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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合肥站４ａ的观测资料，对比分析了整层大气可降水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ＰＷＶ）与地面

水汽压（ｓｕｒｆａｃｅｖａｐ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ＶＰ）之间的几种经验关系。统计结果表明，ＰＷＶ与ＳＶＰ的对数关系、线性

关系和二次曲线关系回归方程的年决定系数普遍大于０．８２０；二次曲线关系的经验系数随年度变化较明显；

线性关系的经验系数则相对具有年度稳定性；二次曲线关系更符合合肥地区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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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气辐射研究、水文循环和遥感探测中，水

汽含量是一个重要参量。整层垂直大气柱中的水

汽含量，通常用可降水量表示，定义为，假定大气

柱中的水汽全部凝结并沉积在底面上时的液态水

深度。利用地面气象参数估算ＰＷＶ的方法，不

仅对天文观测、大气辐射及电磁波传输的研究，而

且对气象学的多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１，２］。利

用ＳＶＰ估算ＰＷ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１００ａ前。

国内外研究者研究发现，ＰＷＶ与ＳＶＰ之间存在

简单的倍数关系［３］、对数关系［２，４，５］、线性关系和

二次曲线关系［６，７］。

合肥地处中国东部的江淮流域，属于暖温带

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本文目的是，研究合肥地区ＰＷＶ与ＳＶＰ之间的

关系，建立适合该地区的经验计算模式。

１　观测仪器及资料选取

作为国际大气辐射观测项目的超级观测

站［８］，合肥站（３１．９０°Ｎ，１１７．１７°Ｅ，３６ｍＡＳＬ）部

署的地基双频微波辐射计（ＷＶＲ１１００）可以在几

乎各种天气条件下（降雨时段除外）有效观测，其主

要技术参数如表１所示。其中，２３．８ＧＨｚ通道用

于整层大气水汽含量的观测，３１．４ＧＨｚ通道用于

云液态水的观测［９］。利用地面温、湿度传感器

（ＶａｉｓａｌａＨＭＰ４５Ａ）测得近地面大气的温度狋和相

对湿度犚，根据 Ｍａｇｎｕｓ经验公式
［１０］得到地面饱

和水汽压犲狊，进而换算得到实际水汽压ＳＶＰ：

ＳＶＰ＝犚·犲狊 ＝犚·犲狊０·１０
犪狋
犫＋狋 （１）

式中，犲狊０＝６．１０７８ｈＰａ，为０℃时的饱和水汽压

值；犪、犫为经验系数，对水面犪＝７．５，犫＝２３７．３。

本文取合肥站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００６年８月４

ａ期间共９８１ｄ地基微波辐射计在天顶方向的观

测结果（即ＰＷＶ和地面ＳＶＰ的观测资料），采用

各自的日平均值进行讨论。

表１　犠犞犚１１００型微波辐射计的主要技术参数

Ｔａｂ．１　ＷＶＲ１１０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频率 ２３．８ＧＨｚ ３１．４ＧＨｚ

波束宽度 ５．８° ４．５°

增益 ３１ｄＢ ３３ｄＢ

采样时间 ＜１ｍｉｎ

分辨率 ０．２５Ｋ

精度 ０．５Ｋ

角度覆盖范围 整个天空

扫描速率 ３°／ｓ，方位角；＞９０°／ｓ，高度角

２　结果及分析

２．１　犘犠犞与犛犞犘的年相关性

根据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００６年８月合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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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ＷＶ 和 ＳＶＰ 的观测数据，得出了ｌｎＰＷＶ与

ＳＶＰ１
／２以及ＰＷＶ与ＳＶＰ之间的散点图和对应

的回归曲线（见图１），图中每一个点代表１ｄ的情

况。其中，ｌｎＰＷＶ与ＳＶＰ１
／２之间的线性拟合曲

线（图１（ａ）中的实线）以及ＰＷＶ与ＳＶＰ之间的

线性拟合曲线（图１（ｂ）中的实线）和二次多项式

拟合曲线（图１（ｂ）中的虚线）的经验系数如表２

所示。表２同时给出了利用对数关系、线性关系

和二次曲线关系（依次简称为对数模式、线性模式

和曲线模式）计算ＰＷＶ时，所得结果的平均相对

误差珚犈、标准差犛犇以及对应的决定系数（即线性

相关系数的平方）犚２；利用简单的倍数关系（简称

倍数模式）计算ＰＷＶ时，得出的倍数犫以及计算

结果的平均相对误差和标准差也一并给出。

图１　ｌｎＰＷＶ与ＳＶＰ
１／２之间以及

ＰＷＶ与ＳＶＰ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ｎＰＷＶａｎｄ

ＳＶＰ１
／２ＰＷＶａｎｄＳＶＰ

表２　各种模式的经验系数，决定系数犚２、

标准差犛犇 和平均相对误差珚犈

Ｔａｂ．２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犪，犫，犮，犚２，犛犇ａｎｄ珚犈

ｆｏ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ｏｄｅｌｓ

样本量 模式 犪 犫 犮 犚２ 犛犇／ｃｍ 珚犈／％

倍数 － ０．１３９ － ０．８５２ ４１．３

９８１
对数 －１．５１００．５７３ － ０．８２６ ０．７４７ ４５．６

线性 －０．４９７０．１８３ － ０．８３２ ０．７３４ ３３．１

曲线 －０．１４３０．１２９０．００１５０．８３５ ０．７２７ ３３．８

　　结合图１和表２，可以得出：

１）利用倍数模式估算ＰＷＶ时，计算结果的

标准差犛犇＝０．８５２ｃｍ，明显大于其他３种计算模

式，平均相对误差珚犈＝４１．３％。利用该关系，根据

ＰＷＶ和ＳＶＰ的观测数据换算得出的经验系数犫

＝０．１３９ｃｍ／ｈＰａ，与文献［１］给出的值（０．１７４

ｃｍ／ｈＰａ）相差０．０３５ｃｍ／ｈＰａ。因此，倍数模式并

不符合合肥地区的实际情况。

２）ｌｎＰＷＶ 与ＳＶＰ１
／２之间的线性拟合方程

为：

ｌｎＰＷＶ＝－１．５１０＋０．５７３·ＳＶＰ
１／２ （２）

两者的线性相关系数为０．９０９，回归方程的决定

系数犚２＝０．８２６。利用该关系计算ＰＷＶ时，所

得结果的平均相对误差珚犈＝４５．６％，在４种计算

模式中为最大；标准差犛犇＝０．７４７ｃｍ，仅小于用

倍数模式计算的结果。这说明，计算日平均

ＰＷＶ时，对数模式并不是理想的计算模式。

３）ＰＷＶ与ＳＶＰ之间的线性拟合方程为：

ＰＷＶ＝－０．４９７＋０．１８３·ＳＶＰ （３）

方程的截距犪＝－０．４９７ｃｍ，斜率犫＝０．１８３ｃｍ／

ｈＰａ。两者的线性相关系数高达０．９１２，呈高度正

相关；决定系数犚２＝０．８３２，即ＰＷＶ８３．２％的变

化可以用ＳＶＰ的线性方程来解释；标准差犛犇＝

０．７３４ｃｍ。利用线性模式计算ＰＷＶ时，所得结

果的平均相对误差珚犈＝３３．１％，在４种计算模式

中最小。另外，根据合肥地区的地理参数，利用文

献［６］关于经验系数的参数化方程，得到的犫＝

０．１８８ｃｍ／ｈＰａ，比实际结果大０．００５ｃｍ／ｈＰａ；犪＝

０．０４０ｃｍ，与实际结果相差０．５３７ｃｍ，反映出合

肥地区气候条件的特殊性。若取犪＝０．０４０ｃｍ，犫

＝０．１８８ｃｍ／ｈＰａ，计算合肥地区的可降水量，平

均相对误差高达７０．６％。可见，文献［６］的计算模

式不适用于合肥地区，这可能与其在中国东南部

地区选择的站点较少、代表性有限有关。

因此，对任何地区，为较好地利用ＳＶＰ估算

ＰＷＶ，最好根据当地的实际气候状况，建立起适

合于本地区的经验关系式。但在没有直接途径测

得可降水量的情况下，文献［６］的计算模式仍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４）利用曲线模式，拟合得到的ＰＷＶ与ＳＶＰ

之间的经验关系式为：

ＰＷＶ＝－０．１４３＋０．１２９·ＳＶＰ＋

０．００１５·ＳＶＰ２ （４）

拟合曲线的决定系数犚２＝０．８３５，为４种模式中

最大；标准差为０．７２７ｃｍ，为４种模式中最小，而

标准差是回归方程拟合计算结果可靠性的反

映［１１］。利用该关系式计算可降水量时，所得结果

的平均相对误差为３３．８％，仅略大于用线性模式

计算的结果。因此，综合以上３点可知，曲线模式

更符合合肥地区ＳＶＰ与ＰＷＶ的实际情况。式

（４）中，经验系数犮＝０．００１５ｃｍ／（ｈＰａ）２，与文献

［６］“除华南部分地区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犮≈

０，ＰＷＶ与ＳＶＰ呈线性关系”的研究结果稍有差

别。

表３给出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ＰＷＶ与ＳＶＰ的

线性关系和二次曲线关系的经验系数。可以看

出，两种拟合曲线的决定系数均普遍大于０．８２０；

后者的经验系数犪介于－０．１１１～－０．３５８ｃｍ之

间，犫介于０．１１３～０．１７３ｃｍ／ｈＰａ之间，随年度的

变化较明显；前者的经验系数犪、犫则具有相对稳

１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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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尤其是方程的斜率，数值基本稳定在０．１８３

左右，说明线性关系可以较好地描述整层大气可

降水量与地面水汽压之间的关系。因此，为方便

起见，以下仅讨论ＰＷＶ与ＳＶＰ之间的线性相关

关系。

表３　不同年度线性及二次曲线关系的

经验系数和决定系数

Ｔａｂ．３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犪，犫，犮ａｎｄ犚２ｆｏｒ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Ｙｅａｒｓ

年度 样本量 模式 犪 犫 犮 犚２

２００３ ３４２
线性 －０．４１４ ０．１８２ ／ ０．８２１

曲线 －０．３５８ ０．１７３ ０．０００２２ ０．８２０

２００４ １９１
线性 －０．５５２ ０．１８３ ／ ０．８５２

曲线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３ ０．００２１ ０．８５９

２００５ ２３８
线性 －０．５５４ ０．１８３ ／ ０．８６５

曲线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９ ０．００１５ ０．８７１

２．２　犘犠犞与犛犞犘的季节相关性

图２给出了合肥地区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００６年

８月ＰＷＶ与ＳＶＰ在春、夏、秋、冬４个季节的散

点图和对应的线性回归曲线，各个季节的回归方

程以及对应的回归标准差和线性相关系数也同时

给出。可以看出：

１）ＰＷＶ与ＳＶＰ的季节相关性普遍小于年

相关性。

２）两者在秋季的相关性最好，相关系数高达

０．８５６；冬季次之；夏季的相关系数最小，只有

０．７０６，而且回归标准差最大。这是因为，秋、冬季

节（尤其是秋季），合肥地区常以晴好天气为主，太

阳辐射对地面的加热作用有利于水汽的垂直混

合，而水汽的垂直均匀混合是高相关性的重要原

图２　各个季节ＰＷＶ与ＳＶＰ之间关系的散点图和对应的回归曲线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ＷＶａｎｄＳＶＰｆｏｒＦｏｕｒＳｅａｓｏｎｓ

因［２，１１］；夏季的弱相关性，可能与江淮地区特殊的

夏季风气候有关。

３）经验系数犪、犫的季节变化较之年度变化

明显得多。春季，经验关系式的截距（－０．１１２

ｃｍ）最大、斜率（０．１５１ｃｍ／ｈＰａ）最小；夏季，斜率

（０．２０３ｃｍ／ｈＰａ）最大、截距（－０．１１２ｃｍ）最小，

这是由不同季节的水汽垂直混合机制以及对应的

气候特征和天气状况决定的。因此，在估算不同

季节的可降水量时，最好选择与该季节对应的经

验系数进行计算。

２．３　犘犠犞与犛犞犘的月相关性

图３给出了根据合肥地区２００２年９月～

２００６年８月观测资料，得出的ＰＷＶ与ＳＶＰ的月

线性相关系数以及对应的经验系数犪、犫的年变化

曲线。可以看出：

１）ＰＷＶ与ＳＶＰ的月相关性普遍小于两者

的年相关性和季节相关性，而且月相关系数的变

化范围较大。相关性最好的月份（１１月）相关系

数为０．８１１，而相关性最差的月份（７月）相关系数

只有０．０７７，相差１０倍左右。

图３　月经验系数犪、犫以及相关系数犚 的年变化

Ｆｉｇ．３　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犪，Ｓｌｏｐｅ犫，

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犚

２）总体来说，秋季和冬季各月，ＰＷＶ与ＳＶＰ

的相关性较好，相关系数普遍大于０．６５；晚春和

夏季月份，ＰＷＶ与ＳＶＰ的相关性较差，全年仅有

的相关系数小于０．６的４个月全部出现在晚春和

夏季，尤其是７、８月份。这是因为，７、８月份合肥

地区常以闷热、阴雨天气为主，缺乏水汽垂直混合

的机制；有时天气变化比较剧烈，上层大气水平对

流较旺盛，使低层水汽含量的日平均值对ＰＷＶ

日平均值的代表性有限。

３）经验系数犪的年变化范围为－２．２４～

４．５９ｃｍ。除４月份外，在春、秋、冬三季犪均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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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而且变化比较平缓，但在夏季却出现剧烈变

动，６月份的犪值为全年最小，７月份为全年最大。

４）ＰＷＶ与ＳＶＰ相关性较好的月份，犪值较

小；相反，相关性较差的月份，犪值较大。月相关

系数的年变化与截距犪近似呈反向、与斜率犫近

似呈同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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