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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大气压强、温度、密度等与风场之间的关系，通过大气折射指数、高度及温度数据均可以推算出大

气风场，选用２００７年１、４、７和１０月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测的压强和折射率、高度、温度等月平均数据，构建了三

种推算大气风场的方法。从风场的纬度高度分布、经度纬度分布及纬圈平均纬向风在不同季节的特性等方

面，将计算结果与ＥＣＭＷＦ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再分析风场结果进行对比，发现计算结果与模式风场基本一致，能够

反映出中高纬度大气风场的变化规律，偏差随高度的增高而逐渐增大，１ｈＰａ等压面以下偏差在１０ｍ／ｓ以

内。采用不同掩星数据推算出的大气风场之间的彼此差别很小，折射率与温度资料推算的大气风场几乎相

同，高度数据推算出的风场相对前两者偏差稍大，但一般不超过２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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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流层大气是中层大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对流层到中间层大气的过渡区域，该层大气风场

数据对于研究平流层环流和大气中的各种波动等

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该层大气风场的直接探

测手段有限，观测资料相对稀少，给人们研究该层

大气风场的变化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与该层大气

风场观测数据不同，人们可以获得丰富的气压、折

射率、温度及密度等资料，而大气的气压、温度及

密度和风场在一定条件下满足一定的关系，平均

状态下，可以利用气压、温度和密度的测量推算出

大气平均风场，Ｒａｎｄｅ、Ｈｅｄｉｎ、Ａｎｄｒｅｗｓ等科学家

就曾作了大量推算风场的研究工作［１３］。如何充

分利用卫星资料获取大气风场，弥补高空风直接

观测资料少的不足，方法尤为重要。对于利用卫

星资料计算风场的方法，不少科学家进行了探

究［４７］。掩星观测可独立反演大气折射指数随高

度变化的廓线，进而得到丰富的温度、气压与密度

等大气信息，掩星观测技术的发展为平流层大气

风场的变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数据源，特别是

在２００６年４月ＣＯＳＭＩＣ星座发射后，每天能提

供约２０００个无线电掩星廓线，这些数据包括折

射指数、温度、气压等，对全球平流层大气风场的

研究将产生积极影响。本文拟采用ＣＯＳＭＩＣ掩

星的大气压强与折射指数、高度、温度等资料，运

用梯度风方程计算平流层中高纬度大气平均风

场，并通过与模式再分析风场对比来探究不同方

法的优缺点。

１　数据介绍

本文采用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折射指数数据计算

平流层大气风场；采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ＥＣＭＷＦ）提供的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再分析风场数据

作为对比资料验证计算风场的可靠性；采用美国

国家环境预报中心（ＮＣＥＰ）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

中心（ＮＣＡＲ）联合制作的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

资料５０ｈＰａ位势高度月平均数据作为掩星数据

积分位势高度时的边界条件。

１．１　犆犗犛犕犐犆掩星数据

本文选用２００７年１、４、７及１０月份通过

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数据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ｓｍｉｃ．

ｕｃａｒ．ｅｄｕ／）下载的干空气后处理数据，经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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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后，１、４、７及１０月的掩星观测次数分别为

５２９６３、５２１９５、５１１７４和３６５９９，采用反距离加

权插值方法将折射指数、高度及温度数据插值到

５°×５°网格。

网格插值方法如下：在垂直方向采用对数压

力高度（定义为狕＝－７（ｋｍ）ｌｎ（狆／狆０），其中，狆０＝

１０００ｈＰａ）标度
［１］，下文简称压高，对每一条廓线

的折射指数、几何高度及温度按三次样条函数进

行插值。水平方向取经纬度间隔５°建立水平网

格，网格点分布为λ＝５犻－１８０…（犻＝０，１，…，７１），

φ＝５犼－８５…（犼＝１，２，…，３３），每一个等压面上以

各水平格点为中心，确立长和宽都为１０°的窗口

矩形，格点（犻，犼）上的气象参数值由矩形内的测量

点确定。不同的测量点离窗口矩形中心的距离不

同，它们接近网格点正确值的程度也不同，距离越

近，测量值越接近格点（犻，犼）的真实值，距离越远，

差值越大。对每一高度层的各水平格点，以该格

点为 中 心，在 窗 口 矩 形 范 围 内，利 用 犕

＝∑
犻

犕犻犠犻／∑
犻

犠犻进行插值，得到各格点上的

数值，其中，犕 为对应的气象参数；犠犻＝１－Δ狉犻／狉

为权重，Δ狉犻 为数据点到插值格点的距离，狉为窗

口矩形的对角线长的一半［８］。

数据预处理如下：从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观测数据

中提取２０～５０ｋｍ区间的气压和折射指数、高度

及温度廓线数据，将一天２４ｈ分为００～１２和１２

～２４两个时段，首先将每一次的观测放到经度、

纬度和观测时段对应的网格里。由于掩星观测在

两极的观测次数相对少，因此舍弃了包含纬度±

９０°和±８５°网格的数据结果。本文用于计算风场

的理论适用于中高纬度区域，在低纬度区域效果

不佳，因此北纬３０°至南纬３０°以内的数据没有代

入计算。将廓线按三次样条函数插值到压高范围

为２０～５０ｋｍ对应压高层面的格点上，压高间隔

为０．２ｋｍ，采用反距离加权插值的方法将一个月

内相同时段的所有廓线数据插值到全球网格上，

再将两个时段对应网格点的数据取几何平均，得

到月平均数据用于计算风场，将所有廓线分到两

个时段再取平均是为了减小潮汐对计算得到的风

场的影响，选取５０、３０、２０、１０、７、５、３、２和１ｈＰａ

共９个等压面的风场数据用于比较分析。

１．２　犈犆犕犠犉再分析风场资料

ＥＣＭＷＦ提供的再分析气象资料主要有

ＥＲＡ１５、ＥＲＡ４０、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等。水平覆盖范

围是从北纬９０°至南纬９０°、西经１８０°至东经

１８０°。该资料包括了气温、纬向风速、经向风速等

气象要素，还加入了一些ＥＲＡ４０所没有的云参

数［９］。ＥＣＭＷＦ资料时间序列长、垂直层次高，在

平流层中使用了纯等压面坐标，资料的可信度相

对时间序列长的再分析资料（如 ＮＣＥＰ资料）要

好［１０］。相对应地，选用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月平均风场

数据，该数据的水平分辨率为１．５°×１．５°，垂直方

向从近地面至１ｈＰａ（约４８ｋｍ）高空，在５０～１

ｈＰａ（约２０～５０ｋｍ）高度区间，平流层共包含５０、

３０、２０、１０、７、５、３、２和１ｈＰａ９个等压面，为了便

于比较分析，仍采用反距离加权插值方法把其插

值到５°×５°网格上。本文用到的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再

分析风场资料均下载自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ｃｍ

ｗｆ．ｉ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ｄａｔａ。

１．３　犖犆犈犘再分析场位势高度资料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数据的水平覆盖范围

是从北纬９０°至南纬９０°、西经１８０°至东经１８０°，

垂直方向从近地面的１０００ｈＰａ至平流层的１０

ｈＰａ，其再分析场和预报场资料已普遍被世界各

国的气象部门使用，温度、压强和位势高度等再分

析资料与气候分析的相似度很高［１１］。为便于计

算，仍然采用反距离加权插值方法把其水平网格

由２．５°×２．５°插值到５°×５°网格上。本文选用的

５０ｈＰａ等压面的位势高度月平均数据下载自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ｃ．ｎｏａａ．ｇｏｖ／。

２　利用犆犗犛犕犐犆掩星资料计算风场

的方法

２．１　风场理论的选用

目前，利用大气压强、温度及密度等气象参数

推算全球风场的理论主要有地转风、梯度风和平衡

风等，本文选用梯度风方程进行数值计算。梯度风

考虑了高纬度地区不可忽略的曲率项的影响，同时

计算方程相对平衡风方程要简单，计算结果偏差较

小［７］。大尺度运动满足的水平动量方程如下［１］：

狌

狋
＋
狌

犪ｃｏｓφ

狌

λ
＋
狏
犪
狌

φ
＋狑

狌

狕
－（犳＋

狌ｔａｎφ
犪
）狏＋

（１／（犪ｃｏｓφ））（Φ／λ）＝０ （１）

狏

狋
＋
狌

犪ｃｏｓφ

狏

λ
＋
狏
犪
狏

φ
＋狑

狏

狕
＋（犳＋

狌ｔａｎφ
犪
）狌＋

（１／犪）（Φ／φ）＝０ （２）

其中，λ、φ、狕分别为经度、纬度、压高；狌、狏、狑 分别

为纬向风、经向风、垂直风；狋为时间；Φ为位势；犪

为地球半径；犳＝２Ωｓｉｎφ，Ω＝７．２９２×１０
－５ｓ－１为

地球自转角速度。忽略大气平流项的影响，并且

大气运动达到平衡，从式（１）整理可以得到梯度风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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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为：

狌２ｔａｎφ
犪

＋犳狌＋
１

犪
Φ
φ
＝０ （３）

犳狏＋
狌狏ｔａｎφ
犪

－
１

犪ｃｏｓφ

Φ
λ
＝０ （４）

　　通常用狌犵狉、狏犵狉分别表示梯度纬向风和梯度

经向风，由式（３）可以得到解析解。对式（２）分别

作纬圈平均，可以得到纬圈平均风场狌犵狉、狏犵狉：

狌犵狉
２ｔａｎφ
犪

＋犳狌犵狉＋
１

犪
Φ
φ
＝０

犳狏犵狉＋
狌犵狉狏犵狉ｔａｎφ
犪

＝０ （５）

２．２　不同参数计算风场的方法及步骤

２．２．１　利用大气折射指数计算

１）读取插值后的５°×５°网格的 ＮＣＥＰ再分

析资料５０ｈＰａ等压面的月平均位势高度数据，作

为由折射指数积分位势高度时的边界。

２）在干空气假设下，有 犖＝７７．６犘／犜，ρ＝

０．００３４８４犘／犜，犖 为大气折射指数，犘为大气压

强，犜为温度，ρ为大气密度，通过犖与ρ之间的相

互关系，可以求出各等压面上对应的大气密度ρ。

３）对处于２０～５０ｋｍ的大气，利用各等压面

上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折射指数数据，以 ＮＣＥＰ５０

ｈＰａ等压面的位势高度数据作为积分边界，采用

均质大气模式，通过测高方程（６）和位势定义式

（７）
［１］来计算不同等压面的位势高度：

犎２－犎１ ＝－７７．６（犘２－犘１）／（０．００３４８４犵０犖
－

）

（６）

Φ＝犎犵０ （７）

其中，犵０＝９．８０６６５ｍ／ｓ
２为平均重力加速度；犚＝

２８７．０５Ｊ／（Ｋ·ｋｇ）为干空气的气体常数；犎 为位

势高度；犘１、犘２分别为分层后上下等压面的气压；

犎１、犎２分别为对应等压面的位势高度；珡犖 为犘１

与犘２间气体的平均折射指数。

４）基于计算出的位势，采用中心差分法，由

梯度风公式（３）计算出梯度纬向风狌犵狉，代入式（４）

计算得到梯度经向风狏犵狉（简称犖 风场，用犝狀 及

犞狀 表示），对狌犵狉、狏犵狉分别作纬圈平均，即得到纬圈

平均纬向风狌犵狉和纬圈平均经向风狏犵狉。

２．２．２　利用几何高度计算

１）提取指定时段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大气压强

及几何高度数据，按照式（８）将几何高度转换为位

势高度：

犎 ＝－
犵
犵０

狉φ
狉φ＋犺

犺 （８）

其中，犵＝９．８０６１６（１－２．６４×１０
－３ｃｏｓ２φ＋５．９×

１０－６ｃｏｓ２２φ）为地理纬度φ处海平面重力加速度；

犺为地理纬度φ 处的几何高度；狉φ＝２犵／（３．１×

１０－６＋２．２７×１０－９ｃｏｓ２φ）为地理纬度φ处的地球

半径标定值。

２）采用网格插值的方法将掩星位势高度数

据网格化，通过位势定义式（７）计算各网格点的位

势Φ。基于计算出的位势计算梯度纬向风狌犵狉和

经向风狏犵狉（简称犎 风场，用犝犺 及犞犺 表示）及纬

圈平均纬向风狌犵狉和平均经向风狏犵狉。

２．２．３　利用大气温度计算

１）读取插值后的５°×５°网格 ＮＣＥＰ再分析

资料５０ｈＰａ等压面的月平均位势高度数据，作为

由折射指数积分位势高度时的边界。

２）利用等压面上的掩星温度数据，以ＮＣＥＰ

５０ｈＰａ等压面的位势高度数据作为积分边界，采

用等温大气模式，通过测高方程（９）和位势定义

式（７）计算位势高度和位势：

犎２－犎１ ＝－
犚

犵０∫
犘
２

犘
１

犜ｄｌｎ狆≈
犚珡犜

犵０∫
犘
２

犘
１

ｄｌｎ狆

（９）

其中，珡犜为犘１与犘２间气体的平均温度。

３）基于计算出的位势计算出梯度纬向风狌犵狉

和经向风狏犵狉（简称犜风场，用犝狋及犞狋表示）及纬

圈平均纬向风狌犵狉和平均经向风狏犵狉。

２．３　误差分析

选用网格化处理后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数据计

算的风场与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再分析风场资料进行对

比分析，参考文献［１２］的方法，对于５０～１ｈＰａ固

定等压面的纬向风和经向风数据，对每一个格点，

利用式（１０）计算风场偏差：

Δ犡（犻，犼）＝犡犆（犻，犼）－犡犕（犻，犼） （１０）

式中，犡犆（犻，犼）、犡犕（犻，犼）分别代表ＣＯＳＭＩＣ掩星

数据计算风场与模式再分析风场在相应格点上的

纬向风和经向风；Δ犡（犻，犼）为计算风场与再分析

风场在（犻，犼）格点的偏差。在每个压高层面上，指

定区域的风场平均偏差可以由式（１１）计算得到：

Δ犡＝
１

犻×犼∑
犻×犼

１

［犡犆（犻，犼）－犡犕（犻，犼）］（１１）

利用式（１２）可以得到风场的标准偏差：

犛Δ犡 ＝
１

犻×犼－１∑
犻×犼

１

Δ犡（犻，犼）－Δ（ ）犡［ ］
２
０．５

（１２）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不同纬度风场随高度变化的特性

选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份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数据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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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插页Ⅰ彩图１是１２０°Ｅ、７５°Ｎ、６０°Ｎ、

４５°Ｎ、４５°Ｓ、６０°Ｓ、７５°Ｓ风场随压高的变化图，图中

包含了利用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折射指数、几何高度及

温度数据计算的风场（统称为计算风场）和ＥＲＡ

ｉｎｔｅｒｉｍ再分析风场（简称为模式风场）及它们之

间的偏差。总体而言，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份，计算风场

与模式风场在中高纬度随高度的变化规律基本一

致，符合情况较好，三种方式计算得到的结果非常

接近，三者随压高的变化曲线以及与模式风的偏

差曲线几乎重合。纬向风的计算结果在南半球要

优于北半球，北半球纬向风偏差较大，尤其在７５°

Ｎ、４５°Ｎ，压高４０ｋｍ以上偏差越来越大，最大偏

差为１８ｍ／ｓ左右，相对偏差非常明显，可能是由

于该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激发的准定常行星波向

上传播造成的，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经向风的偏差情况与纬向风偏差不同，北半球偏

差相对较小，最大偏差只有７ｍ／ｓ左右，南半球偏

差最大约－１０ｍ／ｓ，犎 风场的经向风与犖 风场及

犜风场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但差距不大，彼此相

差约１～２ｍ／ｓ，６０°Ｓ偏差最大，约５ｍ／ｓ。

为剔除经度的影响，更好地展现计算风场与

模式风场在不同纬度随高度变化的差异，选用

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数据计算得到的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份

的纬圈平均纬向风进行分析，插页Ⅰ彩图２是７５°

Ｎ、６０°Ｎ、４５°Ｎ、４５°Ｓ、６０°Ｓ、７５°Ｓ纬圈平均纬向风

场随压高的变化图，其中包含三种计算风场和模

式风场及其偏差曲线。经过纬圈平均以后，纬圈

平均经向风都几乎为０，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不大，

所以本文只讨论纬圈平均纬向风。７５°Ｎ、６０°Ｎ、

４５°Ｎ、４５°Ｓ、６０°Ｓ、７５°Ｓ６个纬圈上的计算风场纬

圈平均纬向风与模式风场结果基本一致，高纬度

区，纬向风偏差稍大；北半球中高纬度区，整体符合

效果较好；南半球，平流层上层的相对偏差明显大

于下层，但绝对偏差最大不超过８ｍ／ｓ。三种不同

的计算风场之间的偏差不大，且它们随高度的变化

曲线几乎平行，在５０～１ｈＰａ的整个高度层面上，

犖 风场与犜 风场结果几乎重合，犎 风场与犖 风

场及犜 风场始终都存在１～２ｍ／ｓ的差异。

３．２　不同季节纬圈平均纬向风场随纬度高度的

分布特性

选用２００７年１月和７月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数

据计算得到纬圈平均纬向风场，分别代表北半球

冬季和夏季风场，如插页Ⅱ彩图３所示，图中包含

了三种计算风场和模式风场。夏季风场类似，这

里不再列出。不论是冬季还是夏季，计算风与模

式结果的等值线图都非常接近偏差随高度的增加

而增大，１ｈＰａ等压面附近偏差最大，但都在１０

ｍ／ｓ以内。冬季，南北半球风速在１０～４０ｍ／ｓ

间，北半球盛行西风，南半球盛行东风，计算风与

模式风的平均偏差不大，１ｈＰａ等压面附近，犎 风

场偏差达到最大，约为（－０．８０±５．５５）ｍ／ｓ，三种

计算风偏差曲线之间的偏离不大，几乎重合。夏

季，南北半球风速都相差较大，北半球盛行东风，

南半球盛行西风，最大风速超过８０ｍ／ｓ，计算风

与模式风的偏差不大，偏差平均都在７ｍ／ｓ以内，

到１ｈＰａ等压面附近，犖 风场偏差达到最大，约为

（０．９０±６．１９）ｍ／ｓ，计算风偏差曲线几乎重合。

夏季，犎 风场偏差在下部要稍大于犖 风场及犜

风场偏差，而到上部，其偏差又略小于犖 风场及

犜 风场与模式风偏差；冬季，基本都是 犎 风场偏

差稍大。为清晰地表现出计算风场与模式结果的

整体偏差，本文还统计了冬季和夏季３０、７和１

ｈＰａ等压面的最大偏差、平均偏差及标准偏差，中

高纬度区域的最大偏差、标准偏差都随高度的增

加而增大，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７年犆犗犛犕犐犆和模式冬季、夏季在３０、７和

１犺犘犪等压面的纬圈平均纬向风偏差

Ｔａｂ．１　ＺｏｎａｌＭｅａｎ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ｓＢｉ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ＳＭＩＣ

ａｎｄＥＣＭＷＦａｔ３０，７ａｎｄ１ｈＰａ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ｏｒＷｉｎｔｅｒ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ｉｎ２００７

最大偏差

／ｍ·ｓ－１
平均偏差

／ｍ·ｓ－１
标准偏差

／ｍ·ｓ－１

冬季 夏季 冬季 夏季 冬季 夏季

３０ｈＰａ ２．５１ ２．２７ －０．０７３ ０．２０ １．１１ １．０１

犝狀－犝ｅｒａ ７ｈＰａ ７．０９ ５．４５ －０．０９６ ０．１５ ２．１７ ２．７０

１ｈＰａ ７．３２１０．８２ －０．３６ ０．９０ ５．０８ ６．１９

３０ｈＰａ ２．３１ ３．５１ －０．３３ ０．０５２１．０６ １．４５

犝犺－犝ｅｒａ ７ｈＰａ ６．２２ ６．２１ －０．４２ ０．０４５２．０３ ２．８６

１ｈＰａ ９．１７ ８．４０ －０．８０ ０．７９ ５．５５ ５．４６

３０ｈＰａ ２．４４ ２．１８ －０．０９ ０．２０ １．０７ ０．９８

犝狋－犝ｅｒａ ７ｈＰａ ６．７３ ４．８８ －０．２０ ０．１１ １．９７ ２．５１

１ｈＰａ ７．０７１０．１０ －０．５４ ０．８１ ５．０７ ５．９７

３．３　不同纬度风场的经度变化特性

选用２００７年４月份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数据进行

分析，插页Ⅱ彩图４是７ｈＰａ等压面７５°Ｎ、４５°Ｎ、４５°

Ｓ、７５°Ｓ风场随经度的变化图。计算风与模式风的

变化规律大体一致，能够将不同纬圈上纬向风及经

向风的变化特性表现出来，偏差都在１０ｍ／ｓ以内。

就纬向风而言，北半球的符合效果很好，偏差在４

ｍ／ｓ以内，三种计算风场的纬向风之间的偏差在２

ｍ／ｓ以内；南半球高纬度区域，计算风场与模式风

场纬向风的最大偏差超过５ｍ／ｓ，计算风场纬向风

之间的偏差也超过２ｍ／ｓ。就经向风而言，北半球

高纬度区域，犖风场及犜风场的效果要优于犎 风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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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与模式风的偏差较小，偏差变化也不大，基本都

在０附近；犎风场与模式结果的最大偏差达１０ｍ／

ｓ，且起伏较大。其他区域，三种计算风场的结果基

本相同，只在南半球高纬度区域，个别网格点上的

偏差大，可能与该地区的地理条件有关，这有待进

一步研究验证。

为进一步确认掩星资料计算风场方法的可靠

性，本文还选用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数据计算得到２００７

年４月的月平均风场，对７ｈＰａ等压面的整个中高

纬度风场随经纬度的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整体

而言，计算风场与模式风场结果的变化趋势一致，

纬向风的结果要优于经向风。纬向风在南北半球

的偏差都不大，中纬度偏差小，高纬度稍大；犎风场

与模式结果的偏差相对较大，最大偏差为９．４６ｍ／

ｓ，整个等压面中高纬度的纬向风偏差为（－０．２９±

２．８７）ｍ／ｓ，犖风场及犜风场的偏差略小，两者与模

式结果的偏差几乎相同；经向风在南半球高纬度区

域偏差较大，犎风场与模式风场在个别网格点上的

偏差超过了１０ｍ／ｓ。整个等压面上，犎 计算风场

的偏差也达到（－０．０３６±２．１５）ｍ／ｓ，犖 风场及犜

风场的偏差略小，但经向风本身的风值较小，故相

对偏差仍然较大。表２统计了７ｈＰａ等压面中高

纬度区域计算风场与模式结果的最大偏差、平均偏

差及标准偏差。

表２　２００７年４月犆犗犛犕犐犆和模式风场在７犺犘犪

等压面风场偏差／ｍ·ｓ－１

Ｔａｂ．２　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ＳＭＩＣ

ａｎｄＥＣＭＷＦａｔ７ｈＰａｉｎ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７／ｍ·ｓ
－１

最大偏差 平均偏差 标准偏差

犝ｃｏｓ－

犝ｅｃｍ

犞ｃｏｓ－

犞ｅｃｍ

犝ｃｏｓ－

犝ｅｃｍ

犞ｃｏｓ－

犞ｅｃｍ

犝ｃｏｓ－

犝ｅｃｍ

犞ｃｏｓ－

犞ｅｃｍ

犖 风场 ７．４３ ６．０７ －０．４２ ０．０３４ ２．２６ １．７３

犎 风场 ９．４６ １０．０７ －０．２９ ０．０３６ ２．８７ ２．１５

犜风场 ７．６７ ７．１４ －０．４８ ０．０３４ ２．２７ １．７２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资料，根据大气风场

与气压、温度及密度的关系，采用梯度风方程构建

了推算平流层中高纬度大气风场的方法。结果表

明，计算风场与模式风场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偏

差随高度有增大的趋势。通过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资

料推算出的大气风场能够正确反映出平流层中高

纬度区域风场的特性，表明利用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资

料计算风场是弥补高空风直接观测资料不足的一

种有效途径。本文构建风场的计算方法可以为平

流层大气研究提供新的风场数据来源，并为推算

风场的资料及方法选用提供参考。

致谢：感谢ＣＤＡＡＣ提供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数

据，以及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提供的 ＮＣＥＰ再分析场

位势高度数据及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提供的

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风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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