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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引入城市水文过程的 ＷＲＦ ／ ＳＬＵＣＭ 方案，以北京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４—６ 日高温热浪天

气为背景，模拟了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人为潜热等水文过程对城市气象环境的影响。 结果表明：
（１）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人为潜热等水文过程可导致北京城区 １３ ∶００（７ 月 ４—６ 日小时平均，下
同）潜热通量升高最多约 １００ Ｗ·ｍ－２，０２ ∶００ 升高最多约 １５ Ｗ·ｍ－２；感热通量 １３ ∶００ 降低最多约

８０ Ｗ·ｍ－２；０２ ∶００ 降低最多约 ５ Ｗ·ｍ－２。 （２）城市水文过程可导致城区 １３ ∶００ 相对湿度增加最多

约 ４％，０２ ∶００ 约 ６％；地表气温 １３ ∶００ 降低最多约 １ ２ ℃，０２ ∶００ 约 ０ ４ ℃。 （３）城市水文过程对北

京城市热岛强度的减弱效果白天明显好于夜间，且在 １０ ∶００—１４ ∶００ 出现了强度约 ０ ８ ℃的冷岛效

应。 （４）水文过程会导致北京城区 ５００ ｍ 高度以下白天大气温度最多降低 ０ ５ ℃，相对湿度最多

增加 ３％，但夜间影响较小。 由于热对流运动的减弱，城区边界层高度降低约 ２００ ｍ；城区 １ ｋｍ 高

度以上水平风速增大，低层风速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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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人口占社会总

人口比重上升，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城市化进

程直接影响到城市中水文过程的变化［１］，一方面城

市高强度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人为潜热影响着城区

的能量和水分平衡，这些人为潜热来自于空调制冷

和化工燃料燃烧过程以及汽车尾气的排放，空调制

冷和化工燃料燃烧使得水汽发生相变转化为人为

潜热，汽车尾气则直接排出的人为水汽；另一方面

城区自然下垫面被密集的建筑物和道路等不透水

下垫面所取代［２－５］，城区植被在这样不透水下垫面

情况下，蒸散较之在自然下垫面中增强，称为绿洲

效应［６］，并且人为地对城区植被进行灌溉也增加着

水汽的排放。 可见，城市水文过程的变化将对天

气、气候、大气环境以及城市生态系统产生显著影

响［７－９］，因此，准确模拟水文过程对城市气象环境的

影响，对提高天气气候预测的准确性意义重大。
为了对城市中的各种水文过程进行准确模拟，

需要采用适合城市下垫面特征的城市陆面模式。
而目前城市冠层方案中缺乏对城市水文过程进行

合理参数化的模型，所以难以准确地描述城市中水

汽平衡和潜热通 量 的 动 态 变 化。 Ｇｒｉｍｍｏｎｄ， ｅｔ
ａｌ［１０⁃１１］比较了全球 ３３ 个不同类型城市冠层方案的

模拟性能，发现这些方案在模拟地表潜热通量时均

出现了低估，感热通量出现了高估；苗世光等［１２］ 研

究指出，由于城市地表潜热通量的低估，导致地表

温度升高，垂直运动增强，边界层升高，这些都直接

影响着城区地表气象要素变化和边界层结构。 因

此，目前城市冠层方案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城市

地气交换方案进行合理的参数化，建立城市水文过

程模型［１３⁃１４］。 近年来，不同学者针对绿色屋顶（城
市水文过程）对城市热岛效应减缓的程度和范围进

行了研究。 ＬＩ， ｅｔ ａｌ［１５］ 采用 ＷＲＦ ／ ＰＵＣＭ 方案模拟

了巴尔的摩－华盛顿都市地区绿色屋顶的降温效

应，发现绿色屋顶能有效降低城区的热岛强度，并
且随着屋顶中绿色屋顶占比的增加，热岛强度随之

线性降低；ＳＵＮ，ｅｔ ａｌ［１６］ 应用 ＷＲＦ ／ ＰＵＣＭ 模拟了北

京一次高温热浪过程，结果表明绿色屋顶能抑制边

界层顶的热量通过夹卷作用进入地表，并且通过改

变局地对流机制来减少高温热浪下的热对流。 为

了对城市中各种水文过程进行模拟，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１７］

改进了 ＷＲＦ ／ ＳＬＵＣＭ 方案，引入城市绿化灌溉、绿
洲效应、人为潜热、不透水地面蒸发和绿色屋顶等

水文过程，取得了较好效果。 但国内各种城市水文

过程对城市气象条件影响的系统研究较少。
近年来，北京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区面积

日益增长，植被覆盖和不透水面的空间格局发生了

显著改变［１８⁃１９］，城市中机动车数量和空调使用量也

在持续增加，不断影响着城市中的水文过程。 本项

研究基于 ＷＲＦ 模型，采用 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１７］ 改进的城

市冠层方案，探讨了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人为潜

热等城市水文过程对北京城区气象环境的影响。

１　 研究方法

１ １　 观测方法

气象资料来自北京市 ７２ 个城区自动气象站中

未出现缺测的 ４３ 个站点的 ２ ｍ 温度、２ ｍ 相对湿度

和 １０ ｍ 风速观测数据。 通量资料为北京 ３２５ ｍ 铁

塔 １４０ ｍ 高度处的感热、潜热通量数据，该数据由湍

流通量观测系统得到的观测数据通过涡动相关法

计算得到。 采用历史极值法、观测数据连续性原理

对观测数据进行野点剔除及质量控制。
１ ２　 模拟方法

ＷＲＦ 模式是由美国环境预报中心 ＮＣＡＲ、美国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ＮＯＡＡ 等联合开发的新一代中

尺度数值天气预报模式［１３］。 研究选用 ＷＲＦＶ３ ８ 版

本，其中的 ＳＬＵＣＭ 方案［２０⁃２１］ 引入了 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１７］

改进的城市水文过程计算，对 Ｎｏａｈ⁃ＳＬＵＣＭ 中地表

潜热通量模拟方法进行了改进［１５］。 ＳＬＵＣＭ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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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城市地表能量平衡方程为：
Ｒｎ ＋ ＱＡＬＨ ＝ ＬＥ ＋ Ｈ ＋ Ｇ ， （１）

式中：Ｒｎ为城市净辐射收入；ＱＡＬＨ是人为排放潜热；
ＬＥ 为潜热通量；Ｈ 为感热通量；Ｇ 为地表储热。

人为排放潜热包括汽车尾气排放、空调系统制

冷以及化工燃料燃烧等潜热排放，计算公式为：
ＱＡＬＨ ＝ ＱＡＬＨｍａｘ × ｆＡＬＨ ， （２）

式中：ＱＡＬＨｍａｘ是人为排放潜热最大值，随季节变化；
ｆＡＬＨ是人为排放潜热的日变化系数。 根据北京城市

居民生活规律的人为排放潜热日变化系数，计算得

到夏季人为潜热日排放曲线如图 １［１２］，可见夏季最

大值出现在 １６ ∶３０ 为 ４２ Ｗ·ｍ－２，即ＱＡＬＨｍａｘ取值为

４２ Ｗ·ｍ－２。

图 １　 人为排放潜热日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ｌａｔｅｎｔ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潜热通量计算公式为：
ＬＥ＝（ＬＥｖｅｇ×αｏａｓｉｓ）× １－ｆｕｒｂ( ) ＋ＬＥｕｒｂ×ｆｕｒｂ 。 （３）

式中：ＬＥｕｒｂ为城市不透水下垫面潜热通量；ｆｕｒｂ为城

建部分占比；ＬＥｖｅｇ为城市自然下垫面潜热通量；αｏａｓｉｓ

图 ２　 ＷＲＦ 模拟区域：（ａ） 地形高度；（ｂ） 最内层下垫面类型
Ｆｉｇ．２　 ＷＲ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ａ）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ｂ） ｉｎｎｅｒｍｏｓｔ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ｙｐｅ

为绿洲效应系数，城市自然下垫面潜热通量主要考

虑了城市绿地人为灌溉增加蒸散的潜热以及绿洲

效应增加蒸散的潜热。 本项研究中，设定灌溉的

时间为６—９月每天２１ ∶００—２２ ∶００，灌溉后使０ ～ １ ｍ

土壤（Ｎｏａｈ 陆面模式的 １ ～ ３ 层）达到田间持水量，
绿洲效应系数夏季取 １ ５［１２］。 根据文献调研得到

２０１０ 年北京城区绿地覆盖率为 ０ ２１７［１７］。
１ ３　 试验方案设计

北京 ２０１０ 年夏季 ７ 月 ４—６ 日高温热浪期间，
中国北方受到持续亚热带高压控制，７ 月 ５ 日北京

城市站点 Ａ１０２０ 观测到的最高气温达到 ４２ ６ ℃，
期间北京地区主导风向为南风［２２］。

数值模拟采用 ＷＲＦＶ３ ８，模拟区域采用双向反

馈的三重嵌套 （图 １ａ），三重嵌套网格距分别为

９ ｋｍ、３ ｋｍ、１ ｋｍ，水平网格距分别为 １００×９５、１３６×
１２１、 １５１ × ３６， 模 拟 中 心 位 置 为 （ ４０ ４０５° Ｎ，
１１６ ３２６°Ｅ），北京主城区及周边郊区均包含在内。
模拟区域的地形高度及下垫面类型分布见图 ２ｂ，图
中黑色实心圆点为自动气象站，黄色实心圆点为

３２５ ｍ 铁塔位置。
模式垂直分为 ５３ 层，顶层气压 ５０ ｈＰａ，模拟所

用地形资料为 ＭＯＤＩＳ 的 ３０ ｓ 格点资料。 采用

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 逐日 ４ 次 １°×１°的 ＦＮＬ 资料作为初始

场和边界场，逐时输出模拟结果。 根据城市水文过

程不同设计了 ４ 个算例及其数值试验参数化方案

（表 １）。

２　 模拟验证

图 ３ 是用观测值对气象要素及地表能量平衡进

行的模拟验证，其中 ２ ｍ 气温、２ ｍ 相对湿度、１０ ｍ
风速、潜热通量、感热通量观测值与模拟值之间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７、０ ８９、０ ２４、０ ７９ 和 ０ ８５，模
拟均方根误差为 ０ ００３ ℃、５ ４１％、０ ９１ ｍ·ｓ－１、
５３ １９ Ｗ·ｍ－２和 ５１ ４９ Ｗ·ｍ－２。 可见模拟结果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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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算例设计及数值试验参数化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ｓｃｈｅｍｅ

算例

介绍

ＮＯ 算例 不考虑任何城市水文过程

ＩＲ 算例 只考虑绿地灌溉、绿洲效应

ＡＬＨ 算例 只考虑人为潜热

ＡＬＨＩＲ 算例 绿地灌溉、绿洲效应、人为潜热一起考虑

参数化

方案

微物理过程 ＷＳＭ３－ｃｌａｓ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ｉｃｅ ｓｃｈｅｍｅ

长波辐射方案 ｒｒｔｍ ｓｃｈｅｍｅ

短波辐射方案 Ｄｕｄｈｉａ ｓｃｈｅｍｅ

近地面层方案 Ｅｔ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陆面过程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Ｎｏａｈ 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

边界层方案 Ｍｅｌｌｏｒ⁃Ｙａｍａｄａ⁃Ｊａｎｊｉｃ ｓｃｈｅｍｅ

城市物理方案 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 ＵＣＭ

城市

冠层

参数

ＺＲ １８ ３ ｍ

ＲＯＯＦ＿ＷＩＤＴＨ １０ ｍ

ＲＯＡＤ＿ＷＩＤＴＨ １０ ｍ

ＦＲＣ＿ＵＲＢ ０ ７８３

ＣＡＰＲ ／ ＣＡＰＢ ／ ＣＡＰＧ ２ ０Ｅ６ ／ １ ２Ｅ６ ／ １ ４Ｅ６ Ｊ·ｍ－３·Ｋ－１

ＡＫＳＲ ／ ＡＫＳＢ ／ ＡＫＳＧ １ ２ ／ １ ２ ／ １ ５ Ｊ·ｍ－３·ｓ－１

ＡＬＢＲ ／ ＡＬＢＢ ／ ＡＬＢＧ ０ ２ ／ ０ ２ ／ ０ ２

ＥＰＳＲ ／ ＥＰＳＢ ／ ＥＰＳＧ ０ ８８ ０ ８８ ０ ８８

ＡＨ １２０ Ｗ·ｍ－２

　 　 注：ＺＲ 为建筑物高度；ＦＲＣ＿ＵＲＢ 为城市地表不透水面积百

分比； ＣＡＰＲ ／ ＣＡＰＢ ／ ＣＡＰＧ 为屋顶 ／ 路面 ／ 墙面热容量； ＡＫＳＲ ／
ＡＫＳＢ ／ ＡＫＳＧ 为屋顶 ／ 路面 ／ 墙面热传导系数；ＡＬＢＲ ／ ＡＬＢＢ ／ ＡＬＢＧ
为屋顶 ／ 路面 ／ 墙面反照率；ＥＰＳＲ ／ ＥＰＳＢ ／ ＥＰＳＧ 为屋顶 ／ 路面 ／ 墙
面发射率；ＡＨ 是人为热．

较好地反映 ２ ｍ 气温、２ ｍ 相对湿度、潜热通量和感

热通量的日变化趋势，模拟误差也较小；而 １０ ｍ 风

速模拟误差较大是由于 ＳＬＵＣＭ 方案对冠层内部建

筑物外形特征描述过于简单，人为降低了城市下垫

面的粗糙度，导致了 ＳＬＵＣＭ 方案在模式第一层高

度风速计算时出现高估［２４⁃２５］。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城市水文过程对地表能量分配的影响

城市水文过程首先改变了地表能量平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４—６ 日 ＮＯ、ＡＬＨ、ＩＲ、ＡＬＨＩＲ ４ 个算例的潜

热通量、感热通量模拟值对比见图 ４。
从图 ４ 中可以看出，４ 个算例的潜热通量、感热

通量模拟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但从峰值上分析，
图 ３ｄ 中，６ 日气温较高的 １３ ∶００（北京时，下同）潜

热通量观测的最大值为 １７４ Ｗ·ｍ－２，此时图 ４ａ 中

ＮＯ 算例的模拟结果低于观测值为 ９５ Ｗ·ｍ－２，
ＡＬＨ、ＩＲ 以及 ＡＬＨＩＲ 算例的模拟结果分别为 １２０、
１６４ 和 １８５ Ｗ·ｍ－２，以 ＩＲ、ＡＬＨＩＲ 算例模拟值与观

测值最为接近。 另外，不同的水文过程对感热通量

也有较大影响，图 ３ｅ 中，６ 日气温较高的 １３ ∶００ 的

感热通量最大值为 ２１６ Ｗ·ｍ－２，此时图 ４ｂ 中 ＮＯ、
ＡＬＨ、ＩＲ 和 ＡＬＨＩＲ 算例的模拟结果分别为 ２８０、
２８０、２０１ 和 ２０１ Ｗ·ｍ－２，可见 ＩＲ、ＡＬＨＩＲ 算例模拟

值与观测最为接近。
从图 ４ｂ 中还可以看出，ＮＯ 算例（不考虑任何

城市水文过程）与 ＡＬＨ 算例（只考虑人为潜热）模

拟的感热通量曲线基本重合，而 ＩＲ 算例（只考虑绿

地灌溉、绿洲效应）与 ＡＬＨＩＲ 算例（绿地灌溉、绿洲

效应、人为潜热一起考虑）模拟的感热通量曲线基

本重合，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人为潜热对感

热通量的影响较小，而 ＮＯ 算例和 ＩＲ 算例模拟的感

热通量曲线存在差异，说明灌溉会引起感热通量的

变化；４ 个算例模拟的潜热通量曲线存在较大差异，
说明人为潜热和灌溉都会影响到潜热通量的变化。
４ 个算例总体比较，ＡＬＨＩＲ 算例潜热通量、感热通量

的模拟效果最好。
接下来具体分析 ＡＬＨＩＲ 算例与 ＮＯ 算例在地

表能量分配上的差异。 加入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

人为潜热等城市水文过程的 ＡＬＨＩＲ 算例与不考虑

任何城市水文过程的 ＮＯ 算例模拟的 ７ 月 ４—６ 日

１３ ∶００、０２ ∶ ００ 潜热通量、感热通量差值见图 ５。 图

５ａ、ｂ 中，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人为潜热等水文过

程可导致城区（黑色实线内，下同）潜热通量呈升高

趋势，气温较高的 １３ ∶００ 城区潜热通量升高最多可

达 １００ Ｗ·ｍ－２，０２ ∶００ 升高最多约 １５ Ｗ·ｍ－２。 导致

白天潜热通量明显升高的原因是夜间绿地灌溉以

后土壤含水量增加，而随着白天气温升高，绿地蒸

散加强，地表潜热通量明显升高；夜间潜热通量的

差值主要受人为潜热的影响，从图 ２ 中可以看出

０２ ∶００的人为潜热为 １４ Ｗ·ｍ－２，刚好是夜间潜热通

量的增加量。 图 ５ｃ、ｄ 显示，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

人为潜热等城市水文过程使得城区白天感热通量

呈现明显降低趋势，１３ ∶００ 城区感热通量降低最多

约 ８０ Ｗ·ｍ－２；而 ０２ ∶００ 降低最多约 ５ Ｗ·ｍ－２。 城

区感热通量的降低主要与灌溉有关，受人为潜热影

响较小。 灌溉主要使白天潜热通量升高，导致白天

感热通量降低；而灌溉在夜间影响较小，感热通量

变化也较小。
３ ２　 城市水文过程对地表气象场的影响

ＡＬＨＩＲ 与 ＮＯ 算例模拟的 ７ 月 ４—６ 日 １３ ∶００、
０２ ∶００ 的地表气温和相对湿度差值见图 ６。 图 ６ａ、ｂ
显示，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人为潜热等水文过程

可导致城区相对湿度呈现增加趋势，１３ ∶００ 城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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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７ 月 ４—６ 日模拟值与观测值的对比：（ａ）２ ｍ 气温；（ｂ）２ ｍ 相对湿度；（ｃ）１０ ｍ 风速；（ｄ）潜热通量；（ｅ）感热通量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４—６ ｏｆ Ｊｕｌｙ： （ａ）２ 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 ２ 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ｃ） １０ ｍ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ｄ） ｌａｔｅｎｔ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ｅ）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图 ４　 ７ 月 ４—６ 日四个算例的对比：（ａ）潜热通量；（ｂ）感热通量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ｃａｓ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４—６ ｏｆ Ｊｕｌｙ： （ａ）ｌａｔｅｎｔ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ｂ）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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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７ 月 ４—６ 日 ＡＬＨＩＲ 算例与 ＮＯ 算例的差值：（ａ）１３ ∶００ 潜热通量；（ｂ）０２ ∶００ 潜热通量；（ｃ）１３ ∶００ 感热通量；（ｄ）０２ ∶００ 感热通量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ＬＨ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ＮＯ ｄｕｒｉｎｇ ４—６ ｏｆ Ｊｕｌｙ： （ａ）ｌａｔｅｎｔ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ａｔ １３ ∶００ ＢＳＴ；

（ｂ） ｌａｔｅｎｔ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ａｔ ０２ ∶００ ＢＳＴ； （ｃ）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ａｔ １３ ∶００ ＢＳＴ； （ｄ）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ａｔ ０２ ∶００ ＢＳＴ

对湿度增加最大可达 ４％，０２ ∶ ００ 可达 ６％。 １３ ∶ ００
相对湿度增加可能与此时潜热通量升高有关；而 ０２
∶００ 相对湿度增加更多，不仅受到白天相对湿度升

高影响，还与夜间的低温有关。 从图 ６ｃ、ｄ 中可以看

出，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人为潜热等水文过程可

导致城区地表气温呈现降低趋势，１３ ∶ ００ 城区 ２ ｍ
气温升高最大达到 １ ２ ℃，０２ ∶００ 为 ０ ４ ℃，这与感

热通量降低有关。
３ ３　 城市水文过程对热岛强度的影响

在进行热岛强度计算时，将北京西部、北部及

东北部的山区部分排除在外，用城市下垫面和农田

下垫面来分别代表城市和郊区［２５］。 ７ 月 ４—６ 日

ＡＬＨＩＲ 算例与 ＮＯ 算例模拟的北京城市热岛强度的

小时平均日变化见图 ７。
从图 ７ 中可以看出，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人为

潜热等城市水文过程对城市热岛强度的减弱效果

白天比较明显，夜间较差。 ＮＯ 算例全天处于热岛

效应下，而 ＡＬＨＩＲ 算例在 １０ ∶００—１４ ∶００ 出现了强

度约 ０ ８ ℃的冷岛效应，可能原因是此时段气温较

高，灌溉后绿地蒸散增强吸收了更多的热量，使得

城区气温降低［２６⁃２７］。

３ ４　 城市水文过程对垂直气象场的影响

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人为潜热等城市水文过

程，不仅对地表气象要素产生影响，还会引起垂直

气象场和边界层高度的改变。 地面大气状况不仅

受到近地层热量的影响，在高温热浪条件下，边界

层顶的夹卷作用也影响着地面大气状况。 Ｍｉｒａｌｌ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８］ 研究发现，在高温热浪期间，水汽不足以及

强夹卷作用增强了热应力，边界层高度升高。
图 ８ 显示了 ＡＬＨＩＲ 算例与 ＮＯ 算例模拟的 ７ 月

４—６ 日北京城区垂直方向上气温、相对湿度和水平

风速差值的小时平均日变化，图中黑色、蓝色曲线分

别为 ＡＬＨＩＲ、ＮＯ 算例模拟得到的边界层高度日

变化。
从图 ８ａ、ｂ 中可以看出，白天在 ５００ ｍ 高度以

下，ＡＬＨＩＲ 与 ＮＯ 算例模拟的城区气温的最大差值

为－０ ５ ℃，相对湿度最大差值为 ３％，但在夜间两者

差值较小。 由于夹卷携带的热量和边界层高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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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７ 月 ４—６ 日 ＡＬＨＩＲ 算例与 ＮＯ 算例的差值（２ ｍ）：（ａ）１３ ∶００ 相对湿度；（ｂ）０２ ∶００ 相对湿度；（ｃ）１３ ∶００ 气温；（ｄ）０２ ∶００ 气温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ＬＨ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ＮＯ ｄｕｒｉｎｇ ４—６ ｏｆ Ｊｕｌｙ（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ｔ １３ ∶００；

（ｂ）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ｔ ０２ ∶００ ＢＳＴ； （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１３ ∶００ ＢＳＴ； （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０２ ∶００ ＢＳＴ

图 ７　 ７ 月 ４—６ 日城市热岛强度日变化
Ｆｉｇ．７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３⁃ｄａ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ＵＨＩ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图 ８　 ７ 月 ４—６ 日 ＡＬＨＩＲ 与 ＮＯ 算例城区垂直差值日变化：（ａ）气温；（ｂ）相对湿度；（ｃ）水平风速
Ｆｉｇ．８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３⁃ｄａ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ＬＨ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ＮＯ：

（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ｃ）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要受地表热量的控制［２９⁃３１］，而绿地灌溉、绿洲效应

和人为潜热等水文过程会导致城区地表温度的降

低和相对湿度的增加，从而 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 边界层高

度降低约 ２００ ｍ。 从图 ８ｃ 中可以看出，同样由于城

区气温降低，在城市大气 １ ｋｍ 高度以内，垂直热对

流运动的减弱引起水平风速减小，１ ｋｍ 高度以上水

平风速增加，且城区上方具有较大风速的高层大气

较少流入具有较小风速的低层大气，从而使得低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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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更小，高层风速更大。

４　 结论

（１）模拟结果进行验证发现 ２ ｍ 气温、２ ｍ 相对

湿度、１０ ｍ 风速、潜热通量、感热通量观测值与模拟

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７、０ ８９、０ ２４、０ ７９ 和

０ ８５，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０ ００３ ℃、５ ４１％、０ ９１
ｍ·ｓ－１、５３ １９ Ｗ·ｍ－２和 ５１ ４９ Ｗ·ｍ－２，２ ｍ 气温、
２ ｍ 相对湿度、潜热通量、感热通量的模拟效果较

好，１０ ｍ 风速模拟误差较大。
（２）城市水文过程会对地表能量分配产生明显

影响。 加入不同城市水文过程的四个算例进行比

较发现，潜热通量、感热通量模拟效果以 ＡＬＨＩＲ 算

例（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人为潜热一起考虑）最

好；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人为潜热等水文过程可

导致城区潜热通量呈升高趋势，１３ ∶００（７ 月 ４－６ 日

小时平均，下同）城区潜热通量升高最多可达 １００
Ｗ·ｍ－２，主要受到绿地灌溉的影响；０２ ∶ ００ 升高最

多约 １５ Ｗ·ｍ－２，主要是夜间人为潜热较低所致。
城区白天感热通量呈现明显降低趋势，１３ ∶００ 城区

感热通量降低最多约 ８０ Ｗ·ｍ－２；而 ０２ ∶００ 降低最

多约 ５ Ｗ·ｍ－２，感热通量降低主要与灌溉有关。
（３）城市水文过程会对地面气象要素产生明显

影响。 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人为潜热等水文过程

可导致城区相对湿度呈现增加趋势，１３ ∶００ 城区相

对湿度增加最大可达 ４％，０２ ∶００ 可达 ６％，相对湿度

增加主要与白天潜热通量升高、夜间气温降低有

关；城区地表气温呈现降低趋势，１３ ∶００ 城区 ２ ｍ 气

温降低最大达 １ ２ ℃，０２ ∶００ 为 ０ ４ ℃，主要与感热

通量降低有关。
（４）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人为潜热等城市水

文过程对城市热岛强度的减弱效果白天明显好于

夜间，且在 １０ ∶００—１４ ∶００ 出现了强度约 ０ ８ ℃的冷

岛效应。
（５）绿地灌溉、绿洲效应和人为潜热等水文过

程会导致城区地表温度的降低和相对湿度的增加。
白天在 ５００ ｍ 高度以下城区气温最多降低 ０ ５ ℃，
相对湿度最多增加 ３％，但夜间影响较小。 由于热

对流运动的减弱，城区边界层高度降低约 ２００ ｍ；城
区 １ ｋｍ 高度以上水平风速增大，低层风速减小。

本项研究模拟时间短，范围小，未来需要对更

大范围、更长时间、更多天气背景来评估加入城市

水文过程的模拟效果。 并且采用的 ＳＬＵＣＭ 方案只

是简单地将“人为潜热”作为额外的潜热加入到模

式当中，仅可以描述“人为潜热”的日变化特征，不
能描述“人为潜热”与边界层能量平衡之间的反馈

作用，会使模拟结果带来误差。

致谢：衷心感谢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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