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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依据
研究内容、研究目标、拟解决的科学
问题
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年度研究计划及预期研究成果
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



我国是一个多湖的国家，面积1km2以上的湖
泊超过2300个。湖泊这一特殊的下垫面对局地气候
的形成，强天气过程都存在显著的影响。湖泊的物
理、化学属性以及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在人为活动
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发生改变，并进而又反馈
于气候系统，这种正反馈相互作用复杂，其变化机
理在地球、气候、生态系统以及多圈层的相互作用
中十分重要。



湖泊对局地气候存在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季节及
湖泊地理纬度而变化（Dutra et al. 2010）。
通常非冰冻季节的湖泊，抑制周边近地面气温的昼夜温
差变化（Samuelsson et al. 2010）
在初夏季节，一些温带和高纬度地区的湖泊导致近地面
气温降低（Dutra et al. 2010; Krinner 2003; Lonfgren 
1997; Rouse et al. 2008）。
秋季，由于地表热通量增加，温带和高纬度地区的湖泊
导致近地面气温增加（Dutra et al. 2010; Lofgren 
1997; Long et al. 2007; Rouse et al. 2008; 
Samuelsson et al. 2010）
秋季及初冬的无雪时期，结冰的湖面导致边界层内大气
增温且增湿，而当冰面上有积雪存在隔热效应时，这种
增温增湿作用消失（Dutra et al. 2010，Jeffries et al. 
1999）
相反，湖面解冻的过程会导致附近地表上空边界层内大
气温度的降低（Samuelsson et al. 2010）。



较大湖体的湖泊效应（lake-effect）对雪暴、降水等
天气过程的影响，很早之前就开始研究（）。
较小湖体对强天气过程的影响近年来也有所进展。这些
研究主要集中在Great Salt Lake ,纽约州的Finger 
Lakes; Lake Champlain,以及美国西部和中西部的一
些小湖.
湖体对于某些风暴天气过程产生了剧烈的影响， Cairns 
et al. (2001)对内华达州卡森市的一个为期两天的暴雪
过程（53cm） 的研究表明， lake tahoe 的存在是该
次降雪的主要原因.
Steenburgh and Onton(2001)对一次发生在10月的
降雪过程进行了多尺度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犹他州大盐
湖的湖体效应引发15h的降雪过程，其累积降雪量达到
36cm.
Tardy (2000)的研究表明， Lake Champlain的湖体效
应导致的降雪带甚至与冬季天气尺度降雪量相当，该降
雪过程能见度小于400米，12h累积降雪量达到33cm.



更为重要的是，湖泊的物理化学性质、生态过程与气候
变化及人类活动存在正反馈效应。
气候变暖改变了湖泊内水体的混合过程（ Perroud 
and Goyette 2010）及冰层覆盖周期（ Brown and 
Duguay 2010）。
同时，湖泊水体温度、内部混合过程以及人为排放富营
养沉积物的改变又会引发湖泊生态特征的变化
（ MacKay et al. 2009)，进而反馈于气候系统。
蒸发和降水量平衡的改变能够影响到湖泊流域的深度和
面积范围（Schindler 2009）。
高纬度地区，气候变暖改变了湖水的动力性能，进而使
得有些地区发生洪涝灾害（Jorgenson et al. 2006），
同时这种现象也会反作用于区域气候变化（Krinner 
and Boike 2010）。



国内，针对湖泊面积的变化及其原因展开探讨

Du等(2011)研究了当代湖泊的变化，发现20世纪长江
中游流域的湖泊面积减少了50%，他们认为围湖造田是
主要原因，而气候变化的作用可忽略不计

与此相反，Li等(2007)发现青海湖的面积和深度减小的
主要原因是近代气候变暖和变干

Ma等(2010)汇总了湖泊水文性质的各种相关资料，认
为华北地区湖泊数量和面积的变化主要是受气候变化的
影响，而在华南地区则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卫星观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青海湖结冰期缩短与区域气候
变暖有关(Che等，2009)



湖-气相互作用在人为活动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发
生改变，并进而又反馈于气候系统，这种正反馈相互作
用复杂，其中机理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目前尚有许多
未解决的科学问题。
以太湖为例，观测数据表明，自1960至2010年，太湖
风速下降了约30%，温度上升了约2oC，降水量变化不
明显。我们不清楚湖水变暖是否与气温变暖趋势同步？
是否会加剧太湖水的蒸发量，从而影响水体的质量以及
水分循环的过程？在全球变暖的背景天气条件以及人为
活动影响下，太湖水体的物理属性、化学属性及其生态
环境会有怎么样的变化？
针对这些科学问题，数值模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首先
它能够再现历史的情景，填补观测数据缺失的部分，对
历史发生事件的机理进行剖析，同时，对未来的变化进
行预测也是数值预报模式的最具优势的特性。





当前学者们正在努力发展、精炼、整合湖泊陆面过程的计算方法
（MacKay et al. 2009; Mironov et al. 2010a），将 当前离线湖泊
模型分成如下几类：
(1) 基于相似理论的简单的2层模式；
(2) 1维热扩散模式方案；
(3) 更加复杂的1维湍流闭合方案
2层方案有利于复杂计算并能够合理的模拟出地表大气温度情况和冰
的种类特性。然而，季节性变化不能很好的模拟，且模拟湖底水温
时性能不佳。
1维热扩散方案较好的模拟出Sparkling Lake的湖水温度
（Martynov et al. 2010; Stepanenko et al. 2010），但是对于一
些深湖的模拟结果却比实际情况要低（Martynov et al. 2010; 
Perroud et al. 2009; Stepanenko et al. 2010）。
湍流闭合方案中加入湖面波动等湍流源时能够提高对日内瓦湖和密
西根湖各种特性的模拟（Perroud et al. 2009; Stepanenko et  al. 
2010），但是对Sparkling Lake却高估了湖面的特征量
（Stepanenko et al. 2010）。湍流闭合方案的实现需要大量湖面
特征的数据，因此这种方案还没有运用到模式中去。
同时，这些湖泊模型缺乏湖-气通量观测的数据进行模式的调整及验证，
从而增加了类似的湖-气陆面模型的困难



当前的天气尺度模式、区域气候模式、全球气候模式等
对于湖泊区域陆气交换的计算非常的简化，有些模式中
甚至未单独考虑这种下垫面的地气交换。
目前WRFV3版本（Skamarock et al. 2008）和
HTESSEL（Dutra et al. 2010）模式中用海表面的大气
温度来取代大面积的湖面大气温度，对于次网格的湖面
则完全忽略它与大气温度的作用。
加拿大的区域气候模式（Goyette et al. 2000; 
Plummer et al. 2006）、GCM（Lofgren 1997）、
RAMS（Lofgren 2004）和ECHAM（Hagemann et 
al. 2006）中简化了水体中混合作用以及水体的辐射热
透率的影响。
当前很多模式的的数据集没有考虑到湖泊面积和湖泊光
学性质的变化情况（Douning et al. 2006）。



中国湖泊较浅，例如，太湖平均深度只有1.9m，青海湖深度
为19m，而美国五大湖的平均深度是85m。浅水湖泊热力学
和水文学状态对大气条件的变化非常敏感，因此深水湖泊研
究得到的科学结果对于我国浅水湖泊的参考意义很有限。



基于此，本文拟发展一套适合浅水湖泊的陆面过程
模型，并与WRF模式耦合，从而填补这一空白。



1.发展一套适合浅水湖泊的陆面过程模型，模型特点：

（1）一维热扩散模型

（2）分水体及底泥分别计算热扩散及热传导

（3）考虑湖体沉积物对热扩散及水体内辐射传输的影响

（4）建立浅水湖体表面粗糙度与风浪的参数化关系

（5）引入湖表反照率、水体消光系数等参数



2. 离线模型验证

(1)采用严格的质量控制方法对太湖中尺度涡度通量网络
的涡度通量数据进行处理；

(2)在小时、日和季节尺度上对太湖多站点通量模型的预
测值与观测值进行对比验证；

(3)对比水温模型预测值与观测值



3. 浅水湖泊模型与WRF模式的耦合及验证

（1）湖泊面积的准确描述

（2）湖泊深度的准确描述

（3）湖泊光学特性（反照率、消光系数）的确定

(4)   在线正反馈耦合，每个积分时步，WRF提供湖模式计
算的驱动量（大气风速、温度、湿度及入射的长短波辐
射），湖泊模型计算感热、潜热、动量通量以及出射的长
短波辐射作为WRF模式中大气的下垫面强迫源

（5）采用太湖表面4通量站、小气候观测数据以及遥感产品
（表面温度等）进行耦合模式参数调整，模拟结果的验证



1.获取一套适用于浅水湖泊陆面过程模拟的参数化方
案

2..将浅水湖泊模型与中尺度天气模式WRF进行耦合
并验证该耦合模型

3.理清浅水湖泊模型计算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对湖-
气相互作用的机理提出新的观点及看法



浅水湖泊模型面临的挑战：
浅水湖泊对于大气条件的响应更为敏锐，水温存在明显的时
空变化，因此模型中湖泊表面温度Tsk 为变量，需从完整的能
量平衡方程中求解，同时水体内不同深度的水温则需建立热
扩散方程。
水体的热传导和湖水与底泥之间的热量交换不是可忽略项，
为数不多的海洋观测结果表明热导率是摩擦速度的函数
（Oleson et al. 2004），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将这种从海
洋环境观测建立的关系在浅水湖泊中进行检验。
对表面通量计算至关重要的粗糙度的参数化，我们尚不清楚
风浪相互作用如何影响zT与zo的相关关系。由于Tsk的求解对
zT非常敏感，所以需要建立可靠的zT参数化方案。
由于人为排放的影响，导致湖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从而改
变了湖体的光学属性，包括湖面反照率及湖体消光系数等参
数的确定也至关重要。



1.模型建立：发展浅水湖泊陆面模型

2. 观测验证：对太湖通量数据进行严格质量控制，用于模
型的验证；

3.遥感手段：以太湖为例，获取湖泊表面温度、光学特性
的反照率，消光系数等参数，以及湖水面积深度等地理
信息

4.耦合应用：将浅水湖泊模型与中尺度天气模式WRF进行
耦合并进行敏感性试验



项目申请人多年从事大气边界层及陆面过程的相关研究，具有坚
实的大气科学理论基础以及数值模拟研究经历，为项目的顺利开
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及技术保障。

本项目在李旭辉教授指导下开展，他目前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
用气象学院担任客座教授。李旭辉教授在大气边界层以及多圈层
相互作用的研究工作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并且在陆面模式及其子
大气气候模型中的应用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 。

本项目得到以李旭辉教授为首席科学家的耶鲁大学－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Yale-NUIST）共建大气环境中心的支持。该中心重要任
务之一是就长三角太湖流域碳水循环问题开展前沿研究。

本项目将采用太湖涡度通量中尺度网络的观测数据。该网络受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和苏州气象局资助，旨在研究太湖水文气象学和
生态气象学。监测网络包括太湖上6个涡度相关平台、太湖周围
一些陆地站点和定期船载机载取样。通量数据对湖泊参数化方案
的开发和验证至关重要，而本项目可以无偿使用这些观测数据。



项目成员:
李旭辉、赵小艳、王伟、等

本项目参加人员为专业背景多样化的研究团队，项目组
成员分别擅长模型研究和野外试验以及遥感技术，专业
背景包括气象学、水文学、生态学和遥感学等方面，并
且在太湖相关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为本项目的顺利完
成提供重要保障。



首先，本项目填补了模拟生物圈与大气圈相互作用模型
研究的一个重要知识缺口。在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浅
水湖泊都是一种重要的地表类型，但是气候模式中采用
的标准陆面过程模型却并未加以考虑。

同时，太湖中尺度涡度通量观测网是世界同类观测网络
中的首例，观测数据将为湖泊模型的验证提供支持

最后，本项目将在湖泊—大气相互作用的三个相关前沿
问题上产生理论创新：开发湖面温度预测的新方法；产
生表面粗糙度、波浪运动和风三者相互作用的新认识；
建立水体导热率与水深、热分层和高空气流之间关系的
参数化方案。



2013年：
浅水湖泊陆气交换计算方案及相关参数的研究，包括湖
表动力、热力粗糙度、摩擦速度、湖表表面温度、反照
率、消光系数、湖体内导热率、以及底泥热传导率等；
发表论文1-2篇，主要包括浅水湖表摩擦速度与风浪的
函数关系；湖表粗糙度、感热交换系数特征；

2014年：
离线模型的建立验证以及相关参数调整；
发表文章1-2篇，主要包括离线模型的建立检验及参数
敏感性试验；



2015年
离线模型与WRF的耦合验证及敏感性试验
发表文章2-3篇，主要包括模型的耦合验证，湖体面积
大小，水体深度、湖表反照率参数，遥感消光系数的引
入等等对模拟的影响

2016年
湖泊与局地天气气候相互作用的数值试验
发表文章2-3篇，主要包括湖泊对局地气候条件的影
响，对蒸发量以及降水的影响等等



一套新的通过代码调试和性能验证的浅水湖泊陆面过程
模型参数化方案

发表4-6篇SCI论文

培养3-5名硕士生

4～6次国际会议



1.研究基础
申请者自1996年来一直从事大气科学专业的学习及研究，从事大气
边界层及陆面过程数值模式开发及应用研究多年，具有扎实的理论
功底及较强的数值模拟研究能力。申请者完成了城市陆面过程参数
化方案的开发及耦合应用研究。
申请者主持并参与多项大气边界层及陆面过程参数化方案研究方面
的基础研究工作。曾参加2005年夏季及2006年冬季在南京进行的大
气边界层观测，并于2010年7月-8月组织大气边界层的观测试验，在
边界层基础理论及数据分析方面积累一定工作基础。
李旭辉教授为大气边界层及多圈层地气交换领域的顶级专家，工作
重点之一是生物圈-大气圈的观测和模拟，目前主持多项美国能源部
及美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针对陆气能量与水循环方面进行研究。
项目组成员在太湖流域通量交换特征，湖表动力学参数的计算方案
以及湖表光学性质的遥感反演研究等方面有所建树。



2.工作条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即将引入5500核的超算，提
供良好的计算条件

太湖通量网良好运作，提供观测数据平台

耶鲁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环境中心的工
作平台，包括视频会议条件，团队讨论会议为
项目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