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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气候模式分辨率对夏季降水模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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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最新发布的区域气候模式ＲｅｇＣＭ４，选取３种水平分辨率，３种垂直分辨率，对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年６ ～ ８月气
候状况进行模拟，将模拟降水与ＧＰＣＰ降水资料在季、月、日尺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分辨率对夏季降水模拟的影
响，得到主要结论：ＲｅｇＣＭ４模拟结果能较好地反映模拟区域降水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分布趋势，模拟降水量随水
平、垂直分辨率的增加而减小，当水平分辨率为３０ ｋｍ，垂直分辨率为１４层时，全区域模拟降水偏差最小；不同区
域、不同月份区域平均降水对分辨率的敏感性存在明显差异；在高海拔区域，分辨率对降水模拟影响显著，随着水
平分辨率的提高，模拟降水更接近观测值；模拟日降水强度分布的峰值随着垂直分辨率的提高，向弱降水方向移动
显著；分辨率配置主要影响模拟降水偏差的低频分量及２４ ｄ周期分量，通过合理调整分辨率配置可以有效减小模
拟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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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式是进行气候模拟，研究气候变化的有效工具。全球环流模式的分辨率较低，难以有效描述中小尺
度强迫起主要作用的区域气候变化［１］，因此，相对而言具有更高分辨率的区域气候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各个
区域的气候研究［２６］。在数值模式中，物理过程参数化方案对不同的空间范围及尺度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尤其
是降水方案，对分辨率较为敏感，由此产生的误差甚至可能掩盖物理过程或外部强迫的作用，研究分辨率对数
值模式模拟效果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１］。通常认为，高分辨率的数值模式能够更好地描述大气大尺度运动和中
小尺度强迫，能够更好地模拟出天气、气候的变化，但前人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天气尺度还是气候尺度，数值
模式的模拟效果并不是分辨率越高越好。Ｇｉｏｒｇｉ等［１］研究了水平分辨率对降水模拟的影响，发现水平分辨率对
降水模拟的影响是显著的。Ｓｏｎｇ［７］研究了模式分辨率对美国、墨西哥夏季降水模拟的影响，指出提高全球模式
分辨率有利于降水研究。曾新民等［８］研究了区域气候模式垂直分辨率对中国夏季降水的影响，发现随着垂直分
辨率的提高，模拟降水量更接近观测值。前人关于分辨率对区域气候模式模拟结果影响的研究，均基于较早版
ＲｅｇＣＭ（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且仅针对单一的水平分辨率或垂直分辨率。

为进一步探讨分辨率对区域气候模式模拟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２０１０年发布的ＲｅｇＣＭ４，选取３种水平
分辨率，３种垂直分辨率，模拟了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年６ ～ ８月降水情况，研究分辨率对降水模拟的影响。

１　 模式简介和方案设计
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Ｔｈｅ Ａｂｄｕｓ Ｓａｌ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发展的ＲｅｇＣＭ系列

区域气候模式是研究和应用广泛、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气候模式之一。２０１０年，该中心发布了在ＲｅｇＣＭ３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ＲｅｇＣＭ４。该版本的主要改进包括：在原有ＢＡＴＳ陆面模型基础上增加ＣＬＭ陆面模型选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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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ｅｎｇ等［９］的海洋参数化方案中加入海表温度预报方案，以更加真实地描述海表温度日变化，改进海表通量
计算；在海表温度中增加了对海冰的考虑；优化了化学模块，以更好模拟沙漠及半沙漠区域的模拟。

图１　 模拟区域地形高度（ｍ）及分区位置
Ｆｉｇ １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ｒｅａｓ

本文模拟选取１４层（Ｌ１４）、１８层（Ｌ１８）、２３层
（Ｌ２３）３种垂直分辨率及３０ ｋｍ（Ｈ３０）、６０ ｋｍ（Ｈ６０）、９０
ｋｍ（Ｈ９０）３种水平分辨率，模式侧边界采用指数张弛时
变边界方案，３种水平分辨率对应的侧边接缓冲区域宽
度分别为２４、１２和８个格距。模拟从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年每
年５月１５日０时开始，至９月１日０时结束，以５月
份后半月作为模式调整期，分析６、７、８三个月模拟降
水情况。模拟区域中心位于（３６°３０′Ｎ，１１５°００′Ｅ），地
形及分区位置如图１所示，为方便分析，根据中国气候
区划，本文将模拟区域划分为６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
（Ｉ：东北区域；ＩＩ：西北区域；ＩＩＩ：华北区域；ＩＶ：西南区
域；Ｖ：华东区域；ＶＩ：华南区域）。

为客观评价模拟结果，本文选取全球降水气候计划（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ＧＰＣＰ）日
平均降水资料作为对比资料。该资料融合红外和微波对降水的估计，并结合全球６ ０００个地面雨量计观测（其
中包括中国１６０个地面雨量计资料），给出了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至今的１° × １°全球逐日平均降水数据，被认为具
有较高的准确性［１０］。本文将模拟结果插值到ＧＰＣＰ资料网格点，主要采用以下统计量分析模拟结果：

（１）偏差（Ｂ）描述模拟降水与ＧＰＣＰ降水资料之间的绝对偏差：

Ｂ ＝

ｉ，ｊ
（Ｍｉ，ｊ － Ｇｉ，ｊ）
Ｎ

（１）
式中　 Ｍ、Ｇ分别为模拟降水和ＧＰＣＰ降水资料；ｉ，ｊ为场变量位置；Ｎ为场变量格点数。

（２）偏差百分比（Ｐ）描述两个场变量之间的相对差异程度：
Ｐ ＝ Ｂ

Ｇ
× １００％ （２）

（３）均方根误差（Ｒ）描述两场变量之间的偏离程度：

Ｒ ＝ 
ｉ，ｊ

（Ｍｉ，ｊ － Ｇｉ，ｊ）２槡 Ｎ
（３）

（４）相关系数（Ｃ）描述两个场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Ｃ ＝

ｉ，ｊ
（Ｍｉ，ｊ － Ｇ）（Ｍｉ，ｊ － Ｇｉ，ｊ）


ｉ，ｊ
（Ｍｉ，ｊ － 珔Ｇ）槡 ２ 

ｉ，ｊ
（Ｍｉ，ｊ － 珔Ｇ）槡 ２

（４）

２　 模拟结果分析
２ １　 季降水分析
２ １ １　 全区域及分区域季降水分析

全区域及分区域季降水分析在季节尺度上研究降水强度及分布情况。图２为水平分辨率６０ ｋｍ，垂直分
辨率１８层情况下，模拟得到的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年６ ～ ８月平均降水情况，图中阴影表示模拟降水量，等值线表
示模拟降水与ＧＰＣＰ资料间差值（其它分辨率模拟结果图略）。在各种分辨率下，模拟结果都能较好反映降水
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减小的分布趋势；东北、华北及西南、华南部分区域模拟降水偏高，而华东、华南等
部分沿海区域及海上区域，模拟结果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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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模拟降水分布情形及其与ＧＰＣＰ资料差值
　 Ｆｉｇ 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

ｓｕｌｔ ａｎｄ ＧＰＣＰ

为定量对比分析不同分辨率下的模拟结果，表１给
出了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年６ ～ ８月全区域季平均日降水与ＧＰＣＰ
资料间的关系。ＧＰＣＰ资料全区域季平均日降水为４ ３８
ｍｍ ／ ｄ，在不同分辨率下，模拟结果间的最大差值为２ ３１
ｍｍ ／ ｄ，达到ＧＰＣＰ资料的５２ ７％，表明分辨率对模拟结
果影响显著；由表中偏差值Ｂ可见，总体上，模拟降水
量随着水平、垂直分辨率的增加而有所减少。在垂直分
辨率１４层，水平分辨率６０ ｋｍ和９０ ｋｍ的分辨率下模拟
降水偏高，在水平分辨率３０ ｋｍ，垂直分辨率为１４层的
分辨率下，模拟结果偏差最小，全区域季平均日降水量
相对偏差仅为－ ０ １％。均方根误差Ｒ随分辨率的变化规
律与偏差值Ｂ相似，相关系数Ｃ在各种分辨率下的变化
并不显著，均在０ ７０ ～ ０ ７８范围内。

表１　 模拟与ＧＰＣＰ季平均日降水量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ｚｏｎｅ

垂直分辨率
水平分辨率

Ｈ３０ Ｈ６０ Ｈ９０
Ｂ Ｐ Ｒ Ｃ Ｂ Ｐ Ｒ Ｃ Ｂ Ｐ Ｒ Ｃ

Ｌ１４ － ０ ００１ － ０ １ １ ９１ ０ ７０ ０ ７２ １６ ５ ２ ２９ ０ ７５ １ ０８ ２４ ６ ２ ７３ ０ ７８
Ｌ１８ － １ １０ － ２５ ０ ２ ０２ ０ ７０ － ０ ６２ － １４ ２ １ ８８ ０ ７１ － ０ ５３ － １２ １ １ ９７ ０ ７０
Ｌ２３ － １ ２３ － ２８ ０ ２ ０６ ０ ７１ － ０ ８０ － １８ ２ １ ８５ ０ ７３ － ０ ６８ － １５ ６ １ ９５ ０ ７１

注：Ｂ的单位为ｍｍ；Ｃ的单位为％

图３　 各区域季平均日降水偏差及相关系数
Ｆｉｇ 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ｂａｒｅａｓ

图３为各子区域模拟季平均日降水与ＧＰＣＰ资料间的偏差及相关系数。在各个子区域，模拟得到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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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平均日降水量随着垂直分辨率的增加而减小的趋势明显，垂直分辨率为１４层时，模拟偏高的情况较多。
水平分辨率对降水的影响相对垂直分辨率较小，在东北区域，出现了降水量随着水平分辨率的降低而减小的
情况，在其它各区域，降水量随着水平分辨率的降低而增加的趋势比较明显。在西北区域，模拟降水与
ＧＰＣＰ降水绝对偏差量最小，东北、华北、西南、华东其次，华南区域偏差最大，分析图１可知，这主要是
华南及其以南区域较强降水带模拟偏差造成的。同时，在每个区域，都至少在１种分辨率配置下，相对偏差
在± １０％以内，在东北、华北区域，模拟最小偏差均在高水平、垂直分辨率配置下得到；在西南区域，高垂
直分辨率、较低水平分辨率下得到的模拟结果偏差最小；在华东和华南区域，都是在高水平分辨率、低垂直
分辨率的情况下取得最小的模拟偏差。在不同子区域，模拟结果与ＧＰＣＰ资料的相关系数也表现出不同的特
征。在东北，相关系数随着水平分辨率的降低、垂直分辨率的增加而减小；在华东，相关系数随着水平、垂
直分辨率的增加而减小。

对比不同区域模拟偏差及相关系数，二者与分辨率间的关系在不同区域也不同。在华北，降水量偏差与
相关系数都随着水平分辨率的降低而增加；在西南，降水量随着水平分辨率的降低而增加，而相关系数则随
着水平分辨率的降低而减小；在其它一些区域，二者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关系。
２ １ ２　 地形对季平均降水模拟偏差的影响

模式在模拟复杂地形影响下的气候状态时，会存在一定的系统性偏差，该偏差主要是由于模式大尺度驱
动场和模式内部的物理、动力过程决定，部分反映了模式内部动力框架和物理方案的缺陷［１１］。研究区域气
候模拟的难点之一在于其复杂的地形和海陆分布，图４为（２７°Ｎ ～ ３２°Ｎ）范围不同分辨率季平均日降水偏差
图。该区域横跨青藏高原、四川盆地及中国西南、中南部的部分地区，延伸至海上。由图可见，水平分辨率
不同，模拟偏差的差异较大。当水平分辨率为３０ ｋｍ时，模拟偏差在高原区域由较大值迅速减小；当水平分
辨率为６０ ｋｍ时，模拟降水偏差随海拔高度的降低而减小；而水平分辨率为９０ ｋｍ时，地形变化较大区域降
水偏差较大，在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间，地形高度存在很大落差，模拟误差也较大。在海拔较低区域及海上
区域，不同水平分辨率模拟偏差不大，在海上区域模拟降水偏低。垂直分辨率不同，模拟降水偏差随海拔高
度变化不显著，１０２°３０′Ｅ以西区域，受青藏高原巨大地形及模拟边界效应的影响，出现了较大的正偏差；
１０２°３０′Ｅ ～ １２０°３０′Ｅ区域，海拔高度在５００ ｍ左右，模拟降水偏差幅度较小；１２０°３０′Ｅ以东区域为海洋，模
拟降水量偏低，在边界附近，受边界作用的影响，模拟降水偏差也较大。对比不同水平、垂直分辨率配置下
模拟偏差，可以发现水平分辨率的调整对模拟降水的影响更显著，在高海拔区域表现的尤为明显。

（３０１８表示水平分辨率为３０ ｋｍ，垂直分辨率为１８层）
图４　 ２７°Ｎ ～ ３２°Ｎ范围不同分辨率季平均日降水偏差

Ｆｉｇ ４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７°Ｎ ａｎｄ ３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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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月降水分析
在不同月份，分辨率配置对降水模拟的影响不同。表２为模拟时段全区域逐月平均日降水与ＧＰＣＰ资料

的相对偏差及相关系数。由表可知，模拟所得全区域各月平均日降水量都是随着水平、垂直分辨率的提高而
较小，与季平均一致。但在各月，模拟降水与ＧＰＣＰ资料的偏差程度有所不同。在６、７月份，水平分辨率
３０ ｋｍ，垂直分辨率１４层时的模拟值与ＧＰＣＰ绝对偏差最小，但在８月份，则是水平分辨率６０ ｋｍ，垂直分
辨率１４层时差异最小。在不同月份，模式模拟结果对不同分辨率的敏感程度也不同，由西北、华东区域模
拟降水相对偏差及相关系数图（图略）可知，在西北区域，分辨率配置对８月份模拟降水偏差的影响较６、７
月份更大；在华东区域，分辨率配置对６、８月份模拟降水相关系数的影响较７月份更大。由此，在分辨率
对模拟结果影响不显著的时段，选择不同的分辨率配置对模拟结果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在一些敏感时段，不
同分辨率下模拟结果间差异较大。

在全区域，不同分辨率配置下模拟结果与ＧＰＣＰ资料间相关系数差异不显著，而在不同子区域，则呈现
出不同的特征。在西北区域，各种分辨率配置下，随着模拟时间的延长，相关系数都有所增加；而在华东区
域，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相关系数随着模拟时间的延长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
模拟区域的差异及模拟期间的气候状况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模式外部驱动场与自身内部物理过程发
展变量场间的相互作用与协调。

表２　 模拟与ＧＰＣＰ月平均日降水量差异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ｚｏｎｅ

统计量 垂直分
辨率

６月 ７月 ８月
Ｈ３０ Ｈ６０ Ｈ９０ Ｈ３０ Ｈ６０ Ｈ９０ Ｈ３０ Ｈ６０ Ｈ９０

Ｌ１４ － ４ ６ １２ ９ ２２ ２ ８ ６ ２２ ４ ２８ ８ － ２１ ０ １４ ４ ２３ ０
Ｐ Ｌ１８ － ２５ １ － １０ ４ － ８ ２ － ２１ ６ － １２ １ － １２ ５ － ２８ ７ － ２１ ０ － １６ ４

Ｌ２３ － ２８ ３ － １５ ２ － １３ ０ － ２４ ０ － １６ ４ － １５ ５ － ３２ １ － ２３ ６ － １８ ９

Ｌ１４ ０ ６８ ０ ７４ ０ ７３ ０ ７５ ０ ７８ ０ ７８ ０ ４７ ０ ５７ ０ ６７
Ｃ Ｌ１８ ０ ６０ ０ ６９ ０ ６８ ０ ７９ ０ ７７ ０ ６９ ０ ５０ ０ ４７ ０ ５２

Ｌ２３ ０ ６４ ０ ７３ ０ ６９ ０ ８０ ０ ７７ ０ ７０ ０ ４８ ０ ４９ ０ ４９

２ ３　 日降水分析
日降水强度、降水日变化是评估降水影响的两个重要方面，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季、月尺度平均降水［１］，

前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１２］，发现模式模拟降水频率偏高，小雨偏多。本文针对研究区域，将模拟结果
与ＧＰＣＰ资料对比，分析分辨率配置对模拟降水频率、强度分布的影响。
２ ３ １　 全区域模拟日降水强度分析

图５为水平分辨率６０ ｋｍ，不同垂直分辨率配置下模拟降水及ＧＰＣＰ资料全区域平均日降水强度分布情
况。在ＧＰＣＰ资料中，全区域日平均降水强度在０ １ ～ １２ ０ ｍｍ ／ ｄ范围，较小、较大强度降水出现的频率较
低。模拟降水强度分布趋势与ＧＰＣＰ资料一致。在不同的分辨率下，降水强度分布又呈现出不同的规律。水
平分辨率一定，模拟降水强度分布的峰值随着垂直分辨率的提高，向强度较小方向移动，尤其是垂直分辨率
由１８层降低至１４层时，变化明显。这表明在全区域范围，当垂直分辨率较低时，模拟低强度降水偏少而高
强度降水偏多；当模式垂直分辨率提高时，低强度降水模拟有所改进，但高强度降水模拟偏少。

在同样的垂直分辨率下，模式水平分辨率的变化也会对模拟结果造成一定影响，但相对垂直分辨率的影
响则较小（图略）。垂直分辨率为１４层，模拟降水强度峰值随着水平分辨率的降低而向较强区域偏移，而当
垂直分辨率为１８层和２３层时，水平分辨率对降水强度分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细节的调整上，对总体的分布
趋势没有明显影响。

由于降水通常发生在相对于全区域更小的区域，子区域降水强度统计图能更细致地描述子区域内强度较
小的降水，这些降水在全区域平均时都很小，因而在全区域降水强度分布图中并没有明显反映。各子区域模
拟降水强度分布总体上均与ＧＰＣＰ资料一致，从子区域降水强度分布角度说明模式能够较好模拟不同强度的
降水。在华北、西北区域的降水强度分布图上（图略），降水频率随着降水强度的增加而减小，尤其在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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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主要降水均集中在日降水量５ ５ ｍｍ以下。在东北和华南区域，不同强度降水较西北、华北区域更均
匀，但较小强度降水同样偏多，在西南、华东区域，各种强度降水较其它区域分布的更加均匀。

（６０１４表示水平分辨率为６０ ｋｍ，垂直分辨率为１４层，６０１８、６０２３同）
图５　 不同分辨率配置下日降水强度分布

Ｆｉｇ ５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分辨率在不同区域对模拟降水的影响有所不同。在华北区域，垂直分辨率较低时，模拟弱降水偏少而强
降水偏多；随着垂直分辨率的提高，模拟降水的强度分布明显有所改善；在华南区域，降水强度分布同样随
着垂直分辨率的提高而改善，但水平分辨率越低模拟降水与ＧＰＣＰ资料越接近，与前文所述该区域季均降水
偏差一致。在其它区域，分辨率配置对降水强度分布的影响较上述两个区域更小，但总体上垂直分辨率的影
响大于水平分辨率影响。

在降水强度分布图中，可进一步分析前文所述各区域季平均降水偏差的产生原因。在华南区域模拟降水
偏差最大，由图６所示降水强度分布图可以发现，模拟弱降水偏少，而强降水偏多，这样使得在这种分辨率
配置下模拟降水出现了偏差，通过调整分辨率，可以有效改进模拟结果。

图６　 华南区域日降水强度分布图（水平分辨率６０ ｋｍ，垂直分辨率１８层）
Ｆｉｇ ６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２ ３ ２　 全区域模拟降水日变化分析
ＧＰＣＰ资料包含全球逐日１° × １°降水数据，这里将逐日模拟结果与对应ＧＰＣＰ数据对比，分析分辨率对

降水模拟的影响。图７为２００２年水平分辨率６０ ｋｍ，垂直分辨率１８层情况下全区域平均模拟日降水及ＧＰＣＰ
资料日降水变化情况，模拟结果较准确反映了降水的逐日变化。对比不同分辨率配置下降水日变化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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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水平、垂直分辨率对其有较显著影响，总体上模拟降水量随着分辨率的提高而减小，在较低的分辨率
下，模拟得到的逐日降水较离散，随着分辨率的提高，模拟降水更加聚集。水平分辨率由６０ ｋｍ增加至３０
ｋｍ，较９０ ｋｍ增加至６０ ｋｍ更显著；垂直分辨率由１４层增加至１８层较１８层增至２３层对降水逐日变化的影
响更大。由此可得，当逐日降水差异较大时，较低的分辨率通常能更好地模拟降水逐日变化情况，而当逐日
降水差异不大时，则应选取较高的分辨率。

图７　 ２００２年６ ～ ８月全区域逐日降水变化（水平分辨率６０ ｋｍ，垂直分辨率１８层）
Ｆｉｇ ７ Ｔｏｔａｌ ｚｏｎａｌ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ｕｎｅ，Ｊｕｌｙ ａｎ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２

（０１６０１４表示２００１年水平分辨率６０ ｋｍ，垂直分辨率１４层，其它同；（ａ）原始降水偏差序列；
（ｂ）滤波后剩余低频分量；（ｃ）２４ｄ周期分量；（ｄ）１２ｄ周期分量；（ｅ）６ｄ周期分量；（ｆ）３ｄ周期分量）

图８　 ２００１年全区域模拟日降水偏差小波分解图
Ｆｉｇ ８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ｉｎ ２００１

当区域气候模式在气候态下运行时，模拟偏差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波动的发展趋势和周期可以利用小波
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图（８）为２００１年６ ～ ８月全区域日降水偏差时间序列及用ｄｂ５小波将其进行４层小波
分解得到的不同周期分量图。低频分量描述模拟结果的系统偏差，由图８（ｂ）低频分量图可见，垂直分辨率
１８层与２３层在低频分量上基本一致，而垂直分辨率为１４层的低频分量偏高，表明在这种分辨率配置下模
拟降水存在着偏高的系统性偏差。高频分量反映了叠加在系统性偏差上的波动。偏差之所以产生波动，可能
主要是由于模拟区域内一直有不同时间、空间尺度的天气活动，而模式对不同天气系统的刻画存在一定误差
造成的［１１］。在２４ ｄ周期分量上，３种不同垂直分辨率配置模拟差异较显著，６月１日至６月１５日，模拟降
水随着垂直分辨率的减小而降低，而６月１６日至６月２５日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而在７月２５日至８月５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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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８月６日至８月１３日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１２ ｄ、６ ｄ、３ ｄ周期分量上，不同分辨率下模拟偏差变化基本
相同，表明垂直分辨率配置对模拟降水偏差高频分量的影响不显著。对比垂直分辨率为１８层时不同水平分
辨率下模拟降水偏差时间序列可知（图略），水平分辨率对降水模拟的影响较垂直分辨率更小，主要表现在低
频分量以及２４ ｄ周期分量上，在不同模拟时段，偏差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异。

以上分析表明，分辨率主要影响模拟降水偏差的低频分量及２４ ｄ周期分量，也就是说通过调整分辨率
可以有效减小模拟系统误差，改进模拟效果；分辨率对模拟偏差高频分量的影响不明显，表明通过调整模式
分辨率难以提高模式模拟较短时间尺度天气系统的能力。

３　 结　 　 论
采用最新发布的区域气候模式ＲｅｇＣＭ４，选取３种水平分辨率和３种垂直分辨率，模拟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年６

～ ８月的降水状况，将模拟结果在季、月、日尺度上与ＧＰＣＰ资料对比，分析分辨率对区域气候模式模拟夏
季降水的影响，初步得到以下结论：

（１）ＲｅｇＣＭ４能够较好模拟研究区域降水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分布趋势，模拟降水量随着水平、垂直分
辨率的增加而减少，当水平分辨率为３０ｋｍ，垂直分辨率为１４层时，全区域模拟降水偏差最小。在不同子区
域，模拟降水最小偏差在不同的分辨率配置下取得。在高海拔区域，模拟降水有较大正偏差，在海上模拟存
在负偏差。分辨率在高海拔区域的影响较低海拔区域更显著。

（２）在不同月份，模拟降水偏差程度有所不同。６、７月份，水平分辨率３０ ｋｍ，垂直分辨率１４层模拟
偏差最小，８月份，水平分辨率６０ ｋｍ，垂直分辨率１４层偏差最小。在不同子区域，分辨率对月平均日降水
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特点。

（３）水平分辨率一定，模拟日降水强度分布的峰值随着垂直分辨率的提高而向降水强度较小方向移动；
水平分辨率对降水强度分布的影响小于垂直分辨率。水平、垂直分辨率对降水日变化影响显著。分辨率主要
影响模拟降水偏差的低频分量及２４ ｄ周期分量，通过调整分辨率配置可以有效减小模拟系统误差。

区域气候模式模拟降水效果与模式物理参数化方案、模拟区域、缓冲区方案、采用资料、侧边界方案等
的选取有关［８］。从气候模拟的角度，仅通过本文的模拟实验，还不能完全反映分辨率对区域气候模式夏季
降水模拟的影响，相关问题还有待于下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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