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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气边界层对云和对流的发展、演变有重要作用．本文回顾了在大气边界层高度计算方法，边界层的时空分

布特征、结构和发展机理，以及边界层参数化方案等方面的主要研究进展．大气边界层高度计算方法主要分为基于

大气廓线观测数据计算和基于模式参数化方案计算两大类；大气边界层高度频率分布形态具有明显的日变化特

征，并且稳定、中性和对流边界层高度的频率分布呈现出不同的Ｇａｍｍａ分布特征；地面湿度状况对边界层发展影

响明显，对于不同的下垫面热力性质和地形状况，大气边界层高度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青藏高原边界层高度明

显高于一般平原地区；在强烈的地面加热驱动下，对流边界层与残余层通过正反馈机制循环增长可以形成４０００ｍ

以上的超高大气边界层；研制大气边界层、浅对流以及云物理方案的统一参数化框架是未来数值预报模式的发展

趋势．

关键词　大气边界层高度；超高对流边界层；边界层参数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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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大气边界层通常指大气底部直接受地球表面影

响的一层，其高度约为１～１．５ｋｍ，响应时间尺度小

于１小时（Ｓｔｕｌｌ，１９８８），是地球各个圈层相互作用的

关键区域．受地面热力与动力影响，该层大气运动具

有明显的湍流性质，并且湍流过程对热量、动量和水

汽的垂直输送导致气象要素呈现显著的日变化，因

此多尺度大气边界层过程在中尺度气象模式、大气

环流模式、天气预报模式、气候预测模式以及大气环

境质量预报模式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刘树华

等，２０１３）．大气边界层高度也是判断湍流混合、垂直

扰动、对流传输、云带、大气污染物扩散以及分析大

气环境容量的主要特征量（ＴｈｅｒｒｙａｎｄＬａｃａｒｒèｒｅ，

１９８３；ＨｏｌｔｓｌａｇａｎｄＢｏｖｉｌｌｅ，１９９３；ＨｏｎｇａｎｄＰａｎ，

１９９６；Ｂｅｙｒｉｃｈ，１９９７；Ｃｏｌｌ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刘树华等，

２０１３），对云、对流以及大气污染的发展、演变有重要

影响，因此数值预报模式对边界层高度的精细参数

化不够已经成为制约天气、气候数值预报模式和环

境质量预报模式发展的瓶颈之一（ＹａｎａｉａｎｄＬｉ，

１９９４；Ｇａｒｒａｔｔ，１９９４；Ｂａｋｌａｎ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刘树华

等，２０１３；Ｍ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同时，由于大气边界层

是人类活动空间区域所在地，发生在大气边界层内

的相关环境问题直接关系人类的健康与生存，因此

大气边界层的研究长期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较早的边界层研究主要集中在近地层（图１），

其中湍流理论和大气探测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大气边

界层研究（ＭｏｎｉｎａｎｄＯｂｕｋｈｏｖ，１９５４）．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飞机、雷达、系留气球、卫星遥感等大

气探测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值模拟技术的出现，促使

大气边界层研究逐渐从近地层扩展至整个边界层．

大气边界层一般可分为对流、稳定和中性三类，它们

的物理性质有着明显的差异．Ｃｌａｒｋｅ等（１９７１）和

Ｋａｉｍａｌ等（１９７６）分别给出了稳定和对流边界层气

象要素的垂直分布结构；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１９７２）首次开展

了对中性和对流边界层的大涡数值模拟．这些研究

极大地加深了对大气边界层特征的认识，特别是关

于大气边界层的区域性特征．青藏高原作为全球最

大的复杂地形，其边界层过程的独特性吸引着国内

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如，叶笃正等，１９５８；Ｔａｏａｎｄ

Ｄｉｎｇ，１９８１；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左洪超等，２００４；Ｌｉａｎｄ

Ｇａｏ，２００７；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吕雅琼等，２００８；陈学

龙等，２０１０；李茂善等，２０１１；赵平等，２０１８；Ｚｈａ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当前非均匀或复杂下垫面、特殊地区和气象条

件下的大气边界层特征已经成为国际边界层气象学

研究的重点，而外场观测和数值模拟已经成为研究

大气边界层特征和形成发展机制的重要方法（张强

和胡隐樵，２００１；胡非等，２００３）．刘辉志等（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从理论研究、观测试验和数值模拟等方面总结

了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期间关于“边界层湍流结构和物质、

能量交换规律”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通过采用更精

细的探空数据以及新的再分析数据，边界层气象学

在研究大尺度空间范围大气边界层高度的气候学统

计特征方面取得新进展，特别是在超过４０００ｍ的

超高大气边界层高度的特征及其发展机理方面突破

了传统认识，为大气边界层参数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下面我们围绕“大气边界层高度及其发展机理”，就

大气边界层高度的分析方法、时空特征，极端气候区

的特殊边界层结构和发展机理，边界层参数化方案

等方面的主要研究进展，以及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作简要评述．

１　大气边界层过程机理

由大气边界层气象学（Ｓｔｕｌｌ，１９８８）得知，无论

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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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地或海洋之上，大气边界层高度的共同特征是

高气压区的边界层高度比低气压区的低，海洋上空

的边界层高度时空变化比陆地的小．大气边界层的

结构及其演变具有显著的日变化特征．日出后（图

２），太阳辐射对地面加热，近地层产生的热通量增加

使湍流混合加强，大气边界层高度升高，边界层内的

热力和动力混合均匀，风速、温度和比湿随高度变化

较小，此时称为混合层（即对流边界层）．日落后，地

面长波辐射冷却，湍流输送减弱，近地层形成稳定边

界层，其上层混合层从地面向上抬升，大气湍流特性

显著减弱，但仍保持白天混合层气象要素分布特征，

与上层自由大气明显不同，被称为剩余层．由于大气

边界层顶常有逆温层存在，它抑制湍流混合向上发

展，从而形成大气边界层与自由大气的界线．

地球表面通过混合层与自由大气层进行热量、

动量和水汽交换，混合层过程是大气边界层的主要

过程（图２）．在此过程中，首先，地面层和大气边界

层之间的交换在混合层中达到充分混合；其次，充分

混合的边界层空气穿越逆温层，进入自由大气层，实

现大气边界层内大气要素与自由大气之间的交换．

此外，由于混合层顶常有强逆温层和下沉夹卷运动，

进入逆温层的湍涡往往会下沉返回混合层，实现逆

温层和混合层的交换．

２　大气边界层高度的计算方法

影响大气边界层高度的主要因素有：地表太阳

辐射热力扰动过程、地形动力扰动过程、大气边界层

顶夹卷热力动力过程以及水平和垂直扩散过程等．

因此，大气边界层高度的时空变化是非定常的，无法

通过常规气象观测直接获取．大气边界层高度总体

上可以通过大气要素廓线观测数据和参数化或模式

图１　大气边界层研究进展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ＡＢＬ）

图２　陆地上高压区的大气边界层结构（对“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ｈｉｈｕ．ｃｏｍ／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２１７６３７４８／ａｎｓｗｅｒ／３１２３１１２５”图进行了修改）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ｉｎａ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ｇｉｏｎｏｖｅｒｌａｎｄ

（ａ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ｈｉｈｕ．ｃｏｍ／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２１７６３７４８／ａｎｓｗｅｒ／３１２３１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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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到（Ｓｅｉｂ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０）．依据观测方式的不

同，大气要素廓线观测数据方法又分为直接观测

（包括无线电探空、系留气球、边界层铁塔和飞机

观测等）和遥感观测（包括声雷达、激光雷达、多普

勒天气雷达、边界层风廓线雷达、微波辐射计等，

可通过地基、机载和星载等多种方式）两种；各种

观测平台的数据具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表１）．大

气边界层高度参数化计算方法主要有：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

（１９７２）方法，Ｐｉｅｌｋｅ和 Ｍａｈｒｅｒ（１９７５）方法等；大气

边界层高度模式计算方法主要有：ＭＹＪ（Ｍｅｌｌｏｒ

ＹａｍａｄａＪａｎｊｉｃ）和 ＹＳＵ（Ｙｏｎｓ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参数化

方案．

表１　计算大气边界层高度的观测平台及性能（犛犲犻犫犲狉狋犲狋犪犾．，２０００）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犲犪狊狌狉犻狀犵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狊犳狅狉狋犺犲犃犅犔犺犲犻犵犺狋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犛犲犻犫犲狉狋犲狋犪犾．，２０００）

方法 优势 缺点

直接

观测

平台

无线电探空

长期观测，资料连续，可用于气候尺度研究

通信网络传输延时短，便于业务应用

与自由大气观测兼容

几分钟内倾斜上升穿过边界层

每天固定时刻探测，时间分辨率低

空间漂移大，影响测风精度

系留气球
可改变上升速度调控垂直分辨率

能够观测湍流和痕量气体浓度

限于野外试验，观测高度低于５００ｍ
大风和强对流天气时无法工作

气象铁塔
可长时间连续观测，低层垂直分辨率高

可以加载多种传感器设备，实现气象、化学和湍流观测

成本较高

探测高度一般在５０～３００ｍ

遥感

观测

平台

飞机观测
时间、空间分辨率高，满足中小尺度研究

可以加载多种传感器设备，实现气象、化学和湍流观测

成本较高，一般用于野外试验

一般在白天探测

受天气条件、航线限制

多普勒天气

／风廓线雷达

可应用地基和机载等多种平台

ＲＨＩ／ＰＰＩ体扫模式可获取三维空间信息

采样率高，能够持续运行

最低探测高度高于２００ｍ
垂直分辨率低（５０～２５０ｍ）

成本较高，晴空时无法有效探测

探测风速分量，结果难于精确解释

激光雷达

可应用地基和机载等多种平台

ＲＨＩ／ＰＰＩ体扫模式可获取三维空间信息

采样率高，直接探测气溶胶（污染物）信息

成本较高，因安全因素难于无人值守

空间分辨率低，需要大气有颗粒物存在

物质聚积层与湍流边界层不等价，探测结果难于精确解释

声雷达

操作简便、经济适用，可无人长期运行

时间和垂直空间分辨率高

小型雷达可以探测浅薄的稳定边界层

有限的探测距离（５００～１０００ｍ）

噪声污染

探测结果易受干扰，难于精确解释

２．１　无线电探空

无线电探空是计算边界层高度最为常用的数据

源，其原理为识别探空观测要素或相关物理量自大

气边界层转变为自由大气层所具有的特征高度

（Ｓｅｉｂ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Ｓｅｉｄ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０），通常由诊

断探空观测的温度、湿度和风速廓线得到（表２），其

中基于位温或虚位温廓线判断边界层高度最为常

用．如，用位温梯度明显不连续的高度（即位温梯度

法）（ＬｉｕａｎｄＬｉａｎｇ，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白天

对流发展时的混合层顶高度（即气块法）（Ｈｏｌｚｗｏｒｔｈ，

１９６４）以及高抬的逆温层顶高度（Ｓｅｉｄ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均可定义对流边界层高度；Ｂｒａｄｌｅｙ等（１９９３）以近地

面逆温层顶作为稳定边界层高度；Ｌｉｕ和 Ｌｉａｎｇ

（２０１０）通过近地层位温层结状态将边界层细分为稳

定、中性和不稳定三类．此外，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数（犚犻）算

法也常常被用来估算边界层高度（ＴｒｏｅｎａｎｄＭａｈｒｔ，

１９８６；ＶｏｇｅｌｅｚａｎｇａｎｄＨｏｌｔｓｌａｇ，１９９６），这种方法是将

犚犻达到指定阈值所对应的最低高度定义为边界层

顶，适用于稳定和对流边界层，该算法对探空观测数

据的垂直分辨率要求不高，适合于大量数据统计

表２　基于廓线数据的大气边界层高度计算方法

（犛犲犻犱犲犾犲狋犪犾．，２０１０）

犜犪犫犾犲２　犆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狊狅犳狋犺犲犃犅犔犺犲犻犵犺狋狑犻狋犺

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狆狉狅犳犻犾犲犱犪狋犪（犛犲犻犱犲犾犲狋犪犾．，２０１０）

名称 方法

气块法 虚位温廓线第一次与地面虚位温相等的位置

位温梯度法 位温梯度最大的位置

比湿梯度法 比湿梯度最小的位置

相对湿度梯度法 相对湿度梯度最小的位置

犖 梯度法 大气折射率（犖）梯度最小的位置

盖顶逆温层法 盖顶逆温层的底部

贴地逆温层法 贴地逆温层的顶部

（Ｓｅｉｄ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采用无线电

探空数据计算边界层高度方法的优点是垂直分辨率

较高，可以识别边界层的精细结构和类型，其不足是

数据的水平和时间分辨率较低．

２．２　激光雷达

激光雷达通过观测气溶胶或痕量气体也能够诊

断大气边界层高度，其原理是基于大气边界层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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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粒子的输送特征，气溶胶粒子浓度的垂直突变

可以识别边界层高度（Ｔｏｒｒ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Ｈｕ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与其他遥感观测相比，激光雷达数据反

映了暖气泡自地面产生、上升至破灭的过程，可以识

别大气边界层的对流特征，能够更好地测量大气边

界层高度（Ｃｏｕｌｔｅｒ，１９７９；Ｓｅｉｂ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０），是探

测和研究边界层高度的一种重要手段．基于激光雷

达，邱金恒等（２００３）开展了对流层高度的观测试验，

王珍珠等（２００８）对北京城区大气边界层结构也进行

了研究．

２．３　卫星遥感

通过识别卫星信号在大气边界层顶的突变可以

确定大气边界层高度．例如，利用ＣＡＬＩＰＳＯ卫星传

感器接受的激光雷达后向散射信息，诊断气溶胶浓

度的垂直分布，从而识别大气边界层的垂直结构

（Ｊｏｒｄ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ＭｃＧｒａｔｈＳｐａｎｇｌｅｒａｎｄＤｅｎｎｉｎｇ，

２０１２；Ｋｏｒｈｏｎ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此

外，利用卫星反演的大气垂直廓线数据也可以计算边

界层高度（ＦｅｔｚｅｒａｎｄＥｒｉｃ，２００４；ＷｏｏｄａｎｄＢｒｅｔｈｅｒｔｏｎ，

２００４；Ｍａｒｔｉ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Ｋａｒｌｓ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Ｇｕ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周文等，２０１８），例如近年来随着 ＧＰＳ掩星

对低层大气探测准确度的明显提高，Ａｏ等（２０１２）利

用梯度法和ＧＰＳ掩星资料分析了全球大气边界层

的时空分布．与无线电探空相比，卫星遥感能够获取

同时刻大尺度空间范围的大气边界层信息，尤其对

一些无线电探空观测缺少的复杂地形地区（Ｊｏｒｄ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但是，由于卫星遥

感资料在边界层内垂直分辨率较低，因而卫星遥感

资料无法应用于研究边界层的细微结构．

２．４　模式参数化

应用模式参数化方法可计算大气边界层高度．典

型的有 ＭＹＪ（ＭｅｌｌｏｒＹａｍａｄａＪａｎｊｉｃ）和 ＹＳＵ（Ｙｏｎｓ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参数化方案．在 ＭＹＪ方案中，大气边界

层高度定义为湍流动能小于临界值０．１ｍ２·ｓ－２的

最低高度；在ＹＳＵ方案中，定义整体犚犻数小于临界

值的高度，在张碧辉等（２０１２）和 Ｍｉａｏ等（２０１７）的

研究中，整体犚犻的临界值取为０．２５．在不同数值模

式中计算大气边界层高度的方法差异较大（Ｓｅｉｂｅｒｔ

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Ｄｅｌａｇｅ（１９７４）、Ｗｙｎｇａａｒｄ（１９７５）及

Ｅｓｔｏｕｒｎｅｌ和Ｇｕｅｄａｌｉａ（１９９０）采用湍流能量法计算

稳定大气边界层高度，Ｔｅｎｎｅｋｅｓ（１９７０）基于相似理

论计算对流边界层高度．这些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分

析更大范围的边界层物理特征，但是其缺点是不能

排除模式带来的误差．

３　大气边界层高度的时空分布特征

３．１　大气边界层日变化特征

各类大气边界层的发生频率具有明显的日变化

特征．Ｓｅｉｄｅｌ等（２０１０）指出，就全球而言，近地逆温

层（稳定边界层）在夜间出现频率高，热带地区为

５０％，高纬度极区为８０％左右；与夜间相比，稳定边

界层白天发生的频率显著偏低，在中、低纬地区为

１５％，极地为５０％左右．美国的稳定边界层夜间出

现频率超过７０％，而白天（０９∶００—１８∶００ＬＳＴ）低

于５％；与之相反，对流和中性边界层白天峰值时刻

（１５∶００ＬＳＴ）的发生频率高达９０％，夜间则低于

３０％（ＬｉｕａｎｄＬｉａｎｇ，２０１０）．对中国而言，１４∶００

ＢＪＴ对流、中性和稳定边界层出现频率分别为

７０％、２６％和４％（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很显然，东亚

的对流边界层在白天占据主导地位，这与美国的

相似．

大气边界层高度的频率分布也表现出明显的日

变化特征．图３ａ给出了中国夏季一个日循环内不同

时刻大气边界层高度的频率分布形态（Ｇｕ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可以看到：中午时刻（１４∶００ＢＪＴ）边界层充

分发展，边界层高度最高；日落后（２０∶００ＢＪＴ和

０２∶００ＢＪＴ）边界层由白天的对流型向夜间稳定型

过渡，并伴随着边界层高度降低；日出后（０８∶００

ＢＪＴ），边界层则由夜间稳定型向白天对流型转换，

边界层高度开始升高．此外，不同类型的大气边界层

高度频率分布形态也不相同，以美国为例（Ｌｉｕａｎｄ

Ｌｉａｎｇ，２０１０），稳定、中性和对流边界层高度出现频

率服从三种不同形态的Ｇａｍｍａ分布（图３ｂ）：稳定

边界层表现为狭窄的Ｇａｍｍａ分布，边界层高度分

布区间窄，峰值频率（３００ｍ）为１６％；对流边界层

呈现宽广的 Ｇａｍｍａ分布，高度分布区间宽，峰值

频率（９００ｍ）仅为４％；中性边界层则介于两者

之间．

３．２　大气边界层高度空间分布特征

由于地形和下垫面热力性质的差异，大气边界

层高度呈现明显的空间变化特征．在印度西南季风

爆发前，新德里地区对流边界层高度可以达到４７００ｍ，

而在西南季风发生地的班加罗尔地区，对流边界层

高度仅９００ｍ左右（Ｒａ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０），这说明在

不同天气条件下大气边界层高度有明显差异．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７）的研究指出，虽然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和

珠江三角洲具有相似的边界层发生频率，但是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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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中国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７月夏季０２时（ＢＪＴ；黑线）、０８时（红线）、１４时（蓝线）和２０时（绿线）大气边

界层高度的发生频率以及每个时刻的探空样本数（犖）和边界层高度平均值（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ｂ）美国稳定

（ｓｔａｂｌｅ）、中性（ｎｅｕｔｒａｌ）和不稳定（ｕｎｓｔａｂｌｅ）三类边界层高度的发生频率，括号内数字为各类边界层观测的样本数，

平滑曲线为拟合的各类边界层高度频率Ｇａｍｍａ分布曲线，（犽，狊）表示Ｇａｍｍａ分布参数值（ＬｉｕａｎｄＬｉａｎｇ，２０１０）

Ｆｉｇ．３　（ａ）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ＢＬ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０２∶００ＢＪＴ（ｂｌａｃｋ），０８∶００ＢＪＴ（ｒｅｄ），１４∶００ＢＪＴ（ｂｌｕｅ），

ａｎｄ２０：００ＢＪＴ（ｇｒｅ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ｔｉｍｅ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１ｔｏＪｕｌｙ２０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犖）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ａｔｅａｃｈ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ｉｍｅａｒｅｇｉｖｅｎ（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ａｎｄ（ｂ）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ｂｌ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ｓｔａｂｌｅ），ｎｅｕｔｒ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ｎｅｕｔｒａｌ），ａｎｄ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ｈｅｉｇｈｔｓｉ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ｉｓｌｉｓ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ａｎｄａｓｍｏｏｔｈｃｕｒｖｅｉｓｄｒａｗｎ

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Ｇａｍｍ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犽，狊）（ＬｉｕａｎｄＬｉａｎｇ，２０１０）

拉玛干沙漠的平均大气边界层高度明显偏高．青藏

高原地区边界层高度通常在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ｍ（叶笃正

和高由禧，１９７９；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周明煜等，２００２；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高于平原地区的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ｍ

（赵鸣和苗曼倩，１９９２）．宋正山等（１９８４）用第一次青

藏高原科学试验资料得到高原西部改则边界层高度

可以达到３０００ｍ 以上；李家伦等（２０００）、刘红燕和

苗曼倩（２００１）和吕雅琼等（２００８）计算的边界层高度

则较低，当雄地区为１４００～１８００ｍ，纳木错湖区的

对流边界层高度最高在１７５０ｍ左右．青藏高原地

区边界层高度在干季和雨季有明显差异（左洪超等，

２００４），那曲边界层高度在干季为２２１１～４４３０ｍ，在雨

季为１００６～２２１２ｍ（李茂善等，２０１１），冬季改则地

区有超过５０００ｍ的超高边界层（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因此，在不同地点及天气背景下，边界层高度

差异较大，反映了青藏高原复杂地形和下垫面状况

对边界层结构的影响．

Ｓｅｉｄｅｌ等（２０１２）指出日落时刻美国区域大气边

界层高度存在较大空间尺度的东西向高度梯度（图

４ａ），这与太阳高度角的纬向差异有关，在昼夜过渡

时段，东部地区较西部更早进入夜间而转为稳定边

界层．在中国区域，大气边界层高度存在三种较大尺

度的空间分布型（图４ｂ，ｃ，ｄ），即在日出时刻的西

低东高分布，日落时刻的东低西高分布，以及中午

时刻的南低北高分布，其中：前两种特征与美国地

区的相似（这与太阳高度角纬向差异有关），而第三

种则可能与局地的地表和水文过程有关（Ｇｕ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由于土壤水分影响

着地面感热通量强度，因而边界层的发展对地面湿

度很敏感（ＭｃＣ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Ｐｉｅｌｋｅ，１９８１；Ｓａｎｃｈｅｚ

ＭｅｊｉａａｎｄＰａｐｕｇａ，２０１４；Ｒｉｈａ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中国

华南地区土壤湿度高，近地面感热较低，不利于大气

边界层发展，而中国西北地区土壤水分偏低，感热偏

大，有利于大气边界层发展（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Ｚｈ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Ｄｉｒｍｅ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４　超高对流边界层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４．１　超高对流边界层特征

一般认为对流边界层高度应该低于３０００ｍ

（Ｇａｒｒａｔｔ，１９９２），但是近年来随着各类野外观测试

验的开展，在一些特殊的地理环境地区（如印度新德

里、非洲撒哈拉沙漠、中国西北荒漠和青藏高原等地

区）（表３）均发现有超过４０００ｍ的特殊边界层（称

为超高对流边界层）存在，其中撒哈拉沙漠和青藏高

原地区超高对流边界层高度可以发展到５０００ｍ以

上．研究指出（张强等，２００４；Ｍａｒｓｈ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张强和王胜，２００８；Ｍｅｓｓａ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Ｃｈ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杨洋等，２０１６），超高对流边界层往往出现

在连续多日的烈日晴天，出现前一日的边界层高度

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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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ａ）夏季平均的美国地区００时（ＵＴＣ）（Ｓｅｉｄ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和中国地区（ｂ）０８时、（ｃ）１４时、（ｄ）２０时（ＢＪＴ）（Ｇｕ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再分析（彩色阴影）和实测（彩色圆点）边界层高度的空间分布，对图（ｂ）—（ｄ）进行了修改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ｍｅａｎＡＢ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ｌｏｒｓｈａｄｅｄ）ａｎｄｓ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ｏｒｄｏｔｓ）ａｔ（ａ）００∶００ＵＴＣｉ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ｅｉｄ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ａｎｄａｔ（ｂ）０８∶００ＢＪＴ，（ｃ）１４∶００ＢＪＴ，

ａｎｄ（ｄ）２０∶００ＢＪ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ａ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ｇｕｒｅ（ｂ）—（ｄ）

表３　基于探空数据计算的超高对流边界层高度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犪犱犻狅狊狅狀犱犲狉犲狋狉犻犲狏犲犱犺犲犻犵犺狋狊狅犳狊狌狆犲狉犱犲犲狆

犮狅狀狏犲犮狋犻狏犲犫狅狌狀犱犪狉狔犾犪狔犲狉

参考文献 测站位置 月份

站点

高度

（ｋｍ）

边界层

高度

（ｋｍ）

备注

Ｃｈｅｎ等

（２０１３）

青藏高原改则

（３２．１７°Ｎ，８０．０３°Ｅ）
２ ４．４ ５．０ 冬季

Ｇａｍｏ

（１９９６）
非洲和亚洲沙漠 ７ １．１ ４．０～６．０ 夏季

Ｃｕｅｓｔａ等

（２００８）

撒哈拉沙漠

（２２．７９°Ｎ，５．５３°Ｅ）
６ １．１ ６．０ 夏季

张强等

（２００４）

西北戈壁沙漠

（４０．１７Ｎ°，９４．５２°Ｅ）
７ １．１ ４．０ 夏季

Ｔａｋｅｍｉ和

Ｓａｔｏｍｕｒａ

（２０００）

银川半荒漠区

（３８．４９°Ｎ，１０６．２４°）
５ １．１ ４．０ 春季

Ｒａｍａｎ等

（１９９０）

印度新德里

（２８．４３°Ｎ，７７．１８°Ｅ）
６ ０．２ ４．７ 季风前

李茂善等

（２０１１）

那曲

（３１．３７°Ｎ，９１．９０°Ｅ）
４ ４．５ ４．４ 春季

杨洋等

（２０１６）

新疆博湖流域戈壁地区

（４１．１７°Ｎ，８５．３３°Ｅ）
６ １．１ ４．４ 夏季

超过３０００ｍ，当日早晨近地层有逆温层，其上存在

高层的近中性残余层（高度超过２０００ｍ），当日白天

对流发展突破逆温层进入残余层后对流大气边界层

高度呈现跳跃式发展，当日午后以干对流运动为主

的混合运动使得边界层内位温均匀分布，边界层高

度超过４０００ｍ（图５）．

４．２　超高对流边界层发展成因

地表感热加热是影响超高对流边界层发展的重

要因子（张强和王胜，２００８；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在

中国西北干旱区，超高对流边界层高度与地面同时

次感热通量的相关系数为０．０３，而与地面累积感热

通量的相关系数高达０．７８（图６），这表明超高对流

边界层的发展主要受白天感热通量的累积效应影响

（张强等，２０１９）．但是，一些学者研究指出在日际时

间尺度上日累积地表感热通量与对流边界层日极大

高度的相关系数则没有想象的那样高（Ｃｕｅｓｔ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张强等，２０１９）．杨洋等（２０１６）认为地面感

热通量能解释３０％左右的超高对流边界层发展的

总能量；张强等（２０１９）的计算表明，感热通量能量占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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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青藏高原改则站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５日不同时刻（ａ）温度、（ｂ）位温、（ｃ）风速、（ｄ）比湿廓线，廓线采样时间分别

为０１时（ＢＪＴ；黑线）、０７时（红线）、１３时（蓝线）和１９时（紫线），各颜色水平虚线表示相应时刻的对流边界层顶，

各颜色水平实线表示相应时刻的对流层顶，ＳＬ、ＲＬ、ＭＬ分别表示稳定层、残余层和混合层（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ｔＧａｉｚ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ｎ２５Ｆｅｂ２００８．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ｔ０１∶００ＢＪＴ（ｄａｒｋｌｉｎｅ），０７∶００ＢＪＴ（ｒｅｄ

ｌｉｎｅ），１３∶００ＢＪＴ（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１９∶００ＢＪＴ（ｍａｇｅｎｔａｌｉｎｅ）．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ｏｐｓ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ｏｐｏｐａｕｓｅ．Ｔｈｅｓｔａｂｌｅｌａｙｅｒ（ＳＬ），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ｌａｙｅｒ（ＲＬ），ａｎｄｍｉｘｅｄｌａｙｅｒ（ＭＬ）ａｒｅａｌｓｏｍａｒｋｅｄ（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图６　对流边界层厚度与实时感热通量（ａ）和累积感热通量（ｂ）的关系（张强等，２０１９）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ａ）

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ｅｓ（ｂ）（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西北干旱区（最高大气边界层高度为４１７０ｍ）发展

所需总能量的４０．０％．因此，在超高对流边界层发

展过程中地表感热加热并非唯一能量来源．

残余层能量的夹卷效应是影响超高对流边界层

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子．研究指出，对流边界层上方

覆盖大气的层结状况会影响边界层顶附近湍流夹卷

速度，进而影响边界层高度的发展（ＦｒｅｉｒｅａｎｄＤｉａｓ，

２０１３；ＢｌａｙＣａｒｒｅｒａ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Ｒｅ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使

用边界层单柱发展模式的边界层模拟结果显示，边

界层上空大气层结状态对超高对流边界层发展影响

最大（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在超高对流边界层出现之

前，当地中低层大气存在近中性的残余层，边界层与

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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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层耦合会呈现跳跃式发展，而在没有近中性残

余层出现时，即便地表感热通量较大，当天最大对流

边界层高度也偏低（Ｐａｒｋ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Ｚ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赵采玲等，２０１６）．张强

等（２０１９）进一步给出了残余层夹卷能量的定量计

算（图７），如图所示，残余层的存在使得残余层的

近中性位温廓线代替了无残余层时的理想逆位温

廓线（ＡＢ线段），残余层夹卷的总能量等于两条位

温廓线间的斜线区面积．因此，在超高对流边界层

发展的能量机制中必须考虑残余层的夹卷能量

效应．

图７　残余层夹卷能量计算方法的示意图，线段ＡＢ表示

无残余层时的理想逆位温廓线（张强等，２０１９）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ｌａｙｅｒ．ＴｈｅＡＢ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ｉｄｅａｌ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ｌａｙｅｒ（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

通过热力学数值模型可以揭示地表感热加热和

浮力夹卷等热力过程在超高对流边界层发展中的作

用．赵建华等（２０１１）针对西北干旱区一次夏季超高

对流边界层发展的研究表明，感热对超高对流边界

层高度极大值的贡献率为６３．４％，而浮力夹卷为

１８．１％，两者累积贡献超过８０％（图８），是驱动西北

干旱区超高对流边界层发展的主要因子．张强等

（２０１９）概括了西北干旱区对流边界层与残余层之间

的正反馈循环增长形成超高对流边界层的物理过

程．在超高对流边界层形成的持续晴空期内，残余层

储存前一天对流边界层能量，成为当天对流边界层

发展的重要能量来源，因而残余层的厚度由前一天

对流边界层厚度所决定，并且还影响着当日对流边

界层高度的增长，边界层与残余层间通过正反馈机

制而循环增长，最终形成超高边界层；强烈的地表感

热加热作用则是对流边界层与残余层之间正反馈循

环增长机制的关键因素．

５　大气边界层参数化方案

鉴于大气边界层在天气和气候系统中的重要作

用，一个成熟的数值模式必须考虑合理的边界层过

程描述方案．通常数值模式通过雷诺平均的方法刻

画边界层过程，而湍流通量项的出现造成预报方程

组无法闭合，因此对于湍流通量项的有效闭合成为

边界层参数化方案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此外，由于

大气边界层发展受下垫面湍流输送、边界层顶夹卷

以及层积云长波辐射冷却等物理过程影响，因而这

些物理过程的描述是边界层参数化方案需要解决的

另一关键问题．

为了解决垂直湍流通量项的闭合问题，一阶闭

合方案基于犓 理论将湍流通量表达为湍流输送系

数与网格物理量梯度的乘积．早期犓 方案的湍流输

送系数犓 与湍流混合长有关（Ｌｏｕｉｓ，１９７９），之后的

犓 方案预先给定湍流输送系数犓 的垂直廓线形式

（ＴｒｏｅｎａｎｄＭａｈｒｔ，１９８６；ＨｏｌｔｓｌａｇａｎｄＢｏｖｉｌｌｅ，１９９３）．

为了便于在中尺度数值模式的边界层方案中刻画湍

流通量和其他高阶矩量，高阶湍流闭合技术得以发

展，如Ｒｏｔｔａ（１９５１）提出了２阶闭合方案，Ｙａｍａｄａ

和 Ｍｅｌｌｏｒ（１９７５）通过将湍流动能引入湍流输送系

数计算，建立了１．５阶犓闭合方案，该方案在闭合方

程不太复杂的条件下兼顾了对高阶矩的要求，应用比

较广泛．然而，由于对流边界层内的湍流输送具有很

强的非局地性特征，大尺度湍涡可以引起非局地

输送，在对流边界层的中上部会出现逆梯度输送

的情况．犓 方案是局地闭合理论，湍流输送仅与局

地垂直梯度有关，未能考虑对大气边界层发展有重

要影响的逆梯度输送以及边界层顶夹卷等过程

（ＷｙｎｇａａｒｄａｎｄＢｒｏｓｔ，１９８４；ＨｏｌｔｓｌａｇａｎｄＭｏｅｎｇ，

１９９１），使得计算的边界层高度系统性偏低和水汽在

低层堆积，从而造成模式模拟大气边界层低层比实

况的湿冷（图９ａ，ｂ）．

为了弥补犓 方案对负梯度输送等过程的缺陷，

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１９７２ｂ）、Ｈｏｌｔｓｌａｇ和Ｂｏｖｉｌｌｅ（１９９３）发展

了非局地模型，其做法是通过在犓 理论公式中加入

逆梯度项的方式增强湍流垂直输送（图９ｃ，ｄ，ｅ）．

Ｐｌｅｉｍ（２００７）采用直接混合的方法来描述对流边界

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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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８日西北干旱区（ａ）感热、潜热日变化，（ｂ）浮力夹卷热通量日变化，（ｃ）热力数值模型模拟的

对流边界层高度日变化，（ｄ）浮力夹卷引入后热力数值模型模拟的对流边界层高度日变化（赵建华等，２０１１）

Ｆｉｇ．８　Ｄｉｕｒ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ｌａｔｅｎｔ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ｅｓ，（ｂ）ｂｕｏｙａｎｃｙ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ｈｅｉｇｈ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ｃ）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ｄ（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ｕｏｙａｎｃｙ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ｄｒｏｕｇｈｔ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ｏｎ２８Ｊｕｎｅ２００６（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层的非局地特性；Ｓｉｅｂｅｓｍａ等（２００７）借鉴浅对流方

案中的质量通量方案（ＳｉｅｂｅｓｍａａｎｄＣｕｉｊｐｅｒｓ，１９９５），

将局地的犓理论与非局地的质量通量结合起来．此

外，针对对流边界层顶的夹卷过程，更多的大气边界

层方案将夹卷通量转化为对应的湍流输送系数，或

者在计算湍流通量时直接显式地引入夹卷通量

（Ｎｏ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然而，非局地大气边界层方案未能考虑层积云

顶辐射冷却过程的影响，使非局地模式在有云覆盖

情况下湍流垂直输送偏弱，容易产生虚假边界层低

云现象．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边界层方案可以通过两

种方式增加层积云覆盖边界层的云顶辐射冷却过

程：一种是在１阶闭合框架下采用双犓 廓线法，即

在原有给定的犓 廓线外，增加由云顶辐射冷却作为

湍流动力来源的湍流混合廓线（Ｌｏ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另一种则是在２阶和更高阶的闭

合框架下，将云顶辐射冷却产生的浮力项通过隐式

表达的方式写入湍流动能收支方程（Ｂｒｅｔｈｅｒｔ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Ｋｏｎ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Ｓｕｎ等（２００５）将

Ｍｅｌｌｏｒ／Ｙａｍａｄａ的湍流２阶闭合方案与中尺度模式

ＭＭ５（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ｍｏｄｅｌ）耦合，

模拟了华南地区的一次暴雨过程．他们指出：与

ＭＭ５中原有的１．５阶边界层方案相比，２阶闭合方

案能够比较好地再现大气边界层中较短时间尺度的

风速脉动，从而更好地模拟低涡、低空急流特征及降

水分布．

大气边界层参数化方案与其他物理过程参数化

方案的耦合对数值预报模式性能有重要影响．如

Ｂｅｔｔｓ等（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发现在 ＮＣＥ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再分析模式中陆面蒸发

与边界层过程和浅对流过程之间的过耦合可能造成

虚假降水偏多现象；在ＥＣＭＷ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ＭｅｄｉｕｍＲａｎｇ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再分析模式

中，夜间陆面与稳定边界层间的不恰当耦合可能造

成地面最低气温偏低，以及比湿的日循环在早晨出

现虚假峰值．因此，在数值预报模式的发展中，有必

要考虑边界层方案同对流和云物理等其他参数化方

案之间的统一参数化框架．如ＥＤＭＦ（ＥｄｄｙＤｉｆｆｕｓｉｖｉｔｙ

ＭａｓｓＦｌｕｘ）方案（Ｓｕ̌ｓｅｌ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和 ＣＬＵＢＢ

（ＣｌｏｕｄＬａｙｅｒＵｎｉｆｉｅｄｂｙＢｉｎｏｒｍａｌｓ）方案（Ｇｕｏｅｔ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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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模拟的波多黎各圣胡安（ＳａｎＪｕａｎ，ＰｕｅｒｔｏＲｉｃｏ；１８．３°Ｎ，６６°Ｗ）７月平均（ａ）温度、（ｂ）比湿、（ｃ）湍流输送系

数、（ｄ）比湿通量和（ｅ）比湿倾向廓线．虚线表示局地边界层方案（Ｌｏｃａｌ）模拟结果，实线为非局地边界层方案（Ｎｏｎｌｏｃａｌ）

模拟结果．（ａ）和（ｂ）给出了探空观测结果（带点水平杆）（ＨｏｌｔｓｌａｇａｎｄＢｏｖｉｌｌｅ，１９９３）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Ｊｕｌｙ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ｂ），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ｆｌｕｘ（ｄ），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ｅ）ｉｎａｇｒｉｄｐｏｉｎｔｎｅａｒＳａｎＪｕａｎ，ＰｕｅｒｔｏＲｉｃｏ（１８．３°Ｎ，

６６°Ｗ）．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ｏｎｌｏｃ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Ｉｎ（ａ）

ａｎｄ（ｂ）ｒａｄｉｏｓｏｎｄ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ａｌｓｏｇｉｖｅｎ（ｄｏｔｓｗｉｔｈ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ｂａｒｓ）（ＨｏｌｔｓｌａｇａｎｄＢｏｖｉｌｌｅ，１９９３）

ａｌ．，２０１０；Ｂｏｇｅｎｓｃｈｕ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为实现边界层、

浅对流以及云物理方案的统一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６　结语

影响大气边界层高度的物理过程十分复杂，是

大气边界层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回顾了大气

边界层高度的计算方法、大气边界层的时空分布特

征、大气边界层发展成因以及大气边界层参数化方

案和大气边界层模式等方面的主要研究进展，从多

角度给出了大气边界层高度的诊断识别方法，揭示

了混合对流、中性和稳定大气边界层形成机理及结

构特征，下垫面状况引起的大气边界层高度的空间

差异性，特别是解释了地面感热和混合层顶夹卷对

超高大气边界层形成的机理，分析了大气边界层参

数化方案关于湍流输送、夹卷和层积云辐射冷却等

重要过程的描述缺陷以及对模式预报结果造成的

影响．

大气边界层观测的尺度在数百米到几千米之

间，这是与数值模式模拟的空间尺度不相匹配的，这

种不一致性已经成为目前大气边界层研究的难点，

今后的大气边界层研究要关注非均匀下垫面以及类

似于青藏高原复杂地形下的大气边界层特征和结

构，关注在天气和气候模式中大气边界层参数化方

案的改进，特别是研发能够统一大气边界层、浅对流

以及云降水物理过程的参数化框架（张强和胡隐

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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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２００１；胡非等，２００３；Ｓｕ̌ｓｅｌ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刘

辉志等，２０１３），为大气边界层模式、大气污染输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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