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Citation: Li, B., L. Yang, and S. H. Tang, 2019: Intraseasonal variations of summer 

convection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revealed by geostationary satellite 

FY-2E in 2010–14. J. Meteor. Res., 33(3), 478–490, doi: 

10.1007/s13351-019-8610-3. 

 

思维导图或文章结构框图： 

 



2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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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博１
，２
　杨　柳３　唐世浩１

，２

ＬＩＢｏ１
，２
　ＹＡＮＧＬｉｕ

３
　ＴＡＮＧＳｈｉｈａｏ

１，２

１．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２．中国气象局中国遥感卫星辐射测量和定标重点开放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３．成都市龙泉驿区气象局，成都，６１０１００

１．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犆犲狀狋犲狉，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８１，犆犺犻狀犪

２．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犚犪犱犻狅犿犲狋狉犻犮犆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犞犪犾犻犱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犛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狊，犆犺犻狀犪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８１，犆犺犻狀犪

３．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犗犳犳犻犮犲狅犳犔狅狀犵狇狌犪狀狔犻犇犻狊狋狉犻犮狋，犆犺犲狀犵犱狌６１０１００，犆犺犻狀犪

２０１８０３０８收稿，２０１８０６１９改回．

李博，杨柳，唐世浩．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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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犔犻犅狅，犢犪狀犵犔犻狌，犜犪狀犵犛犺犻犺犪狅．２０１８．犜犺犲犮犾犻犿犪狋犻犮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狊狌犿犿犲狉犮狅狀狏犲犮狋犻狅狀狅狏犲狉狋犺犲犜犻犫犲狋犪狀犘犾犪狋犲犪狌狉犲狏犲犪犾犲犱犫狔犵犲狅

狊狋犪狋犻狅狀犪狉狔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犃犮狋犪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７６（６）：９８３９９５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ＴＢＢ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ＦＹ２Ｅｆｒｏｍ２０１０ｔｏ２０１４，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ｔ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ｉｎ

Ｍａｙ，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ｏｃｃｕｒ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Ｊｕｎ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ｓｕｍｍｅｒ

ｍｏｎｓｏ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ｏｃｃｕ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ｌａｔｅｓｕｍｍｅｒ，

ｓｔｒｏｎｇ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ｌｙｗｉｎｄ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ｔｏ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ｌ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ｈｅ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ｃｏｎ

ｖ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６％ｒｅａｃｈｅｓ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ｔ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３７ｔｈｐｅｎｔａｄ，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ｍｏｖｅｓｎｏｒｔｈｗａｒｄ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Ｊｕｌｙ．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ｔｅａｕ，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ｃｏｍｅｓａ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ｃｅｅａｒｌｙ（ｍｉｄ）Ｊｕｎｅ，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ｏ

ｖｅｒ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ｌａｔｅｓｕｍｍ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ｍａｊｏｒｎｏｒｔｈｗａｒ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ｕｎｔｉｌ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３４°Ｎ．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Ｔｉ

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Ｍａｙａｎｄｉｔｓｎｏｒｔｈｗａｒｄｓｔｒｅｔｃｈ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ｓ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ｌ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ｖｅｒ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ｗｏｈｉｇｈｉｎｔｒａ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ｈｅＢｒａｈｍａｐｕｔｒ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ｕｍｍｅｒ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ｕｎｅｖｅｎ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ｐｒｏｎｅｔｏ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ｆｌｏｏ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ｅａ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ｓｔｈｅｒｅｖｅｒｓｅｍｏｄｅｏｆ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ｍｏｎｓｏ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ｅａ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ｔｒｉｐｏｌ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ｗｅｓｔｏｆ８０°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ｅａｓｔｏｆ８０°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ＢＢ，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

摘　要　利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静止气象卫星ＦＹ２Ｅ的红外ＴＢＢ资料，分析了夏季青藏高原（高原）及周围地区对流的气候特

征。分析表明，５月，高原最主要的对流发生在东部边缘。６月，随着亚洲夏季风爆发，最强的对流（强对流）发生在高原的东南

　 资助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Ａ０６００１０１）、第三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边界层与对流层观测（ＧＹＨＹ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１）、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６０５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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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７—８月，强盛的西南风给高原中东部部分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高原的东南部形成一条对流（强对流）活跃带。在高原西

部，对流发生频率大于６％的区域出现在西部南麓的时间约为３７候，并于７月底—８月初到达最北。在高原中部，对流（强对

流）开始活跃的时间为６月上旬（中旬），维持整个盛夏，并分别经历３次向北推进，最北约到达３４°Ｎ。在高原东部，５月底开始

对流都处于相对活跃期，有３次（两次）对流（强对流）的北进。高原对流（强对流）发生频率存在两个季节内变率大值区，分别

位于高原中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段和高原东南部西藏、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处。对流发生频率的第一模态主要是高原东南部和

南部的印度季风区对流的反向模态，第二模态则体现了高原西部和印度大陆８０°Ｅ以西地区与南亚大陆８０°Ｅ以东地区的对流

发生频率的三极型变化。

关键词　青藏高原，黑体亮度温度，对流，强对流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４２６．５

１　引　言

青藏高原（高原）由于独特地理位置和地形引起

的热力和机械强迫作用，对东亚及全球的天气和气

候都有重要影响 （叶笃正等，１９７９；Ｗ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青藏高原对大气环流的动力作用主要是迫

使气流爬坡和绕流。基于数值试验的结果表明，在

高原的纯动力作用下，冬季高原位于西风带中，风场

的爬坡和绕流分量相当。夏季西风带北移，爬坡分

量小于绕流分量。夏季高原作为一个抬升的热源，

上升气流向东可以影响到太平洋和北美地区，向南

甚至可达南半球（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周秀骥等，

２００９），从而影响周围大气环流的季节内和年际变率

（Ｌ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张庆云等，２００６），对东亚和南亚季

风降水产生重要影响（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Ｃｈｏｗ，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青藏高原的水汽收支和降水的多少直接影响着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水分循环。高原北部主要受

中高纬度大气系统的影响，而南部则位于亚洲季风

系统控制下，因此高原上降水的区域特征明显（冯

蕾，２０１１），与降水相关的低频振荡特征也有显著的

区域差异（段丽君等，２０１７）。青藏高原的干、湿季明

显，降水主要集中在５—９月。喜马拉雅山南麓和雅

鲁藏布江河谷地区均有两个降水峰值，前者表现为

７、８月的高峰和２、３月的次高峰，后者表现为４月

的高峰和７月的次高峰。其他地区降水均为单峰结

构，峰值在７、８月（罗四维，１９９２；乔全明等，１９９４）。

青藏高原由于其独特的热力和动力作用，夏季是强

烈的对流性天气系统活跃区。冯蕾（２０１１）充分评估

了台站观测资料、卫星资料、卫星融合降水资料、基

于台站观测的高分辨率格点降水资料及再分析降水

资料所描述的青藏高原地区降水的多时间尺度特

征，结果发现，尽管多种降水资料均揭示了高原夏季

平均降水分布表现出自东南向西北地区递减的特

征，但各资料之间降水的空间分布、降水量大小、降

水频率、降水日数等特征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别。

随着卫星探测技术的发展，卫星资料由于时、空

连续性优势，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青藏高原气象研

究中，特别是卫星的对流观测资料能有效弥补降水

资料（冯蕾，２０１１）和其他云探测资料（吴罛等，２０１７）

在高原地区的巨大差异，能从另一个角度阐释青藏

高原的水分循环特征。

Ｆｌｏｈｍ（１９６８）的研究表明，高原上每十万平方

千米就有２０到５０个发展很强的积雨云，这表明夏

季青藏高原局地对流活动非常频繁。江吉喜等

（２００２）研究指出，高原上的中尺度对流系统活动以

９５°Ｅ为界分为东南部和西南部两个高频率区，并且

西南部高频区中尺度对流系统活动更为频繁，且只

有很少数的东移和传播进入东部而影响长江流域的

降水。尽管只有少数中尺度对流系统能够东移或传

播出高原进一步发展，但却常常造成长江中下游地

区的暴雨。卓嘎等（２００２）研究发现，青藏高原对流

系统随时间表现出从高原向长江中下游特大暴雨区

东移的趋势，高原云系移到长江流域的时期与长江

暴雨期基本吻合。胡亮等（２００８）利用ＩＳＣＣＰ提供

的深对流路径数据集，对源于青藏高原的中尺度对

流系统爆发异常强、弱年的高度场和风场进行了分

析，概括出它们影响中国降水的可能机制；并对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６—８月生成于青藏高原区域的移动

性中尺度对流系统进行了统计分析，全面描述了高

原地区中尺度对流观测系统的起源、移动路径和地

面降水特征（胡亮等２０１０），在之后的研究里还进一

步讨论了这些对流系统的季节变化特征（Ｈ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卢志贤等（２０１６）利用ＣｌｏｕｄＳａｔ资料详

细对比了青藏高原与东部陆地、南部印度洋和西北

太平洋区域积云及深对流云团的水平与垂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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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高原的深对流云的垂直尺度平均约为

１０ｋｍ，小于其他地区。此外，基于第三次青藏高原

大气科学试验的加密外场试验的分析结果表明，高

原上总云量、高云的云顶、云量和云厚等云的统计参

数以及降水云的微物理特征还有明显的日变化（刘

黎平等，２０１５；赵平等，２０１７）。

虽然利用现有的ＣｌｏｕｄＳａｔ、ＣＬＩＰＳＯ、ＩＳＣＣＰ等

卫星资料数据集已对高原的云和对流系统进行了诸

多分析，但这些资料在高原地区的时间和空间分辨

率都比较低。静止气象卫星的红外黑体亮度温度

（Ｂｌａｃｋｂｏｄ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简称ＴＢＢ）可表示高原上

有云区云顶或无云区地面的温度，能够直观体现对

流系统的发生、发展和强弱，因此可以较好地反映高

原上空对流活动及大气中的湿度分布（江吉喜等，

２００２；贺懿华等，２００６）。朱国富等（１９９９）利用ＧＭＳ

红外资料统计分析了高原地区夏季对流活动的天

气、气候特征，但仅限于１９９５年的结果，缺乏代表

性。林珲等（２００６）关于青藏高原中尺度对流系统的

时、空演变特征及规律的分析也仅限于１９９８年的资

料。为此，本研究拟利用５ａ长度的静止气象卫星

ＴＢＢ资料对高原和周围地区的夏季对流特征进行

统计分析，以便更全面了解该地区夏季对流活动的

多尺度特征。

２　资料介绍

使用的对流资料主要来自 ＦＹ２Ｅ 的 ＴＢＢ。

ＦＹ２Ｅ于２００８年６月发射，２００９年２月起定位于

１０５°Ｅ的赤道上空，自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起漂移至

８６．５°Ｅ，继续提供观测服务，其主要载荷为红外和可

见光自旋扫描辐射器（ＶＩＳＳＲ）。分析采用了 ＶＩＳ

ＳＲ的红外窗区通道（简称ＩＲ１）的ＴＢＢ，该通道的光

谱范围为１０．３—１１．３μｍ，星下点分辨率为５ｋｍ，

主要用途为探测昼夜云、下垫面温度和云雪分区。

所用资料时段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分析时，首先将３ｈ间隔（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６：００、

０９：００、１２：００、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和２１：００ＵＴＣ）的ＩＲ１

灰度图转为亮度温度，然后投影到０．１°×０．１°的等

经纬度网格上。在ＩＲ１的灰度图中，色调越亮，说

明ＴＢＢ越低，云顶发展的越高，对流越强；反之，色

调越深，表示ＴＢＢ越高，对流越不活跃。通常ＴＢＢ

＜－３２℃（约２４１Ｋ）的区域为对流活跃区，而ＴＢＢ

＜－５２℃（约２２１Ｋ）的区域为强对流的活跃区（姚

秀萍等，２００５）。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高原夏季气候平均的对流发生频率

图１是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５—８月高原及周围地区

的红外窗区亮温的月平均分布。由图１ａ可见，５

月，相对于周围地区，整个高原都被亮温的低值区所

覆盖，高原大部分地区亮温都低于－１３℃，而高原南

侧的孟加拉湾和印度地区ＴＢＢ多高于１０℃。６月

（图１ｂ），云顶亮温的低值区主要位于高原的中部和

东部，多低于－１０℃，而高原的西半部云顶亮温相对

较高。随着亚洲夏季风的爆发和向北推进，孟加拉

湾和中国南海地区被大片云团覆盖，亮温较低。７

月（图１ｃ），亮温的低值区主要位于高原中南部，高

原南侧的孟加拉湾地区 ＴＢＢ 仍高于高原上的

ＴＢＢ，孟加拉湾、中国南海和高原中南部被大片季风

云系覆盖，云顶亮温多低于－１０℃。８月（图１ｄ）

ＴＢＢ的低值区分布与７月类似，但总体来说低值强

度明显弱于７月。

　　以－３２℃为阈值，统计青藏高原地区夏季对流

的发生频率，结果如图２所示。５月（图２ａ），高原对

流活动主要受西风带影响，对流大值区主要有两个，

分别位于高原西北边缘附近和高原的东部边缘，其

中高原西北部和东部边缘的大值中心强度接近，对

流的发生频率低于１２％。虽然在图１ａ中５月高原

地区的ＴＢＢ较低，但对流发生频率相对也是较低的

（图２ａ），低ＴＢＢ与较高的云顶高度有关。总体来

说，６月，青藏高原上的对流发生频率的分布表现为

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特征。随着气候态的西风带季

节性北移和亚洲夏季风爆发，高原以南地区西南风

加强。强劲的西南季风携带孟加拉湾输送来的水汽

部分在高原南麓中东部的地形缺口处爬上高原，高

原上最强的对流发生在高原的东南部，频率为１０％

左右，对流发生最频繁的地区与图１ｂ中ＴＢＢ低值

区吻合。而孟加拉湾地区由于亚洲夏季风的爆发，

对流发生频率的大值区数值超过２０％。７—８月，高

原上对流发生频率总体上表现为由南向北递减分

布，且与南亚地区的对流活动相对独立。７月（图

２ｃ），随着东亚夏季风强度的进一步加强，部分西南

风在爬坡作用下，给高原中部带来水汽，高原的南部

形成一条对流活跃带，对流发生频率在１２％以上，

其中有两个对流活动中心，分别位于高原中南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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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青藏高原及邻近地区５—８月（ａ—ｄ）ＴＢＢ（单位：℃）的分布

（红色实线为３０００ｍ地形高度等值线）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ＢＢ（ｉｎｕｎｉｔｏｆ℃）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ｆｒｏｍＭａｙ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ａ－ｄ）

（ｔｈｅｒｅａ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３０００ｍ）

东南部，中南部中心以（３１°Ｎ，９０°Ｅ）为中心，对流发

生频率可超过２０％，大于东南部中心的对流发生频

率。另外，高原西南侧的孟加拉湾是对流最旺盛的

区域，对流发生频率最大的区域由６月的９０°Ｅ左右

向西移至８０°Ｅ附近。８月（图２ｄ），随着亚洲夏季风

减弱南撤，对流活动强度弱于７月。高原上主要的

对流带仍位于中南部，但对流发生频率降低至１２％

左右，孟加拉湾地区的对流活动也比７月有所减弱，

大部分地区对流发生频率为１２％—２０％，对流活动

中心与７月相比略向东移。

　　以－５２℃为阈值，统计青藏高原地区夏季强对

流的发生频率，结果如图３所示。对比图２和３可

知，强对流与对流在高原和周边地区的发生频率在

分布形态上十分相似，即强对流在这一地区总是发

生在对流频繁的区域。５月（图３ａ），高原上基本没

有强对流发生，只有较少的强对流发生在孟加拉湾、

印度大陆北部和北部湾地区，发生频率多在６％以

下。６月（图３ｂ），在高原东南部及其与四川、云南两

省交界处出现部分强对流发生频率高于２％的区

域。孟加拉湾、南亚大陆和北部湾的强对流已经相

对旺盛，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发生频率高于４％的区

域，特别是在９０°Ｅ附近的孟加拉湾和近海地区。７

月（图３ｃ），高原的中南部和东南部与四川接壤处各

形成一个强对流活动中心，二者对流发生频率强度

相当，均在３％—６％。与图２类似，孟加拉湾和南

亚大陆的强对流活动中心由９０°Ｅ左右向西扩展到

７５°Ｅ，较大范围的强对流发生频率都高于６％。８月

（图３ｄ），高原东南部的强对流发生频率降低（低于

３％），高原中南部地区的强对流发生频率在２．５％—

６％。高原南侧的南亚大陆、孟加拉湾、北部湾强对

流发生频率低于７月，与６月强度接近，多在４％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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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青藏高原及邻近地区５—８月（ａ—ｄ）对流（＜－３２℃）发生的频率

（单位：％，红色实线为３０００ｍ地形高度等值线）

Ｆｉｇ．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ｅｒｅＴＢＢｉ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３２℃）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ｆｒｏｍＭａｙ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ａ－ｄ）

（ｔｈｅｒｅａ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３０００ｍ）

３．２　对流的气候态季节内变率

季风活动的季节循环包含多种次季节尺度的变

化，区域特征十分显著，特别是在青藏高原这种具有

复杂地形的区域（Ｌａｕ，ｅｔａｌ，１９８８；Ｋ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与东亚夏季风相关的对流活动也具有明显的

时间锁相特征。

青藏高原的东、西部地区地形高度有明显的差

异。西南部由于喜马拉雅山的存在，海拔高度在

７０００ｍ以上，东南部则存在很多南北向分布的大峡

谷，高原东、西地区夏季风雨带的向北推进具有不同

的特征（冯蕾，２０１１）。为此，图４分别给出青藏高原

西部（７５°—８０°Ｅ）、中部（８０°—９５°Ｅ）和东部（９５°—

１０５°Ｅ）夏季云顶亮温的时间纬度分布。在高原西

部（图４ａ），高原南边界平均位置约３０°Ｎ。夏季低于

－２℃的ＴＢＢ约在第３８候出现，４７候退出高原西

部，最北可达３８°Ｎ。另外，在高原的西部３４°—４０°

Ｎ，从第２５候（５月初）开始到夏季一直维持一条

ＴＢＢ的低值带，结合图１和２可知，这条ＴＢＢ低值

带反映的是５月初到６月出现在高原北部以３６°Ｎ

为中心的多云区。在高原中部（图４ｂ），以３５°Ｎ为

中心的一条ＴＢＢ低值区从５月初一直持续到６月

中旬。而另一个低于－２℃的ＴＢＢ低值区约在３４

候（６月中旬）也出现在高原中部，一直维持到８月

底，最北达到３７°Ｎ，这条ＴＢＢ的低值带以３０°Ｎ为

中心。以３３°Ｎ为中心的ＴＢＢ低值区在５月初已经

出现在高原东部（图４ｃ），另一个低于－２℃的ＴＢＢ

低值区出现在高原东部的时间约为第３０候（５月

底），这个低值区的中心位于３２°Ｎ左右，一直维持

到８月末，最北可接近３７°Ｎ。

　　图５是５—８月青藏高原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夏季候平均对流发生频率的时间纬度剖面。由图

５可见，高原西部、中部和东部的对流发生频率的变

７８９李　博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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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青藏高原及邻近地区５—８月（ａ—ｄ）强对流（＜－５２℃）发生的频率

（单位：％；红色实线为３０００ｍ地形高度等值线）

Ｆｉｇ．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ｅｒｅＴＢＢｉ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５２℃）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ｆｒｏｍＭａｙ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ａ－ｄ）（ｔｈｅｒｅａ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３０００ｍ）

图４　青藏高原西部（ａ）、中部（ｂ）和东部（ｃ）候平均ＴＢＢ　　　

（单位：℃）的时间纬度剖面　　　

（红色实线表示高原南麓的平均位置）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ｔｉｍ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ｐｅｎｔａｄａｌｍｅａｎＴＢＢ　　　

（ｉｎｕｎｉｔ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ａ）７５°－８０°Ｅ，　　　

（ｂ）８０°－９５°Ｅ，ａｎｄ（ｃ）９５°－１０５°Ｅ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ｏｏｔｈｉｌｌｓ　　　

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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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高原西部，西北部在５—６

月上旬存在一条对流的相对活跃区（图５ａ），对流发

生频率以３６°—３８°Ｎ为中心，与图２对应，中心最高

值可达１２％。在高原西部的中南部，对流相对较

弱，对流发生频率大于６％的区域到达高原南部的

时间约在３７候，４８候结束，最北可达３３°Ｎ 左右。

而高原南部的大陆和印度洋在７月中旬—８月上旬

出现了中心发生频率高于２０％的对流活跃区。

高原中部（图５ｂ），北侧在５—６月初存在一个

对流发生频率高于４％的区域，在中南部地区，对流

发生频率大于６％的开始时间略早于西部，但结束

晚，维持整个盛夏，中心强度高于１５％。另外，高的

对流发生频率在高原中部有３次向北传播的过程，

分别发生在３４—３７、３９—４２和４３—４６候，最北可达

３４°Ｎ左右。虽然高原南部印度季风区对流发生频

率很高（１５％以上），但由于高原南麓地形非常陡峭，

季风水汽输送无法越过整个高原，在高原南麓

（２７°Ｎ左右）形成一个对流频率的相对低值区，高原

南麓两侧的对流分别独立发展，仅有部分水汽可沿

高原山脉的缺口输送到高原上，使得高原的中部和

东部地区的对流得以发展。高原东部（图５ｃ）地形

相对平缓、海拔较低，对流开始时间较早，５月初即

存在对流活动，整个夏季对流都处于相对活跃的状

态，３６—３８、４０—４１和４３—４６候，对流的高频区分

别向北推进，时间上略晚于高原中部，其中最活跃的

对流发生在３６—４０候，以３３°Ｎ为中心，中心强度高

于２０％（６月下旬至７月中旬）。

图５　同图４，但为逐候对流发生频率（单位：％）　　　　

Ｆｉｇ．５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４ｂ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ｄａｌ　　　　

ｍｅａ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　　　　

　　图６为５—８月青藏高原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夏季候平均的强对流发生频率的时间纬度剖面。

由图６可见，高原西部、中部和东部的强对流发生频

率的变化与对流具有相似的特征。高原西部，强对

流开始出现在高原南部的时间约在３５候，４７候结

束，强度很弱。高原中部（图６ｂ）强对流开始出现的

时间约在第３４候，但结束晚，整个盛夏一直维持，中

心强度高于４％。另外，高的对流发生频率在高原

中部有３次向北传播的过程，分别发生在３６—３８、

４０—４２和４３—４５候，最北可达３５°Ｎ左右。虽然高

原南部印度季风区强对流发生频率很大（１１％以

上），但由于高原南麓的地形非常陡峭，季风水汽输

送无法越过整个高原，在２７°—２８°Ｎ也形成一个强

对流频率的相对低值区。高原东部（图６ｃ）强对流

在第３６—４０候最活跃，且只在３６—３８和４３—４６候

存在两次明显的强对流活跃区的向北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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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同图４，但为逐候强对流发生频率（单位：％）　　　　

Ｆｉｇ．６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４ｂ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ｄｍｅａ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　　　　

　　为检查与对流演变相伴随的降水强度的演变特

征，图７给出５—８月ＴＲＭＭ３Ｂ４２候平均降水强度

的时间纬度剖面。尽管从５月初—６月高原上存

在一条对流发生频率高值区，但其对应的降水强度

很弱。从大于２．５ｍｍ／ｄ的等值线来看，高原西部

（图７ａ），雨季大约从第３１候开始，至８月底结束，

最北可达３３°Ｎ左右，与对流向北到达的位置相当。

虽然南部印度季风降水的强度很大（超过８ｍｍ／ｄ），

但其由于高原南麓陡峭的地形而无法穿越高原，这

与图５ａ一致。高原的中部（图７ｂ）雨季开始时间约

为 ３４ 候，与 对 流 发 生 频 率 突 然 升 高 的 时 间

非常一致，但降水大值带比对流发生频率的中心位

图７　同图４，但为候平均降水强度（单位：ｍｍ／ｄ）　　　　

Ｆｉｇ．７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４ｂｕｔｆｏｒｔｈｅ　　　　

ｐｅｎｔａｄａｌ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ｍ／ｄ）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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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３０°Ｎ）偏南，这反映了高原上夏季非对流性降水

的贡献。高原东部（图７ｃ）日降水量大于２．５ｍｍ的

区域在５月底就已出现，高于５ｍｍ／ｄ的平均降水

出现在第３４候，在８月底结束，与对流发生频率的

高值区开始（３４候）和结束的时间十分一致。第

３４—４０候，高原东部对流性降水的贡献很大，对流

中心的位置与降水大值区较吻合。而４１候之后，降

水大值带比对流发生频率的中心位置（３３°Ｎ）偏南，

反映了高原东部晚夏非对流性降水的贡献。

　　由图５可知，高原南麓的南北两侧由于地形的

阻隔，对流具有不同的时间锁相特征。为此，图８给

出５—８月青藏高原主体上对流较活跃的区域

（２８°—３５°Ｎ平均）和高原南侧（１８°—２６°Ｎ平均）夏

季候平均对流发生频率的时间经度剖面。由图８ａ

可知，高原主体上主要的对流约在３３候（６月中下

旬）同时在９３°Ｅ和１０２°Ｅ附近突然增强，并逐渐形

成两个对流活跃中心，随时间向西传播。西部的对

流中心主要经历了两个相对活跃的阶段：３３—３５

候，对流活跃中心从９３°Ｅ略向西移；３６—４３候，对

流活跃区从９３°Ｅ传播至８５°Ｅ附近，中心的候对流

发生频率高于１５％；４３—４６候，对流活跃区的中心

对流发生频率强度减弱至１２％—１５％。以１０２°Ｅ

为中心的东部对流活跃区位于高原的东南侧，从３３

候开始逐渐向西移动，直到３８候前后，对流活跃区

向西扩展至９４°Ｅ左右，中心的对流发生频率高于

２０％，并在４０候后逐渐减弱。由图８ａ还可以看到，

在高原下游１１０°Ｅ附近存在一个对流的相对低值

区，而１１５°Ｅ以东的对流大值区主要是受东亚夏季

风的影响，与高原上的对流的发展和移动特征不同。

由图８ｂ可知，与夏季风相关的对流在２８候前

后突然在高原南部的印度大陆和孟加拉湾增强，并

随时间向西传播，３１候前后到达８３°Ｅ附近，这个阶

段对流最活跃的中心位于９２°Ｅ附近。３３候该地区

的对流再次突然增强并向西传播，３４候之后９５°Ｅ

以西基本被对流活跃区覆盖。对流中心在６月底—

７月初位于９１°Ｅ附近，至７月中下旬西移到７８°Ｅ

左右，中心的对流发生频率高于３０％；８月初之后对

流活跃中心略为东移，４６候时中心位于８４°Ｅ。

　　图９给出５—８月高原主体对流较活跃的区域

（图９ａ）和高原南部（图９ｂ）的ＴＲＭＭ３Ｂ４２候平均

图８　青藏高原主体（ａ）和高原南部地区（ｂ）候平均对流发生频率（单位：％）的经度时间剖面

Ｆｉｇ．８　Ｔｉｍ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ｄａｌｍｅａ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

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ａ）２８°－３５°Ｎａｎｄ（ｂ）１８°－２６°Ｎ

图９　同图８，但为逐候平均降水强度（单位：ｍｍ／ｄ）

Ｆｉｇ．９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８ｂ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ｄ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ｍ／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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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强度的时间经度剖面。对比图９ａ和８ａ可知，

高原主体上，对流发生频率的大值中心与降水强度

的中心并不完全对应，这说明夏季高原上非对流性

降水对总降水的贡献还是很显著的。而图９ｂ中高

原南部的南亚大陆和海洋上降水大值中心与图８ｂ

中的对流频率大值中心是基本一致的，体现了这些

地区夏季对流性降水对总的季风降水的巨大贡献。

　　在整个夏季的不同时段，对流不是均匀发生的。

某些时段持续对流发生频率持续偏高，而某些时段

对流发生频次低，因此，在研究气候态的对流特征

时，不仅要考虑对流发生的频率大小，还应考虑对流

在整个季节内的时间分布情况，即对流发生频率的

季节内变率。利用６—８月逐候对流（强对流）发生

频率的标准差来表征气候态对流（强对流）发生频率

的季节内变率强度。在图１０ａ中，高原对流发生频

率的标准差总体上由南向北减小。高原的对流活动

存在两个季节内变率大值区，分别位于高原中南部

雅鲁藏布江中段和高原东南部西藏、青海、四川３省

交界处，其中前者的季节内变率更大，中心标准差最

大值超过５％。这些地区季节内对流活动分布极不

均匀，容易发生旱涝灾害。高原北部对流发生频率

的标准差较小，数值多在２％以下。

在图１０ｂ中，高原强对流发生频率的标准差总

体上也是由南向北减小。高原的强对流活动也存在

两个季节内变率大值区，分别位于高原中南部雅鲁

藏布江中段和高原东南部西藏、青海、四川３省交界

处。与对流活动季节内变率的两个中心强度差异不

同，强对流活动季节内变率的两个中心的强度相当，

中心标准差高于１．５％。

图１０　６—８月候平均对流（ａ）和强对流（ｂ）发生频率的标准差（单位：％）

Ｆｉｇ．１０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ｄａｌｍｅａ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ｏｆ

（ａ）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ｓｅｖｅｒ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ｎｅｔｏＡｕｇｕｓｔ

３．３　夏季逐候对流发生频率的主导模态

鉴于在上述分析中，高原上的对流活动主要发

生在７—８月，为此，采用正交函数分解（ＥＯＦ）方法，

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７—８月（盛夏）的青藏高原及周边

地区逐候的对流发生频率进行分析，根据Ｎｏｒｔｈ准

则进行检验，得到青藏高原及附近地区夏季对流活

动的前２个独立的主导模态，其空间分布和对应的

主分量（ＰＣ）分别如图１１—１２所示。前２个模态分

别占总解释方差的１４．９％和１０．５％。如图１１ａ所

示，第一主导模态（ＥＯＦ１）的空间型为在高原的东南

部以（３０°Ｎ，１００°Ｅ）为中心和高原南部从印度大陆

向孟加拉湾延伸的区域对流发生频率的反向变化模

态。与时间系数（ＰＣ１，图１２ａ）结合分析可知，该模

态主要是在７月上中旬和８月中下旬高原东南部对

流发生频率较高，同时青藏高原西北部、印度大陆和

孟加拉湾地区对流发生频率较低。而７月中下旬至

８月上中旬，青藏高原东南部对流发生频率降低，而

高原西北部和印度大陆对流发生频率增高。图５ｃ

中，高原东部对流最活跃的时期就发生在６月底至

７月初，而后强度减弱，在８月中旬强度再次增强，

持续到８月底。

第二主导模态（ＥＯＦ２）的空间型为高原西部和

印度大陆８０°Ｅ以西地区与南亚大陆８０°Ｅ以东地区

的对流发生频率的三极型变化模态。与时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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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２，图１２ｂ）结合分析可知，在多数年份，该模态对

应的时间系数在７月中下旬和８月上旬变为正时，

高原９０°Ｅ以西、印度大陆８０°Ｅ以西表现为对流发

生频率较高，对应图８中高原主体和南亚地区的这

一时期对流活跃区的西部活动中心。此时南亚大陆

８０°Ｅ以东地区对流发生频率偏低。２０１１年该模态

则主要出现在几乎整个７月和８月下旬。

图１１　７—８月候内对流发生频率的前２个独立主导模态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ｗｏ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ｍｏｄｅｓｏｆ

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ｌｙｔｏＡｕｇｕｓｔ

图１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７—８月候内对流发生频率的前２个独立主导模态对应的主分量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ｗｏ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ｌｙ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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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利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中国静止气象卫星ＦＹ２Ｅ

的红外ＴＢＢ资料，分析了夏季青藏高原及周围地区

对流和强对流的气候分布特征，并进一步讨论了对

流的气候态季节内变率及对流发生频率的主导模

态，主要结论如下：

（１）５月，高原的对流活动主要受西风带影响，

对流大值区主要有两个，分别位于高原西北边缘附

近和高原的东部边缘。６月，随着亚洲夏季风爆发，

西南风加强，最强的对流（强对流）发生在高原的东

南侧。７—８月，强盛的西南风部分在高原东南部地

形缺口处爬坡，给高原中东部带来丰沛的水汽，高原

的东南部形成一条对流（强对流）活跃带，存在东、西

两个对流（强对流）活动中心。

（２）高原的西部、中部、东部对流随时间的纬向

变动特征截然不同。高原西部，对流相对较弱，对流

发生频率大于６％的区域到达西部南麓的时间约在

３７候，７月底８月初到达最北。高原中部，对流开始

活跃的时间略早于西部并维持整个盛夏，分别经历

了３次向北推进，最北约到达３４°Ｎ。高原东部，５月

底开始对流都处于相对活跃期，有３次（两次）对流

（强对流）的北进。

（３）高原对流（强对流）发生频率的标准差总体

上由南向北减小，存在两个季节内变率大值区，分别

位于高原中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段和高原东南部西

藏、青海、四川３省交界处。

（４）对流发生频率ＥＯＦ分析的前２个模态为

独立模态。第一主导模态（ＥＯＦ１）的空间型为在高

原的东南部以（３０°Ｎ，１００°Ｅ）为中心和高原南部从

印度大陆向孟加拉湾延伸的区域对流发生频率的反

向变化模态。第二主导模态（ＥＯＦ２）的空间型为高

原西部和印度大陆８０°Ｅ以西地区与南亚大陆８０°Ｅ

以东地区的对流发生频率的三极型变化模态。

青藏高原的对流活动十分复杂。高原夏季云系

上也镶嵌着不同尺度和强度的对流单体，生命史也

差别很大。为此，时间和空间尺度都更加精细的资

料对于完整描述高原夏季对流活动十分必要。新一

代静止气象卫星葵花八号和风云四号能够提供高原

地区时空更加密集、观测质量更高、观测通道更全面

的卫星资料，未来将利用这些资料对青藏高原地区

的夏季对流特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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