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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城市气象场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有一定误差．本文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高分辨率遥感数据提取采用局地气候分区（ ＬＣＺ） 的城市下垫

面，结合 ＷＲＦ 模式自带下垫面分类建立了成都市精细分类下垫面，并利用 ＷＲＦ 自带的城市冠层模式，设计了 ７ 种方案对成都市静稳天气的气

象场进行了模拟分析，并结合实际监测数据对模拟结果进行了评估，对比分析了城市冠层模式和精细分类下垫面对成都市静稳天气带来的影
响．研究发现：①精细化分类下垫面结合了 ＵＳＧＳ 下垫面和局地气候分区数据的优势，较为准确的反映了成都的下垫面环境；②精细分类下垫面

对建筑物的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加大了地表粗糙度，能够模拟出建筑物对风的阻挡作用以及城市风场不连续、随机性强的特性；③城市冠层
模式优化了静稳天气过程中城市风、温度和湿度的模拟结果，多层城市冠层模式的模拟结果优于单层城市冠层模式．因此，在成都市对污染物
关键词：城市冠层模式；成都市；城市下垫面；局地气候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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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不利的静稳天气使用多层城市冠层模式并结合精细分类下垫面将大大提高模拟精度，进而提高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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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市气象场，本文将基于中高分辨率遥感数据提

引言（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取成都市精细化下垫面，获取城市冠层信息，采用

ＷＲＦ 自带的城市冠层模式对成都市静稳天气的气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方式的不断变
化，最终形成了众多人口密集、交通发达、工商业发

象场进行模拟分析，评估其模拟效果，探讨城市冠

达的城市聚居点． 由于人类生产生活排放出的人为

层模式和精细分类下垫面对成都气象场变化的影

热、大气污染物、温室气体以及人为水汽基本维持

响，为城市天气气候预报、成都市空气质量预报、城

在近地面，配合独特的城市下垫面就形成了自然界

市环境规划、城市建设与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

原本不存在的冠层———城市冠层，它是位于城市地

２

沈历都等，２０１８；申冲等，２０１９） ． 城市冠层显著地影

２．１

响了城市中心城区以及城市周边地区的气候．因此，
对城市气候的研究成为了气候研究的焦点．

中尺度气象模式 ＷＲＦ 中引入了城市冠层模式．

城市冠层模式中包含了建筑物的几何性质，改进了
对大气热力的和动力效应的描述，在城市气象模拟
中可以最大限度的还原城市下垫面对城市气候变
化产生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城市气候进

城市冠层参数化方案

城市冠层参数化方案的发展主要分为 ｓｌａｂ 模

式、单层城市冠层模式以及多层城市冠层模式． Ｓｌａｂ

模式极为简单，城市在模式中为裸土或平面，仅仅
通过区别于其它下垫面的动力、热力特征参数来体
现城市下垫面影响，而未能详细考虑特殊的城市几
何特征对低层大气动力、热力结构和地面能量平衡
的影响．单层城市冠层模式区分了墙面、屋顶、地面

的不同影响，将街区简化为二维，辐射处理过为三

学

行了一定的研究（ Ｓａｈ，１９７９；Ｅｌｉａ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史

研究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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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上、建筑层顶以下的地表形态 （ 胡非等，１９９９；

军等， ２０１１； Ｋｌｅｅｒｅｋ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Ｃａｒ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结果显示城市的扩张对气候的影响不容乐

观（ 胡 远 满 等， ２００２； Ｓ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宋 艳 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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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彭 少 麟 等， ２００５； 白 虎 志 等， ２００５ ） ． Ｗａｎｇ 等

（１９９６） 在不修改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对下垫面进行
更改，结果发现，修改前与修改后的某些相关变量

维，考虑了不同街区走向和太阳方位角日变化的影
响．多层城市冠层模式不仅区分了建筑墙面、屋顶、

路面的不同影响，城市冠层中还划分了多层，考虑
各层间相互作用，城市冠层建筑的几何形状为三维．
该模式对城市冠层的各种过程考虑得较为全面，因
而模式也较为复杂（ 黄燕燕等，２００６） ．

存在明显的偏差． 蒙伟光等 （ ２００８） 利用 ＷＲＦ⁃ＵＣＭ

２．２

等（２００７） 利用 ＷＲＦ⁃ＰＵＢＰ 模式与不考虑城市建筑

方法，将环境下垫面划分为 ２４ 类，特别对农田和自

行模拟，结果表明，耦合了城市冠层参数化方案的

结果，数据与实际土地利用类型有较大差别．另外该

模拟了广州地区的热岛效应并进行相关验证． 陈炯

物影响的一般本地化方案对北京地区的气象场进

环

ＷＲＦ 模式的温度场和风场模拟结果与观测数据更
为接近．宋静等（２００９） 利用 ＷＲＦ 模式中自带的 ｓｌａｂ

成都地区精细化下垫面数据建立

ＷＲＦ 模式自带土地利用数据采用 ＵＳＧＳ 分类

然植被进行了详细划分，但该数据是 ２０ 年前的探测
数据将所有城市建筑归为一类，从图 １ａ 中可以看
到，成都绝大部分都为农田，仅主城区全部被划分

陆面过程参数化方案、ＵＣＭ 单层城市冠层方案对南

为城市和建设用地，完全无法反映出成都市城市建

京地区的城市边界层进行了模拟，结果发现考虑了

筑群的实际分布特征．

城市下垫面作用的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更为接近．
肖丹等（２０１１） 卫星资料对成都市下垫面资料进行

基于局地气候分区（ Ｌｏｃ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Ｚｏｎｅｓ） 分类

方法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３０ ｍ 分辨率遥感影像对城市建设

了订正，结合 ＷＲＦ⁃ＵＣＭ 对订正后的成都市城市边

用地进行较为详细的划分，与 ＷＲＦ 自带土地利用

温度场精度升高，城市化使得城市热岛效应增强，１０

类型，空间分辨率较高，但对自然下垫面的分类较

成都市地处成都平原，四面环山，城市扩张迅

看到，成都主城区主要以紧凑型建筑为主，由内而

界层进行模拟分析，发现利用 ＷＲＦ⁃ＵＣＭ 模拟的２ ｍ

ｍ 风场的风速减小，在下风向地区的垂直环流增强．

数据相比，局地气候分区结果详细划分了城市建筑
为粗略，甚至没有对农田进行分类． 从图 １ｂ 中可以

速，高楼林立，静稳天气增多，更加不利于大气污染

外逐渐变为开敞型，植被种类较少，未划分出农田，

扩散．传统中尺度模式难以准确模拟快速发展的成

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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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 ＷＲＦ 自带土地利用数据（ ａ） 及局地气候分区结果（ ｂ）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ＲＦ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ｕｎｄｅｒｐａｄ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 ａ）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ｂ）

ＷＲＦ 自带土地利用数据详细划分了自然下垫

面，而未对城市建筑群进行详细分类，而局地气候
分区的下垫面结果对城市建设用地进行了详细的

划分，而自然下垫面的划分较粗． 因此，本文结合了

二者优势，将自然下垫面采用 ＵＳＧＳ⁃２４ 分类方法，

主，高层和中层建筑居多，由内往外发散，新中心城

区的双流、 温 江 等 地 逐 渐 转 变 为 开 敞 型 和 低 层 建

筑，其中龙泉山西部地区低层建筑较为密集．总体而
言，精细分类下垫面较前两者对于城市土地利用的
分类更加符合实际，能够为中尺度数值模式提供更

学

城市建设用地采用局地气候分区的分类方法，并将

主要以农田为主，老中心城区主要以紧凑型建筑为

空间分辨率统一，最终得到一套完整的成都市精细

为准确的下垫面数据．

环

境
科

分类下垫面（ 图 ２ａ） ． 可以看到，成都的自然下垫面

图２
Ｆｉｇ．２

研究区精细分类下垫面分布（ ａ） 、建筑物高度分布（ ｂ） 及人为热通量密度分布（ 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ｅｌ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ｂ）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ｃ）

建筑物高度和人为热通量是根据谷歌影像以

及 Ｓｔｅｗａｒｔ 等（２０１４） 的研究成果得到的，其余建筑物
参数参考局地气候分区中的设定，自然下垫面采用

ＷＲＦ 自带土地利用数据的设定． 图 ２ｂ 为研究区内

建筑物的高度分布，其中白色区域为自然植被．可以

看到，成都老中心城区建筑物的平均高度在 ２０ ｍ 左

３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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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周边各区县除双流和温江城区建筑物较高外，

存在零散的小型建筑群落，这些区域产生的人为热

其余地区的平均高度由内而外逐渐变低．总体来看，

较小，但影响区域较大，因此在研究城市气候时，这

研究区建筑物的高度分布较为符合实际．

些人为热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图 ２ｃ 为研究区内人为热通量密度的分布，其中

２．３

白色区域为自然植被．可以发现，成都市老中心城区

的人为热通量密度最大，平均达 １２０ Ｗ·ｍ 左右，在

破．此次试验的模拟时间为 １ 月 １２ 日 ８：００—１７ 日

城中心与绕城高速中间存在一圈人为热通量密度

８：００，模拟所需的气象场初始场数据采用 ＦＮＬ 再分

的低值区，该区域多为居住区，人流量和能源消耗

析数据，模拟采用三层嵌套，最内层模拟区域为成

都主城区及周边行政区县（ 图 ３） ． 三层嵌套由外而
内 网格数分别为１３９ × ９６、１１５ × １０６、１１２ × ７９，格距分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较低，因此该区域人为热通量密度明显降低．而城市
度又急速攀升． 另外，除去大的建筑群，研究区内还

本次研究选取了 ２０１８ 年的一次静稳天气过程，

该过程从 １ 月 １２ 日开始，直至 １６ 日，静稳状态被打

－２

外围由于绕城高速车流量大，该区域人为热通量密

模拟试验设计

图３
Ｆｉｇ．３

模拟区域（ ａ．嵌套设置；ｂ． 最内层区域）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ｄｏｍａｉｎ （ ａ．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ｎｅｓ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ｂ．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ｍｏｓｔ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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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９、３、１ ｋｍ．模式每 １ ｈ 输出 １ 次结果．为了体现

案设计见表 １．参数化方案的选取根据已有的研究结

拟的改进，本研究使用 ＷＲＦ 自带土地利用数据、局

下：长 波 辐 射 选 取 ＲＲＴＭ 方 案； 短 波 辐 射 选 取

多层冠层模式进行组合试验． 具体组合与参数化方

关闭） ．

果设置（ 郭晓梅，２０１６） ，其他物理过程方案设置如

精细分类下垫面和城市冠层模式对城市气象场模
地气候分区结果与精细分类 ３ 种下垫面，并与单层、
表１
微物理过程方案

陆面过程方案

ＵＳＧＳ

ＷＳＭ６

ＮＯＡＨ

ＵＳＧＳ⁃ＵＣＭ

ＷＳＭ６

ＮＯＡＨ

ＬＣＺ⁃ＵＣＭ

ＷＳＭ６

ＮＯＡＨ

ＷＳＭ６

ＬＣＺ⁃ＢＥＰ

ＮＯＡＨ

ＷＳＭ６

ＣＬＣＺ⁃ＵＣＭ

ＮＯＡＨ

ＷＳＭ６

ＣＬＣＺ⁃ＢＥＰ

ＮＯＡＨ

ＷＳＭ６

试验设计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ＮＯＡＨ

验证数据及评价方法

验证数据为成都市 １ 个基准站、４ 个一般站和

城市冠层方案

下垫面资料

ＭＹＪ

－

自带下垫面

ＭＹＪ

ＵＣＭ（ 单层）

自带下垫面

ＭＹＪ

ＵＣＭ（ 单层）

ＬＣＺ 下垫面

ＭＹＪ

ＵＣＭ（ 单层）

ＭＹＪ
ＭＹＪ
ＭＹＪ

ＢＥＰ（ 多层）

自带下垫面

ＢＥＰ（ 多层）

ＬＣＺ 下垫面

ＢＥＰ（ 多层）

精细分类下垫面
精细分类下垫面

面的模拟结果更优，其中精细分类下垫面的模拟结
果略优于局地气候分区下垫面的结果，但相差不大．
这是由于两种下垫面对城市建族群的分类是一样

学

武侯区 ７ 个区域站的逐小时资料（ 图 ３ｂ） ，使用该数

边界层方案

学
报

实验名称

ＵＳＧＳ⁃ＢＥＰ

２．４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ｕｄｈｉａ 方案；积云参数化方案选取 ＫＦ 方案（ 内两层

据对模拟结果中的 １０ ｍ 风速、２ ｍ 温度、２ ｍ 相对湿

的，而验证数据所选的站点大多为城市站点，导致

度进行检验．在进行验证比对时，选用 ５ 个常用统计

了两者模拟结果相近．因此，使用多层城市冠层模式

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 以及相符指数（ ｄ） ．验证标准参

中的风场特征是可行的．

境
科

量：相关系数（ Ｒ） 、平均偏差（ ＭＢ） 、平均误差（ ＭＥ） 、
考张碧辉（２０１２） 等的研究结果，温度与风速的基准
值参考 Ｅｍｅｒｙ 等（２００１） 的研究结果（ 表 ２） ． 日变化

趋势采用 １２ 个气象站点的平均值进行分析．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相符指数

温度

≥０．８

风速

３
３．１

≥０．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ｄｅｓｉｇｎ

平均偏差

平均误差

≤±０．５ Ｋ

≤２Ｋ

环

参数

统计基准

≤±０．５ ｍ·ｓ －１

均方根误差

与精细分类下垫面的模拟结果分析静稳天气过程
图 ４ 对比了 １０ ｍ 风速的实测值与模拟结果．在

图 ４ 所示时段内，站点夜间风速较小，从 ９：００ 开始
逐步上升，风速的峰值出现在 １５：００，达 ２ ｍ·ｓ －１ 左
右．从模拟结果来看，两种下垫面均能大体模拟出风
速的日变 化 趋 势， 但 在 白 天 存 在 模 拟 结 果 偏 大 的
现象．
表３

≤ ２ ｍ·ｓ －１

结果和讨论（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风场模拟结果评估

从风速统计结果来看（ 表 ３） ，除了 ＵＳＧＳ 组平

均偏差未达到统计基准外，其余 ６ 组试验的各项统

计结果均在误差以内． 其中城市冠层模式对风速的
模拟结果有一定的改善作用，通过将 ＵＳＧＳ⁃ＵＣＭ 组

与 ＵＳＧＳ⁃ＢＥＰ 组模拟结果对比发现，在不改进下垫
面的情况下，多层城市冠层模式对 １０ ｍ 风速的模拟

结果具有更好的改进作用．

对比 ３ 种下垫面的模拟结果发现，局地气候分

区和精细分类下垫面的模拟结果较 ＷＲＦ 自带下垫

风速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ｉ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分组
ＵＳＧＳ

ＵＳＧＳ⁃ＵＣＭ

平均偏差 ／
（ｍ·ｓ －１）
０．６１

０．４１

平均误差 ／
（ｍ·ｓ －１）
０．８３

０．７３

均方根误差 ／
（ｍ·ｓ －１）
１．４９

１．３３

相符指数
０．６２

０．６５

ＵＳＧＳ⁃ＢＥＰ

０．５０

０．７６

１．３２

０．６１

ＬＣＺ⁃ＢＥＰ

０．５２

０．５６

１．０７

０．７３

ＬＣＺ⁃ＵＣＭ

ＣＬＣＺ⁃ＵＣＭ
ＣＬＣＺ⁃ＢＥＰ

０．５２

０．４９
０．４７

０．５７

０．５３
０．５２

１．０３

１．１４
１．０２

０．７２
０．７４
０．７４

图 ５ 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３ 日的 １０ ｍ 平均风场．在

图 ５ａ 中，由于 ＷＲＦ 自带下垫面没有对城市建筑群
进行详细分类，所以研究区整体风场是连续的且风
速风向变化不大． 图 ５ｂ 中，局地气候分区对城市建

３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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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进行了详细的划分，但自然下垫面的划分较

随机性尤为明显． 这是由于精细分类下垫面更加贴

粗，导致自然下垫面与城市下垫面之间的风速差距

合实际，对城市下垫面和自然下垫面的粗糙度特征

较为明显． 在图 ５ｃ 中可以观察到城市整体风速较

进行了修正，而建筑物的动力作用和热力作用导致
了城市湍流明显．该结果与实际情况也相符，成都市

域，存在局地风速较高的情况，风向的不连续性与

内常年风速小，静风频率高．

图 ４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３ 日单层 ＵＣＭ（ ａ） 和多层 ＢＥＰ（ ｂ） 城市冠层模式 １０ ｍ 风速的模拟结果与实测值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ｉ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ｔ １０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ＣＭ （ ａ） ａｎｄ ＢＥＰ（ ｂ） ｍｏｄｅｌ ａｔ １３ｔｈ Ｊａｎ ２０１８

境
科

学

Ｆｉ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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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泉山附近风速较大，城内出现了大量静风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３ 日采用不同下垫面数据结合多层城市冠层模式模拟的 １０ ｍ 平均风场分布（ ａ．ＵＳＧＳ 下垫面； ｂ．ＬＣＺ 下垫面； ｃ．ＣＬＣＺ 下
垫面）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ｍ ｗｉ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ｔ １３ｔｈ Ｊａｎ ２０１８
（ ａ．ＵＳＧＳ； ｂ．ＬＣＺ； ｃ．ＣＬＣＺ）
图５

图 ６ 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３ 日的 ３０ ｍ 平均风场，对

环

比 １０ ｍ 平均风场，３０ ｍ 风场受到下垫面影响较小．

图 ６ｂ） 相比图 ５ｂ） 风向基本一致，但自然下垫面与
城市下垫面之间的风速差距有所降低．图 ６ｃ 相比 ５ｃ

３０ ｍ 风场仍旧能受到建筑物的影响，城区风速明显
小于郊区，在自然下垫面上，风向的扰动性降低，而

在城市下垫面，风向的不连续性依旧较大，而风速
较自然下垫面依旧较小．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３ 日采用不同下垫面数据结合多层城市冠层模式模拟的 ３０ ｍ 平均风场分布（ ａ．ＵＳＧＳ 下垫面； ｂ．ＬＣＺ 下垫面； ｃ．ＣＬＣＺ 下
垫面）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３０ ｍ ｗｉ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ｔ １３ｔｈ Ｊａｎ ２０１８ （ ａ．
ＵＳＧＳ； ｂ．ＬＣＺ； ｃ．ＣＬＣＺ）
图６

９期

３．２

９：００ ～ １３：００ 的温度模拟偏大，多层城市冠层模式的

温度模拟结果评估

根据表 ４ 展示的统计结果发现，对于温度模拟来

模拟结果更优．

说，多层城市冠层模式的模拟结果优于单层城市冠层

表４

模式．对比 ３ 种下垫面的模拟结果来看，局地气候分
区和精细分类下垫面的模拟结果较 ＷＲＦ 自带下垫面

分组

略优于采用局地气候分区下垫面的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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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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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Ｆｉｇ．７

０．８５

相符指数

学

峰值的模拟偏大． 对比来看， 单层城市冠层模式对

平均偏差

学
报

间基本吻合，模拟趋势与实测结果基本一致，但对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相关系数
０．８１

ＬＣＺ⁃ＢＥＰ

拟的温度日变化趋势图．可以看出，两种下垫面资料

温度统计结果

ＵＳＧＳ⁃ＵＣＭ
ＵＳＧＳ⁃ＢＥＰ

图 ７ 为使用局地气候分区和精细分类下垫面模

都能模拟出温度的日变化趋势，峰值与谷值出现时

Ｔａｂｌｅ ４

ＵＳＧＳ

的模拟结果更优，而采用精细分类下垫面的模拟结果

３．３

３７２３

张颖等：基于城市冠层模式的成都市静稳天气气象场模拟研究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ＣＭ ａｎｄ ＢＥＰ ｍｏｄｅｌ ａｔ １３ｔｈ Ｊａｎ ２０１８

湿度模拟结果评估

表 ５ 为相对湿度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使用精细

分类下垫面具有更加准确的模拟结果，与关闭城市
冠层模式和使用单层城市冠层模式的模拟结果相
比，多层城市冠层模式能够更准确的模拟出湿度的

环

特征，说明使用多层城市冠层模式并结合精细分类

拟的相对湿度日变化趋势图．从实测结果可知，夜间
相对湿度较高，０：００—１０：００ 都保持在 ７０％以上，每

日最高相对湿度出现在上午 １０：００ 左右，而最低相
对湿度出现在下午 １４：００．由图 ８ 可以看到两种下垫
面均能模拟出相对湿度的日变化特征，能反映出夜
间的高湿状态，但采用局地气候分区下垫面的模拟

下垫面可以较为准确的描述研究区的能量和热量

结果显示出较大的波动性，这与城市下垫面透水率

交换．

低所表现出的特征相吻合，也进一步说明局地气候

表５
分组

Ｔａｂｌｅ ５

分区对植被下垫面的描述不足．相较之下，采用精细

相对湿度统计结果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分类下垫面的模拟结果由于对植被下垫面进行了

相关系数

平均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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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为使用局地气候分区和精细分类下垫面模

更加充分的描述，因此整体模拟结果更加平滑，也
与实际值更加接近．

４

结论（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１） 成都市精细化分类下垫面结合了 ＷＲＦ 自带

下垫面和局地气候分区下垫面的优势，采用 ＵＳＧＳ⁃
２４ 方法划分自然下垫面，采用局地气候分区的方法
划分城市建设用地，能够较为准确的描述成都市下
垫面环境．

３７２４

环

Ｆｉｇ．８

科

学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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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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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采用精细分类下垫面的多层城市冠层模式

对风速的模拟结果具有较好地改进，使用其分析静
稳天气过程中的风场特征是可行的． 精细分类下垫
面对城市下垫面和自然下垫面的粗糙度特征进行
了修正，能够模拟出建筑物对风的阻挡作用以及城
市风场不连续，随机性强的特性．

［ Ｊ］ ． 气候与环境研究， ４（３） ：２５２⁃２５８

胡远满， 徐崇刚， 布仁仓，等． ２００２． ＲＳ 与 ＧＩＳ 在城市热岛效应研究
中的应用［ Ｊ］ ． 环境保护科学， ２８（２） ：１⁃３

Ｋｌｅｅｒｅｋｏｐｅｒ Ｌ， Ｅｓｃｈ Ｍ Ｖ， Ｓａｌｃｅｄｏ Ｔ Ｂ． ２０１２．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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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６４（７） ：３０⁃３８

蒙伟光， 张艳霞， 戴光丰，等． ２００８．“ 城市热岛” 效应及其对高温天

学

３） 采用精细分类下垫面的多层城市冠层模式

胡非， 李昕， 陈 红 岩， 等． １９９９． 城 市 冠 层 中 湍 流 运 动 的 统 计 特 征

能够较好地模拟出静稳天气过程中的温度变化趋
势以及夜间的高湿状态，可以较为准确的描述研究

境
科

区的能量和热量交换．

综上所述，在成都市对污染物扩散不利的静稳
天气使用多层城市冠层模式并结合精细分类下垫
面将大大提高气象场的模拟精度，进而提高空气质
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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