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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中国西北地区上空的水汽汇聚过程 平流输送与辐合输送, 为西北地区降水过程数值模拟的参数

化提供依据。分析表明: 中国西北大部分地区为负的水汽平流输送, 从上风方向得到的水汽输入小于水汽输出, 是

水汽的净流失区; 中国西北地区中部为大范围负的水汽辐合输送, 当地的水汽由风场向外扩散, 加剧了当地的水分

流失, 是水汽扩散区; 在水汽净输送的年际变化中, 中国西北地区小于华北地区, 平流输送呈上升趋势, 辐合输送

下降, 平流的相对贡献在增加; 在与大气环流系统的关系中, 中国西北地区水汽的平流输送主要受西风带影响, 辐

合输送与南亚夏季风有显著相关。变化趋势表明西风的作用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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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是气候变化的重要特征量, 因其与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生存质量密切相关, 故其预测准确率始终是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而现实情况是, 气候尺度意义上的降水预测的可靠性尚达不到人们的预期。降水是

水分在大气中输送、汇聚并从大气中凝出的过程,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尤其是在 90年代之后, 国内外针对大

气中水分输送过程的研究有了快速的进展, 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1~ 6] , 但至今对大气中水分汇聚过程的研

究还很少。在某一地区的上空, 大气中的水汽汇聚过程是降水形成所必须历经的过程, 研究大气中水汽汇聚过

程, 是提高降水预测准确率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为此, 本文研究分析了中国西北地区上空的大气水汽汇聚过程

平流输送与辐合输送, 为改善西北地区降水数值模拟参数化和预测可靠性提供科学依据。

1 方法与资料

大气中的水汽汇聚过程可通过水汽输送通量散度计算, 水汽输送通量散度由平流项和辐散项两部分组成,

其单位气柱的数学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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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 ( u, v , w ) , u 和 v 分别为东西风分量和南北风分量; w 为垂直速度; q 为比湿; ps 为地面气压; pt

为大气上界气压; g 为重力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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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气柱水汽含量的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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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资料取自NCEP/NCAR再分析气候资料集
[ 7]

: 1948- 2003年逐月平均资料, 水平分辨率为 2 5 2 5 ,

垂直为17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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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西北地区平流输送和辐合输送的空间分布

大气水汽净输送表征大气中水汽的聚合/扩散, 在数值上, 它是大气水汽输送通量散度的负值, 从物理过

程上可分解为平流输送和辐合输送两部分。

2 1 平流输送

由式(1)可见, 平流输送是由平均风场和水汽梯度的乘积构成, 因此与这两个物理量有关。其物理意义为:

在局地水汽与周边水汽大环境存在差异时, 在顺势气流的作用下水汽聚合/扩散, 从而对水汽输送通量散度即

水汽净输送有贡献。图 1( a)给出了西北地区多年平均的 6~ 9月水汽平流输送空间分布。与此对应, 还给出了

同一时段的大气水汽含量空间分布图 1( b)。

图 1 中国西北地区多年平均 6~ 9 月 ( a) 水汽平流输送( g cm- 2 s- 1)和同期( b)大气水汽含量( mm)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s of ( a) atmospheric water vapor advection transport ( g cm- 2 s- 1) and ( b) atmospheric water vapor ( mm) averaged

from June to September over the northwest China

由图 1( a)可以看到, 中国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平流输送为负值, 只在西北地区东部和新疆的西部、北部有正

平流输送。与文献[ 1]的图 5 15比较, 二者非常相似, 新疆西北部的正散度(负的净输送)、天山地区以及西北东

部的负散度(正的净输送)都对应很好。对比图 1( b)可以看出, 这几个地方的上风方向[ 6]都有水汽的相对高值

区。新疆天山地区和吐鲁番盆地主要受西北气流控制, 而其西北方向正是巴尔喀什湖的水汽高值区。西北地区

的东部主要受西南气流控制, 而其南部是来自孟加拉湾和南海的水汽高值区。水汽梯度方向与风向一致, 所以

有正的水汽平流输送。其它地区则情况相反, 风从水汽的相对低值区流向高值区, 所以是水汽平流输送的负值

区。

大范围的水汽平流输送负值区表明, 中国西北大部分地区收到来自上游地区的水汽输送很少, 而且小于本

地向外的水汽输送。相关的研究表明
[ 8]

, 中国西北大部分地区的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多出的水汽流出区外。降

水补充不了当地的水分损失, 而是由径流和灌溉来弥补。这与华北地区的水汽净输送负值区有些类似, 不同的

是, 华北地区绝对输送量较大因而变化幅度也比较大; 而西北地区的绝对输送只及华北地区的一半, 所以变幅

较小, 但很容易受周边环境影响。

2 2 辐合输送

由式(1)可见, 辐合输送是由水汽和风场散度的乘积构成, 因此与这两个物理量有关。其物理意义为: 气

流的辐合/辐散促使水汽在局地聚合/扩散, 从而对水汽输送通量散度即水汽净输送有贡献; 气流的辐合/辐散

对水汽场的作用不仅对水汽输送通量散度有贡献, 在形成低层气流辐合而高层气流辐散配置的情况下, 使汇聚

的水汽产生向上的垂直运动, 是降水形成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 研究辐合输送对降水而言具有更重要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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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图 2( a)为西北地区多年平均的 6~ 9月水汽辐合输送空间分布。图 2( b)给出了同期 600 hPa风场散度空

间分布。

由图 2( a)可以看到, 新疆北部和青藏高原地区为正辐合输送区, 这与图 2( b)的散度场上的负散度区是对应

的。它表明,风场在新疆北部的地形动力辐合以及青藏高原上的热力辐合使得水汽输送在此形成辐合, 即水汽

由周边向此会聚。而由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向东至河西走廊的辐合输送负值区则对应着风场上的正散度

区, 同时垂直速度分析(图略)显示上述地区有明显的下沉气流, 形成低层大气的强烈辐散, 即风是向周围扩散

的。风场辐散使水汽被向外扩散出去, 所以是水汽辐合输送的负值区。

图 2 中国西北地区多年平均 6~ 9月( a)水汽辐合输送( g cm- 2 s- 1)和同期( b) 600 hPa风场散度( s- 1)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s of ( a) atmospheric water vapor convergence transport ( g cm- 2 s- 1) and ( b) wind divergence ( s- 1) at 600 hPa

averaged from June to September over the northwest China

西北地区中部大范围的水汽辐合输送负值区表明,当地的水汽被向外扩散,加剧了当地的水分流失。而上游

地区流入的水汽又被扩散输送出去,不能在当地形成有效的降水, 使得当地愈加干旱, 是当地干旱气候形成的水

汽原因。

3 中国西北地区平流输送和辐合输送的年际变化

3 1 平流输送和辐合输送的年际变化

图3为西北中部( 41 25 N, 88 75 E)和华北中部( 38 75 N, 113 75 E)地区水汽平流输送和辐合输送的年际变

化情况。

由图 3可以看出, 在西北中部地区的水汽净输送中, 平流输送和辐合输送都小于华北地区, 年际变化曲线

基本在华北地区之下, 这是由水汽输送总量决定的。在水汽输送总量中, 西北地区大约只有华北地区的一半左

右。在西北地区的东部, 水汽输送量要大一些, 但仍小于华北地区。

在水汽平流输送中, 西北中部地区虽然小于华北地区, 但其年际变化呈增加趋势。近年已多次出现正值,

10年平均值已接近 0值, 与华北地区的差距在缩小。

在水汽辐合输送中, 20世纪60年代后期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 西北和华北地区相差不大, 基本处于

同一等级。从 60年代后期开始, 华北地区的辐合输送出现跃升, 到达 0线附近, 并由下降趋势变为上升趋势。

而西北地区则开始转入弱的下降趋势, 并与华北地区拉开差距。突变检验表明, 华北地区辐合输送在 1968年

有一个突变点。1967年以前的线性变化趋势约为- 0 000 11/ a, 1968年以后的线性变化趋势为0 00007/ a。西北

地区 1967年以前的线性变化趋势约为 0 00040/ a, 1968年以后的线性变化趋势为- 0 00009/ a。

总的看来, 在水汽净输送中, 虽然平流输送和辐合输送的综合结果并没有很大变化, 但二者的关系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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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平流输送呈明显上升趋势, 而辐合输送则有下降趋势, 使得平流输送的贡献在增加。这一变化意味着,

风系上游地区对本地区的影响在增加。由于西北地区主要是西风带水汽输送, 因此也就意味着西风带的影响可

能在加强。与此相反, 华北地区平流输送的变化趋势平稳, 辐合输送却有大幅度上升, 它的贡献也在上升。

图 3 中国西北中部和华北中部地区水汽平流输送和辐合输送的年际变化

Fig 3 Interannual change sequences of atmospheric water vapor advection transport ( up) and convergence transport ( down) over the

middle of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middle of the north china

3 2 平流输送和辐合输送与环流系统的关系

有关研究表明[ 6]
, 西北地区的水汽输送与西风带活动、南亚夏季风活动密切相关。根据本文 3 1节中的西

北地区中部的水汽平流输送和辐合输送年际变化序列与文献[ 6]中的区域西风指数和南亚夏季风指数序列可以

分别考察水汽净输送中平流输送和辐合输送与上述环流系统的关系。

计算显示, 西北地区水汽平流输送与区域西风的相关系数为 0 58, 超过 0 001的信度水平, 表明水汽的平

流输送受到西风带波动的强烈影响。图 4( a)为强西风( 1973年)年和弱西风( 1971年)年西北地区水汽平流输送

的差值分布, 从中可以看出西风影响的分布情况。

图4( a)显示明显的地形特征, 以天山地区为分隔, 北疆和南疆盆地为正值区, 天山和青藏高原为负值区。

这表明, 高海拔的天山和青藏高原地区在强西风的影响下, 水汽平流输送减弱, 而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将从强

烈的西风中得到更多的水汽平流输送。图中还显示, 河西走廊中部以东地区对西风的响应是弱的负值。而且这

一负值区将扩大到华北大部分地区(图略) , 华北中部地区水汽平流输送与西风的相关为- 0 31, 达到0 02的信

度水平。

西北地区中部的水汽辐合输送与西风带波动的相关性不很密切, 而与南亚夏季风的相关性相对较好。二者

的相关系数为 0 31, 达到 0 02的信度水平。图 4( b)为强( 1985年)、弱( 1987年)南亚夏季风年西北地区水汽辐

合输送的差值分布, 显示了南亚夏季风变化对水汽辐合输送的影响情况。

图4( b)显示: 北疆和南疆的塔里木盆地为负值区; 从天山和新疆东部、河西走廊到西北地区东部为正值区。

在青藏高原上, 大致以 35 N为界, 南北部的变化是相反的。同期的环流形势分布(图略)场上, 在强季风年强大

的季风气流推动下, 青藏高原切变线东段北抬、西段南压, 使得青藏高原东北部和西南部辐合加强或辐散减

弱, 而西北部和东南部辐合减弱或辐散加强, 使得南北方、东西方有相反的变化趋势, 差值场呈现出图示的分

布。这表明, 南亚夏季风除了可以直接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和南部的水汽输送以外, 还可通过环流结构调整影响

到更大范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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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强( 1973年)、弱(1971年)西风年水汽平流输送差值( g cm- 2 s- 1)分布 (b)强(1985年)、弱(1987年)南亚夏季风年水汽辐合输送差值( g cm- 2 s- 1)分布

图 4 环流系统对中国西北地区水汽输送的影响分布

Fig 4 Effect of the circulation system on atmospheric water vapor transport over the northwest China

4 结 论

(1) 中国西北大部分地区的水汽平流输送为负值, 由水汽分布差异而从风系上游得到的水汽输送较少, 输

入小于输出, 是水汽净流失区。

(2) 除天山以北的北疆和青藏高原外, 中国西北地区中部大范围的水汽辐合输送为负值, 当地的水汽被向

外扩散, 加剧了当地的水分流失, 是水汽扩散区。

(3) 在水汽净输送的年际变化中, 中国西北地区小于华北地区, 平流输送呈上升趋势, 辐合输送开始下

降, 平流输送的贡献在增加。

(4) 在与大气环流系统的关系中, 中国西北地区水汽的平流输送主要受西风带影响, 辐合输送与南亚夏季

风有显著相关。从变化趋势看, 西风的作用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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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ction and convergence of water vapor transport over the nor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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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CEP/NCAR re-analysis climate data, the advect ion and convergence of atmospheric water vapor

transport over the northwest China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 Over the most part of the northwest China, the water

advection transport is of negative value, and the inflow water vapor from windward is less than that of the outflow, so it is the

net water vapor loss region here There is the large-scale negative value area of the water convergence over the miidle part of

the northwest China and its local water vapor is diffused outward by the wind field only to aggravate water loss, so it is the dif-

fuse region of water vapor For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the net water vapor transport, there is less value over the northwest

China than that the north China The advection transport shows the trend of increase while the convergence transport decreas-

es, so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advection increases over the northwest China For the correlat ion to atmosphere circulation, the

water vapor advection transport over the northwest China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westerly, the water vapor convergence trans-

port has the distinct relat ionship with the South Asia Summer Monsoon The above variation trend suggests that effect of the

westerly is increasing

Key words: atmospheric water vapor transport ; China; northwest China; north China; Qingha-i Tibetan Plateau; advect ion

transport ; convergence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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