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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在京津冀地区观测的１４６个观测站点土壤相对湿度资料，建立了年变化趋势球冠

谐模型。球冠极点为东经１１５°，北纬３８°，球冠半径为５°，球冠模型最高展开至８阶。根据模型，计算并分析了

该球冠内土壤相对湿度在１０ｃｍ、２０ｃｍ和５０ｃｍ深度年变化趋势空间分布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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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面过程是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

面，而土壤湿度是陆面过程中重要的物理量之一。

土壤湿度的变化可以改变地表反照率、土壤的热

容量和地表植被的生长状况，进而影响地表能量

收支变化，最终导致气候的变化［１］。土壤湿度是

研究我国北方干旱化问题的一个客观定量的综合

指标［２］。但由于土壤湿度的时空变率大，即使在

同一种下垫面条件下，土壤水分分布普遍存在不

均匀性，大范围的观测非常困难等客观原因，如此

重要的物理量在目前的陆面模式和地气耦合中却

没有得到客观的描述［３］。

陆面水文过程包括降水、径流、土壤湿度和蒸

发等过程存在着很强的次网格不均匀性［３］。建立

合理的初始化方案对理解土壤湿度的时空变化特

征，进而细致地研究与地表气温和降雨的时空变

化相关关系［４，５］和评价现有的众多的气候数值模

型［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外，融合其他学科

的观测资料，尤其是由美国宇航局（ＮＡＳＡ）和德

国宇航中心（ＧＦＺ）联合发射的，开创了高时空分

辨率观测地球时变重力场新纪元的恢复地球重力

场和开展气候试验卫星ＧＲＡＣＥ资料
［７］，有能力

对半干旱区域的地下水储量时变作出合理的估

计［８］。传统的区域化方法主要包括多项式拟合

（ＰＭ）、距谐分析（ＲＨＡ）和球冠谐分析（ＳＣＨＡ）

等。本文尝试利用中国中部区域约３００多个土壤

相对湿度数据作球冠谐分析，得到了有意义的结

果。

１　所用资料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中国气象局提供的１９９９

～２００９年的相对土壤湿度资料，相对于Ｒｏｂｏｃ
［９］

和ｌｉ
［１０］等收集的中国区域土壤湿度站点而言，数

据分布范围和密度都有较大改观，因此，更加适合

对大区域作时空变化分析。在全国范围内总的测

点数为７００多个，观测方法为称重法，测量土壤湿

度后转化为体积比的土壤湿度，然后得到与田间

持水量的比值即土壤相对湿度。虽然土壤相对湿

度与体积比土壤湿度是有差别的，但在反映土壤

湿度的干湿变化上是一致的［６］。在时间尺度上大

多数以旬为观测间隔单位，观测时间点为每月的

第８、１８、２８天，但是因下雨等自然因素而致缺测

（如北部站点的冰冻季节）或延测，有些站点在一

些特定的时段内会在当月的第３、１３、２３天加测，

为不失一般性，将这种情况下的站点资料对单旬

内的观测值作简单的平均。在水平空间尺度上分

布很不均匀，绝大多数集中在中国中东部。在垂

向上观测，分别为０～５０ｃｍ层次上每１０ｃ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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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在７０ｃｍ和１００ｃｍ为另外两层。但实际观测

数据一般只存在０～１０、１０～２０、４０～５０等３个有

效观测值。另外，由于西部和南部实际观测值非

常稀少，为得到对研究区域的相对土壤湿度变化

趋势比较合理的估计，本文只分析了中东北部地

区有效观测长度超过３ａ的数据资料。观测站点

空间分布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中国气象局提供的相对土壤湿度资料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旬观测数超过７２）站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　计算方法

在实际观测中，受限于观测条件和自然环境，

相对土壤湿度观测很难得到空间上分布均匀的采

样点。如果采用传统的球谐函数分析，数据分布

和慢收敛性（达到原始数据的空间分辨率需要求

解相当多的系数）成为两个主要的限制因素。一

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只考虑特定空间范围内的观

测数据，摒除所有其他数据分布稀少的区域，并能

用少量的模型求解系数加以模拟。与整阶球谐函

数不同，实数阶球冠谐方法（ＳＣＨＡ）由于只在球

冠上求解，模型系数少，且其两种正交解及其组合

分别满足Ｄｉｒｅｃｌｅｔ第一边值条件、Ｎｅｕｍｍａｎｎ第

二边值条件和第三混合边值条件，符合自然数据

的内在禀性，因此，更适合于球面局部区域数据分

析。由 Ｈａｉｎｅｓ
［１１１２］第一次将其成功运用于地磁

场变化分析以来，ＳＣＨＡ 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如安振昌［１３］运用于中国地磁场及其长期变化

研究；曹月玲［１４］、柳景斌［１５］等分别利用ＳＣＨＡ拟

合ＧＰＳ水准高程和建立中国区域电离层ＴＥＣ模

型；Ｈｗａｎｇ等
［１６］发展完全正交化ＳＣＨＡ并应用

于局部海平面变化和厄尔尼诺（ＥＬＮｉｎｏ）拉尼娜

（ＬａＮｉｎａ）现象分析等。

与传统的全球球谐分析类似，球冠上的函数

值用球冠展开系数展开为：

犳（θ，λ，狋）＝∑

犖
ｍａｘ

狀＝０
∑
狀

犿＝０

犘犽（狀，犿），犿ｃｏｓθ

［犆狀犿（θ，λ，狋）ｃｏｓ（犿λ）＋犛狀犿（θ，λ，狋）ｓｉｎ（犿λ）］

（１）

式中，犳（θ，λ，狋）为观测值函数；犘犽（狀，犿），犿ｃｏｓθ为非

整数阶的Ｓｃｈｍｉｄｔ正交化缔合勒让德函数；（θ，λ）

为局部球冠坐标经纬度；θ为球冠坐标余纬；λ起

算零经度线为经过地理北极和球冠极的大圆，范

围为０～３６０°；狋是观测时间点；犆狀犿和犛狀犿为时变

展开系数；犖ｍａｘ为展开最高阶，共有（犖ｍａｘ＋１）
２ 非

零项。根据Ｂｕｌｌａｒｄ规则，空间分辨率为犔ｍｉｎ＝

（２π犚犪／犖ｍａｘ）。当球冠半角为θ０ 时，非整数阶

犓（狀，犿）可以依据是否满足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Ｎｅｕｍａｎｎ

边界条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求解：

①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

犘犽（狀，犿），犿ｃｏｓθ狘θ＝θ０ ＝０ （２）

　　② Ｎｅｕｍａｎｎ边界

ｄ犘犽（狀，犿），犿ｃｏｓθ
ｄ（ ）θ θ＝θ０

＝０ （３）

计算非整阶零点采用了文献［１５］中的方法，这种

方法由于不需要计算 Ｇａｍｍａ函数，避免了计算

过程中数据溢出等问题。

根据球冠上观测值求解球冠展开系数的方法

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① 特殊分布。当在局部

球冠坐标内函数值点在等纬度圈满足等经度间隔

均匀分布时，仿照Ｃｏｌｏｍｂｏ
［１７］中求和次序则可分别

对球冠等纬度数据进行离散ＦＦＴ变换后再在等经

度圈上沿纬向积分。由于实测数据很难满足这种

分布，虽然这种方法计算速度快，但在实际中很少

应用。② 不规则分布，此时采用最小二乘解，令

犪（狀，犿，犻）＝犘犽（狀，犿），犿ｃｏｓθ犻犆狀犿

犫（狀，犿，犻）＝犘犽（狀，犿），犿ｃｏｓθ犻犛
｝

狀犿

（４）

相应的矩阵犃＝［犃１，犃２，…，犃狀ｐｏｉｎｔ］
Ｔ，其中行向量为：

犃犻 ＝（犪０，０，犪１，１，犪１，０，犫１，１，…，

犪狀ｍａｘ，－狀ｍａｘ，…，犫狀ｍａｘ，狀ｍａｘ）
（５）

式中，犻表示第犻个站点；狀ｐｏｉｎｔ为已知函数值个

数。令

犳^＝ （犆０，０，犆１，０，犆１，１，犛１，１，…，

犆狀ｍａｘ，－狀ｍａｘ，…，犛狀ｍａｘ，狀ｍａｘ）
Ｔ

（６）

狓犻＝（θ犻，λ犻），犉＝（犉（狓１），…，犉（狓狀ｐｏｉｎｔ））
Ｔ。将式

（１）改写为矩阵形式：

犉＝犃^犳 （７）

此时，向量 犉、^犳 的维数分别为（狀ｐｏｉｎｔ，１）和

（（犖ｍａｘ＋１）
２，１），矩 阵 犉 维 数 为 （狀ｐｏｉｎｔ，

（犖ｍａｘ＋１）
２）。当满足条件狀ｐｏｉｎｔ≥（犖ｍａｘ＋１）

２ 时，

只要矩阵犃满秩，方程的解可以简单写为
［１７］：

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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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 （犃
Ｔ犃）－１犃Ｔ犉 （８）

此时球冠区域任意点的函数值可表示为：

犉′＝犃（犃
Ｔ犃）－１犃Ｔ犉 （９）

　　对空间站点时间序列长期趋势的冠谐分析一

般有以下两种方式：① 在每个时间点上空间分布

观测值作冠谐分析，然后对由冠谐系数合成的空

间分布均匀点作趋势向分析；② 直接对空间点上

观测时间序列作趋势分析，然后对这些值作冠谐

分析。本文重点分析的对象为土壤相对湿度趋势

变化，因此，采用第二种方法。研究范围为球冠极

位于（１１５°，３８°），球冠半径１１°区域，如图１中黑

色圆圈所示。

综上所述，对土壤相对湿度的冠谐分析主要

分为如下几步。

１）将各个点的地理坐标转换到以球冠极为

极点的局部坐标系。

２）根据式（２）、式（３），作所需满足的边界条

件计算非整阶犽（狀，犿）。以本文球冠范围为例，截

断阶数为８时相应的实数犽（狀，犿）对应的两种不

同的边界条件值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球冠中心（１１５，３８），球冠半径为５°，展开阶数为８，满足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条件时实数阶犽（狀，犿）值

Ｔａｂ．１　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Ｏｒｄｅｒ犽（狀，犿）Ｓａｔｉｓｆｙｔｈｅ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犽（狀，犿）

狀

犿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０ ２７．０５６

１ ６２．７５５ ４３．４１１

２ ９８．６６４ ７９．８９４ ５８．３６１

３ １３４．６２１ １１６．０８０ ９５．９６１ ７２．６３１

４ １７０．５９５ １５２．１７９ １３２．６５８ １１１．３６６ ８６．４８６

５ ２０６．５７９ １８８．２４０ １６９．０５３ １４８．６５３ １２６．３２０ １００．０５５

６ ２４２．５６７ ２２４．２８２ ２０５．３０７ １８５．４１５ １６４．２１３ １４０．９１９ １１３．４１２

７ ２７８．５５９ ２６０．３１２ ２４１．４８６ ２２１．９２２ ２０１．３７７ １７９．４３３ １５５．２６０ １２６．６０４

８ ３１４．５５２ ２９６．３３５ ２７７．６１７ ２５８．２８４ ２３８．１７０ ２１７．０１５ １９４．３８０ １６９．３８７ １３９．６６５

表２　球冠中心（１１５，３８），球冠半径为５°，展开阶数为８，满足Ｎｅｕｍａｎｎ边界条件时实数阶犽（狀，犿）值

Ｔａｂ．２　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Ｏｒｄｅｒ犽（狀，犿）ＳａｔｉｓｆｙｔｈｅＮｅｕｍａｎ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犽（狀，犿）

狀

犿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０ ０．００

１ ４３．４１１ ２０．６１６

２ ７９．８９４ ６０．５９９ ３４．５２５

３ １１６．０８０ ９７．３２２ ７６．３５７ ４７．６７９

４ １５２．１７９ １３３．６４３ １１３．７４９ ９１．３６６ ６０．４８４

５ １８８．２４０ １６９．８２６ １５０．４２７ １２９．５２７ １０５．８９５ ７３．０７９

６ ２２４．２８２ ２０５．９４４ １８６．８３３ １６６．６５１ １４４．８４３ １２０．０８５ ８５．５３３

７ ２６０．３１２ ２４２．０２７ ２２３．１０５ ２０３．３５２ １８２．４５１ １５９．８０８ １３４．０１８ ９７．８８３

８ ２９６．３３５ ２７８．０８８ ２５９．３００ ２３９．８３４ ２１９．４８３ １９７．９１２ １７４．４９６ １４７．７５１ １１０．１５２

　　３）在球冠坐标系内根据式（８）反演计算冠谐

模型系数，并由式（９）计算模型值，方程反演所用

的为Ｌａｐａｃｋ中ｄｇｅｌｓ函数。

４）将模型值由球冠系反算至球坐标系，并作

相应的空间分布分析。

３　计算结果与讨论

１）确定展开截断阶数。毫无疑问，展开阶数

越大，空间分辨率越高，但同时待求冠谐系数越

多，模型计算值与原始的观测值均方偏差越小。

由于边界约束条件的不完备，截断阶数越大则计

算结果相对越不稳定。因此，需要对模型结果进

行综合评价，从而选取合适的截断阶数［１８］。对本

文中分析的球冠观测数据而言，不同的截断阶数

对应的均方偏差如图２所示。从图２可以清晰地

看到，随着截断阶数增大，均方偏差逐渐变小，拟

合模型的内符合精度提高，但同时其边缘畸变效

图２　相对湿度均方偏差（ＲＭＳ）随截断阶数的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ＲＭ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Ｏｒｄｅｒｓ

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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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也相对比较明显，徐文耀［１９］、顾左文［１８］等也发现

了类似的现象。经过反复实验，本文最后选定８阶

球冠模型为基本模型。尽管如此，仍应注意到此时

由于山东观测站点较少，边界畸变较大，如图３。

图３　相对湿度变化趋势对应两种边界条件的球冠谐分析结果

Ｆｉｇ．３　Ｕｐ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ｅｆｔＣｏｌｕｍｎｉ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Ｄｏｗｎｉｓｔｈ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２）边界条件的选取。球冠函数满足单一的

边界条件时，展开的基函数（式（５））满足正交性，

因此，对应的展开系数阶方差反映不同空间尺度

的谱特征，但如果满足混合边界条件，则其基函数

之间不再保证正交性。本文只讨论了Ｄｉｒｉｃｈｉｌｅｔ

和Ｎｅｗｍａｎｎ的边界情况。图３为展开阶数８，相

对湿度在深度为１０ｃｍ、２０ｃｍ、５０ｃｍ分别满足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ｓｅｔ１）和 Ｎｅｕｍａｎｎ（ｓｅｔ２）边界条件时

的年变化趋势项的球冠谐分析结果。从图３可以

看出，两者差别在球冠中心区域并不明显，符合得

相当好。在边缘区域，ｓｅｔ２比ｓｅｔ１要相对平滑

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在满足Ｎｅｕｍａｎｎ边界条件

时，其隐含地附加了要求数据满足连续可微的条

件。因此，以ｓｅｔ１结果为分析对象进行说明。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土壤相对湿度年变率在

１０ｃｍ深处最大，空间分布也最复杂。比较显著

的变干区域（年变率小于０）为河北太行山前中部

平原、北京西北边缘山前平原和山西北部和南部

等，只有山东西北部略有变湿区域和在河北出现

的与纬度差不多平行的变湿区域，有意思的是后

者只在１０ｃｍ深数据存在，这可能是由于短期的

降水增多引起。在２０ｃｍ深度上，山西南部区域

由大范围的变干区域缩减至局部显著区域，而河

北山前平原中北部呈现弱平衡状态，北京周边区

域仍为变干区域，但数值较１０ｃｍ深度变小。相

较于１０ｃｍ、２０ｃｍ深度土壤湿度与地表气候环境

变化密切相关，５０ｃｍ深度上的土壤湿度与地下

水变化和人类活动关系更为密切。河北平原上基

本呈现南北向变干区域，山西南部、北京和天津周

边地区都为显著变干区域，这些区域恰好是人类

活动频繁的平原区域，地下水资源也为主要的水

资源组成部分之一。由于深层的土壤水对气候变

化的反应相对于浅层要滞后，综合１０ｃｍ、２０ｃｍ、

５０ｃｍ深度的结果来看，该区域有可能在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处于变干状态。

当然，本文的方法也可以用来分析其他站点

分布较均匀的区域，如黄河上游和辽宁、吉林区域

（图１）；也可以用来分析相同区域的降雨和地表

温度等气象要素观测资料，进而分析大尺度土壤

湿度与各种气象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同时，可

用相关计算结果来评价各种气候预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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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ｍｏｄｅｌ，ｗ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ｎｕａｌｌｉｎｅａ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１０ｃｍ、２０ｃｍａｎｄ５０ｃｍｄｅｐｔｈ．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ｐ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ｓｐａｔｉｔ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ＰＥＮＧＰｅｎｇ，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ＧＲ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ｐｐｔｈｅｌｉｏ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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