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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犆犕犠犉资料的边界层伸缩水汽加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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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欧洲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中心（ＥＣＭＷＦ）数据在研究小区域气象时空间分辨率较低的问题，研究

了基于边界层伸缩的空间水汽加密思想，建立了基于ＥＣＭＷＦ的空间水汽、地表气压和地表温度的加密模

型。该模型可依据加密区域ＤＥＭ分辨率实现任意密度的加密结果。利用美国ＧＰＳＩＰＷ 示范网络中夏季连

续两个月的ＧＰＳ水汽观测值和地表实测气象数据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结果较ＥＣＭＷＦ原始数据，

在空间水汽、地表气压和地表温度的精度上均有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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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可降水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

ＰＷＶ）是气象预报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大气水汽

的环流异常是气象灾害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大

气水汽空间分布及其变化对气象灾害预报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１］。欧洲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中心

（ＥＣＭＷＦ）代表着世界上中短期数值天气预报的

最高水平，可以提供每天４次的全球网格点数值

气象水汽数据［２５］，在区域气象预报方面发挥着越

来愈重要的作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研究［６９］。

文献［７］对南极地区无线电探空仪数据和

ＥＣＭＷＦ水汽进行了研究，发现两者相关程度达

０．８以上。文献［１０］利用ＥＣＭＷＦ和地基 ＧＰＳ

水汽数据对非洲季风气候进行了研究，发现两者

在５ｄ至一个月的平均趋势上具有很好的一致

性。在国内，文献［１１］研究了ＥＣＭＷＦ数据在亚

洲中纬度地区的预报精度，文献［１２］研究了利用

ＥＣＭＷＦ预报产品对全球季节平均气候异常的

可预报性分布和影响因素。以上工作是在较大尺

度上对ＥＣＭＷＦ数据特性展开研究，回避了ＥＣ

ＭＷＦ格网点数据空间密度较稀疏的缺点
［１３］。而

当利用ＥＣＭＷＦ格网点气象数据研究小区域（如

市级或单个点）气象预报时，则不可避免地需要面

临ＥＣＭＷＦ格网点气象数据空间加密的问题。

常规插值方法，如逆距离权倒数、Ｋｒｉｇｉｎｇ、双

线性内插等，虽可以进行ＥＣＭＷＦ水汽的空间加

密，但该类空间加密方法主要是在二维空间范围

内，考虑距离和地形的影响对已知数据点分配权

值，进而求解待插值点的水汽值。此类加密算法

模型相对简单，且不具备算法的物理意义。而

ＥＣＭＷＦ提供了不同等压面上的水汽密度、大气

温度、重力位势高等剖线数据，因此，ＥＣＭＷＦ数

据的空间插值是三维的空间加密问题。同时，

ＥＣＭＷＦ每一网格点上的气象数据值代表了该

分辨单元内不同地形上气象数据值的平均值，而

不是指某具体位置上的数据值。因此，常规空间

加密算法在此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何利用这些

剖线数据以符合大气空间分布特性的方式进行空

间加密是不同于以往空间加密算法的新课题。美

国喷气动力试验室（Ｊｅｔ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ＪＰＬ）学者在２００８年欧空局Ｆｒｉｎｇｅ会议上提出了

基于边界层伸缩的ＥＣＭＷＦ数据加密思想
［１４］。

该思想以大气质量守恒理论为基础，根据待加密

点的地形信息，对ＥＣＭＷＦ格网点气压、温度、湿

度等剖线进行拉伸或压缩，以达到ＥＣＭＷＦ水汽

值的空间加密［１４１７］。本文研究并实现了该加密思

想，建立了基于边界层伸缩思想的ＥＣＭＷＦ水汽

插 值 模 型 （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ＳＢＬＭ）。该模型可同时实现对大气可降水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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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气压及地表温度的空间加密，并可随加密区域

ＤＥＭ分辨率的提高获取任意密度的加密结果。

同时，本文利用北美洲大陆夏季连续两个月的

ＧＰＳ水汽和地表实测温度、气压对模型的可靠性

进行了检验分析。

１　犈犆犕犠犉数据边界层伸缩加密模型

本文建立的基于边界层伸缩思想的ＥＣＭＷＦ

水汽插值模型分为两部分进行：一是基于加密点

地形的地表气压和温度的空间加密，二是基于边

界层伸缩的加密点水汽加密。

１．１　犈犆犕犠犉气压和温度的空间加密方法

ＥＣＭＷＦ是一个由３０多个国家或州组成的

国际官方组织，它吸收了全球的多种地面和卫星

气象数据，并每６ｈ发布一次全球气象产品数据。

目前，ＥＣＭＷＦ可提供３７个等气压面的气象数

据，最高可达地表５０ｋｍ以上。本文对气压和温

度的空间加密则是利用ＥＣＭＷＦ的地表层数据。

ＥＣＭＷＦ是以一定空面分辨率的网格点发

布全球数据，其中，每一网格点上的地表层温度和

气压是其所在分辨单元内不同地形上温度和气压

的平均值。为实现任一点上地表温度和气压加

密，结合地表温度和气压经验公式先求得ＥＣＭ

ＷＦ网格点上地表温度和气压的经验值犜ｅｘｐ和

犘ｅｘｐ
［１８１９］：

犜ｅｘｐ＝２８８．１５－０．００６５×犺狊 （１）

犘ｅｘｐ＝犘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２６（犺狊－犺０））
５．２２５（２）

其中，犺０ 为０ｍ；犘０ 为１０１３．２５ｈＰａ；犺狊代表加密

点海拔高，单位为ｍ，本文计算时则用到ＥＣＭＷＦ

提供的格网点位势高。将ＥＣＭＷＦ提供的网格

点地表温度和气压值 犜ｅｃｍｗｆ，狊、犘ｅｃｍｗｆ，狊与经验值

犜ｅｘｐ和犘ｅｘｐ进行比较，获取不符值：

Δ犜＝犜ｅｃｍｗｆ，狊－犜ｅｘｐ （３）

Δ犘＝犘ｅｃｍｗｆ，狊－犘ｅｘｐ （４）

并将此不符值作为分辨单元内各地面点地表温度

和气压经验值的补偿值，对加密点的温度犜犻和气

压犘犻进行补偿：

犜犻＝犜犻，ｅｘｐ＋Δ犜 （５）

犘犻＝犘犻，ｅｘｐ＋Δ犘 （６）

　　此处计算犜犻，ｅｘｐ和犘犻，ｅｘｐ是用加密点海拔高犺犻

代替式（１）、（２）中的犺狊，因此，通过式（５）、（６）即

可求出加密点上的地表温度犜犻和气压犘犻。由于

在不同的分辨单元内补偿值 Δ犜 与 Δ犘 并不相

同，当根据式（１）～（６）进行区域面数据加密时，将

会导致相邻分辨单元衔接处出现突变值。如图１

所示，０分辨单元加密后的地表温度和气压，将与

其周围相邻８个分辨单元的地表温度和气压在连

接边处出现跳变。为了获得空间上平滑的犜 和

犘 加密面，本文根据加密点坐标与包括其所属单

元在内的９个分辨单元的中心点位坐标的距离进

行定权，并对Δ犜犻与Δ犘犻（犻＝０，１，…，８）进行加权

平均取值，以达到空间平滑的目的。

图１　ＥＣＭＷＦ气压和温度空间加密相邻单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ＵｎｉｔｓｆｏｒＥＣＭＷ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１．２　基于边界层伸缩的水汽空间加密算法

根据边界层伸缩加密思想，首先假设大气层

中的水汽含量只在地球表面向上一定高度的边界

层内受地形起伏的影响（见图２），而超过一定的

高度（即边界层），则大气水汽含量将与地形起伏

无关。

图２　随地形波动气流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ｗｉｔｈ

Ｔｅｒｒａｉｎ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Ｄｉａｇｒａｍ

按照理想物理守恒流的原理，如果分辨单元

内不受到特殊水汽的影响，则认为位于边界层以

上高度的水汽密度和温度剖线保持ＥＣＭＷＦ原

始状态不变，即不受地形波动的影响，而仅在边界

层以下的水汽密度和温度剖线受到地形的影响。

针对不同海拔上的待加密点水汽值，通过不断伸

缩加密点所在ＥＣＭＷＦ格网上的水汽密度和温

度剖线来调节不同气压层上的气象参数值，如此

即可得到对应于加密点海拔的伸缩后的水汽密度

和温度剖线（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然后利用平滑函数对边

界层以下的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剖线和ＥＣＭＷＦ原始剖线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的进行平滑处理，以此来调节近地表水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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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混合比，得到联合后的水汽密度和温度剖线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最终加密点的水汽值是通过分别

对大气边界层以上和以下水汽密度和温度剖线联

合剖线（Ｃｏｍｂｉｎｅｄ）进行积分求和。边界层伸缩

的水汽空间加密算法的实现参考了大气 Ｔｈｅｔａ

Ｓｉｇｍａ混合垂直坐标模型的建立
［２０］，图３显示的

为ＳＢＬＭ一个水汽密度和温度剖线拉伸的例子。

图３　ＳＢＬＭ剖线拉伸示例图

Ｆｉｇ．３　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ＳＢＬＭ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

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为调节近地表的混合水汽比，本文采用的线

性权平滑函数为［１５１６］：

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犳·狓狊＋（１－犳）·狓０ （７）

式中，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代表平滑后的气象数据剖线；狓０ 代

表原始ＥＣＭＷＦ剖线；狓狊表示经伸缩之后的ＥＣ

ＭＷＦ剖线；而犳则表示由线性权平滑函数计算

得到的权值，为高程的函数，其示意图见图４。由

于平均水汽影响厚度一般为地表以上１～１．５ｋｍ

高度［２１］，因此，本文在计算时选择了地表以上１．２

ｋｍ作为边界层的平均高度进行计算。

图４　权重函数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根据边界层伸缩的ＥＣＭＷＦ数据加密思想，

本文提出了边界层伸缩思想插值模型（ＳＢＬＭ）实

现的几个步骤。

１）由待加密点的点位坐标计算确定该点所

属的ＥＣＭＷＦ网格分辨单元，并提取其所属ＥＣ

ＭＷＦ网格单元及其周围网格单元的各气压层水

汽密度和大气温度剖线数据。

２）提取待加密点所属的ＥＣＭＷＦ网格分辨

单元的重力位势高，并由重力位势高截取水汽密

度和温度的初始剖线。

３）根据本文介绍的气压和温度空间加密方

法，结合式（５）、（６）以及加密点高程计算获取加密

点地表温度和气压估算值。

４）利用加密点地表温度和气压估算值以及

加密点高程信息，对ＥＣＭＷＦ初始水汽密度和温

度剖线进行伸缩得到调整后的剖线数据。

５）利用线性平滑函数对边界层以下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水汽密度和温度剖线与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水汽密度和温

度剖线分别进行平滑处理，得到联合的水汽密度

和温度剖线。

６）分别对边界层以上的原始剖线和边界层

以下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剖线分别按式（８）进行积分，对

积 分 结 果 求 和 即 得 到 待 插 值 点 的 水 汽 值

ＩＷＶ
［２２２３］。

ＩＷＶ＝∫
犲狑
犚狏·犜

ｄ狕

犲狑 ＝犚犎·ｅｘｐ（－３７．２４６５＋０．２１３１６６·

　　犜－２．５６９０８·１０－
４·犜２

烅

烄

烆 ）

（８）

其中，犲狑 表示水汽分压；犚狏 为水汽特定气体常数，

其值为４６１．４９５Ｊ·Ｋ－１·ｋｇ
－１；犚犎 为相对湿度，

百分比表示；犜为开尔文绝对温度；狕表示积分高

度。

该算法的实现过程中需要用到ＥＣＭＷＦ数

据，包括格网点地表层温度、地表层气压、地表层

重力位势高、各等压面的温度、各等压面水汽密

度、各等压面位势高、ＴｈｅｔａＳｉｇｍａ混合垂直坐标

系犪和犫参数等，其中，犪和犫参数可参考ＥＣＭ

ＷＦ网站。算法实现流程图见图５。

２　算法有效性检验

为了检验所提算法模型的加密效果及精度，

本文利用美国ＧＰＳＩＰＷ 示范网络中数据完整且

质量可靠的９０个ＧＰＳ连续观测站的水汽数据及

地面气压和温度实测值进行了实验，ＧＰＳ点位分

布如图６所示。该网络主要是用于研究地基

ＧＰＳ气象科学，实验中采用的数据时间段为２００９

年６～７月的数据。由于北半球夏季的大气水汽

含量、地表气压和地表温度变化较为活跃，因此，

利用这段时间的实测数据可充分检验ＳＢＬＭ 的

有效性和精度。本文实验中采用ＧＩＰＳＹＯＡＳＩＳ

ＩＩ软件的精密单点定位模式对ＧＰＳ可降水汽含

量进行解算，卫星高度截止角为７°
［２４］，投影函数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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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全 球 投 影 函 数 （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ＧＭＴ），ＧＰＳ水汽解算精度优于１ｍｍ。

图５　ＳＢＬＭ算法主要流程图

Ｆｉｇ．５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ＢＬＭ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图６　ＧＰＳ站点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ＧＰＳＳｉｔ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本文实验中用于验证算法的ＥＣＭＷＦ高时

空分辨率再分析资料，其空间分辨率为０．７°×

０．７°。由于 ＵＴＣ时间为１８点时刻的 ＧＰＳ观测

ＰＷＶ值、地表实测气压犘 和温度犜 最完整，所

以，本文算法在计算时也采用了同样时刻的ＥＣ

ＭＷＦ数据进行处理。最终以 ＧＰＳ可降水汽量

ＰＷＶ、地面实测气压犘及温度犜 为真值，将利用

加密模型对ＥＣＭＷＦ加密得到的计算结果与真

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如图７所示的结果。从

图７的相关回归中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图７　ＳＢＬＭ算法加密前后ＥＣＭＷＦ数据与实测值的相关性

Ｆｉｇ．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ＣＭＷＦ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ＢＬＭ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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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ＥＣＭＷＦ原始ＰＷＶ 结果较 ＧＰＳＰＷＶ

整体偏小，两者间存在系统偏差，两者的相关系数

为０．８４，ＰＷＶ结果精度为３．５８ｍｍ；而ＳＢＬＭ

ＰＷＶ结果与 ＧＰＳＰＷＶ间相关性较高，其相关

系数可达０．９４，ＳＢＬＭＰＷＶ的结果精度为２．２０

ｍｍ，精度提高了３８％。也就是说，ＳＢＬＭ 算法具

有相当高的ＰＷＶ计算精度。

２）由于ＥＣＭＷＦ原始格网分辨率较粗糙，

地表气压不能顾及局部地形变化的影响，导致

ＥＣＭＷＦ原始气压结果与地表实测值之间存在

较大的跳跃，而ＳＢＬＭ加密结果则很好地实现了

对ＥＣＭＷＦ地表气压的改正。根据计算，ＳＢＬＭ

地表气压加密结果与实测气压相关性达０．９９，加

密精度为２．９２ｈＰａ。

３）同样，由于ＥＣＭＷＦ原始格网分辨率较

粗糙，导致ＥＣＮＷＦ原始地表温度与地表实测温

度的相关性偏低（约为０．８８），而ＳＢＬＭ加密后的

地表温度则与地表实测温度保持了较好的一致

性，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０．９６，加密精度达到

２．２７Ｋ。

以上分析表明，ＳＢＬＭ 算法计算结果与实测

值较ＥＣＭＷＦ原始结果在ＰＷＶ、犘和犜 上，精度

均有明显提高。为了进一步分析ＳＢＬＭ 插值结

果是否也能很好地反映ＰＷＶ、犘 和犜 随时间的

变化，本文在相同点位上提取了ＳＢＬＭ 和实测的

时间序列结果，发现两者在时间序列上同样具有

较好的相关性。图８展示了某一点（见图６方框）

的ＳＢＬＭ 计算结果与实测值随时间的波动性。

由图８可见，虽然ＥＣＭＷＦ原始结果也能够反映

地面点 ＰＷＶ、犘 和犜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但

ＳＢＬＭ计算的结果与实测值随时间的波动性更为

贴近，ＳＢＬＭ 加密算法结果能较真实地反映

ＰＷＶ、犘和犜 的实际动态变化。

图８　ＳＢＬＭ算法加密前后ＥＣＭＷＦ数据与实测值的时序相关性

Ｆｉｇ．８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ＣＭＷＦ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ＢＬＭ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３　结　语

水汽分布情况对理解天气和全球气候变化至

关重要，针对ＥＣＭＷＦ格网点气象数据在研究小

区域气象预报时空间分辨率较低的缺点，本文对

ＥＣＭＷＦ水汽的空间加密思想进行了研究，建立

了 基 于 边 界 层 伸 缩 算 法 的 空 间 插 值 模 型

（ＳＢＬＭ），并进行了算法实现，同时结合实测ＧＰＳ

以及地面气象数据对算法结果进行了验证。结果

表明，与ＥＣＭＷＦ原始结果相比，根据ＳＢＬＭ 计

算得到的ＰＷＶ、犘和犜 在精度上均有较大提高，

结果精度分别可达到２．２０ｍｍ、２．９２ｈＰａ和２．２７

Ｋ，相关系数分别高达０．９４、０．９９和０．９６以上。

因此，基于边界层伸缩思想的ＥＣＭＷＦ空间加密

算法，对研究区域性气候变化具有实用意义，可为

利用ＥＣＭＷＦ进行区域气象预报提供更为精细

的水汽、气压和温度场，对利用数值模式数据研究

气侯变化具有参考意义。

致谢：感谢欧洲中尺度气象预报中心提供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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