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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犌犘犛犘犠犞的不同云系降水个例的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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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成都地基ＧＰＳ观测网的观测数据，结合自动气象站资料计算出ＧＰＳ遥感的大气可降水量（ＧＰＳ

ＰＷＶ）。按照降水性质，选取对流云降水和层状云降水个例，分析不同类型降水过程中ＧＰＳＰＷＶ的变化特

征。结果表明，对流云降水和层状云降水一般均发生在ＧＰＳＰＷＶ的高值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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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ＧＰＳ遥感大气可降水量是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大气水汽探测技术，

可以全天候观测，通过高密度的地面观测网即可

获得连续的、高时空分辨率的大气水汽资料，可弥

补常规观测的不足，为精细化预报提供水汽信息，

提高对灾害性天气监测和预报的水平，对于突发

性强降水的短临预报具有重要意义。

李延兴等［１］利用“ＧＰＳ暴雨观测实验”证明

了大气水汽总量与降水过程的密切关系；李国平

等［２］分析了成都地区夏季可降水量的日循环特

征，指出大气水汽总量的积累和释放与地面降水

有较好的对应关系；袁野等［３］利用ＧＰＳ水汽监测

数据分析了不同云天条件下水汽含量的特征，提

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云天条件；曹云昌等［４］采

用２ｈＧＰＳ遥感大气水汽总量增量为５ｍｍ作为

阈值，得出在大气水汽总量迅速增加后４ｈ内可

能出现降水；刘旭春等［５］分析了哈尔滨６月份水

汽总量后认为，如果可降水量总量高于２５ｍｍ，

且伴随着５ｍｍ以上的跳跃，则发生降水的几率约

为５０％；陈小雷等
［６］采用每月非降水时段的水汽

总量作为每月降水预报的基值；文献［７８］将地基

ＧＰＳ遥感大气可降水量应用于中尺度数值模式

中，可明显改善降水预报的准确率。针对不同云

系的降水，国内仅有极少数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华

北平原［９］，而成都地处青藏高原东部的四川盆地，

受地形影响显著，水汽、降水特征独特，因此，开展

成都地区不同云系降水过程的分析，对成都地区

短临天气预报等具有重要意义。为尽可能地分析

各种不同性质降水过程中可降水量的分布及演变

特征，本文利用成都地基ＧＰＳ观测网反演的可降

水量，按照降水云的性质，分析了对流云降水与层

状云降水过程中ＧＰＳＰＷＶ的变化特点，可为短

时临近预报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成都地基ＧＰＳ观测网由成都市规划局勘察

测绘研究院与成都市气象局共建而成，地基ＧＰＳ

观测采用美国天宝（Ｔｒｉｍｂｌｅ）ＮｅｔＲＳＧＰＳ接收

机，地面气象观测采用中国华云公司６要素自动

气象站。２００７年８月下旬开始投入业务运行，目

前有成都（ＣＤＫＣ）、大邑（ＤＡＹＩ）、龙泉驿（ＬＯ

ＱＵ）、金堂（ＪＩＴＡ）、蒲江（ＰＵＪＩ）和都江堰（ＤＵ

ＪＹ）６个观测站。本文利用上述成都地基ＧＰＳ观

测网３０ｓ间隔的原始数据，解算出天顶总延迟

（ｚｅｎｉｔｈｔｏｔａｌｄｅｌａｙ，ＺＴＤ），再依下式所示的
［１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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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计算出静力延迟（ｚｅｎｉｔｈ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ｄｅｌａｙ，

ＺＨＤ）：

ＺＨＤ＝１０
－６犽１犚狆狊

犵犿犕犱

ＺＴＤ减去ＺＨＤ可得到相应的湿延迟（ｚｅｎｉｔｈｗｅｔ

ｄｅｌａｙ，ＺＷＤ）。然后通过ＺＷＤ与ＰＷＶ之间的

转换关系式［１１］：

ＰＷＶ＝ΠＺＷＤ

即可得到３０ｍｉｎ间隔的大气可降水量。

式中，Π＝
１０６

ρ狑犚狏［（犽３／犜犿）＋犽′２］
为水汽转换系

数；犽１、犽′２、犽３ 为实验室测定的折射常数；犜犿 为对

流层大气加权平均温度。本文采用文献［１２］根据

成都４０ａ探空资料建立的Ｂｅｖｉｓ经验公式的本地

化修正方案犜犿＝５４．５＋０．７８犜狊，其中犜狊 为地面

气温。考虑到都江堰自动气象站由于中途迁址，

导致气象资料时空不连续，需要订正后才能使用，

故本文暂不对此站进行分析。在分析天气系统和

水汽输送时，还采用了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１°×１°的

６ｈ间隔再分析资料。

２　对流云降水

按照产生降水的云系性质，将降水过程分为

对流云降水、层状云降水以及其他类型降水。由

于其他降水类型在成都地区很少出现，本文仅针

对对流云降水和层状云降水来分析。

２．１　降水实况

２００７０８３０上午～０８３１中午（ＢＳＴ，下同），

成都地区出现局地对流云产生的降水天气过程，

降水量分布不均，最大达到１７１．４ｍｍ（金堂），蒲

江次之（１０８．９ｍｍ），最少为成都站（２４．７ｍｍ）。

此次降水过程分为两个阶段，３０日上午成都地区

局部地区出现降水；主要降水集中在３０日傍晚到

３１日上午，北方扩散南下的弱冷空气与暖空气在

四川南部交汇，形成近地面弱气旋，成都地区普遍

出现降水，１２ｈ降水达到１５０ｍｍ（金堂站，３０日

２０：００３１日０８：００），半小时雨量达到２０．１ｍｍ。

２．２　单站犌犘犛犘犠犞与降水的关系

图１为２００７０８３０～０８３１蒲江站的 ＧＰＳ

ＰＷＶ与实际降水量的对照图。在强降水前可降

水量从５５．５６ｍｍ（３０日０５时）剧增到６０．７２ｍｍ

（３０日５：３０），随后水汽上升到６３．４９ｍｍ（３０日

０８时）；之后可降水量骤减，降水也逐渐停止。此

阶段的最大降水强度（２４．８ｍｍ／０．５ｈ）发生在水

汽剧增期间，ＧＰＳＰＷＶ最大值（６３．４９ｍｍ）落后

于降水极大值。８月３１日００时，可降水量逐渐增

长；在０４时主要降水过程开始，此时可降水量保

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５５ｍｍ左右）；０７时降

水强度增强到９．５ｍｍ／０．５ｈ，此时大气中的可降

水量并没有明显变化；强降水持续到０９时，最大

降水强度达到１３．９ｍｍ／０．５ｈ，此阶段的降水量

为６２．２ｍｍ；随后大气可降水量迅速减少，降水

也逐渐停止。

可以看出，在暴雨发生前，整层水汽有所增

长；强降水之后，由于水汽发生凝结，ＧＰＳＰＷＶ

值比前期有所减少；之后水汽重新聚集，再次达到

新的高值，又开始新一轮降水。整个降水过程中

ＧＰＳＰＷＶ波动较大，当水汽减少到阈值之下，降

水趋于结束。

图１　２００７０８３０～０８３１蒲江站ＧＰＳＰＷＶ

与降水量的对照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ｔＰｕｊｉａ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３０ｔｏ３１Ａｕｇ．，２００７

图２　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１日ＧＰＳＰＷＶ的

空间分布（图中数字为ＧＰＳＰＷＶ值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ＰＳＰＷＶａｔ

００ＢＳＴａｎｄ０６ＢＳＴｏｎ３１Ａｕｇ．，２００７

２．３　水汽输送与犌犘犛犘犠犞变化的关系

从２００７０８３１８５０ｈＰａ的水汽通量及水汽通

量散度的分布图（图略）上可以看出，３１日０２时成

都地区处于水汽通量散度的辐合区，金堂站及龙泉

驿站处于辐合中心，说明低层有明显的水汽辐合，

导致大气可降水量增加，有利于降水的产生。实况

也反映出金堂及龙泉驿站在３１Ｔ００～０６时出现了

较强降水。１４时成都处于水汽的辐散区，ＧＰＳ

ＰＷＶ出现下降趋势（图１）。可见，整个降水过程

中，局地水汽辐合是水汽增长的主要方式。

从０８３１Ｔ００时和０６时的 ＧＰＳＰＷＶ水汽

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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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布图（图２）可以看出，水汽呈现增长趋势

（除金堂外），水汽增长最快为蒲江站，６ｈ增长

６．０１ｍｍ，其次是龙泉驿站（３．８２ｍｍ）。结合降

水图（图略），金堂站降水主要集中在００时～０６

时（１０１．９ｍｍ），强降水导致整层可降水量的骤

减，从而出现负的水汽增长率。尽管龙泉驿站也

出现降水，但其６ｈ降水量仅为２３．３ｍｍ，之后仍

有弱的增长。可见在对流云降水过程中，降水发

生前水汽增长，水汽骤减到一定水平后，降水过程

结束。

３　层状云降水

３．１　天气过程概况

２００７０９０６～０９０９，受高原低涡及北方弱冷

空气的影响，成都地区普遍出现降水，各个测站的

降水量均大于３０ｍｍ，蒲江站降水量达到了

９２．７ｍｍ，半小时雨量最大为８．８ｍｍ。此次降水

强度虽不大，但持续时间较长。

３．２　单站犌犘犛犘犠犞与降水量的关系

２００７０９０６～０９０９成都地区出现了一次典

型的层状云降水过程。降水分为两个阶段，分别

为６日中午前后和７日夜间到８日上午。从成都

地区各测站的 ＧＰＳＰＷＶ变化可以很清楚地反

映出这个降水过程（图３）。降水过程自西向东开

始，大邑站最先测到降水（０９０６Ｔ０３：００），最后观

测到降水的测站为金堂站（０９０６Ｔ１３：３０）；蒲江

站降水量最多（９２．７ｍｍ）。从蒲江站（西南方向）

和金堂站（东北方向）的 ＧＰＳＰＷＶ与降水量的

演变可以看出，降水前１２ｈ，两站的 ＧＰＳＰＷＶ

开始增长，并很快超过了月平均值（３７．９８６ｍｍ）；

降水开始后ＧＰＳＰＷＶ值保持在较高水平，伴有

小幅波动（０９０６上午）；降水极大值出现时刻提

前于ＧＰＳＰＷＶ极大值时刻（金堂）或同时出现

（蒲江）。降水过程中 ＧＰＳＰＷＶ 一直保持在一

个较高水平，表明此次降水存在明显的水汽补充。

３．３　水汽输送与犌犘犛犘犠犞的关系

从２００７０９０６降水前与降水时８５０ｈＰａ的水

汽通量与流场的叠加情况来看，６日０２时，成都

地区处于一个相对较干区（水汽通量≤２ｇ·ｓ
－１

·ｃｍ－１·ｈＰａ－１），而在四川东南部存在一个水汽

大值区。配合流场走向可知，水汽由南向北输送，

在四川北部西折，汇合于青藏高原东部。６日１４

时，成都地区的水汽通量达到６ｇ·ｓ
－１·ｃｍ－１·

ｈＰａ－１，从贵州北部至青藏高原东部呈现出一条

自东向西输送的水汽带。比较两个时次的水汽通

量场，水汽大值区范围不断扩大，处于两个大值区

之间的成都地区的水汽通量不断增加（图略）。

图３　２００７年９月５～１０日ＧＰＳＰＷＶ和降水量的时间序列图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ＧＰＳＰＷＶ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５ｔｏ１０Ｓｅｐ．，２００７

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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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ＧＰＳＰＷＶ的水平分布图上可以清楚地

看到此次降水 ＧＰＳＰＷＶ的变化特征。图４为

０９０６Ｔ００时～１８时 ＧＰＳＰＷＶ 场的演变。００

时，成都地区水汽普遍较低，最大值位于蒲江

（３７．７ｍｍ）；０６时 ＧＰＳＰＷＶ明显上升，此时的

最小值都为４３．８４ｍｍ（大邑）；１２时大气可降水

量均达到４９ｍｍ以上，并保持在这个值之上直到

主要降水阶段结束。可见，在层状云降水中，大尺

度的水汽输送保证了充足的水汽，降水之后水汽

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较高值，然后逐渐减少。处

于南部的蒲江及东部的金堂水汽变化先于其他测

站，上升率也大于其他测站，这与东南偏南向西北

偏西方向的水汽输送通道相符。

图４　２００７０９０６Ｔ００时～１８时每隔６ｈ的ＧＰＳＰＷＶ空间分布（图中数字为ＧＰＳＰＷＶ值）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ＰＳＰＷＶＥｖｅｒｙ６Ｈｏｕｒｓｆｒｏｍ００ＢＳＴｔｏ１８ＢＳＴｏｎ６Ｓｅｐ，２００７

４　结　语

利用成都地区地基 ＧＰＳ观测网遥感的３０

ｍｉｎ间隔的ＧＰＳＰＷＶ，能高精度、高时空分辨率

地反映成都地区上空大气可降水量的变化情况。

在降水开始前，ＧＰＳＰＷＶ出现增长，降水一般发

生在大气可降水量的高值阶段。ＧＰＳＰＷＶ的变

化幅度、极值水平和持续时间与影响系统、水汽输

送等有密切关系。

在对流云降水过程中，局地水汽辐合是水汽

增长的主要来源，ＧＰＳＰＷＶ 变化频繁，变幅较

大，降水强度受ＧＰＳＰＷＶ值的影响明显。ＧＰＳ

ＰＷＶ增长到一定程度后降水开始；强降水之后

由于水汽凝结，整层大气可降水量减少，此时降水

量也明显减少甚至降水停止；此时若有水汽的继

续补充，ＧＰＳＰＷＶ再次增长后则可能产生下一

场降水，反之，当ＧＰＳＰＷＶ剧减到一定程度后，

降水趋于结束。而在层状云降水过程中，可降水

量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大尺度水汽的输送，降水具

有系统性，ＧＰＳＰＷＶ的变化相对平缓，降水强度

与ＧＰＳＰＷＶ的极值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本文仅分析了成都地区两个不同云系降水个

例中ＧＰＳＰＷＶ的变化特征，更普遍的结论还需通

过大量实例的检验及完善后才能得出。另外，在降

水短时临近预报实际业务中，除进行实时ＧＰＳ水

汽分析外，还应配合动力、热力条件以及雷达、卫星

实测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以利于对不同性质降水发

生、发展及减弱的全过程作出准确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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