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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月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湿空气数据，基于相对湿度廓线出入云层时发生突变

反演云边界高度的思想，统计分析了东亚地区云厚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掩星最低探测高度集中在３ｋｍ

以下，主要影响部分中云和低云云厚的反演。云发生概率沿纬度和经度方向呈现不同的分布特征，各类云概

率随高度也有不同的变化规律。东亚地区所有云的平均厚度为１．７８ｋｍ，其中单层云和顶层云分布相似，双

层云与其他云层的地理差异不大，单层云在春秋季分布相对均匀，而在夏冬季差异较大。夏季和冬季顶层云

云顶高与云厚的二维频率分布各异，主要在于夏季有更多云体较厚且位于对流层上部的高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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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厚作为重要的云物理参数，对地表和地球

的辐射收支及大气加热率和冷却率的垂直分布具

有重要影响［１］。研究东亚地区云厚的分布特征对

深入理解该地区云的辐射特性以及云与季风的相

互作用意义重大。目前，对于云厚的研究已较

多［２７］。无线电掩星探测具有全球覆盖、高精度、

高垂直分辨率、高时空密度、长期稳定、全天候和

几乎准实时的观测特点［８］，已成为全球大气探测

的重要方式之一。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５日，美国和中

国台湾地区合作发射的６颗低轨卫星构成了气

象、电离层及气候卫星探测系统（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ＯＳＭＩＣ），其每天可提供２５００次

左右的全球掩星事件，主要应用在天气预报、气候

监测、空间天气和大地测量等方面，且目前正在研

究和设计的ＣＯＳＭＩＣⅡ代将低轨卫星数量增加至

１２颗，其接收机可兼容接收 ＧＰＳ、ＧＡＬＩＬＥＯ和

ＧＬＯＮＡＳＳ的导航信号，每天将获取约１４０００次的

掩星事件［９］，为云物理反演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数据

源。本文利用ＣＯＳＭＩＣ探测的高精度的高度、温

度和水汽压数据计算出相对湿度随高度变化的廓

线，基于 Ｗａｎｇ等
［５］提出的相对湿度廓线算法反演

了云底高和云顶高，进而提取云厚信息，然后对东

亚地区的云厚分布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

１　犆犗犛犕犐犆数据特点

ＣＯＭＳＩＣ数据分析和存储中心（ＣＤＡＡＣ）每

天向全球发布两种数据产品：一种是为天气与空

间天气的监测和预报提供的ＣＯＳＭＩＣ近实时产

品；一种是为科学研究提供的更精确有效的

ＣＯＳＭＩＣ后处理产品，主要分为Ｌｅｖｅｌ０级、Ｌｅｖ

ｅｌ１级和Ｌｅｖｅｌ２级产品，其中应用最多的为Ｌｅｖ

ｅｌ２级产品，包括９种ｎｅｔＣＤＦ格式的数据廓线，

各廓线包括全局变量和廓线变量两种信息，前者

主要为廓线的起止时间、切点经纬度、文件标识

等，后者主要为温度、高度、气压、水汽压、折射率、

弯曲角、经纬度等。

ＣＯＳＭＩＣ湿空气廓线的高度间隔为０．１ｋｍ，

探测范围为０～３９．９ｋｍ，主要提供高精度的地球

大气温压湿和折射率等参数。无线电探空仪数据

为标准等压面和特性层参数，由美国国家大气研

究中心（ＮＣＡＲ）进行收集整理，目的是为了与掩

星、ＥＣＭＷＦ和ＮＣＥＰ等资料进行比对分析。除

极地和赤道附近外，掩星探测点的分布相对均匀，

不受陆地、海洋限制，而探空仪站点较少且分布稀

疏，在海洋和荒漠地区几乎没有数据。东亚地区

位于１５°Ｎ～５５°Ｎ、７０°Ｅ～１４０°Ｅ范围内，Ｃ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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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掩星资料的时空密度高，具有高精度、高垂

直分辨率和全天候等优势，且反演云参数时不必

考虑设备最大探测高度的限制，因此将ＣＯＳＭＩＣ

探测资料应用于东亚地区云厚的统计分析中具有

重要意义。

２　理论基础

在利用 Ｗａｎｇ等
［５］提出的相对湿度廓线在云

边界处发生突变判定云底高和云顶高进而提取云

厚的反演算法时，相对湿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犳＝ （犲／犈狊（狋））×１００％ （１）

其中，犲表示水汽压；犈狊（狋）表示温度为狋时的饱和

水汽压，其借助Ｔｅｔｅｎｓ经验公式来计算：

犈狊（狋）＝犈狊０×１０
（犪狋／（犫＋狋）） （２）

式中，犈狊０（狋）＝６．１０７ｈＰａ，代表狋＝０℃时的饱和

水汽压。当狋≥０℃时，计算平液面的饱和水汽

压，此时犪＝７．５，犫＝２３７．３；当狋＜０℃时，计算平

冰面的饱和水汽压，此时犪＝９．５，犫＝２６５．５。

Ｗａｎｇ等
［５］提出的相对湿度廓线算法具体描

述如下。

１）多层云中各层云云底高的判定：① 从地

面向上第一层云云底高的判定：相对湿度ＲＨ≥

８７％时，对应的高度判定为云底高；若该湿度层为

非地面层，当相对湿度８７％≥ＲＨ≥８４％，且相对

于下一层相对湿度的变化ΔＲＨ≥３％时，该层高

度判定为云底高；若该湿度层为地面层，相对湿度

ＲＨ≥８４％时，对应的高度判定为云底高。② 第

二层及以上各层云云底高的判定：当相对湿度

ＲＨ≥８４％时，判断为入云，此时对应的高度为云

底高，按此标准从廓线底部至顶端逐层进行判定。

２）单层云云底高的判定。标准与多层云相

同，但云底高度需向下延伸半个探测间距。

云顶高的判定规则与云底高类似，不同之处

在于判定云顶高时，从廓线顶端开始并延伸至廓

线底部，且单层云云顶高需向上延伸半个探测间

距。利用判定的云底高和云顶高即可得到云厚信

息。为防止造成云层的漏检测与虚检测，当仅检测

到云底高而未得到云顶高信息，或者湿度层内相对

湿度的最大值ＲＨｍａｘ≤８７％，则该湿度层不能判定

为云层，此时得到的云厚无效，作舍弃处理。

３　 统计分析

３．１　犆犗犛犕犐犆最低探测高度

ＣＯＳＭＩＣ采用先进的“开环”跟踪技术后，使

得超过９０％探测廓线的最低探测高度达到对流

层底部的２ｋｍ范围内
［１０］，但低云云底高可延伸

至０．５ｋｍ 以下，其厚度的统计分析将受限于

ＣＯＳＭＩＣ的最低探测高度。根据东亚地区掩星

最低探测高度的样本分布情况可知，ＣＯＳＭＩＣ最

低探测高度主要集中在３ｋｍ以下，对中高云物

理参数的影响较小，主要导致低云和部分中云云

厚的反演结果偏小。

为深入分析ＣＯＳＭＩＣ最低探测高度对云厚

的影响程度，表１列出了有云、单层云、双层云、三

层云以及多层云受其最低探测高度限制的概率，

即受限制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其中，受限制样

本指在进行云厚判定时，ＲＨ≥８４％的部分可能

延伸至掩星最低探测高度以下，此时只好将掩星

最低探测高度作为云底高计算云厚，必然导致云

厚反演结果比实际值偏小，则将该样本记为受限

制样本。有效影响高度定义为反演过程中样本数

达到总受限制样本数８０％时对应掩星最低探测

高度的最大值。由表１可知，对于所有云层而言，

受限制概率为２１．９２％，对应的有效影响高度为

３．２ｋｍ，主要为中低云云底高范围；单层云受限

制概率最小，仅有１３．９６％，但有效影响高度却达

到４．５ｋｍ，说明单层云中少量中低云云厚的反演

结果将受影响；多层云受限制云层主要为低云，且

所占比重相对较大。综上所述，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最

低探测高度主要影响部分中低云云厚的反演，对

应低云中的层云、层积云和雨层云以及中云中的

高层云，但由于受限制概率较小，因此论文统计结

果的可信度仍然较高。

表１　云厚反演受掩星最低探测高度限制的概率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ｌｏｕｄ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ｂｙＣＯＳＭＩＣＭｉｎｉｍｕｍ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类型 概率／％
有效影响

高度／ｋｍ
类型 概率／％

有效影响

高度／ｋｍ

有云 ２１．９２ ３．２ 三层云 ３４．１２ ２．６

单层云 １３．９６ ４．５ 多层云 ３０．２７ ２．８

双层云 ２５．５７ ３．３

３．２　云发生概率

对东亚地区有云、单层云、多层云、双层云和三

层云发生概率的地理分布和季节变化进行统计分

析，得到图１所示的结果。其中，图１（ａ）～１（ｅ）以

纬度１°、经度２°为研究单位，将东亚地区沿纬向和

经向分成４０×３５个网格单元进行研究，图１（ｆ）为各

类云发生概率随季节的变化规律，其中犡轴上的数

字代表从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月共２５个月。各

网格内不同类型云发生概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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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犻，犼，犽）＝ （犖ｃｌｄ（犻，犼，犽）／犖ａｌｌ（犻，犼））×１００％

犻∈ ［１，４０］，犼∈ ［１，３５］，犽∈ ［１，５］ （３）

式中，犖ａｌｌ（犻，犼）代表第［犻，犼］个网格内的总样本

数；犖ｃｌｄ（犻，犼，犽）和犘（犻，犼，犽）表示该网格内犽类云

的样本数和发生概率，犽依次代表有云、单层云、

多层云、双层云和三层云，随季节的变化规律也采

用类似的计算方法。从图１可知，云发生概率沿

纬向呈现出两边高、中间低的分布特点，即在１５°

Ｎ～２５°Ｎ和５０°Ｎ～５５°Ｎ内概率较高，而在２５°

Ｎ～５０°Ｎ内概率较小；多层云的分布特征类似，

仅在数值上偏小；而单层云主要出现在４５°Ｎ～

５５°Ｎ内，并在３０°Ｎ附近出现较小值区；沿经向

所有云与多层云的分布特征相似，即在１００°Ｓ～

１３５°Ｓ内较大，而单层云分布相对均匀。综上所

述，结合东亚地区的地理特征可知，东亚地区云发

生概率的较大值区主要对应中国东南部地区，较

小值区则对应中国西部地区，这与利用其他卫星

资料的统计结果一致［１１］。除单层云外，其他各类

云的发生概率随季节呈现出夏高冬低的分布特

点，主要与南亚和东亚季风的进退有关［１２］。

为研究各类云发生概率随高度的变化规律，

将０～２０ｋｍ高度分为８０层，计算各层内不同类

型云廓线数占总廓线数的比例，从而得到其发生

概率沿高度的变化曲线，如图２所示。

图１　各类云发生概率的地理分布及其随季节的变化特征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ｕｄ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ｌｏｕｄｓ

图２　各类云发生概率随高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ｙ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ｗｉｔ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ｌｏｕｄｓ

　　由图２可知，所有云、单层云、多层云以及双

层云和三层云的顶层云发生的概率随高度的变化

特征相似，即在１０ｋｍ和１７ｋｍ附近出现两个极

大值区，由于对流层顶在低纬和中纬地区分别位

于１７～１８ｋｍ以及１１～１２ｋｍ附近，因此说明东

亚地区有相当数量的云层发生在对流层上部及其

与平流层下部的过渡区内，而双层云和三层云的

底层云集中在５ｋｍ以下，中间层则主要发生在５

～９ｋｍ内。由于云量既可解释为云遮蔽天空视

野的成数，又可理解为某一区域内天空中云层出

现的频率，因而上述各类云发生概率的地理分布

和季节变化同样适用于云量的研究。

３．３　云层厚度

云厚作为重要的云物理参数，是影响地气系

统辐射传输的主要参量之一。Ｗａｎｇ等
［７］利用

２０ａ的探空资料对全球云垂直结构的统计结果

表明，全球平均云厚为１．６ｋｍ；Ｌｕｏ等
［１１］基于

ＣｌｏｕｄＳａｔ和ＣＡＬＩＰＳＯ卫星联合探测资料指出，

中国东部地区云层平均厚度为３．２ｋｍ，而本文采

用２ａ的ＣＯＳＭＩＣ掩星资料统计出东亚地区云厚

平均为１．７８ｋｍ。其中，单层云、多层云和顶层云

的平均厚度依次为１．９９ｋｍ、１．６９ｋｍ 和２．１３

ｋｍ。图３所示为单层云、双层云和三层云各层云

厚的地理分布，其中网格单元大小为１°×２°。由

图３可知，单层云与双层云和三层云的顶层云云

厚分布特征相似，在低纬热带地区最大，中纬４５°

Ｎ～５５°Ｎ地区次之，最小值出现在３５°Ｎ～４５°Ｎ

内，此时单层云云厚最小可至０．７ｋｍ。其他各层

云云厚的分布差异不大，但数值偏小，且较大值出

现在副热带地区，而较小值位于３５°Ｎ～４５°Ｎ、

７０°Ｅ～１００°Ｅ内，该区域正好对应中国西北地

区，这与已有的研究成果一致，表明本文统计结果

可信度较高。

　　图４表示单层云云厚的季节分布特征。可以

看出，春秋季云厚分布相对均匀，平均厚度为

２．０２ｋｍ和１．９６ｋｍ；夏冬季地理差异较为明显，

夏季较大值发生在１５°Ｎ～２５°Ｎ、７０°Ｅ～１０５°Ｅ

内，对应中国西南部和孟加拉湾地区，网格内云厚

９６９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８月

图３　各类云云厚的地理分布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ｕｄ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ｌｏｕｄｓ

最大值可达１７ｋｍ，冬季较大值位于３０°Ｎ～４５°Ｎ、

７０°Ｅ～８０°Ｅ以及４５°Ｎ～５５°Ｎ、７０°Ｅ～１１０°Ｅ内，

对应中国西部昆仑山、天山和祁连山一带以及蒙古

国西部地区。刘洪利等［１３］基于ＩＳＣＣＰ资料对中国

西北地区云气候特征的统计结果也表明，中国西北

地区的云量总体分布较少，且云层较薄，但西北主

要山区却常年维持着云体深厚、含水量大且相对稳

定的多云带，有利于进行人工增雨等作业。

图４　单层云云厚的季节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ｕｄ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ｆｒｏｍ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Ｃｌｏｕｄｓ

　　为研究云的垂直位置与其垂直尺度之间的关

系，图５给出了夏季和冬季顶层云云顶高与云厚

的二维频率分布（含单层云）。其中云顶高与云厚

的垂直间隔为０．２ｋｍ，取值范围为０～１９ｋｍ。

图５表明，夏冬季顶层云以１４ｋｍ为界分为两大

部分：对于１４ｋｍ 以下云层，夏季厚度集中在３

ｋｍ以下，且随云顶高的变化不大，冬季７ｋｍ以

下云层，其厚度随云顶高不断增加，７～１４ｋｍ则

变化不大。总体而言，１４ｋｍ以下，顶层云云厚冬

季大于夏季；１４ｋｍ以上云层，夏季厚度明显大于

冬季，说明东亚地区夏季有较多云体较厚、位于对

流层上部的高云存在，可能与该地区夏季典型的

季风气候有关。

图５　夏季和冬季顶层云云顶高和云厚的二维

频率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ＣｌｏｕｄＴｏｐ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ｆｒｏｍＨｉｇｈｅｓｔ

ＬａｙｅｒＣｌｏｕｄｓ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 Ｗａｎｇ等
［５］提出的相对湿度廓线法

判定云边界高度的思想，利用ＣＯＳＭＩＣ掩星探测

资料对东亚地区云厚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统计分

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统计结果虽具有较高的

可信度，但毕竟受掩星最低探测高度的限制，造成

部分反演结果偏小。若能综合多种地基和天基设

备，实现多传感器的主被动联合探测，必将得到更

准确而完整的云厚信息，对于全面理解东亚地区

云厚的分布特征、云的形成与发展机制及其与东

亚季风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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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和存储中心（ＣＤＡＡＣ）提供的ＣＯＳＭＩＣ

掩星湿空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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