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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结构图（英文）： 

  NPP/VIIRS data of 2013-2017 in summer

AMCC software package

Retrieval Tb, Hb,NCCN,Smax,Wb,D14,Htop,Dcld,Tg,Dtg for 

each 36km*36km grid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verification Tb with TLCL of 

Naqu sounding station

These retrIeval values are averaged over the 0.33°×0.33° 

area (the number of samples must be equal to or larger 

than 10 within this area)

Tb = -5℃
Hb=1100-2200m

Nccn=200-400/mg

Smax=0.7%
Wb≥1.5m/s

Htop=10-13km

Dcld=2500-5000m

The precipitation features of Tibetan Plateau: 

frequent occurrence, short duration, small amount and 

large raindrops.

D14=1500-2000m
Tg= -30℃

DTg=2000-4000m

 

文章结构图（中文）： 

2013-2017年5个夏季NPP/VIIRS卫星数据
NPP/VIIRS卫星云微物理反演软件（AMCC）

反演高原上每个 36 km×36 km格点上的
云底温度、云底高度、云凝结核数浓度、最大过饱
和度、云底上升速度、降水启动厚度、云顶高度、

云厚、晶化温度、晶化厚度等

使用那曲探空站抬升凝结
温度(TLCL)对比验证VIIRS

反演的云底温度(Tb)

反演的云参量在0.33°×0.33°区域求平均
（仅用0.33°×0.33°区域内样本数大于等于10）

Tb = -5℃
Hb=1100-2200m

Nccn=200-400/mg
Smax=0.7%

Wb≥1.5m/s
Htop=10-13km

Dcld=2500-5000m

高原对流云特有的微物理特征导致其降水：
多发、短时、降水量小、滴大

D14=1500-2000m
Tg= -30℃

DTg=2000-4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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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云的优势，能够利用ＮＰＰ／ＶＩＩＲＳ反演对流云的微物理特征。利用 ＮＰＰ／ＶＩＩＲＳ卫星格点对流云云物理自动反演 （Ａｕｔｏ

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Ｃｌｏｕｄｓ，ＡＭＣＣ）软件对高原地区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夏季（６—８月）过境的ＶＩＩＲＳ资料进行了反演，得

到了高原对流云的宏、微观物理特征，并计算了这些物理量在０．３３°×０．３３°格点上的平均值。分析得出如下结论：（１）反演云

底温度（犜ｂ）与那曲探空计算抬升凝结温度（犜ＬＣＬ）线性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８７，均方根误差为３．０℃。（２）高原对流云宏、微观

物理特征为：一是云底冷（犜ｂ 为－５℃），云底离地高度为１８００—２２００ｍ，云内含水量低；二是云底云凝结核数浓度（犖ＣＣＮ）为

２００—４００个／ｍｇ，最大过饱和度（犛ｍａｘ）为０．７％，犖ＣＣＮ少，犛ｍａｘ大，云滴凝结增长速率更快；三是降水启动厚度（犇１４）小，为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雅鲁藏布江流域及藏南地区犇１４约５００—１０００ｍ，更加容易形成降水；四是云顶海拔高度为１０—１３ｋｍ，云厚度

从南部５０００ｍ逐渐减小到北部２５００ｍ，云厚有限；五是晶化温度高，从中部、南部－３０℃到北部－２５℃，加之高原犜ｂ＜０℃，

使得云内降水粒子以冰相为主。（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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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

论进一步深化了对高原夏季对流云的科学认识。

关键词　青藏高原，ＶＩＩＲＳ，云微物理反演，对流云，云底温度，云凝结核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４１２．２７　Ｐ４１２．１５　Ｐ４２６．５
＋１

１　引　言

青藏高原（下称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平

均海拔在４０００ｍ以上，对东亚大气环流、气候变化

及灾害性天气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要影响（Ｗ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夏昕等，２０１６；徐祥德等，２０１５）。由

于其特殊的热力和动力作用，高原夏季对流和雷暴

活动频繁（张鸿发等，２００３）。云的微物理特征（例

如云滴大小、云滴浓度、云形成过程等）是人们认识

云的重要途径。同时，云微物理特征的描述对天气

和气候模式的预测也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青藏

高原地区云微物理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通常对云的观测有遥测和飞机穿云直接

探测。地面遥测方式有激光云高仪、毫米波云雷达、

激光雷达、红外成像仪等。其中激光云高仪和激光

雷达可以准确地获得高分辨的云底离地高度（犎ｂ）

和云顶高度，毫米波雷达的波长更接近云粒子尺度，

可以探测到云内结构（吴罛等，２０１７；张倩等，

２０１６）。卫星探测主要有星载云雷达（ＣｌｏｕｄＳａｔ）和

激光雷达（Ｃａｌｉｐｓｏ），星载云雷达能测量到卫星轨道

下云和气溶胶的垂直分布，但探测范围十分有限（刘

建军等，２０１７；汪会等，２０１１；王宝鉴等，２０１７；张

晓等，２０１５）。对于云凝结核（ｃｌｏｕｄ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ｎｕｃｌｅｉ，ＣＣＮ）数浓度（犖ＣＣＮ）、云滴大小、云滴浓度等

特征量，通常需要搭载探测仪器的飞机穿云探测（王

黎俊等，２０１３）。这些机载云物理探测设备和地基

设备（常等，２０１６；刘黎平等，２０１５）价格高、维护

和标定过程复杂，在观测台站稀疏的高原地区使用

较少。云底高度的观测主要有人工目测法、探空气

球法、云高仪观测等。目测法主观性强、观测不连

续，数据准确性差；探空气球法对人工依赖较强，费

用高；云高仪观测精确，但未普及使用。

气象卫星观测资料具有全球连续覆盖、多时次、

获取及时、便利的优点，广泛地应用于各种云微物理

特征的反演。最近２０年来，卫星的可见光和红外反

演技术已经广泛用来反演云的粒子有效半径（狉ｅ）、液

态水路径、光学厚度、云顶温度（犜ｔｏｐ）和相态等参数。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等（１９９８）利用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资

料反演了对流云温度（犜）和云粒子有效半径（狉ｅ）的

分布特征（犜狉ｅ分析），提出了研究对流云发展和云

９６９岳治国等：ＮＰＰ／ＶＩＩＲＳ卫星反演青藏高原夏季对流云微物理特征　　　　　　　　　　　　　　　　　 　　　　　　　　　



降水物理过程的方法（戴进等，２０１０；刘贵华等，

２０１１ｂ）。这一反演方法也应用于 ＭＯＤＩＳ（Ｒｏｓｅｎ

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ＦＹ３／ＶＩＲＲ（刘贵华等，２０１１ａ）

等卫星的云微物理特征反演和强对流识别（Ｒｏｓｅｎ

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研究。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８日 ＮＰ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ａｒｏｒ

ｂｉｔｉｎｇ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卫星的成功发射，为卫星云微物

理反演提供了新机遇。与 ＭＯＤＩＳ（或ＡＶＨＲＲ）等

传感器相比，ＮＰＰ卫星 ＶＩＩＲＳ （Ｖｉｓｉｂｌｅ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Ｓｕｉｔｅ）传感器热红外通道分辨

率（３７５ｍ）提高了３倍，在精确反演初始及发展阶

段的小对流云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势（Ｈｉｌｌｇ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ｂ）。ＶＩＩＲＳ的５个

３７５ｍ高分辨率通道中心波长分别为０．６４、０．８６５、

１．６１５、３．７４５和１１．４５μｍ，缺少独立的１２μｍ高分

辨率通道，无法使用高分辨率分裂窗（即：１１μｍ与

１２μｍ高分辨率通道的亮温差）计算水汽吸收用于

３．７４５μｍ通道辐射亮温反演云粒子有效半径（狉ｅ）。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等（２０１４ｂ）发展了针对 ＶＩＩＲＳ高分辨率

资料的云微物理反演方法，使得反演对流云云底温

度（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和云底上升气流（Ｚ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ｂ）成为可能。这是对以前１ｋｍ分辨率云

微物理反演能力的新突破，也使反演对流云云底

犖ＣＣＮ成为可能（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ＶＩＩＲＳ资

料也应用于气溶胶在对流云中成冰作用的研究（朱

延年等，２０１５）。

Ｚｈｕ等（２０１４）利用ＶＩＩＲＳ资料的犜狉ｅ分析，发

展了反演对流云云底温度（犜ｂ）和边界层比湿的新

方法。与位于美国南部大平原地面站点２ａ云高仪

和探空资料比较发现，反演的 犜ｂ 标准差仅为

１．１℃；通过 犜ｂ 计算的边界层比湿的误差约为

１０％。以 ＶＩＩＲＳ资料反演的 犜ｂ、云底离地高度

（犎ｂ）及地面气温为基础，Ｚｈｅｎｇ等（２０１５ｂ）发展了

一个反演对流云底上升速度（犠ｂ）的方法，地面激光

雷达检验反演的犠ｂ标准差为０．４１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等（２００２）研究了 犠ｂ 与 犎ｂ 成正比的物理意义。

Ｚｈｅｎｇ等（２０１５ａ）进一步发展了计算犠ｂ 的方法，给

出了犎ｂ和犠ｂ的经验线性关系。地面和船载设备

观测表明，此计算方法普遍适用于边界层对流云，计

算的犠ｂ平均绝对误差为２１％。基于高分辨率ＶＩ

ＩＲＳ资料反演的对流云 犜狉ｅ 廓线，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等

（２０１４ａ）发展了反演对流云底最大过饱和度（犛ｍａｘ）

及ＣＣＮ活化成绝热云滴的方法。通过地基和船载

ＣＣＮ计数器验证，ＶＩＩＲＳ卫星反演的 犖ＣＣＮ误差为

２０％—３０％（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另外一些外

场观测研究也发现，对流云内偏离绝热变化的现象

广泛存在（Ｂｒｅｎｇｕ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Ｍ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这会造成犖ＣＣＮ和绝热云滴数浓度（犖ｄ，ａ）反

演结果的不确定性（Ｍｅｒ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Ｍｉｌｌ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基于以上这些 ＶＩＩＲＳ高分辨率卫星资料在云

微物理反演方法上的持续研究，利用自主研发的卫

星格点对流云云物理自动反演软件，反演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６—８月过境高原的ＶＩＩＲＳ高分辨率

卫星资料，对云物理特征进行格点平均，以获得近５

年夏季高原对流云云物理特征的总体状况，部分弥

补高原地区缺少云微物理仪器观测的不足，深化对

高原区域云物理特征的科学认识。

２　资料和反演方法

２．１　资　料

反演使用０７时（世界时，下同）前后扫描高原区

域的５ｍｉｎ一景的 ＶＩＩＲＳ资料，由 ＮＯＡＡ数据服

务网站（ＣＬＡＳＳ①）提供。为了获得高原夏季平均云

物理特征，本反演使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６—８月的共

计５６９景ＶＩＩＲＳＬ１Ｂ资料。反演中还用到美国环

境预报中心（ＮＣＥＰ）６ｈ间隔１°×１°ＦＮＬ（Ｆｉ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资料的温度、气压和

位势高度廓线作为辅助资料。

２．２　反演方法

在已有卫星云微物理反演研究（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２０１６；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ａ；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５）的基础上，改进云

像元识别算法，增加对流云自动识别功能，开发了

ＮＰＰ／ＶＩＩＲＳ卫星格点对流云云物理自动反演（Ａｕ

ｔｏ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Ｃｌｏｕｄｓ，ＡＭＣＣ）软

件。ＡＭＣＣ软件由云像元识别、狉ｅ 反演、犜ｂ 反演、

对流云识别、犜狉ｅ 分析、犖ＣＣＮ反演和质量控制等模

块组成。ＡＭＣＣ反演方法如下：

众所周知，ＶＩＩＲＳ接收来自云顶附近云粒子反

①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ｏｕ．ｃｌａｓｓ．ｎｏａａ．ｇｏｖ／ｓａ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ｅｌｃ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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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的可见光和发射的红外辐射。为了研究云内的信

息，用一定空间范围内不同发展高度的对流云簇顶

部犜和狉ｅ，近似代替对流云内部不同高度上的犜和

狉ｅ，从而得到这个区域对流云内不同高度上的云物

理特征，即通过各态历经假定进行时、空转换。这种

假设的云物理基础为：在一定空间区域内，大气的温

度、湿度、气压、犖ＣＣＮ和上升气流等环境条件相近，湿

空气上升冷却饱和凝结形成云，这些云簇的云底高

度、云底温度、云底犖ＣＣＮ相近；相似的水汽、犖ＣＣＮ和

动力条件下，不同气块按照绝热上升运动在相同高

度上形成的云粒子大小相近，而对流云可近似为湿

空气块的绝热上升运动，故用对流云簇顶部不同的

犜和狉ｅ 来近似对流云内不同高度上的犜 和狉ｅ。当

然，这个空间范围不能太大和太小，范围太大时会包

含生成环境不相似的对流云，不满足假设条件；范围

太小则每个高度层狉ｅ像元数太少，也就缺少对这个

区域内对流云的代表性（戴进等，２０１０；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

ｅｔａｌ，１９９８）。目前，测试的结果为，使用像元数为

９６×９６（在星下点的分辨率为３６ｋｍ×３６ｋｍ）区域

内的云像元代表这一区域对流云簇，进行对流云簇

的犜狉ｅ分析，得到这个区域内对流云的平均云物理

特征。使用同样的区域和分析方法遍历 ＶＩＩＲＳ数

据，可得到卫星扫描区域的格点化云物理特征。一

系列的飞机穿云观测（Ａｎｄｒｅａ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Ｐｒａｂ

ｈ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Ｂｒａ

ｇ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７）表明，这种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由于地面上行辐射会穿过薄云使反演结果失

真，所以云掩膜方案的目标是剔除薄云，留下地面上

行辐射不能透过的厚云作为研究对象。厚云掩膜方

案的具体做法是：利用辐射传输模式，计算了不同地

表（陆面或海面）反射率、太阳天顶角（犣ｓｏｌ）、卫星天

顶角（犣ｓａｔ）和太阳与卫星相对方位角（犃ｒｅｌ）组合条件

下厚云（云的光学厚度为１０）的０．６４μｍ通道最小

反射率（ρ０．６＿ｍｉｎ），建立ρ０．６＿ｍｉｎ查算表。通过ＶＩＩＲＳ每

个像元的犣ｓｏｌ、犣ｓａｔ、犃ｒｅｌ和下垫面类型，可在ρ０．６＿ｍｉｎ查

算表 中 得 到 这 个 像 元 的 ρ０．６＿ｍｉｎ。如 果 像 元 的

０．６４μｍ 通道反射率（ρ０．６ｈ）大于这个像元的ρ０．６＿ｍｉｎ

就被识别为厚云像元。这个云掩膜方案是对以前厚

云掩膜方案的重要改进。以前的厚云掩膜方案是简

单使用ρ０．６ｈ大于０．４的阈值法，会过度剔除云边界

像元，造成反演的云底温度过冷。改进后的方法与

太阳、卫星的角度等有关，物理意义更为合理。

这些识别为厚云的像元中会包含有上层为薄云

的多层云，这些像元的辐射亮温不能真实反映云顶

信息，可通过分裂窗（高分辨１１μｍ和中分辨１２μｍ

通道的亮温差）的动态阈值剔除这些多层厚云像元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ｂ）。根据这些厚云像元

３．７４５μｍ高分辨率通道的辐射亮温反演３．７４５μｍ

的反射率（ρ３．７ｈ），再利用ρ３．７ｈ、犣ｓｏｌ、犣ｓａｔ、犃ｒｅｌ在已经建

立的狉ｅ 查算表（戴进等，２０１０；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ｅｔａｌ，

１９９０；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２０１４ｂ）中得到狉ｅ。

一般认为，云滴在对流云云底附近核化，随上升

气流开始凝结增长和碰并增长。因此，对流云云底

像元具有最高的温度和最小的狉ｅ。发展阶段对流云

狉ｅ随温度递减而增大的特征可用于识别对流云和非

对流云（Ｌｅｎｓｋ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对识别为对流云的

９６×９６像元区域进行犜狉ｅ 分析，得到对流云犜狉ｅ

廓线和晶化温度（犜ｇ）（戴进等，２０１０；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朱延年等，２０１５）。选取温度最高云像元

的温度作为对流云的犜ｂ（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利用

ＦＮＬ温度和位势高度的垂直廓线线性内插得到

犎ｂ。当云底狉ｅ随着高度升高（温度降低）而增大到

１４μｍ（犜１４）左右时降水过程开始启动（形成雨滴），从

犜ｂ到犜１４之间的距离称为降水启动厚度（犇１４），代表了

降水发生的难易程度（Ｆｒｅｕ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

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选取温度最低的像元

可得到云顶温度（犜ｔｏｐ）和云顶海拔高度（犎ｔｏｐ），犎ｔｏｐ减

去犎ｂ和地面高度可得到云厚（犇ｃｌｄ）。

选取犜狉ｅ廓线云底附近狉ｅ小于２０μｍ（避免云

滴产生明显的碰并过程）的最接近绝热凝结部分反

演绝热云滴数浓度犖ｄ，ａ（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

犖ｄ，ａ＝ＬＷＣａ／Ｍｒｖ，ａ （１）

式中，ＬＷＣａ为气块从犜ｂ开始绝热抬升凝结产生的

绝热水含量，Ｍｒｖ，ａ为绝热云滴质量，Ｍｒｖ，ａ＝
４

３ρ
π狉

３
ｖ，ρ

为水的密度，狉ｖ 为云滴平均体积半径。根据观测结

果，这里取狉ｅ＝１．０８狉ｖ。考虑到实际云底的空气混

合，对流云云底犖ＣＣＮ＝犖ｄ，ａ／１．３（Ｂｒｅｎｇｕｉ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Ｆｒｅｕ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云底最大水汽过饱和度（犛ｍａｘ）计算式为

犛ｍａｘ＝犆犠
３／４
犫 犖

－１／２
ｄ，ａ （２）

式中，犆是与云底温度和云底气压相关的系数（Ｐｉｎ

ｓ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犠ｂ 为云底上升速度，犠ｂ＝

０．０００９犎ｂ（犠ｂ 单位为 ｍ／ｓ，犎ｂ 单位为 ｍ）（Ｚｈ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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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ａ）。

ＡＭＣＣ反演对流云特征的格点分辨率约为

３６ｋｍ×３６ｋｍ（０．３３°×０．３３°），每个格点的对流云

宏微观物理特征量有犜ｂ、犎ｂ、犠ｂ、犛ｍａｘ、犖ＣＣＮ、犇１４、

犜ｔｏｐ、犎ｔｏｐ、犇ｃｌｄ和犜ｇ 等。卫星资料边缘的犣ｓａｔ较大，

这些区域云特征反演结果的精度较低，尤其在背对

太阳一侧且犣ｓａｔ较大的区域受云阴影的影响较大。

为保证反演精度，文中只使用犣ｓａｔ在－２０°—５０°（星

下点左侧为负）范围的资料进行反演。

３　反演结果

３．１　反演云底温度的验证

犜ｂ的反演在 ＶＩＩＲＳ云微物理反演中起非常关

键的作用，犜ｂ的准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如犠ｂ、犛ｍａｘ和

犖ＣＣＮ等物理量反演的准确性。探空资料计算的抬升

凝结高度可以近似看作云底高度。为了验证犜ｂ 反

演结果的可 靠 性，利 用 那 曲 气 象 站（３１．４８°Ｎ，

９２．０６°Ｅ）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夏季０６时第三次青藏高原大

气科学试验加密探空资料计算抬升凝结温度（犜ＬＣＬ），

与时间和位置相对应３７个ＶＩＩＲＳ反演犜ｂ进行对比，

结果见图１。ＶＩＩＲＳ反演犜ｂ 与抬升凝结温度（犜ＬＣＬ）

较为吻合（相关系数为０．８７，均方根误差为３．０℃），说

明ＶＩＩＲＳ反演高原对流云犜ｂ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图１　那曲气象站抬升凝结温度（犜ＬＣＬ）

与ＶＩＩＲＳ反演云底温度（犜ｂ）的对比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ｌｉｆ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犜ＬＣＬ）ｉｎＮａｑｕ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

ｃｌｏｕｄｂａｓｅ（犜ｂ）ｆｒｏｍＶＩＩＲＳ

３．２　反演个例分析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９日０７时０２分的ＮＰＰ／ＶＩＩＲＳ资

料（卫星天顶角－２０°—５０°）的多光谱伪彩色合成（图

２）显示，青藏高原、印度东部和缅甸的大部分区域为

对流云团覆盖（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图２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９日０７时０２分ＮＰＰ／ＶＩＩＲＳ

多光谱ＲＧＢ伪彩色合成

（红：中分辨率０．６μｍ通道可见光反射率，

绿：中分辨率２．２μｍ通道可见光反射率，

蓝：中分辨率１１μｍ通道辐射亮温，

卫星天顶角为－２０°－５０°，伪彩色的

含义参见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等（１９９８））

Ｆｉｇ．２　ＶＩＩＲＳＲＧＢ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ｏｆ

０．６μｍ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ｒｅｄ），２．２μｍ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１１μｍ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ｌｕｅ）ａｔｍｅｄｉｕｍ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ｎ

０７：０２ＵＴＣ１９Ｊｕｎｅ２０１６．

（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ｚｅｎｉｔｈａｎｇｌｅ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ａｎｄ５０°．

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ＲＧＢ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ｉｓ

ａｆｔｅｒ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ＶＩＩＲＳ反演的对流云云底温度（犜ｂ）（图３ａ）与

ＦＮＬ地面２ｍ温度空间线性插值后计算的抬升凝

结温度（图３ｂ）对比可见，反演的海面、陆地和高大地

形等不同下垫面类型的犜ｂ 稳定、可靠。从图３ａ可

见，印度、不丹、孟加拉国、缅甸、泰国等地的对流云

为暖底云，犜ｂ 集中在１０—２５℃。高原地区为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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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青海南部犜ｂ 约为－１０℃，西藏中部为－５℃左

右。拉萨—日喀则一带云底较暖，约为５℃。利用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９日０６时加密探空计算拉萨和那曲气

象站的抬升凝结温度分别为５．３和２．１℃，而０７时

０２分 ＶＩＩＲＳ资料反演这两个站的犜ｂ分别为５．０和

２．０℃，两者一致。

图３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９日０７时０２分ＶＩＩＲＳ反演的对流云云底温度（犜ｂ）和ＦＮＬ地面２ｍ

温度计算的抬升凝结温度（犜ＬＣＬ＿ＦＮＬ）（单位：℃）

（ａ．犜ｂ，ｂ．犜ＬＣＬ＿ＦＮＬ，图中实心彩色小方块的色彩表示犜ｂ和犜ＬＣＬ＿ＦＮＬ的大小）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ｃｌｏｕｄｂａｓ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犜ｂ）ｆｒｏｍＶＩＩＲＳｏｎ

０７：０２ＵＴＣ１９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ｌｉｆ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犜ＬＣＬ＿ＦＮ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ＦＮＬ２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ｎｉｔ：℃）

（ａ．犜ｂ，ｂ．犜ＬＣＬ＿ＦＮＬ，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犜ｂａｎｄ犜ＬＣＬ＿ＦＮＬ）

　　从反演的对流云云底犖ＣＣＮ分布（图４）可见，缅

甸中部 犖ＣＣＮ最高，部分地区超过了２０００个／ｍｇ。

孟加拉国和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犖ＣＣＮ较高，为

１０００个／ｍｇ左右，不丹和高原偏西部 犖ＣＣＮ大部分

为５００ 个／ｍｇ 左右，高原东部 犖ＣＣＮ 很小 （５０—

２００个／ｍｇ），和黄河上游河南县、玛曲地区犖ＣＣＮ的

观测平均值（８．２—８１．３个／ｃｍ３）相当（黄庚等，

２００２），这主要可能与人类活动和污染较少有关。而

拉萨附近犖ＣＣＮ为１０００个／ｍｇ左右。反映出高犖ＣＣＮ

与人口、城市和工业密集区一致的特点。受青海北部

沙尘区影响，南部出现８００—１１００个／ｍｇ高犖ＣＣＮ区。

虽然高原地区没有与此个例对应的犖ＣＣＮ实测值，但

反演的 犖ＣＣＮ分布基本与人们的认知一致，表明了

ＡＭＣＣ具有反演高原对流云微物理特征的能力。

３．３　高原云微物理量统计特征

３．３．１　统计样本数

为了使反演结果具有较好代表性，反演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５个夏季对流云的犜ｂ、犖ＣＣＮ、犛ｍａｘ和

犠ｂ等物理量，对０．３３°×０．３３°区域求平均（仅用样

本数不少于１０的０．３３°×０．３３°区域），作为格点值。

从每个格点上样本数分布（图５）可见，高原西部格

点样本数大部分在２０个以上，高原东部格点样本数

在８０个以上，部分格点超过了１００个。这表明夏季

高原东部对流活跃，北部和西部对流较弱，与许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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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９日０７时０２分ＶＩＩＲＳ反演的

云凝结核浓度（犖ＣＣＮ，单位：个／ｍｇ，其他同图３）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ｕｄ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ｎｕｃｌｅｉ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犖ＣＣＮ，ｕｎｉｔ：ｍｇ
－１）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ｆｒｏｍＶＩＩＲＳｏｎ０７：０２ＵＴＣ１９Ｊｕｎｅ２０１６
（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Ｆｉｇ．３）

测结果一致（常等，２０１６；张晓等，２０１５；傅云飞

等，２０１６）。

３．３．２　高原云底特征

图６为卫星反演云底温度（犜ｂ）和云底离地高

度（犎ｂ）５ａ平均分布。由图６ａ可见，高原犜ｂ 约为

－５℃，标准差４℃左右。其中柴达木盆地 犜ｂ 为

－２℃，高原边缘约为０℃，标准差为４℃；而印度、尼

泊尔和孟加拉等地犜ｂ 为２０—２５℃，标准差２℃，四

川盆地西部犜ｂ 为１８℃，标准差６℃。犎ｂ 特征（图

６ｂ）为：高原中部、南部较高，为１８００—２２００ｍ；雅鲁

藏布大峡谷为１１００ｍ，尼泊尔、不丹一带犎ｂ 最低，

约为７００ｍ；柴达木盆地 犎ｂ 最高，为２５００ｍ；四川

盆地为１５００ｍ左右。这与徐祥德等（２００６）发现高

原夏季平均犎ｂ大于１．５ｋｍ、高于同期平原和盆地

地区犎ｂ 几百米的结论一致。张晓等（２０１５）基于

ＣｌｏｕｄＳａｔ卫星资料得到区域（２９．５°—３５°Ｎ，９０°—

１００°Ｅ）云底海拔高度在６—７ｋｍ；常等（２０１６）使

用云高仪观测那曲地区最低层云的犎ｂ平均为２．３８

ｋｍ，与本研究结果大体相当。

由此可见，夏季高原犜ｂ 约为－５℃，海拨高度

约为６０００ｍ（气压约为５５０ｈＰａ），云底水汽混合比

约为４．６ｇ／ｋｇ；而内陆四川盆地为１８℃，海拨高度

约２０００ｍ（气压约为８５０ｈＰａ），水汽混合比约为

１５ｇ／ｋｇ。即高原对流云水汽含量仅为平原地区的

图５　０．３３°×０．３３°格点样本数分布

（实心彩色小方块的色彩表示样本个数）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ａｔ０．３３°×０．３３°ｇｒｉｄｓ

（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ｓｉｎｓｏｌｉｄｓｑｕａｒ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ｎｕ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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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０．３３°×０．３３°格点平均云底温度（犜ｂ）（单位：℃）和云底离地高度（犎ｂ）（单位：ｍ）

（ａ．犜ｂ，ｂ．犎ｂ，图中实心彩色小方块的色彩表示平均犜ｂ和犎ｂ值）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ｌｏｕｄｂａｓ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犜ｂ，ｕｎｉｔ：℃）

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ｃｌｏｕｄｂａｓｅ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犎ｂ，ｕｎｉｔ：ｍ）ｉｎ０．３３°×０．３３°ｇｒｉｄｓ

（ａ．犜ｂ，ｂ．犎ｂ，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犜ｂａｎｄ犎ｂ）

１／３，且云的离地高度较高，云的主体均在０℃层高

度以上发展，云物理过程以冷云过程为主。相对于

暖底对流云，冷底对流云所凝结的水量较少，会造成

云中的水成物少，释放潜热少，对流不稳定能量相对

较小，雨量、雨强都不大，与傅云飞等（２０１６）高原深

厚弱对流降水平均雨强约１．６ｍｍ／ｈ结论一致。

３．３．３　高原云凝结核浓度（犖ＣＣＮ）和最大过饱和度

（犛ｍａｘ）特征

由于总体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高原云底平均

犖ＣＣＮ为２００—４００个／ｍｇ，标准差约２００个／ｍｇ（图

７），犛ｍａｘ在０．７％左右（图８）。拉萨周边的 犖ＣＣＮ为

５００个／ｍｇ左右，标准差约２６０个／ｍｇ，犛ｍａｘ在０．６％

５７９岳治国等：ＮＰＰ／ＶＩＩＲＳ卫星反演青藏高原夏季对流云微物理特征　　　　　　　　　　　　　　　　　 　　　　　　　　　



左右。雅鲁藏布江流域及藏南地区为犖ＣＣＮ低值区，

为１００—２００个／ｍｇ，标准差１００—２００个／ｍｇ，犛ｍａｘ

为０．８％左右。青海柴达木盆地 犖ＣＣＮ较高，为

５００—８００个／ｍｇ，标准差２００—８００个／ｍｇ，可能与

区域扬沙或沙尘输送有关。沿着印度—尼泊尔—高

原从南向北，随着地势从低到高，犖ＣＣＮ从１０００个／ｍｇ

左右逐渐减小到２００个／ｍｇ左右。

　　高原云底过饱和度明显高于周边平原和盆地

图７　平均云凝结核浓度（犖ＣＣＮ）分布（单位：个／ｍｇ，其他同图６）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ｌｏｕｄ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ｎｕｃｌｅｉ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犖ＣＣＮ，ｕｎｉｔ：ｍｇ－１；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Ｆｉｇ．６）

图８　平均云底最大过饱和度（犛ｍａｘ）分布（单位：％），其他同图６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ｌｏｕｄｂａｓ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犛ｍａｘ，ｕｎｉｔ：％；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Ｆｉｇ．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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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高原中西部犛ｍａｘ为０．８％，北部和东部犛ｍａｘ

略低，在０．６％左右；四川盆地西部犛ｍａｘ约为０．３％。

暖云云滴凝结增长方程为狉
ｄ狉
ｄ狋
＝犌１犛，其中狉为云

滴半径，狋为时间，犌１ 在给定环境中为常数，犛为过

饱和度（约翰·Ｍ．华莱士等，２００８）。由此可知，狉２

与犛成正比，与中国平原地区相比，高原地区大的犛

使云滴具有更快凝结增长速率，云滴更易通过凝结

增长变大，进而更容易开始碰并增长、形成降水。

３．３．４　高原云底上升速度（犠ｂ）

高原对流云云底平均上升速度（犠ｂ）≥１．５ｍ／ｓ

（图９），雅鲁藏布江流域及藏南地区犠ｂ比高原其他

地区略小，约１ｍ／ｓ。青海柴达木盆地犠ｂ 较高，为

２—２．３ｍ／ｓ。高原南侧印度一带的犠ｂ 明显低于高

原，约为１ｍ／ｓ。高原云底上升速度较周围大的原

因可能是与云形成初期凝华释放的凝华潜热较大有

关，因为冷云底再加上较低的环境温度，在云形成初

期，尽管凝结量小，但凝华量较大（王宏等，２００２）。

徐祥德等（２００６）利用声雷达观测发现高原热泡上升

速度异常，垂直速度达１ｍ／ｓ。傅云飞等（２０１６）发

现高原暖顶云降水回波中顶高超过６ｋｍ（环境温度

低于０℃）的比例高，猜测高原浅对流云内上升气流

强，将环境０℃以下的水相粒子和暖空气携带至此

高度以上，在低于０℃环境中形成一暖块。图９中

犠ｂ分布部分验证了这个猜测。

图９　平均云底上升速度（犠ｂ，单位：ｍ／ｓ；其他同图６）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ｌｏｕｄｂａｓｅｕｐｄｒａｆｔ

（犠ｂ，ｕｎｉｔ：ｍ／ｓ；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Ｆｉｇ．６）

３．３．５　降水启动厚度（犇１４）

从对流云平均降水启动厚度（犇１４）的分布（图

１０）可见，高原上 犇１４为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与平原上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ｍ（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相比，更容易形成

降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及藏南地区犇１４值明显低

于高原其他地区，为５００—１０００ｍ，与洁净海洋上对

流云相当，表明该区域极易形成降水。青海柴达木

盆地犇１４高，为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印度及云南北部、四

川盆地犇１４明显高于高原，大部分都超过了２０００ｍ，

与犖ＣＣＮ高值区对应（图７），反映出空气污染对云降水

的影响，与犇１４高值区相对应对流云更难形成降水。

３．３．６　高原云顶海拔高度（犎ｔｏｐ）和云厚（犇ｃｌｄ）

图１１为高原对流云平均云顶海拔高度（犎ｔｏｐ）

的分布。高原上 犎ｔｏｐ为１０—１３ｋｍ；雅鲁藏布江流

域及藏南地区 犎ｔｏｐ值略低于高原其他地区，约

１０ｋｍ；柴达木盆地犎ｔｏｐ约为８ｋｍ；高原南侧印度一

带 犎ｔｏｐ 为 ６—８ ｋｍ。那 曲 ５ ａ 平 均 犎ｔｏｐ 为

１０．５８ｋｍ，Ｃ波段连续波雷达和 Ｋａ波段毫米波云

雷达观测那曲地区的２０１４年７—８月平均犎ｔｏｐ分别

为１１．４１和１１．６２ｋｍ，ＦＹ２Ｅ卫星ＴＢＢ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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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平均降水启动厚度（犇１４，单位：ｍ；其他同图６）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ｔｈ

（犇１４，ｕｎｉｔ：ｍ；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Ｆｉｇ．６）

图１１　平均云顶海拔高度（犎ｔｏｐ，单位：ｋｍ；其他同图６）

Ｆｉｇ．１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ｌｏｕｄｔｏｐ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犎ｔｏｐ，ｕｎｉｔ：ｋｍ；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Ｆｉｇ．６）

的犎ｔｏｐ只有９．１８ｋｍ（常等，２０１６），同时段ＶＩＩＲＳ

观测那曲２６个个例的平均犎ｔｏｐ为１１．８ｋｍ。可见，

ＶＩＩＲＳ反演的犎ｔｏｐ与雷达观测非常接近。

　　对流云的厚度（犇ｃｌｄ）从高原南部的５０００ｍ左

右逐渐减小到北部的２５００ｍ左右（图１２）。表明高

原南部对流云发展旺盛，北部对流云发展较弱、较浅

薄。有限云厚加之云内含水量低，使得高原上对流

云发生强降水和灾害性天气过程概率大为降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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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启动厚度较薄，容易形成降水，因此，高原上降

水频繁、雨量雨强小，且多以短时阵性降水为主。常

等（２０１６）研究指出高原主要以短时阵性降水为

主，持续时间小于１ｈ，远小于同时期中国中东部平

原地区。这与高原上云底、云厚、降水启动厚度特征

有关。

３．３．７　晶化温度（犜ｇ）和晶化厚度（犇Ｔｇ）

晶化温度（犜ｇ）即云粒子几乎全部冰晶化的温

度（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２０１１；朱延年等，２０１５）。

晶化厚度（犇Ｔｇ）指从云底到犜ｇ 之间的厚度。高原

中部、南部犜ｇ 低于－３０℃，北部及青海境内犜ｇ 为

－２５℃左右（图１３），这可能是受北部沙尘气溶胶成

图１２　平均云厚（犇ｃｌｄ，单位：ｍ；其他同图６）

Ｆｉｇ．１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ｐｔ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ｌｏｕｄｂａｓｅａｎｄｃｌｏｕｄｔｏｐ
（犇ｃｌｄ，ｕｎｉｔ：ｍ；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Ｆｉｇ．６）

图１３　平均晶化温度（犜ｇ，单位：℃；其他同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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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平均晶化厚度（犇Ｔｇ，单位：ｍ）分布（其他同图６）

Ｆｉｇ．１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ｐｔ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ｌｏｕｄｂａｓｅａｎｄｇｌａｃｉａｔｉｏｎ

（犇Ｔｇ，ｕｎｉｔ：ｍ；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Ｆｉｇ．６）

冰作用影响。犇Ｔｇ和 犇ｃｌｄ的分布基本一致（图１４、

１２），高原南部犇Ｔｇ在４０００ｍ左右，北部在２０００ｍ

左右，高原外围犇Ｔｇ大于６０００ｍ。可见高原对流云

比平原地区更容易成冰，加之高原犜ｂ 约为－５℃，

使得云内降水粒子以冰相为主。当降水发生时，造

成降水粒子掉出云底时仍以固态为主，及地时才完

全融化，因而来不及破碎，呈现出滴大数浓度小的特

点。Ｃｈｅｎ等 （２０１３）观测高原夏季雨滴谱的谱宽大

于同纬度平原地区，常等（２０１６）观测到易出现较

大的雨滴和冰相粒子，用ＶＩＩＲＳ反演微物理特征可

以解释物理成因。

４　结论与讨论

利用基于 ＶＩＩＲＳ高分辨率资料的格点对流云

云物理自动反演软件（ＡＭＣＣ），反演高原５个夏季

对流云微物理特征，得出如下结论：

（１）通过ＶＩＩＲＳ反演云底温度与那曲站探空计

算抬升凝结温度对比分析，两者线性相关，相关系数

为０．８７，均方根误差为３．０℃。表明了ＡＭＣＣ反演

犜ｂ的可用性。

（２）高原对流云云宏微观物理特征为，一是云底

冷，犜ｂ为－５℃，犎ｂ 为１８００—２２００ｍ，云内含水量

小；二 是 云 底 犖ＣＣＮ 为 ２００—４００ 个／ｍｇ，犛ｍａｘ 为

０．７％，犖ＣＣＮ少、犛ｍａｘ大，云滴凝结增长速率更快；三

是犇１４小，为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雅鲁藏布江流域及藏南

地区犇１４约５００—１０００ｍ，更加容易形成降水；四是

犎ｔｏｐ为１０—１３ｋｍ、犇ｃｌｄ有限，从南部５０００ｍ逐渐减

小到北部２５００ｍ；五是犜ｇ 高，从中部、南部－３０℃

到北部－２５℃，加之高原犜ｂ＜０℃，使得云内降水粒

子以冰相为主。

（３）高原对流云微物理特征决定了其降水具有

多发、短时、量小、滴大的特点。另外，有限云厚和云

内含水量低，使得发生强降水和灾害性天气概率小。

利用ＮＰＰ／ＶＩＩＲＳ反演高原地区对流云多个云

物理量，据此得到云物理特征，既能补充高原观测不

足，又能发挥卫星多通道资源优势，是值得继续深入

研究的工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文中ＡＭＣＣ反演

还存在着不足，一是卫星反演云底高度没有用云高

仪校验，而是用探空资料计算的抬升凝结高度检验。

按照气块法理论，仅当对流云是从地面经充分混合

上升凝结而成时，抬升凝结高度才能表征云底高度，

否则代表性就较差。这一点从ＶＩＩＲＳ反演的犜ｂ与

那曲站的犜ＬＣＬ对比结果可以看出。二是有些物理

量还没有经过地基和飞机探测校验，如：云底犖ＣＣＮ、

降水启动厚度、晶化温度等。三是自动化反演中的

质量控制也存在不完善之处。这些都需要在今后工

作中，加强外场观测，用更多中外的地基和机载观测

资料校验反演结果，据此不断发展反演算法，逐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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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反演准确性，才能更好发挥卫星探测优势。

致　谢：本研究使用了ＮＯＡＡＣＬＡＳＳ的ＶＩＩＲＳＬ１Ｂ数

据、ＮＣＥＰＦＮＬ数据和中国气象局高原试验加密探空资料，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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