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客观定量化

预测及其对汛期降水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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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动力统计相似预报原理，将模式误差动力统计预报方案应用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客观定量化预测，通过交

叉检验距平相关系数，筛选出对副热带高压区域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模式预报结果订正较好的因子作为前期关键因子集。对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的副热带高压区域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进行了回报检验，结果显示该方案在数值模式预报结果基础上有了进一

步提高，显示出较高的预测水平。在此基础上，从高度场预测结果中提取出与中国降水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典型副热带高压

特征指数（脊线指数与西伸脊点指数），将其投影在二维平面上，并根据不同类型的副热带高压特征下对应的雨型分类特征得

到预报年副热带高压所属类型下中国夏季降水的分布类型，多年检验结果表明，预测的投影类型所对应的降水合成分布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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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降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进一步验证此种副热带高压与雨型分类的合理性，达到通过副热带高压的定量化预测对夏季的

旱涝分布形式进行预测的目的，为进一步提高汛期降水预测水平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路。

关键词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汛期降水，客观定量化预测，脊线指数，西伸脊点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４５６．１　Ｐ４５７．６

１　引　言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是东亚季风系

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是直接影响中国夏季降水的

天气系统（陶诗言等，２００６），其结构、位置、强度等的

变化以及与周围系统的相互作用对中国天气和气候

异常有重要影响，尤其以夏季最为明显，可以说西太

平洋副高的进退与稳定与否是影响中国旱涝的重要

原因之一（张庆云等，１９９９；王绍武等，２０００；陶诗言

等，２００１；黄嘉佑等，２００４）。因此，预测夏季副高的

形状和位置对汛期旱涝分布的把握具有很好的指示

意义，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汛期降水的预测水平。

近年来，气象工作者从不同角度对副高进行了

预测研究，艾孑兑秀等（２０００）通过分析夏季副高与前

期海温的关系建立了副高预测模型；张韧（２００１）利

用前传式网络逼近的方法预测了副高的各项指数，

其统计回归模型预测结果有一定的准确率；任宏利

等（２００５ｂ）发展了一个描述副高脊面变化的动力模

型，其模拟结果显示该模型对月尺度的副高脊面有

一定的模拟能力；洪梅等（２００７）利用遗传算法重构

了副高特征指数的非线性动力模型；刘科峰等

（２００９）基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建立了１—１５ｄ的

副高预测模型；邹立维等（２００９）通过５００ｈＰａ位势

高度可预报性指数证实了副高具有较高可预报性。

归纳可知，对副高的预测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即数

理统计方法和数值模式的动力学方法，二者各有优

缺点，普遍的共识是：统计学方法与动力学方法要相

互借鉴，融合发展，即动力模式和数理统计相结合是

现阶段提高短期气候预测准确率的有效途径（丑纪

范，１９８６；邱崇践等，１９８９）。围绕二者如何有效结合

的问题，丑纪范（１９７４，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提出基于历史

相似信息对动力模式的误差进行预报的思路。据此

思路，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 （黄建平等，１９９１；Ｆｅ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封国林等，２００１；任宏利等，２００５ａ；郑志

海等，２００８；赵俊虎等，２０１１）。杨杰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王启光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Ｘｉｏｎｇ等（２０１１）基于动力

统计相似预报原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构建了华北

地区、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异常因子方案和动态多因

子组合方案的模式误差动力统计客观定量化汛期降

水预报方案（简称客观定量化方法），发展了利用相

似年的模式误差信息，实现对预报年气候模式预测

结果订正的优化多因子组合客观定量化预测方法，

有效地改进了模式的预测结果。

赵俊虎等（２０１２）基于副高脊线和西伸脊点在二

维平面上的投影对近６０ａ的夏季副高进行了分类，

并对各种类型下的中国夏季降水进行了合成分析，

发现在夏季副高西伸脊点和脊线不同配置下中国夏

季降水的总体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本文在此工

作的基础上，基于动力统计相似预报原理，将客观

定量化方法应用于高度场的预测中并从中提取出副

高的各项指数，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的副高进行了回报

检验，结合副高分类统计工作，得到客观定量化预测

的副高脊线和西伸脊点在二维平面上的投影，从而

获取预报年副高所属类型下中国夏季降水的大体分

布类型，为汛期降水的预测提供参考，改善汛期预测

水平。

２　资　料

高度场资料源于美国环境预报中心（ＮＣＥＰ）和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ＮＣＡＲ）的月平均高度场再分析

资料，以及中国国家气候中心（ＮＣＣ）提供的季节／

年际预测业务系统模式历史回报产品中的逐月高度

场资料，选取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研究区域为副高

活动区域：１０°—４０°Ｎ，１１０°—１５０°Ｅ，水平分辨率为

２．５°×２．５°。降水资料源于中国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资料室整编的中国１６０站月降水量资料（１９５１—

２０１０年）。预报因子资料来源于中国国家气候中心

预测室提供的７４项环流特征量和美国国家海洋和

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的４０项气候指数。

３　客观定量化预测方法

３．１　方法原理

动力统计客观定量化预报原理简要介绍如下，

真实大气的数值模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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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
狋
＋犔（ψ）＝犈（ψ）

ψ（狓，狋０）＝ψ０（狓

烅

烄

烆 ）

（１）

其中，ψ（狓，狋）为模式预报变量，狓、狋分别为空间坐标

向量和时间，犔为ψ的微分算子。狋０ 为初始时刻，ψ０

为初值。狋＞狋０ 时刻值可由初值进行积分得到ψ或

者其泛函犘（ψ）。犈为模式的误差算子，反映模式中

未知的误差项，即模式预报误差。预报场ψ可看作

历史相似场珘ψ及叠加在相似场上的小扰动ψ′之和，

即ψ＝
珘
ψ＋ψ′，将上述方程进行积分推导可得到动

力相似预报方程

犘
　

〈

（ψ０）＝犘（ψ０）＋珟犘（珘ψ犼）－犘（珘ψ犼） （２）

式（２）引入历史相似对应的预报误差信息估计当前

的模式预报误差，即在模式预报的基础上添加一个

历史相似误差的订正项

犈
　

〈

（珘ψ犼） →
估计犈

　

〈

（ψ０） （３）

式（３）可得到更为简单的预报思路，即将动力模式预

报改进问题转化为模式误差的估计问题。

３．２　高度场客观定量化预报方案

基于动力统计相似预报原理，杨杰等（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已发展了多因子组合的模式误差客观定量化

预报方案，并在汛期预测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本

文将该方案应用到高度场的预测中，图１是对高度

场进行客观定量化预测的主要流程：

（１）资料集的获取：分为两部分，第１部分是获

取前期因子集，将当年１、２月和上年３—１２月的

１１４项指数作为预测年的前期因子集，用于选取历

史相似年；第２部分是获取历年的模式预报误差，根

据中国国家气候中心业务系统模式回报以及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月平均高度场再分析资料中１９８３—

２０１０年的６、７、８月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计算得到近２８

年的夏季高度场模式预报以及预报误差资料集，用

于计算预报年的模式预报误差。

（２）筛选关键因子：将预报因子集中的各因子通

过单因子交叉回报检验，挑选出单因子交叉检验距

平相关系数（ＡＣＣ）较高的因子作为高度场预报的

关键因子。

（３）选取相似方案：通过对前期关键因子的强度

进行检测及诊断分析，判断前期关键因子是否有显

著的异常信号，如检测到某关键因子强度异常偏大

或者偏小，则采用异常因子相似选取方案进行相似

年选取，如因子无异常则采用多因子优化组合相似

选取方案选取历史相似。

（４）计算相似误差：通过相似选取方案后进行相

似年选取，以前期关键因子作为标准选取与预报年

气候系统状态最为相似的４个年份。

（５）输出预报结果：将筛选出的相似年高度场模

式预报误差进行集合平均，得到的相似误差场的平

均值看作预报年的模式预报误差，并将其叠加在模

式预报的高度场原始结果上而得到最终的预报结

果，即客观定量化结果。

图１　高度场客观定量化预报方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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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预报方案关键因子选取及参数设计

通过对副高活动区域内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进行

定量化预测并从中提取出副高的各项指数，从而达

到对副高的客观定量化预测。通过预报流程可以看

４３０１　　　　　　　　　　　　　　　　　　　　　　　　　　　　　　　犃犮狋犪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　气象学报　２０１２，７０（５）



出，客观定量化预报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期

环流因子的相似性判据是否客观合理。因此，前期

关键因子的选取便成为预报的关键环节。预测采用

的１１４项指数均为逐月指数，把各指数１２个月的值

均看作独立的影响因子，由此可以构造出样本量为

１１４×１２＝１３６８个逐年变化的因子集。通过单因

子的交叉检验距平相关系数来对因子集进行排序，

从中筛选中对模式预报的高度场能够进行较好订正

的关键因子。

表１　夏季副高预测交叉检验距平相关系数排名前６位因子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ｔｏｐｓｉｘ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Ｃ

　　因子 月份 距平相关系数

海洋Ｎｉｎｏ指数 ９ ０．３９

太阳通量 ４ ０．３６

南方涛动指数 １１ ０．３５

太阳黑子 ４ ０．３４

东半球暖池 ２ ０．３１

热带东中太平洋海表温度 ２ ０．３０

　　利用单因子对副高活动区域内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

场进行交叉检验回报并进行距平相关系数排序，在

表１中只列出了平均距平相关系数最高的前６位因

子。基于这些回报效果较好的单因子，采用多因子

组合配置方法对预报年副高活动区域内的５００ｈＰａ

高度场进行客观定量化预测，并从高度场的预测结

果中提取出夏季副高的西伸脊点和脊线位置（以下

简称副高的定量化预测）。方法的具体流程在前期

工作（杨杰等，２０１１）中已有介绍，不再赘述，这里给

出多因子组合方案中相关参数的确定。

多因子组合中因子个数的变化以及不同因子间

的配置对预报效果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采用多因

子组合方案对副高进行定量化预测关键在于因子间

如何搭配以及因子个数的选择。为得到最佳的组合

个数以及最佳因子搭配，针对因子个数的变化对距

平相关系数的影响进行了敏感性试验。图２给出了

１９８３—２００３、１９８３—２００４、１９８３—２００５、１９８３—２００６、

１９８３—２００７、１９８３—２００８、１９８３—２００９年７个时段

内交叉检验的平均距平相关系数随影响因子个数的

变化趋势。图中１９８３—２００３指的是对１９８３—２００３

年进行多因子组合交叉检验，１９８３—２００４等以此类

推。采用不同时段进行多因子组合交叉检验主要是

考虑到对不同年份进行实际预报时所能够采用的资

料时段是不一样的，例如对２００４年进行实际预报时

资料的可用时段为１９８３—２００３年，而对２００５年进

行实际预报时资料的可用时段为１９８３—２００４年，其

他年份以此类推。由于副高以及因子的实况数据是

不断更新的，并且，不同的因子对于副高的影

响作用存在着年代际的变化，也会导致不同时段筛

图２　副高区域内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预测距平相关系数敏感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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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最佳的因子组合搭配也会有所差别。图２中的

各个点代表了各时段内改变因子个数时交叉检验距

平相关系数所达到的最高值。

　　可以看出，虽然不同时段的因子组合交叉检验

得到的距平相关系数并不相同，但变化趋势非常一

致：在因子个数从１增加至１０的过程中，距平相关

系数的提高非常明显，当增加到１０个以上时，距平

相关系数增幅逐渐减小并趋于稳定，当因子个数进

一步增大至１５个以上时，距平相关系数变化很小，

部分甚至出现了减小趋势，但减幅较小。同时也可

看到，不同时段内交叉检验得到的距平相关系数的

最大值之间差别并不大，基本为０．５５—０．６５，因此，

可以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利用多因子优化组合方案

对副高进行客观定量化预测的距平相关系数最大上

限可达到０．６５左右。并且，通过分析距平相关系数

的变化趋势亦可看出，多因子组合中的因子个数并

不是越多越好，在因子增加过程中当达到峰值后将

开始下降。因子个数在达到１５个时距平相关系数

基本上已达到峰值，可以认为此时的距平相关系数

已基本达到了上限，继续增加因子个数对于距平相

关系数的提高作用已经很小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因

此，在对副高进行客观定量化预测时，可以取１５个

因子的优化组合作为最佳的预报组合。

４　副高预测效果检验及其所属类型下夏季

降水特征

４．１　副高预测效果检验

利用副高的客观定量化预测方法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夏季副高区域内高度场进行了独立样本回报检验，

限于篇幅，只给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副高（５８８０ｇｐｍ等值

线）的实况、模式以及客观定量化预测结果（图３）。

从图３ａ的副高实况可以看出，２００８年夏季副高整

体偏弱，脊线偏南而西伸脊点偏东，数值模式预测的

２００８年夏季副高整体是偏强，与实况差异较大，而

客观定量化预报结果则较好地反映出了副高整体偏

弱的特征，与实况较为接近，只是在副高的南北位置

上略有差异。由图３ｂ可见，２００９年夏季副高较常

年略偏强，脊线位置正常，脊点位置偏西，数值模式

与客观定量化方法都较好地预报出了２００９年副高

的整体态势，客观定量化结果在副高的面积、北界的

预报上要略优于数值模式，而在西伸脊点的预

报 上则稍逊于数值模式。从图３ｃ可以看出，２０１０年

图３　副高（５８８０ｇｐｍ等值线）实况与预测　　　　

（ａ．２００８年，ｂ．２００９年，ｃ．２０１０年；　　　　

灰线为实况，绿线为数值模式预报，　　　　

红线为动力统计的客观定量化预测，　　　　

黑线为气候平均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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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副高异常偏强，面积较常年异常偏大，其西伸脊

点一直延伸到１１０°Ｅ附近，数值模式结果没有预报

出副高的异常信号，而客观定量化结果对副高的异

常偏强有较好的反映，但副高的异常程度没有实况

那么大。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客观定量化结果较数

值模式更为准确，对副高预报效果更好。

　　描述副高状态的指数有面积、强度、脊线、西伸

脊点和北界。由于最终是要将副高的定量化预测与

中国的汛期降水建立联系，因此，选取合适的副高指

数来描述其变化特征及与汛期降水的关系显得尤为

重要。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夏季降水与西太平洋副

高各指数中的关系以副高脊线位置的关系最好，其

中，尤以与盛夏副高脊线位置的关系最为密切（赵振

国，１９９９）。通过计算各指数间的相关性可以发现，

副高的脊线指数和北界指数的强弱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两者相关系数超过０．８，而西伸脊点指数与副高

面积以及强度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是相反的，相关

系数均达到－０．７２。施能（１９９２）指出，当２个变量

是独立不相关时，用这２个变量的信息联合对预报

是更为有利的，否则，当其之间有较高的正相关时，

将二者联系起来的预报效果非常有限。由于副高的

脊线指数和西伸脊点指数分别与其他３种指数存在

着较好的相关性，说明这２个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

出其他３种指数的特征，并且，西伸脊点指数与脊线

指数的相关系数为０．０９，两者之间几乎不相关，符

合选取预报因子的条件。因此，在研究中采用副高

的脊线和西伸脊点两个指数作为副高的关键性特征

来描述其状态，从季节尺度研究夏季副高位置与同

期旱涝分布的关系。

从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实况、数值模式以及客观定量

化结果提取出的西太平洋副高西伸脊点指数以及脊

线指数（图４）可以看出，西伸脊点近几年的年际变

率较大，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较平均态偏东，其他年份均较

常年偏西，而数值模式预报的西伸脊点年际变率很

小，几乎为一定值（图４ａ），即数值模式结果预报的

就是一个气候平均态，这使得数值模式对不同年副

高预报缺乏针对性，其相应的预报效果也大打折扣。

图４ｂ中脊线位置的情况与西伸脊点类似，通过对比

也可以看出，客观定量化预测相对数值模式更为准

确更有针对性，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预报

年副高状态的异常信号。

图４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西太平洋副高（ａ）西伸脊点和（ｂ）脊线位置预测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ｆｏｒｉｔｓ（ａ）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ｉｄｇｅ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ｂ）ｒｉｄｇｅｌｉｎｅｉｎｄｅｘ

４．２　副高指数投影及其所属类型下夏季降水特征

将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副高实况与客观定量化预测

的西伸脊点和脊线位置投影到二维平面上（图５），

可以看出，除了２００４和２００８年的预测结果投影与

实况差别稍大之外，其他年份的副高预测结果投影

与实况结果的投影相差均较小，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因此，客观定量化方法能够较好地预报出副高的特

征，提高高度场的预测水平。将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预测

的西伸脊点和脊线位置投影按副高与雨型的分类标

准（赵俊虎等，２０１２）进行分类可得：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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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夏季副高平均西伸脊点和脊线距平（１９７１—２０００为气候态）

分布归类（黑色）以及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预测（红色）

Ｆｉｇ．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ｌａｃｋ）ｒｉｄｇｅｌｉｎ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ｓｔ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ｅ

ｉｎ１９５１－２０１０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ｄ）ｉｎ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年预测的副高属于正常年份，而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预测的副高属于偏西年份，２００８年预测的副

高属于偏北偏东年份。下面将通过预测的副高类型

所对应的降水分布与降水实况进行对比分析其配置

关系。

　　在夏季副高西伸脊点和脊线位置不同配置下的

中国夏季降水分布显示出明显的规律性：西伸脊点

偏西有利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降水，中国降水整体

呈现偏多趋势，而西伸脊点偏东，中国降水则呈现整

体偏少趋势；当脊线位置偏北时，西风带扰动偏北，

梅雨锋位于黄河流域，副高外围的暖湿气流主要输

送到黄河流域，这使得江淮流域降水易偏少，黄河流

域降水易偏多；脊线位置偏南时，西南季风偏南，冷

空气能够南下到江淮流域，梅雨锋主要位于江淮流

域，副高外围的暖湿气流主要输送到江淮流域，导致

江淮流域降雨易偏多，黄河流域降雨易偏少，夏季降

水表现为南多北少的分布特征。由此可知，副高的

东西向移动（西伸脊点）主要影响到中国降雨总量的

多寡，而副高的南北向移动（脊线位置）则主要影响

到整体主雨带位置的分布。

　　通过客观定量化预测的副高脊线和西伸脊点投

影，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为副高正常年，当副高西伸

脊点和脊线属于正常范围内时，北半球夏季５００ｈＰａ

高度距平场分布形式为在６０°Ｎ及以北的大部分地

区为正距平区，鄂霍次克海阻塞形势明显；欧亚中高

纬度上空没有大槽大脊，西风带相对平稳，在巴尔喀

什湖上空有一个浅的西风槽（图略）。在这种环流配

置下，中国降水分布比较分散，表现为华南与江淮两

个雨带，其对应夏季副高正常年份降水合成如图６ａ

所示，图６ｂ—ｄ依次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夏季降水

实况，对比各年的降水实况与合成年的降水分布可

以看出，各年的主雨带位置与正常年份合成基本一

致。

　 　图７ａ、ｂ分别为副高正常年份的夏季水汽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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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预测雨型与实况降水距平百分率对比

（ａ．副高属于正常年份降水合成，ｂ、ｃ、ｄ．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夏季降水实况）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ｅｉｓ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２００５，（ｃ）２００７ａｎｄ（ｄ）２００９

场合成及水汽通量场相对于气候平均状态（１９７１—

２０００年平均）的偏差场，从图７ａ中可以看出，夏季

中国东部地区的水汽来源主要有两个区域：一个是

位于３０°—６０°Ｅ的孟加拉湾，另一个处于１２０°Ｅ以

东的太平洋，其中，孟加拉湾地区的水汽通量相对较

大。孟加拉湾的水汽通过西南季风向中国东部输

送，而热带太平洋地区的水汽通过副高南侧气流及

其转向的西南气流向中国东部地区输送。此外，副

高正常年份中国东部的水汽输送带整体面积较大，

最北能够达到４５°Ｎ左右，其主水汽带位置偏东，因

此，整体的水汽含量相对较少，但分布相对均匀。从

图７ｂ中可以看出，中国华南以及东北受到气旋性距

平环流控制，该区域水汽辐合，降水易偏多，而其他

大部分地区都没有明显的距平气旋或反气旋，因此，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降水分布较为分散，而这与

正常年降水的合成是一致的。

　　在预测结果的投影分类中，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副高属于偏西年份，图８ａ为夏季副高偏西

年份降水合成。当副高偏西、南北位置正常时，北半

球夏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大尺度环流背景的主要表现

是距平场大部表现为正距平；欧亚地区５００ｈＰａ高

度场中高纬度呈现较强的正距平，副高面积偏大，强

度偏强；乌拉尔山阻塞高压、贝加尔湖阻塞高压、鄂

霍次克海阻塞高压明显偏强（图略）。在这种环流配

置下，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偏北的干冷气流影响之

下，同时偏西偏强的副高不断将东南海洋上的水汽

输送到中国大陆，从而有利于中国大部分地区降水

偏多，其中，长江中游至黄河中游易出现较强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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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副高正常年份水汽通量合成

（ａ．原场，ｂ．距平场；垂直积分从地表到３００ｈＰａ）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ｗｈｅｎｔｈｅ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ｅｉｓ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ａｔｅ

（ａ．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ｆｉｅｌｄ，ｂ．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ｉｅｌ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３００ｈＰａ）

降水，对比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降水实况（图

８ｂ—ｅ），可以发现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的主雨带位置

与偏西年份合成基本一致，主雨带都是位于长江中

游至黄河之间，合成的降水分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

副高偏西年份的异常降水区域，但２００６年降水的分

布型与偏西合成的差异相对较大，２００６年的降水实

况呈现出的是北方和华南两支类雨型，长江中游至

黄河中游降水偏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副高的客

观定量化结果对于副高的南北位置预报不够准确，

导致预测的副高投影类型为偏西类，而实况的投影

分类是属于偏西偏北类，从２００６年的降水实况来

看，其分布形式是符合副高偏西偏北类汛期降水的

典型分布特征的。由于副高的南北进退对中国雨带

的位置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副高南北位置的预报

误差是导致对２００６年的雨带分布把握不够准确的

原因。

　　图９ａ、ｂ分别给出了副高偏西年份的水汽通量

合成图以及偏西年份的水汽通量场相对于气候平均

状态（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平均）的距平场。从图９ａ中的

水汽通量合成可以看出，副高偏西年的水汽通量场

与副高正常年的水汽通量场有一定差异，副高偏西

年的水汽含量相对副高正常年份更多，因此，在副高

偏西年份降水可能相对集中在部分地区并出现较强

的异常降水。通过图９ｂ中的偏差场可以看到中国

东部大部分地区都受到较强的气旋性距平环流控

制，其中心位于淮河流域，水汽在该区域辐合，并且

水汽总量相对较多，进而形成中国江淮地区多雨的

偏黄淮类雨型的降水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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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预测雨型与实况降水距平百分率对比　　　　

（ａ．副高偏西年份降水合成，　　　　

ｂ、ｃ、ｄ、ｅ．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夏季降水实况）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ｈｉｆ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２００３，（ｃ）２００４，（ｄ）２００６ａｎｄ（ｅ）２０１０　　　　

４．３　通过预测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副高得到的降水预测

效果检验

　　为了检验副高投影预测的实际效果，利用该方

法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的汛期降水做了独立样本检验。

图１０给出了通过副高的客观定量化预测得到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夏季降水形势预报的独立样本效果

检验。在气候预测评分中，往往将预报对象划分为

若干等级，而预报正确次数，是指预报与实况级别完

全一致的次数。ＰＳ评分是一种预报级别一致率评

分，异常级别预报越准确，评分相对就越高，ＰＳ评分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对异常级别降水的预报效

果。模式系统误差订正的降水预测结果８年平均的

ＰＳ评分为６２，而副高投影预测降水结果的８年平

均ＰＳ评分为６８，可以看出副高投影预测比模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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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误差订正有了显著的提高（图１０ａ）。对比各个具

体年份的回报效果，除了２００９年副高投影预测结果

与模式系统误差订正结果的ＰＳ评分持平以外，其

他年份的副高投影预测结果均要明显优于系统订正

的ＰＳ评分。因此，副高投影预测的汛期降水结果

能够有效地提高模式预测水平，特别是在主雨带位

置的把握以及异常降水的预报上要明显高于模式系

统订正结果，而且保持着很好的稳定性。

图９　副高偏西年份水汽通量（单位：ｋｇ／ｓ）合成

（ａ．原场，ｂ．距平场；垂直积分从地表到３００ｈＰａ）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ｆｌｕｘｅｓ（ｕｎｉｔ：ｋｇ／ｓ）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ｗｈｅｎ

ｔｈｅ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ｈｉｆ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

（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ｆｉｅｌｄ，ｂ．ａｎｏｍａｌｙｆｉｌｅ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１９７０－２０００；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３００ｈＰａ）

　　图１０ｂ中距平相关系数的订正效果在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及２００９年这３年中，副高投影预测的结果要

低于模式系统订正结果，而在其他年份距平相关系

数都比系统订正结果有一定提高，从整体来看，距平

相关系数提高效果相对ＰＳ评分来说较小。由于副

高的影响区域主要是中国的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

影响相对较小，而距平相关系数主要是检验预报场

与实况两者之间整体的相似度，因此，对于副高影响

较小的区域订正效果并不明显，从而使得整体的距

平相关系数比数值模式预报效果虽有一定的提高但

不如ＰＳ评分明显。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副高与汛

期降水的不确定性。例如２００８年预测的投影类型

（偏东偏北）与实况（偏南）差异较大，但是，实际的雨

型分布却较为相似（图略），这可能是由于在该年呈

现这种雨型的原因并不是副高而是由其他主导因素

引起的，说明副高虽然是影响中国夏季降水的重要

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主导因素，显示出了中国夏季

降水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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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独立样本回报评分（ａ．ＰＳ评分，ｂ．距平相关系数）

Ｆｉｇ．１０　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２００３－２０１０（ａ．ＰＳ，ｂ．ＡＣＣ）

５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副高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降水雨型的分

类及其与影响因素的配置关系，将模式误差动力统

计预报的多因子方案应用于西太平洋副高的客观定

量化预测，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的副高进行了独立样本

回报，从副高的预测结果中提取出副高的两个典型

代表特征，即脊线位置和西伸脊点，将两个指数投影

到二维平面上，结合副高与雨型的统计分类工作，得

到预测的投影所对应的雨型分布，为汛期降水预测

提供参考，主要结论如下：

（１）模式误差动力统计客观定量化预报方案具

有较好的可移植性，通过交叉检验距平相关系数及

相关性检验筛选出影响副高的前期因子预测副高的

关键因子集，采用因子组合对副高活动区域内的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进行客观定量化预测的交叉检验多

年平均距平相关系数可达到０．６５，比模式原始结果

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的副高典型特

征指数进行独立回报检验结果也显示出该方法比数

值模式结果有了进一步提高，显示出较好的预测水

平。

（２）通过提取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副高的客观定量化

预测结果中西伸脊点指数和脊线指数并对其在二维

平面上进行投影分类，预测结果的投影与实况的投

影在大部分年份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能够较好地

反映当年副高的主要特征，而其对应的雨型分布特

征与当年的实况降水也具有很好的一致性。通过副

高投影分类预测的汛期降水分布，８年平均的预报

效果在ＰＳ评分上有着显著的提高。虽然副高投影

预测能够较好地预示当年的总体雨型分布特征，但

在个别年份也存在着较大地差异，显示出了副高的

不确定性以及汛期降水的复杂性与多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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