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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定量分析不同下垫面条件对于北京的城市风场、温度场等的影响, 探讨北京城市热岛的形

成机理和可能的改善途径。采用区域大气模拟系统MM5, 模拟和分析了 2000 年秋季北京的城市热岛状况。结果显

示, MM5 模式能较好地模拟北京城市热岛现象, 成功再现了城市高温中心及城市热岛环流。MM5 模式与陆面过程

模型 Noah LSM的耦合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对热岛效应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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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热岛效应是在人类活动下城市下垫面条件发生改变而在城市上空形成的城市独特气候现象
[1]
。北京市

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给城市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影响, 热岛效应十分明显, 如 2000年夏季, 北京市持续高温超

过一周, 最高气温到达 42 e 。在 20世纪 80年代初, 周明煜等[ 2]对北京市热岛和城市环流特征作了初步的分

析; 徐兆生等[3]研究发现在 80年代北京市 1月份的平均气温为- 214 e , 比东郊高 214 e 。陈沈斌等[4]根据实

测资料探讨了北京城市化对于年平均气温的影响, 估算出北京市区由于城市化造成的气温升高约为 01121 e ;

谢庄等
[5]
研究指出北京在 1950- 1979年的 30年间气温升高达 01159 e 。

城市热岛的状况通常可根据气象观测来研究
[6]

, 而中尺度大气模拟模型则为研究城市热岛的机理及规律提

供了有效途径。不少学者采用数值模型研究了不同城市的热岛效应并取得了诸多有意义的成果。McElroy
[7]
采

用一个稳定状态的剖面数值模式模拟了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城市夜间大气边界层的热力结构。Seaman 等
[8]

采用MM4模式较好地再现了城市温度场和风场的特征。Yang[9]利用一个城市陆面过程模型USPM与大气模型

ARPS耦合研究了日本关东地区陆面过程对大气的影响。Fan等[10]利用MM5模式模拟了城市的热岛变化与人工

热源的关系, 结果显示在冬天和夜间人工热源对城市热岛的形成有较大影响, 杨玉华等[11]也做了关于北京城

市热岛的类似研究。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尝试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定量分析北京市范围内不同下垫面条件对于风场、

温度场和热通量等的影响, 从而探讨热岛的形成机理和可能的改善途径。

1  北京城市热岛的数值模拟

111  模型选择

研究采用了美国宾州大学( Penn State University)和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at 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arch,

NCAR)共同开发的第五代中尺度大气模式 ) ) ) MM5模式。MM5能够用于理论研究和实时预报, 这些应用包括

对季风、飓风及龙卷风的预报模拟和四维数据同化, MM5还适用于研究中尺度的对流系统、锋面、海陆风、

山谷环流以及城市热岛效应等[12]。

早期的MM5模式对下垫面边界条件的处理通常采用简单的参数化方法, 即针对不同的下垫面条件给出不

同的陆面过程参数。近年有许多关于陆面过程模型的研究,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开发的

陆面过程模型(OSU LSM)就是其中之一, 它被广泛应用于MM5模式中
[13]
。Chen等

[ 14]
在OSU LSM中引入了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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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和地表径流过程, 采用了简化的热力学循环和水文循环控制方程来描述陆面过程, 提出了改进的陆面过程

模型 ) ) ) Noah LSM。本研究采用了MM5模式和MM52Noah LSM耦合模式。

112  模拟区域的选定、边界条件和初值场

模拟区域为北京市区, 中心为 40100bN、116150bE。模拟区域的离散化采用了二重双向嵌套网格, 即粗网

格覆盖较大范围, 包括东面的渤海湾和西北面的燕山山脉, 范围为 38174bN~ 41132bN, 114186bE~ 118125bE;

细网格则只覆盖北京市区, 范围为 39164bN~ 40164bN, 115160bE~ 117133bE; 粗网格的格距为 9 km, 细网格的

格距为3 km。模拟区域下垫面的地形采用了全球 1 km的数字高程资料, 土地利用及植被采用了 1990年全球 1

km的土地利用资料。

模拟采用了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Nat 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NCEP)提供的全球大气再分析

数据( reanalysis data) , 该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为 1b @1b, 时间分辨率为 6 h。同时, 还采用了北京、天津、承德等

7个地面观测站的实测气象数据来修正全球的分析资料, 从而得到模拟范围内的边界场和初值场。

113  模拟期及其天气背景

北京地区在晴朗、微风的天气条件下热岛强度较强, 且随季节而变化, 一般是冬夜和夏昼较强。本研究模

拟了北京市2000年秋季的城市热岛效应, 模拟期间是 2000年 9月 1~ 7日。模拟期间北京市天气以晴朗为主,

其中9月1日的云量最少, 平均风速在 3m/ s以下。图 1为实测气温分布, 可见9月 1日 14B00时北京城区有明

显的高温中心。

图 1 2000 年 9月 1 日北京时间 14B00 模拟区域内实测的气温分布

Fig11 Observed temperature field at Beijing time 14B00

2  模拟结果与分析

这里选择了 4 个不同的典型下垫面, 即 / Urban0 (位于 3919bN、11614bE)、/ Suburb_High0 (位于 4012bN、

11519bE)、/ Suburb_Low0(位于 3917bN、11618bE)和/ Water0(位于 4015bN、11619bE) , 它们分别代表城区、西北方

地势较高的森林、东南方的灌溉农田, 以及东北方密云水库的水体。首先比较了不同下垫面的近地气温、感

热、潜热和近地风速的日变化; 接着考查了模拟区域内近地风场和温度场的日变化; 然后考查了经过城市中心

的东西向剖面和南北向剖面的位温场及风场的日变化。

211  两种模拟结果的比较

首先对MM5模式和MM52Noah LSM耦合模式的模拟结果进行了比较, 图 2( a)和图 2( b)分别为采用MM5模

式和MM52Noah LSM耦合模式模拟所得不同下垫面条件的近地气温、感热、潜热及风速在 9月 1日的变化过程。

由此可见, 两个模拟结果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但MM5的模拟结果存在以下明显不合理之处。如图 2( a)所示, 从

下午至傍晚时段内出现了/ Urban0气温低于/ Suburb_Low0气温; 气温与感热峰值不一致。在MM52Noah LSM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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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MM5模式的模拟结果           (b)MM52Noah LSM耦合模式的模拟结果    

图 2  不同考查点近地气温、感热、潜热和风速的日变化( 9 月 1 日8B00~ 9 月 2日 8B00)过程

Fig12 Air temperature, sensible heat, latent heat and wind speed near the surface over typical land surface conditions

模式的模拟结果中, 如图 2( b)所示, 以上不合理之处都得到了改善。同时, 两个模拟结果都显示, / Water0 的

潜热通量比其他下垫面小很多, 这可能与水面温度的初始值的设定有关。这里还需指出, 在MM52Noah LSM耦

合模式的模拟结果中, / Urban0 的潜热通量为零, 这是因为在Noah2LSM模型中 / Urban0 的地表含水量被假设

为零, 故没有潜热通量。这与实际不相符, 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对城市陆面过程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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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 MM52Noah LSM耦合模式与MM5模式都能模拟出陆面与大气的相互作用, 且前者对气温及感热

的日变化模拟更为合理。以下的分析都基于MM52Noah LSM耦合模式的模拟结果。

212  近地气温、感热、潜热和风速的日变化

( a) 北京时间 8B00              (b) 北京时间 14B00

图 3  模拟区域 9月 1 日的近地风场和温度场空间分布(MM52Noah LSM模拟结果, 背景代表温度场, 流线代表风场)

Fig13Wind and temperature fields near surface of the simulated area on September 1 ( simulated byMM52Noah LSM, the background repre2

sents air temperature field, the streamlines represent wind field)

就图 2( b)所示MM52Noah LSM耦合模式模拟所得不同考查点(其下垫面条件不同)的近地气温、感热、潜热

及风速在 9月 1日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 各考查点的气温变化有共同的特点: 从北京时间午

前8B00时开始气温逐渐升高而且各考查点之间的温差也逐渐变大, 14B00时左右气温都达到峰值; 16B00后逐

渐减低, 各考查点之间的温差减小; 凌晨 4B00以后气温又逐渐增加而且各考查点之间的温差也随之变大。不

仅是近地气温, 感热和潜热的日变化也呈现类似的规律。同时, 还可以看到各考查点的气温变化存在差异:

/Urban0 气温最高, 依次是 / Suburb- Low0、 / Suburb- High0 和 / Water0。 / Urban0 和 / Suburb- Low0 之间的气

温差异反映了城市热岛强度的日变化。/ Suburb- High0 气温较低的原因, 一方面是受海拔高程的影响, 另一方

面也是由于森林对气温有良好的调控作用, 因此气温的日变化也较缓和。/ Water0 气温变化也反映了水体对于

气温的调控作用, 其升温和降温都相对缓和。

从图 2( b)中所示感热和潜热通量的日变化过程可见, 在一般情况下就陆面与大气间的感热湍流交换而言,

城市的感热通量较郊区大。就潜热而言, 由于城市的不透水面积大, 雨水滞留地面时间短, 地面水分蒸发少,

地面供给空气的潜热通量就少; 而郊区土壤能够使得雨水渗透滞留在土壤中, 提供给空气的潜热通量比城市

多; 同时, 郊区的自然植被和农作物一方面可以滞留一部分降水, 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蒸腾作用, 增加空气中

的水汽和潜热。对于水体而言, 白天的感热通量为负, 水体起降温作用; 而夜间的感热通量为正, 水体起保温

作用。水体的潜热通量较小, 受太阳辐射的影响较小, 而受风速的影响较大。这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其原因

可能是陆面模型中水体的参数, 如水深等和初始水温的设定与实际情况有差别, 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善

并进一步验证。各考查点的风速变化呈白天小夜间大的共同特点, 而 / Suburb- High0 和 / Water0 风速较其他

考查点要高, 这与实际情况也相符。

考查了模拟区域内近地气温和风速的空间分布及其日变化过程。图 3所示为9月 1日模拟区域内的温度场

及风场空间分布: MM52Noah LSM耦合模式都能模拟出热岛的高温中心, 但高温中心的位置与实际有偏差

(图 1)。主要原因可能是模型中所采用的土地利用资料与实际的城市建筑物分布不符。从风场的变化可知, 在

日出前后及夜间风场较为规则, 没有明显的环流; 而在中午前后出现明显的水平环流, 即近地风从四周郊区吹

向城区形成水平环流。从温度场的变化可知, 清晨的气温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 这主要是受渤海洋面和燕山

山脉的控制; 随着太阳辐射的增强, 城市气温逐渐升高, 在午后形成一个明显的高温中心; 该高温中心在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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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逐渐消失, 这与夜间风速的增强有一定关系。同时还可以看到, 城市的高温中心和热岛环流有显著的对应关

系, 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

213  城市上空大气边界层的变化

大气边界层的发展和变化直接反映了陆面对大气的反馈作用, 所以这里考查和分析了模拟区域位温( poten2

tial temperature)场及风场分别沿东西向和沿南北向通过城市中心的剖面分布特征及其日变化过程。在太阳辐射

作用下, 城市上空边界层不断发展, 其厚度高于四周郊区的边界层, 在13B00左右达到最高, 随后逐渐消失。城

市高温中心的形成稍滞后于边界层的发展。图 4( a)和图 4( b)分别是 9月 1日北京时间 8B00时和 14B00时模拟

区域内位温场及风场沿东西向通过城市中心的剖面。除了边界层发展的普遍规律之外, 从图中还可以看到, 由

于午后形成一个城市高温中心, 中心暖空气上升然后从大气边界层顶部向四周郊区辐散, 而郊区则从四周向市

区吹近地风, 从而形成一个热岛环流。

   ( a) 北京时间 8B00                ( b) 北京时间 14B00

图4  模拟区域 9月 1 日的位温场及风场沿东西向通过城市中心的剖面(MM5- Noah LSM模拟结果,等值线代表位温场, 流

线代表风场)

Fig14 Wind and potential temperature fields of the W2E cross section passing the city center on September 1 ( simulated by MM52Noah

LSM, the contours represent potential temperature field, the streamlines represent wind field)

3  结   论

本文利用有限区域大气预报模式对北京城市热岛效应进行了数值试验研究, 对MM5模式和MM52Noah LSM

耦合模式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模拟区域内近地温度场和风场的时空变化特征以及大气边界层的发展和变化,从

而探讨了北京城市热岛的原因和特点。从模拟结果可知,MM52Noah LSM耦合模式能较好地模拟北京城市热岛现

象,再现了城市近地高温中心以及城市热岛环流的形成和发展。通过对不同下垫面的近地气温、感热、潜热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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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比较可知, 城市化下垫面改变了感热和潜热的分配,从而导致城市近地气温的升高是热岛形成的主要原因,

而水体和绿地对近地温度有着良好的调控作用。因此,作为抑制热岛的措施,可考虑采用绿化和增加水体面积。

事实上,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 本模拟尚不全面,如模型中没有考虑人工热源的影响,模型对城市下

垫面的处理还很简单等。该大气模式特别是其中的陆面过程模型部分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和验

证。该研究展示了现代水文学与大气科学相结合的广阔应用前景,陆面过程(包括水文过程)模型与大气模型的

结合可用于研究与热岛效应、空气湿度和风速等相关的城市舒适性问题, 为城市规划提供参考; 同时, 使我们

认识到陆面过程(包括水文过程)中水热耦合的重要性, 水热耦合运移及转化过程不仅决定了陆面的蒸散发而且

还影响到大气。水和能量的耦合循环研究是现代水文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它可揭示地球表面环境变化和水循环

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水资源的形成和消耗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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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ng of the heat island in Beijing
LIN Bing2huai, YANG Da2wen

(Department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

Abstract: The urban heat island (UHI) can greatly reduce the comfort of the people who live in cities1 Due to the regional

weather and complicated surface condit ions, the UHI can appear in cit ies, which can be affected by the human act ivities. The

UHI in Beijing is remarkable, and its averaged intensity is about 1 e during the period 1960- 20001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done about the numerical simulat ion of the heat island in Beijing, and focuses on investigatingwind and temperature fields near

surface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various land surface conditions. And the various urban canopies can affect the UHI to certain ex2

tent1 A regional numerical model, MM5, is employed in this research1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M5model success2

fully simulates the heat island effect on Beijing1 Comparing theMM5with the coupledmodel ofMM5 and Noah LSM, the results

show the MM52Noah LSM coupled model does a better job1

Key words: urban heat island; land surface condition; MM5; land surface processes; numerical simulat ing;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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