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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间层与低热层大气（ＭＬＴ，Ｍｅｓ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ｒ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Ｏ２ＶＭＲ（ＶｏｌｕｍｅＭｉｘｉｎｇＲａｔｉｏ）的年际变

化特征．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双月平均时间序列拟合，定量地提取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ＳＡＢＥＲＣＯ２ ＶＭＲ

长期趋势在中间层保持在５．５％／ｄｅｃａｄｅ左右，在中间层顶和低热层降低至４．５％／ｄｅｃａｄｅ左右；结果与模式预测在

统计意义上相符．长期趋势没有显著的纬度差异，但在各纬度上都具有明显的季节依赖，ＭＬＴＣＯ２ＶＭＲ长期趋势

的季节性改变源自低层大气长期趋势季节性改变．ＳＡＢＥＲＣＯ２ ＶＭＲ对 ＱＢＯ （ＱｕａｓｉＢｉａｎｎｕａ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和

ＥＮＳＯ（ＥｌＮｉ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在绝大多数区域没有统计显著的响应；对太阳活动１１年循环以负响应为主，

在部分区域出现的微弱正响应目前没有合适的物理机制解释．

关键词　中间层与低热层；二氧化碳；年际变化

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２１Ｎ０４５１ 中图分类号　Ｐ３５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２６，２０２０１２３０收修定稿

基金项目　光学辐射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ＪＣＫＹＳ２０１９２０４０１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５０５０２３）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刘栋，男，１９９１年生，博士，研究方向为中高层大气物理，环境光学特性建模及其应用．Ｅｍａｉｌ：ｌｄｗｌ２００９＠１２６．ｃｏｍ

通讯作者　董雁冰，男，１９５９年生，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光学特性建模，环境遥感．Ｅｍａｉｌ：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２０７＠ｓｏｈｕ．ｃｏｍ

犐狀狋犲狉犪狀狀狌犪犾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犮犪狉犫狅狀犱犻狅狓犻犱犲狏狅犾狌犿犲犿犻狓犻狀犵狉犪狋犻狅

犻狀狋犺犲犿犲狊狅狊狆犺犲狉犲犪狀犱犾狅狑犲狉狋犺犲狉犿狅狊狆犺犲狉犲

ＬＩＵＤｏｎｇ
１，ＤＯＮＧＹａｎＢｉｎｇ

１，ＭＡＯＨｏｎｇＸｉａ
１，ＢＡＯＸｉｎｇＤｏｎｇ

１，ＷＥＩＨｅＬｉ２

１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狅狀犗狆狋犻犮犪犾犚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犅犲犻犼犻狀犵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犉犲犪狋狌狉犲，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８５４，犆犺犻狀犪

２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犃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犻犮犗狆狋犻犮犪犾犚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犃狀犺狌犻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犗狆狋犻犮狊犪狀犱犉犻狀犲犕犲犮犺犪狀犻犮狊，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犎犲犳犲犻２３００３１，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１７ｙｅａｒＳＡＢＥＲ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ｕｓｉｎｇ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ｙ）Ｌｅｖｅｌ２Ｃｄａｔａ，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２ＶＭＲ（ＶｏｌｕｍｅＭｉｘ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ｉｎｔｈｅ

ＭＬＴ（Ｍｅｓ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ｒ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ｂ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５０°Ｓａｎｄ５０°Ｎｆｒｏｍ

６５ｋｍｔｏ１１０ｋｍ．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ｒｅｎｄｏｆＳＡＢＥＲＣＯ２ ＶＭＲｉｓａｂｏｕｔ

５．５％／ｄｅｃａｄｅｉｎｔｈｅｍｅｓ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ｏａｂｏｕｔ４．５％／ｄｅｃａｄｅｉｎｔｈｅｍｅｓｏｐａｕｓ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

ｔｈｅｒ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ｎｏｔｉｃｅａｂｌ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ｒｅｎｄｈａｓｎｏｔｂｅｅｎｆｏｕｎｄ．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４卷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ｉｓｖｉｓｉｂｌｅａｔａｌｌ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ｕｐ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２ＶＭＲｔｒｅｎｄａｔｌｏｗｅ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ＱＢＯ（Ｑｕａｓｉ

Ｂｉａｎｎｕａ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ＳＯ（ＥｌＮｉ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ＢＥＲＣＯ２ ＶＭＲｉ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ｎｅｇｌｉｇｉｂｌｅ．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１１ｙｅａｒｓｏｌａｒｃｙｃｌｅｉ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ｍｏｓ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ｂｏｖｅ８０ｋｍｏｗ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ＭＬＴＣＯ２ｐｈｏｔｏ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ｄｄｙｍｉｘｉｎｇ．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ｍａｌｌｂ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ｓｏｌａｒｃｙｃｌｅ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６５ｋｍａｎｄ７５ｋｍａｎｄａｔ１０５ｋｍｎｅａｒｅｑｕａｔｏｒ，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ｎｏ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ｏｅｘｐｌａｉｎｙｅ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ｅｓ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ｒ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０　引言

二氧化碳（ＣＯ２）作为中间层与低热层大气

（ＭＬＴ，Ｍｅｓ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ｒｍｏｓｐｈｅｒｅ）中

最主要的痕量成分之一，具有十分活跃的红外辐射

性质，存在２．７μｍ、４．３μｍ、１５μｍ等多个重要吸收

带（ＧｏｏｄｙａｎｄＹｕｎｇ，１９８９）．现有的观测和理论模

拟已经证明，ＣＯ２ 发射红外辐射将 ＭＬＴ的能量释

放到外空间，会对大气造成显著的冷却，这是决定

ＭＬＴ的能量收支和动力学的主要因素（Ｒｏｂｌｅａｎｄ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９；Ｍｌｙｎｃｚａ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另

一方面，ＭＬＴ的辐射冷却通过热传导作用也会导

致热层大气收缩，从而改变热层大气密度，这会影响

处于其中的低轨卫星和轨道碎片的运动状态

（Ｅｍｍ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此外，ＣＯ２ 的红外辐射也直

接构成了这一区域的主要红外背景辐射，决定着此

区域的辐射传输特性（ＬóｐｅｚＰｕｅｒｔａｓａｎｄ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１）．然而，随高度增加，大气扩散分离作用和光离

解作用逐渐强于湍流混合作用，ＭＬＴＣＯ２ 会逐渐

偏离均匀混合，体积混合比（ＶＭＲ，ＶｏｌｕｍｅＭｉｘ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不再与低层大气一致，多尺度的大气输运过

程可能使其产生明显的时空分布（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Ｇａｒｃ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因此，开展 ＭＬＴ区域

的ＣＯ２ＶＭＲ时空分布特征研究，一方面，对准确地

认知中高层大气能量收支、动力学过程和全球气候

变化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空间环境安全的分

析也有明确的指导意义；最后，它也是精确分析临近

空间红外背景辐射特性的基本前提．

ＭＬＴＣＯ２ＶＭＲ最早的测量实验是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利用探空火箭搭载的质谱仪开展原位测量

（Ｏｆｆｅｒｍａｎｎａｎｄ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ｎ，１９７３；ＴｒｉｎｋｓａｎｄＦｒｉｃｋｅ，

１９７８）．但是，这种技术的测量不确定度很大，且只能

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和有限的时刻获取观测结果．临

边红外遥感技术是目前测量 ＭＬＴＣＯ２ 浓度的主要

手段，它使得全球规模的长期观测成为可能，包括两

种技术途径：一种是利用太阳掩星方式测量大气临

边吸收谱，反演吸收成分浓度；另一种是测量大气临

边发射谱，反演发射成分浓度．ＬóｐｅｚＰｕｅｒｔａｓ等

（２０００）和Ｒｅｚａｃ等（２０１５ｂ）详细介绍了早期的临边

遥感测量实验．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搭载于ＳＣＩＳＡＴ

卫星 平 台 的 ＡＣＥＦＴ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Ｂｅｒｎａｔｈ

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积累了超过１６年的全球观测数据．搭载

于ＴＩＭＥＤ（Ｔｈｅｒ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Ｍｅｓｏｓｐｈｅｒｅ

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卫星平台的ＳＡＢＥＲ（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ｕｓｉｎｇ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ｙ）

（Ｍｌｙｎｃｚａ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和搭载于ＥＮＶＩＳＡＴ卫星

平台的 ＭＩＰＡＳ（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ｆｏｒＰａｓｓｉｖ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Ｆｉｓ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分别积

累了１８年和８年的观测数据（Ｒｅｚａ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ａ；

ＪｕｒａｄｏＮａｖａｒ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Ｍｌｙｎｃｚａｋ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鉴于观测数据的积累量，早期 ＭＬＴＣＯ２ 浓度

的研究以平均垂直分布为主，ＬóｐｅｚＰｕｅｒｔａｓ等

（２０００）和Ｂｅａｇｌｅｙ等（２０１０）系统地总结了这些研

究．近几年，长时序卫星遥感数据的积累才使得

ＭＬＴＣＯ２ 浓度的全球时空变化特征研究成为可

能．Ｅｍｍｅｒｔ等（２０１２）利用 ＡＣＥＦＴＳ数据研究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间ＭＬＴＣＯ２ＶＭＲ的全球平均线性变

化趋势，展示出在９０～１０５ｋｍ之间ＣＯ２ＶＭＲ有约

８％／ｄｅｃａｄｅ的增长率，明显高于低层大气约５．５％／

ｄｅｃａｄｅ的增长率；Ｇａｒｃｉａ等（２０１６）的再分析得到相

似的结论．Ｙｕｅ等（２０１５）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的

ＳＡＢＥＲ数据得出的结果展示出，全球平均线性趋

势从８０ｋｍ开始超过低层大气，在１００ｋｍ以上达

到约１２％／ｄｅｃａｄｅ．然而，模拟结果展示出，ＣＯ２ＶＭＲ的

相对趋势在统计意义上几乎不随高度变化而改变

（Ｅｍｍ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Ｇａｒｃ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实测

结果与模拟结果间的差异得到广泛的关注．Ｑｉａｎ等

（２０１７）和Ｒｅｚａｃ等（２０１８）指出ＡＣＥＦＴＳ和ＳＡＢＥＲ的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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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及数据采样时空分布特征是分析其长期趋

势必须考虑的因素．

因此，针对 ＭＬＴＣＯ２ＶＭＲ的长期变化特征需

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另外，目前年际变化特征研究主

要针对年平均的长期趋势，对于其季节依赖以及其

他年际变化特征也需要开展研究．比如，ＭＬＴ区域

太阳紫外辐射诱发ＣＯ２ 光离解会导致其 ＶＭＲ对

太阳活动１１年循环（１１ｙｅａｒｓｏｌａｒｃｙｃｌｅ）有明显的

响应，需要定量地分析其响应特征；在数据时间序列

长度只有十几年的情况下，准确地说明长周期的年

际响应，对于正确提取长期趋势也是必不可少的

（Ｂｅｉｇ，２０１１）．

本文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的ＳＡＢＥＲ数据开展

ＭＬＴＣＯ２ＶＭＲ的年际变化特征分析．年际变化包

括它的长期趋势，以及它对 ＱＢＯ（ＱｕａｓｉＢｉａｎｎｕａｌ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ＳＯ（ＥｌＮｉ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ａｒ

Ｃｙｃｌｅ这些年际扰动的响应．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对原始数据时间序列拟合，定量提取年际变化，分析

其季节依赖和纬度分布．下文首先描述所采用的数

据和分析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再呈现对拟合

方法的分析以及长期趋势和年际扰动响应拟合系数

的分析；最后对本文的结果进行总结．

１　数据与分析方法

１．１　犛犃犅犈犚犆犗２犞犕犚

本文使用的ＳＡＢＥＲＣＯ２ＶＭＲ数据来自２００２—

２０１８年的ＳＡＢＥＲＬｅｖｅｌ２Ｃ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数据集．

ＳＡＢＥＲ是十通道宽谱带辐射计，波段覆盖１．２７～

１７μｍ，通过临边扫描，每个通道每天可以获得约

１４００条大气临边辐亮度廓线．搭载ＳＡＢＥＲ的ＴＩＭＥＤ

卫星平台约６０天绕自身轴转动一次，以保证辐射计

不被太阳直接照射，这导致ＳＡＢＥＲ扫描的纬度范

围在５４°Ｎ—８３°Ｓ和８３°Ｎ—５４°Ｓ之间交替改变．因

此，只有５４°Ｎ—５４°Ｓ的测量值是时间上连续的，本

文的研究范围就限定在这一区间内．另一方面，由于

ＴＩＭＥＤ卫星处于倾斜角７４°的准太阳同步轨道，

ＳＡＢＥＲ在指定纬度上采集数据的当地时是不固定

的，以约６０天的周期旋进２４ｈ，因此ＳＡＢＥＲ的辐

射测量数据是白天至夜晚连续变化的（Ｍｌｙｎｃｚａｋ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Ｒｅｚａｃ等（２０１５ａ）利用 ＳＡＢＥＲ４．３μｍ 通道

（２２８４～２４０９ｃｍ
－１）和１５μｍ通道（６０６～７１４ｃｍ

－１）的

辐亮度廓线联合反演 ＭＬＴ区域的温度廓线和ＣＯ２

ＶＭＲ廓线．在 ＭＬＴ区域４．３μｍ带和１５μｍ带的

大气发射辐射都存在显著的ｎｏｎＬＴＥ效应，必须使

用包含分子发射辐射机理的ｎｏｎＬＴＥ辐射传输模

型开展反演．但是，目前夜晚ＣＯ２４．３μｍ 带ｎｏｎ

ＬＴＥ机理存在较大的缺陷，导致只有白天的廓线能

正确反演（太阳天顶角小于８０°）．另外，为了去除

ＮＯ＋对４．３μｍ带发射辐射的混淆，反演算法直接

剔除了所有地磁扰动指数犓狆大于４的廓线（Ｒｅｚａｃ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ａ；２０１５ｂ）．

以上因素共同决定了ＳＡＢＥＲＣＯ２ ＶＭＲ数据

的当地时分布特征．图１以２０１３年为例，展示出一

年内所有反演廓线的当地时分布．图１ａ给出５２．５°Ｎ—

５２．５°Ｓ之间反演廓线的当地时分布，可以直观地看

到，同一天数据的当地时覆盖白天一个时段并随日

期变化逐渐迁移，没有反演数据的日期代表此时全

球廓线是在夜晚采集．图１ｂ给出２．５°Ｎ—２．５°Ｓ纬

度带的例子，当地时分布特征与全球相似，只是同一

天数据当地时分布更集中；而且每个纬度带都具有

类似的分布．因此，本文首先对原始数据在５２．５°Ｎ—

５２．５°Ｓ之间５°为间隔的纬度带内，以每个月及其前

后半个月的跨度进行月平均，得到有效分辨率为２

个月的月平均ＣＯ２ ＶＭＲ时间序列，以最大程度地

减小潮汐对年际变化的混淆作用．在结果与讨论部

分将进一步阐明这一选择的合理性．

另外，本文研究的高度范围就限定在６５～１０５ｋｍ，

因为在ＳＡＢＥＲＬｅｖｅｌ２Ｃ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中此高度范围

内的数据是真实反演值，其他高度的数据主要使用

模式值填充．

图２展示出南北半球和赤道区域五个典型纬度

带的ＳＡＢＥＲＣＯ２ＶＭＲ时间序列分布情况．各纬度

带ＣＯ２ＶＭＲ在８０ｋｍ左右开始偏离低层大气的均

匀混合状态（４００ｐｐｍｖ左右），随高度增加迅速减

小，在１００ｋｍ以上普遍降至１００～１５０ｐｐｍｖ．在各

纬度带，都可以直观地看到ＣＯ２ＶＭＲ在１７年间明

显地增大趋势，下面就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定量

提取长期线性趋势，并同步提取ＣＯ２ＶＭＲ对ＱＢＯ，

ＥＮＳＯ，ＳｏｌａｒＣｙｃｌｅ年际扰动的响应．

１．２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对每个纬度带、每个高度上的ＣＯ２ＶＭＲ时间

序列使用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表达如下：

ＣＯ２（狋）＝μ＋∑
４

狀＝１

α狀·ｃｏｓ
２π狋
犾（ ）
狀
＋β狀·ｓｉｎ

２π狋
犾（ ）（ ）
狀

＋γ·狋＋ξ１·ＱＢＯ１（狋）＋ξ２·ＱＢＯ２（狋）

＋η·ＥＮＳＯ（狋）＋ ·犉１０．７（狋）＋ε（狋），（１）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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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ＳＡＢＥＲＣＯ２ＶＭＲ全年所有廓线的当地时分布（以２０１３年数据为例）

（ａ）５２．５°Ｎ—５２．５°Ｓ之间所有廓线；（ｂ）２．５°Ｎ—２．５°Ｓ之间的廓线．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ｔｉｍｅｏｆｏｎｅｙｅａｒＳＡＢＥＲＣＯ２ＶＭ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２０１３）

（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５２．５°Ｎ—５２．５°Ｓ；（ｂ）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５°Ｎ—２．５°Ｓ．

（１）式中狋为时间，ＣＯ２（狋）代表ＣＯ２ ＶＭＲ的月平

均时间序列；ε（狋）为拟合结果与原始值间的差值，

即残差项．μ是回归模型的横截距．ｃｏｓ（２π狋／犾狀）和

ｓｉｎ（２π狋／犾狀）共同描述周期为犾狀 的季节振荡，本模型

包含了四种周期的季节振荡，分别为周期１２个月的

年振荡（ＡＯ，Ａｎｎｕａ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周期６个月的半

年振荡（ＳＡＯ，ＳｅｍｉＡｎｎｕａ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周期４个

月和３个月的两个高频谐振子（Ｙ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１）式中系数γ就是ＣＯ２ ＶＭＲ的线性增长率

（以下称长期趋势）．ＱＢＯ１（狋）、ＱＢＯ２（狋）、ＥＮＳＯ（狋）、

犉１０．７（狋）描述ＱＢＯ、ＥＮＳＯ和ＳｏｌａｒＣｙｃｌｅ，本模型采

用三种指示因子的月平均时间序列作为这些年际扰

动的参考时间序列（如图３所示）．对于 ＱＢＯ，采用

新加坡站址探空气球测量的３０ｈＰａ和１０ｈＰａ处的

赤道纬向风速度作为指示因子（ＲａｎｄｅｌａｎｄＷｕ，

１９９６；Ｂａｌｄｗ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如图３ａ所示，两个高

度的纬向风速度均呈现明显的准两年振荡，但是振

荡相位有约６个月的偏差，采用两个高度的赤道纬向

风完整表征ＱＢＯ，分别对应ＱＢＯ１（狋）和ＱＢＯ２（狋）．对

于ＥＮＳＯ，采用 ＭＥＩ（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ＥＮＳＯＩｎｄｅｘ）指

数作为指示因子（Ｒａｎｄ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Ｗｏｌｔｅｒａｎｄ

Ｔｉｍｌｉｎ，２０１１）．如图３ｂ所示，正值代表暖事件，即Ｅｌ

Ｎｉｏ；负值代表冷事件，即ＬａＮｉａ．对于太阳活动１１

年循环，采用犉１０．７指数作为指示因子，它是目前普遍

使用的太阳紫外辐射强度指数（Ｔａｐｐｉｎｇ，２０１３）．如图

３ｃ所示，展示出太阳紫外辐射从高峰到低谷再到高峰

的循环．系数ξ１、ξ２、η、 就是ＣＯ２ＶＭＲ对这些扰动

变化的响应率．在本模型中，γ、ξ１、ξ２、η、 均具有犃０＋

犃１ｃｏｓ（２π狋／１２）＋犃２ｓｉｎ（２π狋／１２）＋犃３ｃｏｓ（２π狋／６）＋

犃４ｓｉｎ（２π狋／６）的形式，以说明各年际变化的季节依

赖特征．每个系数的不确定度估计方法可以表达如

下（ＲａｎｄｅｌａｎｄＣｏｂｂ，１９９４；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σ
２
＝｛σ２（犃０）＋σ２（犃１）ｃｏｓ２ ２π狋（ ）１２ ＋σ２（犃２）ｓｉｎ２

２π狋（ ）１２ ＋…

＋２［σ２（犃０，犃１）ｃｏｓ２π狋（ ）１２
＋σ

２（犃０，犃２）ｓｉｎ
２π狋（ ）１２

＋…］｝，
（２）

式中σ
２（犃０），σ

２（犃０，犃１）等是每个系数拟合产生的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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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典型纬度带的月平均ＣＯ２ＶＭＲ的时间高度分布

单位是ｐｐｍｖ，等值线间隔为３５ｐｐｍｖ，（ａ）—（ｅ）子图中４０°Ｎ…４０°Ｓ是各纬度带的中心．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ｍｅａｎＣＯ２ＶＭＲｉｎ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ｂｉｎｓ

Ｔｈｅｕｎｉｔｉｓｐｐｍｖ．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ｅｖｅｌｓａｒｅ３５ｐｐｍｖ．４０°Ｎ…４０°Ｓａｒｅ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ｂｉｎｓｉｎ（ａ）—（ｅ）．

方差和协方差．季节依赖表示各年际变化在不同的

季节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变化率，年际变化的平均状

态（称为年平均值）就是对各季节的变化系数取

平均．

鉴于ＣＯ２ＶＭＲ绝对值在 ＭＬＴ区域随高度变

化，以下分析的长期趋势和年际扰动响应系数都采

用相对值，相对值就是将拟合得到的系数除以对应

时间序列的平均值．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拟合方法的分析

为了说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可以准确捕

捉到原始序列中的变化，基于不包含残差项的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利用拟合得到的系数重构回归拟合

时间序列，将重构序列与对应的ＳＡＢＥＲ实测序列

对比．图４展示出一组２．５°Ｎ—２．５°Ｓ纬度带的对比

示例，很明显，在所呈现的８０ｋｍ、９０ｋｍ、１００ｋｍ三

个高度上，重构结果可以很好地捕捉到实测序列中

的振荡变化，两者的相关系数在三个高度上分别达

到０．９７，０．９６，０．９４．

图５进一步展示出所有纬度带的所有高度上重

构序列与实测序列的相关系数．在本研究的纬度和

高度范围内，两者相关系数都超过０．８，绝大多数序

列的相关系数都在０．９以上．这表明本文采用的拟

合方法可以准确捕捉原始序列的变化特征．

２．２　犕犔犜犆犗２犞犕犚长期趋势

为了说明ＳＡＢＥＲ采样方式对分析结果的影

响，将多元线性回归拟合同时应用于几种类型的时

间序列，分别是：ＳＡＢＥＲ原始数据产生的单月平均

时间序列（图６中“ＳＡＢＥＲ＿ｍｏｎｔｈｌｙ”）和双月平均

时间序列（图６中“ＳＡＢＥＲ＿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ＷＡＣＣＭ

（Ｗｈｏｌ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ｏｄｅｌ）模

式输出值按ＳＡＢＥＲＣＯ２ ＶＭＲ纬度高度当地时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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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三种年际扰动的指示因子的月平均时间序列

（ａ）ＱＢＯ指示因子；（ｂ）ＥＮＳＯ指示因子；（ｃ）太阳活动１１年循环指示因子．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ＱＢＯ；（ｂ）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ＥＮＳＯ；（ｃ）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１１ｙｅａｒｓｏｌａｒｃｙｃｌｅ．

图４　８０ｋｍ、９０ｋｍ、１００ｋｍ处的ＣＯ２ＶＭＲ时间序列（以２．５°Ｎ—２．５°Ｓ纬度带为例）

黑线代表ＳＡＢＥＲ实测数据，红线代表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构的数据．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Ｏ２ＶＭＲａｔ８０ｋｍ，９０ｋｍａｎｄ１００ｋｍ（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２．５°Ｎ—２．５°Ｓ）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ＳＡＢ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分布重采样的数据集产生的单月平均时间序列（图

６中“ｓａｍｐｌｅｄ＿ＷＡＣＣＭ＿ｍｏｎｔｈｌｙ”）和双月平均时

间序列（图６中“ｓａｍｐｌｅｄ＿ＷＡＣＣＭ＿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ＷＡＣＣＭ是目前用于中高层大气模拟的最先进模

式，被广泛用于中高层大气成分浓度分布、动力学过

程等问题的研究（Ｍａｒｓ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Ｇａｒｃｉ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ＷＡＣＣＭ 的重采样数据同样取自ＳＡＢＥＲ

Ｌｅｖｅｌ２Ｃ数据集．这里所谓单月平均序列就是将每

个月的所有原始数据平均，作为本月平均值；双月平

均序列就是每月平均值都使用本月及其前后半月的

所有原始数据平均，即本文采用的方式．

图６展示出几种类型时间序列提取的长期趋势

的全球平均结果．为了方便说明问题，图中引用了

Ｇａｒｃｉａ等（２０１６）给出的结果，即全球均匀网格内每

天六小时一组输出值的完整 ＷＡＣＣＭ 序列提取的

长期趋势（图６中“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ＡＣＣＭ”）．根据Ｇａｒｃｉａ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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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０１６），在６５～１０５ｋｍ之间模式预测的相对趋

势由５．５±０．１％／ｄｅｃａｄｅ略减小至４．６±０．５％／

ｄｅｃａｄｅ．时空分布均匀的数据序列，无论采用单月平

均还是双月平均，不会对长期趋势的提取产生影响，

图５　拟合重构时间序列与实测值时间序列的

相关系数的纬度高度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可以作为理想参照．这是因为完整 ＷＡＣＣＭ 模式值

具有规则的当地时分布，不管哪种平均方式都可以

完全消除潮汐变化的影响．然而，根据图６ａ，重采样

的 ＷＡＣＣＭ明显受到月平均方式的影响，单月平均

的结果在所有高度上都相比理想结果变大，双月平

均的结果总体上与理想参照结果符合得更好．这主

要是因为重采样后的 ＷＡＣＣＭ 数据的当地时具有

图１展示出的特征，单月平均会造成潮汐变化混淆

进时间序列中，被误作季节变化或年际变化特征；而

双月平均使ＣＯ２ＶＭＲ近似代表当月的白天平均状

态，可以很大程度降低潮汐的影响．需要指出，由于

重采样数据的当地时分布仍具有一定不规则性，双

月平均也不能总是完全消除潮汐影响，但在统计意

义上，它的趋势与理想结果可以认为一致．图６ｂ展

示出ＳＡＢＥＲ实测数据在两种月平均方式下的差异

更显著，月平均结果在８０ｋｍ以上出现明显地增大，

双月平均结果则保持在５％～５．５％／ｄｅｃａｄｅ，双月平均

结果与完整ＷＡＣＣＭ 的结果在统计意义上是相符合

的．可以得出结论：采用双月平均时间序列是目前

图６　全球平均的长期趋势对比

（ａ）完整 ＷＡＣＣＭ数据集提取的趋势，按ＳＡＢＥＲ数据时空分布重采样的 ＷＡＣＣＭ数据集分别按单月平均和双月平均序列提

取的趋势；（ｂ）完整ＷＡＣＣＭ 趋势与ＳＡＢＥＲ按单月平均和双月平均序列提取的趋势；（ｃ）完整ＷＡＣＣＭ 趋势，重采样的ＷＡＣＣＭ

和ＳＡＢＥＲ按双月平均序列提取的趋势．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ｒｅｎｄｓ

（ａ）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ＡＣＣＭ，ＳＡＢＥＲｌｉｋｅｓａｍｐｌｅｄＷＡＣＣＭ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ｍｏｎｔｈｌｙｂｉｎａｎｄ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ｂｉ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ＡＣＣＭ，ＳＡＢＥＲ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ｎｄ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ｃ）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ＡＣＣＭ，ＳＡＢＥＲａｎｄＳＡＢＥＲｌｉｋｅｓａｍｐｌｅｄＷＡＣＣＭ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ＡＣＣＭ

ｒｅｓｕｌｔｉｓａｄａｐｔｅｄｆｒｏｍＧａｒｃ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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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ＢＥＲＣＯ２ＶＭＲ数据提取年际变化特征更可信的方

式．图６ｃ重新比较了双月平均下ＳＡＢＥＲ与 ＷＡＣＣＭ

的相对趋势，由于时空采样不规则ＳＡＢＥＲ结果与重采

样ＷＡＣＣＭ 结果在８０ｋｍ以上的不确定度都明显扩

大，但两者符合得更好．使用模式结果与ＳＡＢＥＲ实测

结果比较时，也应该选择按ＳＡＢＥＲ时空分布重采样的

数据进行对比．

图７展示出长期趋势随纬度高度的分布，这里

给出的结果都是年平均的相对趋势．－５０°代表５０°

Ｓ，５０°代表５０°Ｎ，其他同理．可以看出，对原始数据

月平均和双月平均提取的长期趋势在纬度分布上呈

现更显著的差异．ＳＡＢＥＲ月平均序列在２０°Ｎ 的

１０５ｋｍ处出现９．２％／ｄｅｃａｄｅ的极大值，接近低层

大气长期趋势的两倍；但是双月平均提取的趋势纬

度分布比较均匀，随高度增加，有略微降低．ＳＡＢＥＲ

与重采样 ＷＡＣＣＭ 的双月平均结果相符合得也更

好．重采样 ＷＡＣＣＭ在中间层顶与低热层的长期趋

势有一定幅度变化，高纬度区域出现７％／ｄｅｃａｄｅ的

极大值，但高纬度区域样本量更少，导致更大的拟合

不确定度，因此在统计意义上认为ＳＡＢＥＲ长期趋

势与 ＷＡＣＣＭ模式结果符合得较好．

这一结果得到目前的动力学观测证据的支持．

重力波活动强度是湍流垂直混合强度的直接体现，

因此是ＭＬＴ区域ＣＯ２ＶＭＲ分布的决定因素（Ｒｉｃｈｔ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Ｇａｒｃ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Ｌｉｕ等（２０１７）对

ＳＡＢＥＲ温度数据提取的重力波进行年际变化分

析，展示出在 ＭＬＴ区域没有全球性的统计显著的

重力波活动强度长期趋势．但应该指出，只有部分波

长的重力波被提取分析，全面地研究 ＭＬＴ区域动

力学过程及其对ＣＯ２ＶＭＲ分布的影响仍然是十分

重要且迫切的．

图８展示出长期趋势对季节的依赖，２０°Ｎ纬度

带（１７．５°Ｎ—２２．５°Ｎ）的结果作为示例给出，其他纬

度带的结果具有相似的特征．需要说明，图８及以后

图７　长期趋势纬度高度分布的比较

（ａ）ＳＡＢＥＲ月平均拟合结果；（ｂ）ＳＡＢＥＲ双月平均拟合结果；（ｃ）重采样 ＷＡＣＣＭ月平均拟合结果；

（ｄ）重采样 ＷＡＣＣＭ双月平均拟合结果．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ｒｅｎｄｓ

（ａ）ｆｒｏｍＳＡＢＥＲｍｏｎｔｈｌｙ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ｂ）ｆｒｏｍＳＡＢＥＲ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ｃ）ｆｒｏｍｓａｍｐｌｅｄＷＡＣＣＭｍｏｎｔｈｌｙ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ｄ）ｆｒｏｍｓａｍｐｌｅｄＷＡＣＣＭ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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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长期趋势的季节依赖分布（２０°Ｎ纬度带的结果）

（ａ）ＳＡＢＥＲ的结果；（ｂ）对应的重采样 ＷＡＣＣＭ的结果．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ｒｅｎｄ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２０°Ｎ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ｂａｎｄ）

（ａ）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ＡＢＥＲ；（ｂ）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ｄＷＡＣＣＭ．

的结果均在双月平均方式下得到．根据图８ａ，在

ＭＬＴ区域ＣＯ２ＶＭＲ长期趋势有明显的季节性改

变，在所有的高度上，增长率都存在明显的极小值并

逐渐恢复到较大值，极小值出现的月份随高度增加

逐渐向后迁移；且越高的高度上，极小值月份的增长

率降低越明显，即长期趋势的季节性变化越剧烈．在

６５ｋｍ处，增长率极小值为５．２％／ｄｅｃａｄｅ，出现在４

月份，随后逐渐扩大到最大６．４％／ｄｅｃａｄｅ；在１０５ｋｍ

处，增长率极小值降至３．３％／ｄｅｃａｄｅ，出现在６月份和

７月份，随后逐渐扩大到最大６．１％／ｄｅｃａｄｅ．图８ｂ

展示出重采样 ＷＡＣＣＭ 在对应纬度带的长期趋势

季节依赖，在总体形式上，模式能再现ＳＡＢＥＲ数据

的特征，但定量分布仍存在一定差距．考虑到

ＷＡＣＣＭ在对ＭＬＴＣＯ２ＶＭＲ季节纬度变化的定

量预测方面仍存在一定偏差（Ｇａｒｃ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Ｒｅｚａ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ｂ），长期趋势季节依赖的定量偏

差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进一步解释长期趋势的季节性变化特征，

图９展示出ＭａｕｎａＬｏａ地面观测站的ＣＯ２ＶＭＲ季

节性长期趋势．ＭａｕｎａＬｏａ地面观测站位于１９．５°Ｎ，

１５５．６°Ｗ，是监测全球近地面ＣＯ２ＶＭＲ本底值变化

的主要站址（Ｅｔｈｅｒｉｄｇ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利用本文的

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 ＭａｕｎａＬｏａ观测站２００２—

２０１８年的ＣＯ２ＶＭＲ月平均值进行分析．根据图９，

近地面ＣＯ２ＶＭＲ的长期趋势也存在季节性改变，８月

份最低，为５．５１％／ｄｅｃａｄｅ，在春冬季增速至５．６０％／

ｄｅｃａｄｅ附近．这主要是因为夏季的植被大量吸收大

气中的碳，更高的温度也有利于海洋吸收大气中的

碳，从而减缓大气中碳浓度的增长速率．这种线性增

图９　ＭａｕｎａＬｏａ地面观测站测量的ＣＯ２ ＶＭＲ（２００２—

２０１８）提取的长期趋势季节依赖（黑线）；一年的月平均

ＣＯ２ＶＭＲ（蓝线）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ｔｒｅ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ＣＯ２ ＶＭＲａｔＭａｕｎａＬｏａ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ａｔｉｏｎ；

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ｓ；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ｏｎｅｙｅａ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Ｏ２ＶＭＲａｔｔｈｉｓｓｔａｔｉｏｎ

长速率的季节性改变随着大气的垂直输运过程影响

了中高层大气的ＣＯ２ ＶＭＲ线性增长率，使其同样

具有季节性改变．由于ＣＯ２ ＶＭＲ被输运到上层大

气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时间延迟（Ｂｉｓｃｈｏｆｅｔａｌ．，

１９８５；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线性增长率极小值随高

度增加而向后延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应该看到，在

近地面增长率的季节性变化不到０．１％／ｄｅｃａｄｅ，而

ＭＬＴ区域的季节性变化在１％／ｄｅｃａｄｅ以上．这主

要是因为ＣＯ２ＶＭＲ的季节振荡绝对幅度在 ＭＬＴ

区域显著大于近地面．根据图９蓝线展示出的

ＭａｕｎａＬｏａＣＯ２ ＶＭＲ一年的月平均值，在近地面

ＣＯ２ＶＭＲ的季节振荡较小，约６ｐｐｍｖ左右；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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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图２，ＭＬＴ区域ＣＯ２ＶＭＲ在偏离均匀混合后季

节振荡显著扩大，在１００ｋｍ处达到４０ｐｐｍｖ以上．

２．３　犕犔犜犆犗２犞犕犚对年际扰动的响应

图１０展示出ＳＡＢＥＲＣＯ２ＶＭＲ对３０ｈＰａＱＢＯ

和１０ｈＰａＱＢＯ扰动项的响应系数（年平均值）随纬

度和高度的分布，阴影区域表示对 ＱＢＯ扰动的响

应在２σ置信度水平上是不显著的，即统计意义上实

际响应系数与零值是不可区分的．可以看到，

ＳＡＢＥＲＣＯ２ＶＭＲ对 ＱＢＯ扰动的响应是很弱的，

最大的响应系数为０．４５％／１０ｍｓ－１；而且绝大多数

情况，对ＱＢＯ的响应是统计不显著的．

图１１展示出ＳＡＢＥＲＣＯ２ ＶＭＲ对ＥＮＳＯ扰

动项的响应系数．类似于 ＱＢＯ响应，分析结果显

示，在所有纬度带的所有高度上ＳＡＢＥＲＣＯ２ＶＭＲ

对ＥＮＳＯ的响应都是很弱且不显著的．实际上，将

ＱＢＯ和ＥＮＳＯ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移除，并不

会明显改变其他系数的大小．

图１２展示出ＳＡＢＥＲＣＯ２ＶＭＲ对太阳活动１１年

循环的响应系数．在８０～１００ｋｍ的绝大多数区域，

ＳＡＢＥＲＣＯ２ＶＭＲ对太阳活动存在显著的负响应，且

太阳活动响应具有明显的半球不对称分布．在南半球，

响应系数保持在－１．５％／１００ｓｆｕ至－１％／１００ｓｆｕ；但在

北半球，响应系数绝对值从低纬度向高纬度逐渐增加，

在５０°Ｎ的１００ｋｍ附近达到－５．７％／１００ｓｆｕ的极值．

图１０　ＣＯ２ＶＭＲ（ａ）对３０ｈＰａＱＢＯ；（ｂ）对１０ｈＰａＱＢＯ的响应系数的纬度高度分布，

阴影区域表示结果在２σ置信度上是统计不显著的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２ＶＭＲ．Ｔｈｅｓｈａｄｅｒｅｇｉｏｎ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ａｒｅ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ｔ２σ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ａ）ｔｏＱＢＯａｔ３０ｈＰａ；（ｂ）ｔｏＱＢＯａｔ１０ｈＰａ

图１１　类似于图１０，ＣＯ２ＶＭＲ对ＥＮＳＯ的响应系数的

纬度高度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ｕｒｅ１０，ｂｕｔｆｏｒＥＮＳＯ

图１２　类似于图１０，ＣＯ２ＶＭＲ对太阳活动１１年循环的

响应系数的纬度高度分布

Ｆｉｇ．１２　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ｕｒｅ１０，ｂｕｔｆｏｒ１１ｙｅａｒｓｏｌａｒｃｙｃ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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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期 刘栋等：中间层与低热层二氧化碳体积混合比的年际变化特征研究

　　根据目前已知的机制，ＭＬＴ区域ＣＯ２ＶＭＲ对

太阳活动１１年循环的响应主要来自于两种过程．第

一，根据Ｇａｒｃｉａ等（２０１４），太阳紫外辐射对ＣＯ２ 的

光解离作用对 ＭＬＴＣＯ２ＶＭＲ分布的影响是不可

忽略的，因此太阳活动变化会直接改变 ＭＬＴ 区域

的ＣＯ２ＶＭＲ．光解离作用导致ＣＯ２ＶＭＲ对太阳活

动变化有负响应，但是这一机制引起的响应应该是

全球均匀的．第二，太阳活动变化也影响 ＭＬＴ区域

的重力波活动及湍流垂直混合作用，进而间接引起

ＣＯ２ＶＭＲ同步变化．根据 Ｌｉｕ等（２０１７），ＳＡＢＥＲ

温度数据提取的重力波活动强度对太阳活动１１年

循环的响应在８０ｋｍ以上是负的，且存在明显的北

半球强于南半球的半球不对称分布，因此这一机制

可以解释８０ｋｍ以上ＣＯ２ＶＭＲ对太阳活动１１年

循环负响应的半球不对称性．

应该看到，在１００ｋｍ以上，ＳＡＢＥＲＣＯ２ＶＭＲ

对太阳活动的响应在中高纬度区域仍然是负的，但

在赤道附近出现０．５％／１００ｓｆｕ的正响应；弱的正响

应也出现在６５～７５ｋｍ之间的绝大多数区域．ＭＬＴ

区域ＣＯ２ＶＭＲ对太阳活动的正响应目前看来没有

合适的物理机制可以解释．可能的原因是，要么存在

其他接近１０年周期的 ＭＬＴ 区域扰动特征与太阳

活动１１年循环混淆，要么是由于ＳＡＢＥＲ时空采样

不规则导致的人为变化特征与太阳活动１１年循环

混淆．这些再次表明，需要对 ＭＬＴ动力学过程及

ＣＯ２ＶＭＲ分布的影响机制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同

时需要更多的观测实验以及更好的反演模型，以获

取持续时间更长、分布更规则的数据集（比如包含夜

晚ＣＯ２ＶＭＲ）．

３　总结

本文利用目前对 ＭＬＴ区域持续观测时间最长

的ＳＡＢＥＲ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间的ＣＯ２ ＶＭＲ反演

数据集研究了 ＭＬＴＣＯ２ＶＭＲ的年际变化特征．利

用 ＭＬＴＣＯ２ＶＭＲ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拟合时间序

列，获得各种变化特征在５０°Ｓ—５０°Ｎ之间６５～１１０ｋｍ

范围内的定量分布．基于拟合系数的重构序列与实

测值序列的对比结果证明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能够

准确捕捉时序中的变化特征．结合 ＷＡＣＣＭ模式值

的对比分析，表明了采用双月平均时间序列提取年

际变化特征可以更好地去除潮汐混淆作用，给出更

可信的年际变化特征结果．

根据本文的分析方法，ＳＡＢＥＲＣＯ２ ＶＭＲ在

ＭＬＴ区域呈现的长期趋势总体是稳定的．全球平

均值在６５ｋｍ处为５．８±０．１％／ｄｅｃａｄｅ，随高度增加

有小幅度下降，在１０５ｋｍ处为４．３±１．２％／ｄｅｃａｄｅ；

结果与 ＷＡＣＣＭ模式预测结果在统计意义上相符．

长期趋势的纬度分布在统计意义上是均匀的，在９０ｋｍ

以下均保持在５．５％／ｄｅｃａｄｅ左右，在９０ｋｍ以上降

低到４．５％／ｄｅｃａｄｅ左右．长期趋势具有明显的季节

依赖，长期趋势在特定的月份出现极小值，在其他月

份逐渐恢复为较大值；季节性改变随高度增加幅度

增大，极小值出现月份随高度增加向后迁移．这主要来

源于低层大气ＣＯ２ＶＭＲ线性增长速率的季节性改变．

ＳＡＢＥＲＣＯ２ＶＭＲ在ＭＬＴ区域对ＱＢＯ和ＥＮＳＯ

的响应很弱，在绝大多数区域没有统计显著的响应．对

太阳活动１１年循环有显著的响应，在８０ｋｍ以上响应

主要是负的，且具有明显的半球不对称分布，极值

－５．７％／１００ｓｆｕ出现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ＣＯ２

ＶＭＲ对太阳活动１１年循环的响应特征可以根据

紫外辐射光解离和湍流混合作用机制解释．在６５～

７５ｋｍ之间和１０５ｋｍ的赤道附近呈现弱的正响应，

目前没有合适的机制可以解释．本文对 ＭＬＴＣＯ２

ＶＭＲ年际变化特征的研究也表明对 ＭＬＴ区域动

力学过程及其对ＣＯ２ＶＭＲ分布的影响机制需要更

深入的研究；为获取更可靠的结果，持续时间更长、

时空分布更规则的观测数据集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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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Ｗ，Ｘｕｅ Ｘ，Ｃｈｅｎ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Ｑｕａｓｉ９０ｄａｙ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Ｌ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ｔｌｏｗ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Ｋｕｎｍｉｎｇ

ｍｅｔｅｏｒｒａｄａｒａｎｄＳＡＢＥＲ．犈犪狉狋犺犪狀犱犘犾犪狀犲狋犪狉狔犘犺狔狊犻犮狊，３：

１３６１４６．ｄｏｉ：１０．２６４６４／ｅｐｐ２０１９０１３．

ＹｕｅＪ，ＲｕｓｓｅｌｌＩＩＩＪ，ＪｉａｎＹ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ｙＳＡＢＥＲ．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犔犲狋狋犲狉狊，４２（１７）：７１９４７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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