨天气过程，该系统所预报的强降水中心更接

近实况，其产品已在中国国家级业务预报中应用，提

升了高原下游地区中尺度暴雨的预报能力。在

ＷＲＦ模式中同化狮泉河、改则和申扎探空资料后，

长江中下游雨带分布特征得到明显改进（图１７）；通

过对２０１５年６—８月的预报试验进行评估可以看

到，在同化这３个加密探空站资料后，长江中下游

４８和７２ｈ预报降水均方根误差不同程度减小，特

别是在青藏高原及邻近地区２４ｈ预报降水量的均

方根误差减小约１１％（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此外，

成都高原气象研究所把试验探空加密观测资料应用

于区域数值天气预报系统，效果评估表明：在同化加

密探空资料后，西南区域平均０—４８ｈ不同等级的

降水预报ＴＳ评分均有提升，特别是对四川和西藏的

图１４　（ａ）ＴＲＭＭ卫星反演的夏季降水，（ｂ）２５ｋｍ分辨率的ＦＧＯＡＬＳｆ２

耦合模式模拟的夏季降水（ｍｍ／ｄ）

Ｆｉｇ．１４　（ａ）Ｓｕｍｍ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ＭＭ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ｎｄ（ｂ）ｓａｍｅａｓ（ａ）ｂｕｔｆｏｒ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ＧＯＡＬＳｆ２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ａ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２５ｋｍ（ｍｍ／ｄ）

３５８赵　平等：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及其天气气候效应：第三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　　　　　　　　 　　　　　　　　　



图１５　（ａ）２５ｋｍ分辨率ＦＧＯＡＬＳｆ２耦合模式模拟的年平均降水（ｍｍ／ｄ）；

（ｂ）ＦＧＯＡＬＳｆ２模拟的２０—１００ｄ滤波降水量对热带西太平洋（５°Ｓ—５°Ｎ，

１３０°—１５０°Ｅ）区域平均降水回归值的时间经度剖面，（ｃ）ＴＲＭＭ卫星

的年平均降水（ｍｍ／ｄ），（ｄ）与（ｂ）同，但是为ＴＲＭＭ降水

Ｆｉｇ．１５　（ａ）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ｍｍ／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ＧＯＡＬＳｆ２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ｏｄｅｌ

ａｔａ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２５ｋｍ；（ｂ）ｔｉｍ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００ｄ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ＧＯＡＬＳｆ２ｒｅｇｒｅｓｓ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ｅａｎ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ｏｖｅｒ

（５°Ｓ－５°Ｎ，１３０°－１５０°Ｅ）；（ｃ）ＴＲＭＭ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ｍｍ／ｄ），

ａｎｄ（ｄ）ｓａｍｅａｓ（ｂ）ｂｕｔｆｏｒＴＲＭＭ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图１６　青藏高原初始场优化中尺度预报系统流程

Ｆｉｇ．１６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ｉｎｉｔｉａｌｆｉｅｌｄｆｏｒｔｈｅＴＰ

４５８　　　　　　　　　　　　　　　　　　　　　　　　　　　　　　　犃犮狋犪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气象学报　２０１８，７６（６）



图１７　（ａ）２０１５年６月８日２４ｈ观测降水量（ｍｍ）；　　　　

（ｂ）同（ａ），但是针对 ＷＲＦ模式未同化狮泉河、　　　　

改则和申扎加密探空资料的预报降水量；（ｃ）同　　　　

（ｂ），但是同化了３个加密探空资料的预报降水量　　　　

Ｆｉｇ．１７　（ａ）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２４ｈ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ｍｍ）　　　　

ｏｎ８Ｊｕｎｅ２０１５；（ｂ）ｓａｍｅａｓ（ａ）ｂ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ｂｙｔｈｅＷＲＦ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ａａｔＳｈｉｑｕａｎｈｅ，Ｇａｉｚｅ，　　　　

ａｎｄＳｈｅｎｚｈａ；ａｎｄ（ｃ）ｓａｍｅａｓ（ｂ）ｂｕｔｗｉｔｈ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ａ　　　　

ａｔＳｈｉｑｕａｎｈｅ，Ｇａｉｚｅ，ａｎｄＳｈｅｎｚｈａ　　　　

２４ｈ降水预报效果更明显，从而促进了西南区域气

象中心数值天气预报业务能力的提升（李跃清等，

２０１６）。

６　结论与展望

自２０１３年预试验开始至今，ＴＩＰＥＸⅢ充分利

用现有和正在建设的青藏高原气象观测业务系统，

合理布局观测站点和协调观测设备，实施了以青藏

高原中西部为重点的陆面边界层、云降水物理过

程、对流层平流层大气成分交换的综合观测试验，

深入研究了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及其对天气、气候的

影响机理，并在天气气候预报业务的应用中取得了

显著进展，主要包括：

（１）在高原西部狮泉河、改则和申扎新建全自

动探空系统，并实现业务试运行，填补了高原西部缺

少常规探空站的空白；新建探空站观测资料对分析

和预报高原天气系统、强对流、寒潮大风和降温有明

显帮助；同化新增探空资料可以明显提升中尺度模

式对高原—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带的预报能力，减小

青藏高原及邻近地区的２４ｈ预报降水量均方根误

差；这些探空资料的应用也可以显著提升卫星反演

大气可降水产品、ＧＰＳ水汽总量产品以及东亚区域

再分析产品在高原区域的质量。

（２）基于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在冻土环

境下的土壤温、湿度数据采集系统，在高原中、西部

建成土壤温、湿度“多级多尺度”自动观测网，并获得

中国国家发明专利、中国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

著作权，促进了高寒地区土壤温、湿度自动观测技术

的发展；这些试验数据在ＦＹ３反演产品的评估、校

验和订正中的应用可以显著提高卫星业务产品的质

量。

（３）边界层超声脉动观测数据显示，在高原中、

西部草原、草甸和裸土下垫面状况下地表热量湍流

交换系数（犆ｈ）在（２—４）×１０
－３，明显低于过去基于

理论计算以及在珠穆朗玛峰北坡绒布寺冰雪面和碎

石面观测的犆ｈ估计值，地表感热通量也明显小于以

往的估计值；在数值预报模式中，改进高原热传导过

程参数化方案可以明显降低模式中被高估的高原地

表感热，并提升模式对中国中、东部降水的模拟能

力。

（４）云降水物理特征的直接观测和理论研究

揭示了那曲对流云日变化特征，独特的云宏、微观特

征，雨滴谱分布特征，以及云中水不同相态之间的转

化机制；数值模式中常用的 ＭＰ雨滴谱分布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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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青藏高原的雨滴谱特征，而Γ分布更适合于刻画

高原的情况；就气候平均而言，青藏高原主体的对流

云不是来自南亚季风区的向北传播，而可能是局地

发展起来的；观测资料的应用可以改进云降水夹卷

混合机制参数化方案；与较低分辨率模拟结果相比，

２５ｋｍ分辨率的立方球面网格ＦＡＭＩＬ气候模式提

升了对青藏高原南坡降水以及热带辐合带和热带低

频振荡的模拟能力。

（５）深入认识了夏季青藏高原低压系统发展和

东移对下游暴雨天气的影响，夏季青藏高原加热维

持亚洲大气“水塔”的机制，以及青藏高原加热对亚

洲、非洲、北美洲气候的调节作用；夏季西南低涡引

发四川盆地暴雨过程的多尺度概念模型以及高原低

涡客观识别方法的应用可以提升低涡和降水的业务

预报能力；考虑青藏高原关键区加热信号可以明显

提升中国华南前汛期入汛日期以及中国中、东部夏

季降水的预测技巧。

总之，ＴＩＰＥＸⅢ通过实施青藏高原陆面边界

层对流层平流层大气综合观测试验极大改善了高

原西部气象探空站网以及高原尺度和区域尺度的土

壤温、湿度观测站网布局，揭示了高原陆面边界层

对流层平流层过程的物理特征、高原区域大气水分

循环特征以及它们与大气环流系统的关系，深入认

识了高原地气物理过程对东亚区域甚至更大范围

的大气环流和天气、气候的影响，促进了国家级常规

地面和探空观测资料以及天气业务雷达和风廓线雷

达数据的质量控制业务技术发展，提升了国家级卫

星、ＧＰＳ遥感大气水汽产品和高分辨雷达卫星地

面降水数据融合产品的质量，促进了气象监测、预报

和数据共享业务的发展，为改进数值预报模式和提

高天气、气候预报技巧提供了新思路。ＴＩＰＥＸⅢ也

有助于推进青藏高原暖湿化背景下气象环境的地面

观测站网和卫星遥感监测建设，为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开展重大研究计划“青藏高原地气耦

合系统及其全球气候效应”以及认知青藏高原暖湿

化的发展态势、归因及其对区域生态环境、水资源可

能产生的影响提供新的数据支持。

后续的ＴＩＰＥＸⅢ试验将把重点放在青藏高原

中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开展陆面边界层对流层

平流层综合观测，发展新的多源观测数据的加工处

理技术，加强试验资料在数值预报模式发展中的应

用，提升数值预报模式在青藏高原地区的性能；深入

研究高原不同区域以及高原整体陆气相互作用机

理及其对对流组织化的影响，以及青藏高原关键区

信号对中国天气、气候预测的影响；继续推进科学试

验数据的共享，为青藏高原的原创研究提供基础数

据支持；今后也需要进一步加强青藏高原地区的气

象、水文、生态和环境综合监测系统和数据共享建设

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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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及ＴＩＰＥＸⅢ领导小组、专家指导组和参与单位对

科学试验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科学试验实施组成员及广大

参与试验的科技人员的大力支持；感谢科学试验项目办公室

成员的努力工作。

参考文献

白彬人，胡泽勇．２０１６．高原热力作用对高原夏季风爆发的指示意

义．高原气象，３５（２）：３２９３３６．ＢａｉＢＲ，ＨｕＺＹ．２０１６．Ｉｎ

ｄ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Ｘｉｚａｎｇ

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ｏ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ｅｔｅ

ｏｒ，３５（２）：３２９３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常，郭学良．２０１６．青藏高原那曲地区夏季对流云结构及雨滴谱

分布日变化特征．科学通报，６１（１５）：１７０６１７２０．ＣｈａｎｇＹ，

ＧｕｏＸＬ．２０１６．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ｃｌｏｕｄ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

ｔ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ｓｕｍｍｅｒｔｉｍｅａｔＮａｑｕｏｖｅｒ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

ｎｅｓｅＳｃｉＢｕｌｌ，６１（１５）：１７０６１７２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晓龙，周天军，邹立维．２０１３．夏季亚洲太平洋涛动的耦合模式

模拟．气象学报，７１（１）：２３３７．ＣｈｅｎＸＬ，ＺｈｏｕＴＪ，ＺｏｕＬ

Ｗ．２０１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ｓｃｉｌｌａ

ｔｉｏｎｉｎｂｏｒｅａｌｓｕｍｍｅｒａ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ＡＳＧ／ＩＡＰ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ＦＧＯＡＬＳ＿ｇｌ．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ｉｃａ，７１（１）：２３３７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郭毅鹏．２０１３．近４０年青藏高原地区水汽循环变化特征研究［Ｄ］．

兰州：兰州大学．ＧｕｏＹＰ．２０１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ｙｃｌ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Ｘｉｚａｎｇ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Ｌａｓｔ４０Ｙｅａｒｓ

［Ｄ］．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ａｎｚｈｏ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韩熠哲，马伟强，马耀明等．２０１８．南亚夏季风爆发前后青藏高原

地表热通量的长期变化特征分析．气象学报，７６（６）：９２０９２９．

ＨａｎＹＺ，ＭａＷＱ，ＭａＹ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ｂｅ

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ｎ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ｎｓｏｏｎ．

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ｉｃａ，７６（６）：９２０９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洪健昌，郭建平，杜军等．２０１６．西藏改则地区雨季上对流层／下平

流层大气垂直结构观测研究．气象学报，７４（５）：８２７８３６．

ＨｏｎｇＪＣ，ＧｕｏＪＰ，Ｄｕ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

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ＧａｉｚｅｏｆＴｉｂｅ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ｉｎｙｓｅａｓｏｎ．Ａｃｔａ

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ｉｃａ，７４（５）：８２７８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胡，曹云昌，尹聪等．２０１８．青藏高原大气可降水量单站观测对

比分析．气象学报，７６（６）：１０２９１０３９．ＨｕＨ，ＣａｏＹＣ，Ｙｉｎ

６５８　　　　　　　　　　　　　　　　　　　　　　　　　　　　　　　犃犮狋犪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气象学报　２０１８，７６（６）



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ｉｎ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ｉｃａ，７６（６）：１０２９１０３９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胡岑，姜大膀，范广州．２０１４．ＣＭＩＰ５全球气候模式对青藏高原地

区气候模拟能力评估．大气科学，３８（５）：９２４９３８．ＨｕＱ，

ＪｉａｎｇＤＢ，ＦａｎＧＺ．２０１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ＭＩＰ５ｍｏｄｅｌｓｏｖｅｒ

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３８（５）：９２４

９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博，张淼，唐世浩等．２０１８ａ．基于组网观测的那曲土壤湿度不同

时间尺度的变化特征．气象学报，７６（６）：１０４０１０５２．ＬｉＢ，

ＺｈａｎｇＢ，ＴａｎｇＳ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ｏｖｅｒＮａｇｑｕ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ｃａ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

ｒｙ．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ｉｃａ，７６（６）：１０４０１０５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博，杨柳，唐世浩．２０１８ｂ．基于静止卫星的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

夏季对流的气候特征分析．气象学报，７６（６）：９８３９９５．ＬｉＢ，

ＹａｎｇＬ，ＴａｎｇＳＨ．２０１８ｂ．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ｍ

ｍｅｒ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ｇｅｏｓｔａ

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ｉｃａ，７６（６）：９８３９９５（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李娟，李跃清，蒋兴文等．２０１６．青藏高原东南部复杂地形区不同

天气状况下陆气能量交换特征分析．大气科学，４０（４）：７７７

７９１．ＬｉＪ，ＬｉＹＱ，ＪｉａｎｇＸＷ，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ｌ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ｖ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ｒｅａ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ｙｎｏｐｔｉｃ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４０（４）：７７７７９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瑞青，吕世华，韩博等．２０１２．青藏高原东部三种再分析资料与

地面气温观测资料的对比分析．高原气象，３１（６）：１４８８１５０２．

ＬｉＲＱ，ＬｖＳＨ，ＨａｎＢ，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２ｍｈｅｉｇｈ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ｒｅ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Ｘｉａｎｇ

Ｐｌａｔｅａｕ．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ｅｔｅｏｒ，３１（６）：１４８８１５０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秀珍，唐旭紫，李施华等．２０１８．春季青藏高原感热对中国东部

夏季降水的影响和预测作用．气象学报，７６（６）：９３０９４３．ＬｉＸ

Ｚ，ＴａｎｇＸＺ，ＬｉＳ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ｎ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ｏｖｅｒ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

Ｓｉｎｉｃａ，７６（６）：９３０９４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跃清，徐祥德．２０１６．西南涡研究和观测试验回顾及进展．气象

科技进展，６（３）：１３４１４０．ＬｉＹＱ，ＸｕＸＤ．２０１６．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ｖｏｒ

ｔｅｘ．ＡｄｖＭｅｔｅｏｒ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６（３）：１３４１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黎平，郑佳锋，阮征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４年青藏高原云和降水多种雷

达综合观测试验及云特征初步分析结果．气象学报，７３（４）：

６３５６４７．ＬｉｕＬＰ，ＺｈｅｎｇＪＦ，Ｒｕａｎ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Ｔｈｅｐｒｅ

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ｏｕ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

ｅａｕ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ｌｏｕｄｓ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

ｖａｖｉｏｕｓｒａｄａｒｓ．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ｉｃａ，７３（４）：６３５６４７（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马婷婷，吴国雄，刘屹岷等．２０１８．青藏高原地表位涡密度强迫对

２００８年１月中国南方降水过程的影响Ⅰ：资料分析．气象学

报，７６（６）：８７０８８６．ＭａＴＴ，ＷｕＧＸ，ＬｉｕＹ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ｏｒｃｉｎｇｏｖｅｒ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ｎｔｈｅｉｃｙｗｅａｔｈｅｒｏｖｅｒ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ａｎｕ

ａｒｙ２００８．ＰａｒｔⅠ：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ｉｃａ，７６（６）：

８７０８８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耀明，姚檀栋，王介民．２００６．青藏高原能量和水循环试验研究：

ＧＡＭＥ／Ｔｉｂｅｔ与ＣＡＭＰ／Ｔｉｂｅｔ研究进展．高原气象，２５（２）：

３４４３５１．ＭａＹＭ，ＹａｏＴＤ，ＷａｎｇＪＭ．２００６．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ｙｃｌｅ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ｈｅ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ＧＡＭ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ＣＡＭＰ／

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ｅｔｅｏｒ，２５（２）：３４４３５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潘，谷军霞，宇婧婧等．２０１８．中国区域高分辨率多源降水观测

产品的融合方法试验．气象学报，７６（５）：７５５７６６．ＰａｎｇＹ，Ｇｕ

ＪＸ，ＹｕＪ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ｅｓ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ｍｅｒ

ｇｅ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ｔ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ｈｉ

ｎａ．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ｉｃａ，７６（５）：７５５７６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邱贵强，李华，张宇等．２０１３．高寒草原地区边界层参数化方案的

适用性评估．高原气象，３２（１）：４６５５．ＱｉｕＧＱ，ＬｉＨ，Ｚｈａｎｇ

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ｉｎＷＲＦｍｏｄｅ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Ａｌｐｉｎ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Ａｒｅａ．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ｅｔｅｏｒ，３２（１）：４６５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唐洁，郭学良，常．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４年夏季青藏高原云和降水微物理

特征的数值模拟研究．气象学报，７６（６）：１０５３１０６８．ＴａｎｇＪ，

ＧｕｏＸＬ，ＣｈａｎｇＹ．２０１８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ｌｏｕｄ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ｏｆ２０１４ｏ

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ｉｃａ，７６（６）：１０５３１０６８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唐洁，郭学良，常．２０１８ｂ．青藏高原那曲地区夏季一次对流云降

水过程的云微物理及区域水分收支特征．大气科学，４２（６）：

１３２７１３４３．ＴａｎｇＪ，ＧｕｏＸＬ，ＣｈａｎｇＹ．２０１８ｂ．Ｃｌｏｕｄｍｉｃｒｏ

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ｂｕｄｇｅｔｏｆａｓｕｍｍｅｒ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ｔＮａｑｕ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ＡｔｍｏｓＳｃｉ，

４２（６）：１３２７１３４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万凌峰，郭栋，刘仁强等．２０１７．ＷＡＣＣＭ３对夏季青藏高原臭氧谷

双心结构的模拟性能评估．高原气象，３６（１）：５７６６．ＷａｎＬ

Ｆ，ＧｕｏＤ，ＬｉｕＲＱ，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ＡＣＣＭ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ｒｅｏｆｏｚｏｎｅｖａｌｌｅｙｏ

ｖｅｒ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Ｘｉｚａｎｇ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ｅｔｅｏｒ，３６

（１）：５７６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介民．１９９９．陆面过程实验和地气相互作用研究：从 ＨＥＩＦＥ到

ＩＭＧＲＡＳＳ和ＧＡＭＥＴｉｂｅｔ／ＴＩＰＥＸ．高原气象，１８（３）：２８０

２９４．ＷａｎｇＪＭ．１９９９．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 ＨＥＩＦＥｔｏＩＭＧＲＡＳＳａｎｄ

ＧＡＭＥＴｉｂｅｔ／ＴＩＰＥＸ．Ｐｌａｔｅａｕ Ｍｅｔｅｏｒ，１８（３）：２８０２９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春强，周天军．２０１１．ＣＦＭＩＰ大气环流模式模拟的东亚云辐射强

迫特征．气象学报，６９（３）：３８１３９９．ＷｕＣＱ，ＺｈｏｕＴＪ．

２０１１．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ｌｏｕ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ｉｎｇｓｏｖｅｒ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ａ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ＧＣＭｓｉｎｔｈｅＣＦＭＩＰ．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ｉｃａ，

６９（３）：３８１３９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５８赵　平等：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及其天气气候效应：第三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　　　　　　　　 　　　　　　　　　



徐安伦，李建，彭浩等．２０１７．洱海湖滨农田下垫面大口径闪烁仪

与涡动相关仪测量的湍流热通量对比分析．高原气象，３６（１）：

９８１０６．ＸｕＡＬ，ＬｉＪ，Ｐｅｎ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ｌａｔｅｎｔ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ｅｓｏｖｅｒ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ＥｒｈａｉＬａｋｅｓｉｄｅｒｅｇ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ｆｒｏｍｌａｒｇｅ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ｃｉｎｔｉｌ

ｌｏ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ｅｄｄｙ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ｅｔｅｏｒ，３６（１）：

９８１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许鲁君，刘辉志，徐祥德等．２０１８．ＷＲＦ模式在青藏高原那曲地区

大气边界层模拟适用性研究．气象学报，７６（６）：９５５９６７．Ｘｕ

ＬＪ，ＬｉｕＨＺ，ＸｕＸ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ＲＦ

ｍｏｄｅｌ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ｉｎＮａｇｑｕａｒｅａｏ

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ｉｃａ，７６（６）：９５５９６７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祥德，王寅钧，赵天良等．２０１５．中国大地形东侧霾空间分布“避

风港”效应及其“气候调节”影响下的年代际变异．科学通报，

６０（１２）：１１３２１１４３．ＸｕＸＤ，ＷａｎｇＹＪ，ＺｈａｏＴＬ，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Ｈａｒｂ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ｒｇ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ｎｈａ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ｄｅｃａｄ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ｈａｚｅ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Ｂｕｌｌ，６０（１２）：１１３２１１４３（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杨舒楠，张芳华，徐臖等．２０１６．四川盆地一次暴雨过程的中尺度

对流及其环境场特征．高原气象，３５（６）：１４７６１４８６．ＹａｎｇＳ

Ｎ，ＺｈａｎｇＦＨ，Ｘｕ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ｓ

ｔｅｍ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ｉｅｌｄｏｆａ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Ｍｅｔｅｏｒ，３５（６）：

１４７６１４８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叶笃正，高由禧．１９７９．青藏高原气象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７８ｐｐ．ＹｅＤ，ＧａｏＹＸ．１９７９．Ｔｈｅ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

ｈａｉＸｉｚａｎｇＰｌａｔｅａｕ．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７８ｐ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于威，刘屹岷，杨修群等．２０１８．青藏高原不同海拔高度感热的年

际和年代际变化特征及其成因分析．高原气象，３７（５）：１１６１

１１７６．ＹｕＷ，ＬｉｕＹＭ，ＹａｎｇＸＱ，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ｄｅｃａｄ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ｈｅａｔａｔ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ｂｏｖｅ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Ｍｅｔｅｏｒ，３７（５）：１１６１１１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岳治国，余兴，刘贵华等．２０１８．ＮＰＰ／ＶＩＩＲＳ卫星反演青藏高原夏

季对流云微物理特征．气象学报，７６（６）：９６８９８２．ＹｕｅＺＧ，

ＹｕＸ，Ｌｉｕ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ＮＰＰ／ＶＩＩＲ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ｃｌｏｕｄ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ｖｅｒ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ｉｃａ，７６（６）：９６８９８２（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赵平，陈隆勋．２０００．青藏高原大气热量源汇在海地气相互作用准

４年振荡中的作用．科学通报，４５（１５）：１６６６１６７１．ＺｈａｏＰ，

ＣｈｅｎＬＸ．２００１．Ｒｏｌｅ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ｈｅａｔ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ｋｏｖｅｒ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Ｘｉｚａｎｇ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ｑｕａｓｉ４ｙｅａｒ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ｍｏｓ

ｐｈｅｒｅ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Ｂｕｌｌ，４６（３）：２４１２４５

赵平，陈隆勋．２００１．３５年来青藏高原大气热源气候特征及其与中

国降水的关系．中国科学（Ｄ辑），３１（４）：３２７３３２．ＺｈａｏＰ，

ＣｈｅｎＬＸ．２００１．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ｈｅａｔ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ｎｋｏｖｅｒ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Ｘｉｚａｎｇ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３５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Ｄ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４４（９）：８５８８６４

赵平，袁溢．２０１７．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４日高原低涡降水过程观测分析．

应用气象学报，２８（５）：５３２５４３．ＺｈａｏＰ，ＹｕａｎＹ．２０１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ｐｌａｔｅａｕｖｏｒｔｅｘ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ｏｎ１４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ＪＡｐｐｌＭｅｔｅｏｒＳｃｉ，２８（５）：５３２５４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秀骥，罗超，李维亮等．１９９５．中国地区臭氧总量变化与青藏高

原低值中心．科学通报，４０（１５）：１３９６１３９８．ＺｈｏｕＸ，ＬｕｏＣ，

ＬｉＷ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ｏｚｏｎｅ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ｏｚｏｎｅｌｏｗｃｅｎｔｅｒｏｖｅｒ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

Ｂｕｌｌ，４０（１５）：１３９６１３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秀骥，李维亮，陈隆勋等．２００４．青藏高原地区大气臭氧变化的

研究．气象学报，６２（５）：５１３５２７．ＺｈｏｕＸＪ，ＬｉＷＬ，ＣｈｅｎＬ

Ｘ，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Ｓｔｕｄｙｏｆｏｚｏｎ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ｖｅｒ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Ｓｉｎｉｃａ，６２（５）：５１３５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秀骥，赵平，陈军明等．２００９．青藏高原热力作用对北半球气候

影响的研究．中国科学（Ｄ辑），３９（１１）：１４７３１４８６．ＺｈｏｕＸＪ，

ＺｈａｏＰ，ＣｈｅｎＪ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

ｉｃ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Ｄ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５２（１１）：１６７９１６９３

ＢｏｏｓＷＲ，ＫｕａｎｇＺＭ．２０１０．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ｎ

ｍｏｎｓｏｏｎｂｙｏ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ｓｕｓｐｌａｔｅａｕｈｅａｔｉｎｇ．Ｎａ

ｔｕｒｅ，４６３（７２７８）：２１８２２２

ＣｈｅｎＬＳ，ＸｕＸ，ＹｕＳ．１９９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ｉｅｌｄ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ｉｒｌ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ｏｂｓ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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