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NPS 模型的南海蒸发波导中尺度数值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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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蒸发波导是海上大气波导中发生概率最高、对海上舰艇和岸基雷达探测系统影响最大的一种波
导类型, 研究意义重大。本文搭建了一种基于 NPS 诊断模型的新型蒸发波导数值预报模式, 对我国南
海海域 2014 年 11 月 1~5 日的 5 d 海上蒸发波导分别进行了数值模拟。利用数值模拟数据与岸基铁塔
实测数据分别绘制蒸发波导高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并进行误差分析, 显示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变化
规律基本一致, 统计计算这 5 d 的蒸发波导高度平均误差为 1.289 m。这表明了本模式的可行性及其存
在的模拟偏差。此外, 利用本预报模式对南海海域 2011 年整年的蒸发波导进行了数值模拟, 得到了 12
个月的蒸发波导时空分布特征, 分析总结的规律与其它文献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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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复杂的大气环境影响, 电磁波在大气
中的传播并不是简单地沿着直线传播, 有时会出现

演、卫星遥感资料反演和卫星云图分析等方法, 但实
际效果仍有待进一步改进。 

大气波导现象 [1]。这一电磁波异常传播现象对雷达探

随着 ARPS、MM5 和 WRF[12]等中尺度数值预报

测系统和卫星通信系统等的正常工作具有不可忽视

模式的出现和计算机能力的快速提升, Atkinson 等 [13]

的影响。

利用 MM5 模式模拟了波斯湾地区的大气波导过程,

刘成国 [2]、蔺发军 [3]等对我国 20 世纪末的大气

成功描述了当地波导的存在和位置特征, 但具体参

波导基本情况进行了数据整理和分析, 结果表明:

数不够准确; 胡晓华等 [14]利用 ARPS 模式模拟台风

我国出现波导频率最高的区域为南海、东南沿海、

“鹿砂”靠近和进入韩国期间发生的大气波导, 发现

渤海和东海地区; 我国海上蒸发波导出现概率高达

初始场对于数值模拟的重要性; 焦林等 [15]利用 MM5

[4]

85%以上, 高度一般在 15 m 左右。同时 Jeske 等研

模式并耦合 Babin 模型; 王 喆 等 [16]利用 WRF 模式耦

究指出, 工作于海面上的雷达系统, 其作用范围

合 Babin 模型对目标区域海洋蒸发波导进行了模拟

80%以上要求确切掌握海面上蒸发波导的具体参数

预报研究, 模拟预报结果与实验结果较为一致; 陈

才能准确预估。所以研究和掌握我国海域的蒸发波

莉等 [17]利用 MM5 和 WRF 模式, 同化常规探测资料,

导具体参数和时空分布特征, 对于岸基和舰载雷达

直接对目标海域蒸发波导进行了数值预报。

探测系统等具有重要意义。
1968 年, Bean 等 [5]提出了大气折射指数与气温、

近几年, 关于 NPS 模型和南海海域蒸发波导环
境的分析, 有多位学者进行了研究, 为本文的工作

气压、水汽压的关系式和大气波导存在的判据, 揭示

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指导。Zhang 等 [18]通过对三个海域

了大气波导形成的主要天气学条件。由于海洋蒸发

的一年四季探测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了 NPS 模型的

波导位于大气边界层近地层, 易受到海气交界面湍
流的影响, 所以一般不采用直接构建大气修正折射
率廓线的方法进行研究。国内外学者通过对宏观观
测资料的分析 [6], 建立经验关系, 先后发展多种蒸发
波导诊断模型, 有 P-J 模型 [7]、MGB 模型 [8]、Babin
模型 [9]、NPS 模型 [10]和伪折射率模型 [11]等。这些多
用于单点的研究。为进行更大尺度区域化的大气波
导研究, 先后出现雷达海杂波反演、电波掩星技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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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和适应性; Yang 等 [19]利用气象梯度仪的大量

dM dN

 0.157
(6)
dz
dz
大 气 波 导 存在 的 条 件 是 dM / dz  0 , 即 大 气 修

实验数据对 NPS 模型在南海海域的适应性和冬季时
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研究; 成印河等 [20] 利用实验观测
数据, 对我国冬季南海近岸蒸发波导环境及其影响

正折射率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减小。

利用 NCEP 再分析资料和

蒸发波导属于常见的表面波导, 如图 1 所示, zt

NPS 模型计算建立了南海蒸发波导数据库, 研究了

为蒸发波导高度, M 为蒸发波导强度, 为蒸发波导

参数进行了分析; Shi 等

[21]

其时空分布特征; Mckeon

[22]

从气候尺度上对影响南

海蒸发波导高度变化的关键环境因素进行了分析研

层厚度。海上蒸发波导高度一般在 40 m 以下, 蒸发
波导的全球平均值约为 13 m。

究, 提出了其对蒸发波导高度季节性和气候尺度变
化预测的重要价值。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新一代中尺度
大气数值预报模式 WRF, 耦合蒸发波导 NPS 诊断模
型, 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海洋蒸发波导预报模式。对我
国南海海域的蒸发波导进行了模拟实验, 并与岸基
铁塔实测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分析, 结果显示一致性
较好。

1
1.1

大气修正折射率与蒸发波导诊断
计算
大气修正折射率
大气折射率是大气中影响电磁波传播的主要因

子, 根据大气修正折射率廓线的几何分布形状, 可
将大气波导分为表面波导、悬空波导和复合波导。
研究表明大气折射率 N 是由大气压强 p (单位
hPa )、大气温度 T (单位 K )和水汽分压 e (单位 hPa )

共同决定, 其经验关系式为 [5]
(1)

6.105 Rh e x
100
T  273.2
 T 
x  25.22
 5.31ln 

T
 273.2 

蒸发波导特征参数计算
蒸发波导的形成原理与海洋边界层的特性密切

相关, 现有的国内外多种蒸发波导诊断模型都是基
于 Monin-Obukhov 近海面大气相似理论。将获得的
一定高度或不同高度上的平均大气温度、湿度、压
强、风速以及海表皮温度数据作为模型的输入参数,
本文选取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发布的 NPS 蒸发波导诊
在 NPS 诊断模型中, 近地层内温度 T、比湿 q

(2)
(3)

公式(2)中, Rh 为大气相对湿度。为了更好地研究大气
折射率梯度对电磁波传播的影响, 将地球表面近似
处理成平面, 重新定义大气修正折射率 M (单位 M),
它与大气折射率之间的关系式为

的垂直剖面表示为 [23]
T  z   T0 

θ*
κ

q  z   q0 

  z 
 z 
 ln 
  ψh     Γ d z
 L  
  z0t 
q*
κ

  z 
 z 
 ln 
  ψh   
 L  
  z0t 

(7)
(8)

其中, T0、q0 分别为海表皮温度和比湿, 且考虑到比
湿受到海水盐度的影响, q0=0.98qs(T0), qs(T0)是依靠

(4)

z 为海拔高度(单位: m ), re 为平均地球半径, 取值
6 371 km, 代入公式(4)得
M  N  0.157 z
公式(5)两边同对海拔高度 z 求导, 得

1.2

断模型 [10], 进行海上蒸发波导的计算。

其中, 水汽分压 e 的计算公式为

z
M  N   106
re

图 1 蒸发波导修正折射率廓线
Modified refractive index profile of the evaporation
duct

经过诊断计算, 得到蒸发波导的高度、强度等参数。

77.6 
4810e 
N
 p 

T
T 


e

Fig.1

(5)

海表皮温度计算的海面饱和比湿; T(z)、q(z)分别为 z
高度处的大气温度和比湿; *、q*分别为位温 、比湿
q 的特征尺度; h 为温度普适函数; 为卡曼常数; d
为干绝热递减率, 约为 0.009 76 K/m; z0t 为大气温度
粗糙度高度; L 为相似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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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量算法 COARE 的发展, 现在可采用升级
的 COARE3.0 算法 [24]和稳定大气条件下的稳定度修
正函数 [25], 计算后的风速和温度稳定度修正函数的
表达式为
 a
bh
bc 
ln 1  ch   2   h  h h  
2
2 Bh 
B
h


2  ch Bh
c  Bh 
 ln h
 ln

ch  Bh 
 2  ch  Bh

h  





(9)

式中,   z / L ; ah  bh  5 ; ch  3 ; Bh  5 。
在 NPS 模型中联立理想气体定律和流体静力学
方程并积分可得大气压强剖面计算公式 [23]
 g  z1  z2  
p  z2   p  z1  exp 


RTv



(10)

式中, p  z1  、 p  z2  分别为海拔高度 z1 、 z2 处的大
气压强; R 为干空气气体常数; g 为重力加速度;
Tv  Tv  z1   Tv  z2   / 2 为高度 z1、z2 处的虚温平均值。
再通过比湿 q、水汽压 e 的函数关系式计算水汽

压剖面, 即

e

qp

  1    q

(11)

式中,  为常数 0.622。
首先通过公式(7)、式(8)和式(11)计算得到大气
温度、压强和水汽压剖面, 再将计算结果代入公式(1)

Fig.2

图 2 蒸发波导模拟预报流程
Simulation flow of the predicted evaporation duct

和公式(5)便可得到大气修正折射率剖面, 从而确定
蒸发波导高度、强度等特征参数。本文 NPS 诊断

的动态气象数据水平插值在 geogrid 区域的网格格点

模型计算所需要的气象数据是由 WRF 模式模拟运

上。接着, real 程序将动态气象数据垂直插值到区域

算产生。

的三维格点上(垂直的  层), 同时生成 WRF 模式主

2

模块运行所需要的初始数据场和侧边界条件。随后

建立蒸发波导预报模式

运行主模块 wrf.exe 程序, 对目标区域进行数值模拟,

为了实现区域化的蒸发波导研究, 本文采用新一

运算得到区域的三维网格化气象数据。本文通过编

代中尺度数值预报模式 WRF 对目标区域的大气环境

写 NCL 脚本文件, 在 Linux 系统下运行 NCL 软件,

进行数值模拟[26], 得到目标区域上大气温度、湿度、

对 WRF 输出数据文件进行提取、高度插值和保存等

压强、风速和海表皮温度格点数据。然后耦合蒸发波
导 NPS 诊断模式计算得到每个格点的蒸发波导特征参
数, 即得到区域化的蒸发波导分布状况, 实现蒸发波
导区域模拟预报。本文的具体研究方案如图 2 所示。
首先选择需要进行数值模拟研究的区域, 准备

预处理操作, 得到可供后续计算使用的数据文件。
最后将处理好的数据代入蒸发波导 NPS 诊断模型,
计算并绘制大气修正折射率廓线, 从而得到蒸发波导
高度、强度等特征参数, 实现区域蒸发波导模拟预报。

3

目标区域的静态地形数据(包括地貌、植被、土壤层
数据等)和实时的动态气象数据, geogrid 程序会确定
模式区域并将静态地形数据插值到目标区域划分的
[27]

3.1

蒸发波导数值模拟预报实验验证
与分析
基于 WRF 模式的数值模拟方案设计

, ungrib 程序将输入的动态气象数据解压提

本文采用新一代中尺度大气数值预报模式

取出来, 然后 metgrid 程序会将 ungrib 程序提取得到

WRFV3.6.1 实现数值模拟预报的研究, WRF 模式一

网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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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由前处理模块(WPS)、数据同化系统(WRFDA)和
动力求解模块(ARW)三部分组成, 此处采用前处理
模块和动力求解模块进行大气数值模拟 [28]。
本文采用两层区域嵌套对我国南海海域进行了
数值模拟, 具体地理区域范围如图 3 所示。模拟初始
场和边界场采用 NCEP 每 6 h 一次的 GFS-FNL 再分
析资料(1°×1°), 数据格式为 GRIB2。FNL 再分析资

3.2

模拟结果与实验验证
为了对我国南海海域大气波导进行多角度的深

入研究, 本项目组在南海远离陆地的海域内搭建了
一套气象梯度观测塔, 如图 4 所示。收集了大量的气
象观测数据, 作为海上大气折射率廓线和蒸发波导
研究的实验数据。

料属于全球预报系统(GFS)并经过再分析生成的全
球客观分析场。WPS 模块和 real.exe 程序对输入的
初始背景场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 生成 WRF 主运算
模块能识别的初始场和边界条件(wrfinput 和 wrfbdy
数据文件)。模式水平网格采用 Arakawa C 格点, 垂
直方向采用地形跟随坐标且垂直格距随高度可变。
由于海上蒸发波导处于海拔高度较低的近地层, 模
式垂直分层采用非均匀分层, 底层相对密集, 高层
较稀疏, 具体参数方案设置如表 1 所示。

Fig.4

图 4 岸基铁塔实验平台
The experimental platform of the shore tower

本文将蒸发波导预报模式的结果(选取离铁塔最
图 3 模拟预报区域
Fig.3 The model domain

近的模式格点)与铁塔实测数据进行对比验证。大气
波导高度是一个表征波导特征的关键参数, 可以作
为验证分析数值模拟结果可行性和准确性的重要指

表 1 WRF 模式设置
Tab.1 Model specifications of WRF
参数与方案选项

标。为了对论文建立的预报模式进行较为全面的验

选择与设置

证分析, 分别对 2014 年 11 月 1~5 日, 目标海域 5 d

模式中心

母区域中心点(115°E, 15°N)

的蒸发波导进行了数值模拟。同时收集整理了岸基

投影方式

Lambert 投影

铁塔实验平台这 5 d 的观测数据, 计算绘制蒸发波导

格点数

母 100×103; 子 166×169

高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如图 5 所示, 图中时间均采

水平分辨率

母 30 km; 子 10 km

用世界统一时间 UTC。

垂直分辨率

40层

积分步长

180 s

辐射方案

长波: RRTM 方案;

为了更好地分析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观测数据

短波: Dudhia 方案

之间的偏差, 采用数学统计的方法, 计算这 5 d 数值
模拟蒸发波导高度的最大/小偏差、平均偏差和偏差
的标准差, 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陆面过程方案

Noah 方案

边界层方案

YSU 方案

MaxDev  max{ xi  yi }

(12)

积云参数化方案

Kain-Fritsch 方案

MinDev  min{ xi  yi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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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值模拟结果的偏差(单位: m)
Tab.2 The deviation of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unit: m)
方法

最大偏差

最小偏差 平均偏差

偏差的标准差

第1天

3.00

0.50

1.556

1.571

第2天

2.30

0.10

0.664

0.821

第3天

3.80

0.00

1.724

1.936

第4天

3.60

0.30

1.552

1.778

第5天

1.90

0.20

0.948

1.027

总体

3.80

0.00

1.289

1.427

1 d 的结果与实验观测数据的曲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其中 11 月 2 日和 5 日的数值模拟效果较好, 平均误
差小于 1 m, 其余 3 d 的数值模拟结果相对较差, 平
均偏差在 1.5~2 m 之间, 偏差的标准差也在 1.5~2 m
之间; 第 1 天数值模拟的蒸发波导高度主要分布在
9~20 m 之间, 最高值为 19.83 m, 最低值为 9.54 m,
符合我国南海海域蒸发波导高度范围; 模拟结果与观
测结果仍存在一定的偏差, 个别最大偏差达到 3.8 m,
最小偏差为 0 m, 偏差的标准差为 1.427 m; 这 5 d 模
拟的平均偏差为 1.289 m。

3.3

南海海域蒸发波导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本文利用自主搭建的基于 NPS 模型的蒸发波导

数值预报模式对南海海域 2011 年全年的蒸发波导情
况进行了数值模拟。首先获取 NCEP 提供的 2011 年
全年每 6 h 一次的 FNL 再分析资料, 将一天的初始场
FNL 数据输入 WRF 模式, 完成一天 24 h 的区域数值
模拟, 再利用 NPS 模型计算目标海域一天的蒸发波
导高度。这样得到蒸发波导高度每日样本, 然后利用
统计方法获得南海海域各个月平均蒸发波导分布情
况 。 本 次 模 式 模 拟 的 目 标 海 域 范 围 为 2.5°~23°N,
105°~120°E。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 2011 年 1 月和 12 月南海海
Fig.5

域蒸发波导分布范围最广而且波导高度相比其他月

图 5 蒸发波导-时间变化曲线
The height curve of the evaporation duct

份也较高, 最高可达 20 m, 蒸发波导强度较大。南海
北部沿海海域, 即我国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西沙群

1 n
AverDev   xi  yi
n i 1

S

n

1
 (ei  e )2
n  1 i 1

(14)

岛大部在 1~3 月和 10~12 月蒸发波导高度较高, 平均
值达到 14.8 m, 而在 4~9 月, 该区域蒸发高度普遍较

(15)

低, 平均高度低于 10 m。在 6~9 月蒸发波导高度较
高的地区集中在我国南海靠近越南南部湾的海域,

其中, xi、yi 分别表示数值模拟的结果和实验观测数

即南沙群岛大部, 而同期其他海域蒸发波导高度相

据计算结果, ei = xi – yi , e 是 ei 的算数平均值。具体

对较低。南海中部海域蒸发波导整体相比其他海域

如表 2 所示。

较弱, 只有在 1 月、2 月和 12 月波导较强。2011 年

观察图 5 中 5 d 的蒸发波导高度变化曲线, 结合

5 月为南海海域蒸发波导高度最低的月份, 强度也较

表 2 的分析计算数据, 可以得知: 本模式数值模拟

弱。1~3 月和 12 月为我国南海海域蒸发波导现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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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图 6 2011 年月平均蒸发波导高度分布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onthly average of the evaporation duct height in 2011

显著的月份, 高度较高, 强度较大, 而且蒸发波导高
度随着纬度的增加而增大, 与经度的相关性则较弱。

行了模拟预报, 总结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目前 NCEP 的 FNL 再分析资料的底层分辨率

这与杨坤德教授 [29] 在对西北太平洋蒸发波导的时空

不能满足对蒸发波导的研究, 而其他的大面积海洋

统计规律研究中, 关于我国南海海域蒸发波导的总

观测数据较少, 收集难度较大, 且很多并不能直接

结基本一致。

用于 WRF 模式的同化系统, 所以采用耦合蒸发波导

南海海域纬度较低, 是我国近海海域中气候最
暖的海域, 属于热带海洋季风气候, 终年高温, 蒸发

诊断模型的方法来实现底层大气折射率的研究是一
种较好的途径。

波导的时空分布特征受到复杂的海洋和气象环境的

2) 对南海海域 2014 年 11 月 1 日~5 日共计 5 d

影响。本文只是模拟了一年的蒸发波导, 由于实验条

的海上蒸发波导分别进行了数值模拟, 通过与同时

件的限制, 缺少大量的海上探测数据和大规模的海

刻岸基铁塔实测数据的对比验证, 并对模拟结果误

上大气波导观测实验。南海作为我国重要的海洋领

差进行了详细分析, 证明了本文搭建的预报模式的

域, 其蒸发波导亟须进一步的观测和深入的研究。

可行性及其存在的实际模拟偏差, 可以采用本模式

4

对目标海域的蒸发波导进行模拟预报研究。

讨论与结论

3) 完成了南海海域 2011 年全年的蒸发波导数

本文基于 NPS 模型自主搭建了一种新型蒸发波

值模拟, 利用数学统计的方法, 得到 12 个月的蒸发

导模拟预报模式, 并尝试对南海海域的蒸发波导进

波导时空分布图, 分析模拟结果得到的规律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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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文献的研究者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
4) 海上大气波导的研究需要大量的、大范围的
海洋实验支撑, 才能作进一步的分析, 验证和完善。
本文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 缺少大量的海上观测数
据。下一步有待进行大规模的海洋蒸发波导观测实

[12]

验, 对预报模式进行区域本地化修正, 改善模式预
报准确度和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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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oscal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evaporation 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ased on the NP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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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aporation duct has the highest occurrence compared to other types of atmospheric ducts over sea.
Moreover, it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radar detection system of naval ships and along the shore; therefore,
evaluating the evaporation duct is necessary. In this study, a new numerical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evaporation
duct based on the NPS diagnostic model is proposed. The evaporation duct proces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for
five consecutive days from November 1, 2014 is numerically simulated using the proposed prediction model.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tower observation data in the way: the comparison of the time-dependent
curves of evaporation duct height and the error analysis. The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and have consistent
variation. Moreover, the average error of the evaporation duct height for all five days is 1.289 m. This demonstrates
the feasibility and simulation error of the model. Besides, the prediction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evaporation
duct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during the entire year of 2011. Spatial-temporal features of the evaporation duct for
12 months a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analysis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other literatures.
(本文编辑: 李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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