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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CMWF) 提供的 1979—2016 年 EＲA-Interim 再分析资料分析了青藏

高原( 下称高原) 夏季云水含量及其水汽输送情况。结果表明: 高原夏季云水含量占全年 48% ，东南向

西北减少。影响高原云水含量的水汽通道有印度洋通道、南海通道、孟加拉湾北部及伊朗西部通道( 依

次简称通道 1、2、3、4) 。高原云水含量和各水汽通道强度均有明显年际变化。云水含量年际变化与通

道 2，4 基本一致。云水含量与各水汽通道强度均呈增加趋势。通道 1 偏强时，来自印度洋北部和南海

的异常水汽在孟加拉湾交汇向高原输送，主要使高原西北部云水含量增多。通道 2 偏强时，南海、中南

半岛的异常偏南通量及孟加拉湾北部的异常西南通量向高原东南部输送更多水汽。通道 3 偏强时，西

风带水汽和来自印度洋水汽更多输送到高原，主要使高原东北部云水含量偏多。通道 4 偏强时，来自南

海－孟加拉湾南部的水汽向高原异常输送，使高原中部、东南部云水含量偏多。此外，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 下称副高) 偏西南偏强时，水汽通道 2、4 强度偏强，有利于水汽向高原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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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藏高原( 简称高原) 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平

均海拔超过 4000 m，有“世界屋脊”之称，对中国、
亚洲乃至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深刻且持续的影响。
关于青藏高原气候和环境的研究倍受国内外气象学

者们的关注，如在国际上目前正在执行的“第三极

环境”( Third Pole Environment，TPE) 研究计划( 吴

国雄等，2004; 姚檀栋等，2006; 过霁冰等，2012;

张人禾等，2015; 陈德亮等，2015) 。青藏高原的水

资源以河流、湖泊、冰川、地下水等多种水体形式

存在，并以河川径流为主体。由于其自身海拔和特

殊的地理条件，高原的湖泊面积和冰川储存分别占

中国总量的 52% 和 80%，这使青藏高原成为除南

极和北极之外地球的第三大天然水库。除此之外，

高大的地形也使得青藏高原成为我国长江、黄河及

怒江、澜沧江等主要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其中黄河

总水量的 49%，长江的 25%，澜沧江水量的 10%
都是来自青藏高原( 鲁春霞等，2004) 。高原水资源

的最终来源为降水，而只有水凝物( 云水) 才能直接

产生降水。研究表明高原降水的季节特征表现为夏

季降水最多( 林厚博等，2016; 韩熠哲等，2017) 。
因此，有必要对影响青藏高原夏季云水含量及其水

汽输送做深入分析。
王 霄 等 ( 2009 ) 采 用 1948—2007 年 NCEP /

NCAＲ 再分析资料，分析了青藏高原及其附近的水

汽输送，得出: 水汽进入高原主要通过三条水汽通

道，即西风带水汽输送通道、印度洋—孟加拉湾水

汽通道和南海—孟加拉湾水汽通道。水汽主要在高

原西南侧、喜马拉雅山中段和高原东南侧进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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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Feng et al( 2012) 分析得出高原地区夏季为水

汽汇，其水汽辐合主要取决于水汽平流项。影响

高原夏季降水的水汽通道只有两条: 印度夏季风

带来强西南风将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的水汽输送

到高原东南部，通过大峡谷区进入高原; 中纬西风

带水汽遇高原后分为两支，南支向南，并在 28°N
转向东与来自印度洋的西南风汇合，从西边界进

入高原。林厚博等( 2016) 利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

中心 1979—2010 年 EＲA-Interim 再分析资料分析

了青藏高原及附近夏季水汽输送通量分布情况，

并分析得出 4 条影响夏季高原降水的水汽通道:

西风带、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北部及南海通道。那

么，影响高原夏季云水含量的水汽通道是哪些?

是否和以上水汽通道一致? 这些水汽通道是通过

怎样的机制来影响高原云水含量的呢? 本文将围

绕以上问题展开研究。

2 资料选取与方法介绍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Ｒange Weather Forecasts，ECMWF) 发布的

新一代全球分辨率逐月 EＲA-Interim 再分析数据资

料的生成使用了 ECMWF 集成预报系统( Integrated
Forecast System，IFS ) Cy31r2 模 式。EＲA-Interim
大气模式中的云和对流参数化方案对冰粒子的沉

降、云顶夹卷、云底的计算、陆面夜间对流的触发

等物理过程进行了改进 ( Dee et al，2011 ) 。由于

EＲA-Interim 发布时间较短，其适应性研究还相对

较少，但 EＲA-Interim 数值预报产品的性能已经得

到普遍认可( 潘留杰等，2013; 石晓兰等，2016) 。
相比其他再分析资料，EＲA-Interim 再分析数据资

料的可信度更高( 白磊等，2013) ，有更高的分辨

率。EＲA-Interim 在大气质量守恒、水分收支和能

量循环等方面较 EＲA-40 有了显著的改善( 潘留杰

等，2015) 。
相对于卫星资料，EＲA-interim 资料的时间尺

度更长，空 间 分 辨 率 更 高，数 据 质 量 更 均 一 化。
EＲA-Interim 的云水含量资料是基于观测资料和预

报模式而得到的预报量( Dee et al，2011) 。研究表

明 EＲA-Interim 再分析资料和卫星观测资料的云水

分布具有一致性，且 EＲA-Interim 在反映水凝物变

化方面与卫星观测一致性很高。只是 EＲA-Interim
的云水含量数值比卫星观测偏大( Li et al，2012;

衡志炜，2013; 耿蓉，2017) 。可见，用 EＲA-Inter-
im 资料来研究云水量的分布变化特征具有一定的

可信度。
水汽输送可分为定常项和瞬变项，后者相对前

者量级很小，可忽略不计。因此，用月平均资料得

到的平均水汽输送项可近似表征水汽输送( Feng et
al，2012) 。本文使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C-
WMF) 提供的 EＲA-Interim 再分析资料( Dee et al，
2011) 1979—2016 年月平均 1°×1°的整层云水含量

( VCWC) 、uv 风场、高度场、比湿、比云液水含量

和云冰水含量场以及地面气压场，来研究高原云水

含量特征及附近整层垂直积分的水汽输送对其的

影响。
所使用的整层大气水汽输送通量公式:

Q =－ 1
g ∫

pt

p s
VqdP ， ( 1)

上式包括了纬向和经向的水汽输送通量:

Q纬 = － 1
g ∫

pt

p s
uqdP ， ( 2)

Q经 = － 1
g ∫

pt

p s
vqdP ， ( 3)

各边界的水汽收支量:

A纬 = ∫
y2

y1
Q纬 dy ， ( 4)

A经 = ∫
x2

x1
Q经 dx ， ( 5)

式中: V 为各层大气的风速矢量; q 是各层大气的比

湿; Pt、Ps 分别为上界气压( 取 1 hPa) 和地面气压;

g是重力加速度。x1、x2 和 y1、y2 为边界的起始、终

止经度和纬度。同理，可得云水的收支量，只需把

式( 2) 、( 3) 比湿替换为比云水含量( 比云液水含量与

云冰水含量之和) 。另外，文中所用降水为 CMAP
( CPC Merged Analysis of Precipitation ) 的 1979—
2016 年月值格点数据，水平分辨率为 0． 5°×0． 5°。

3 高原云水含量时空特征

为研究方便，选取( 26°N—37°N，74°E—104°
E) 区域作为研究区域。高原云水、降水、水汽含量

月变化特征表现为，夏季月份最多，春秋次之，冬

季最少，夏季月份云水含量达冬季月份的 6 ～ 8 倍，

7 月最高，达 0． 15 mm。高原夏季 6—8 月云水含

量、水汽含量、降水量大约占全年的一半，分别为

48%，45% 和 49%。此外，高原区 4—9 月为水汽

汇，水汽通量净收入; 其他月份为水汽源，水汽通

量净支出。水汽收入夏季最多，占 4—9 月水汽收

入的 79%。水汽通量净收入、云水、降水、水汽含

量 均于7月达最大( 表1 ) 。高原夏季云水含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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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月高原云水、水汽、降水量和水汽净收入

Table 1 Monthly cloud water，water vapor，precipitation and net vapor flux over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物理量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夏季比例

云水含量 /mm 0． 02 0． 03 0． 04 0． 05 0． 08 0． 12 0． 15 0． 12 0． 10 0． 05 0． 02 0． 02 48%

水汽含量 /mm 4． 88 5． 61 7． 10 9． 35 13． 22 19． 36 23． 84 23． 02 18． 15 10． 71 6． 64 5． 14 45%

降水量 /mm 31 36 42 47 57 94 143 125 84 35 15 20 49%

水汽净收入 / ( ×106kg·s－1 ) －21． 3 －13． 5 －8． 2 11． 2 47． 5 134． 4 203． 9 152． 5 74． 4 －25． 7 －40． 8 －26． 5 79%

间分布由东南向西北减少，高原西北部云水含量小

于 0． 04 mm，高 原 东 南 部 云 水 含 量 局 地 大 于

0． 52 mm。沿高原南坡为纬向大值带，最大值大于

0． 56 mm［图 1( a) ］。高原云水含量的这一分布特

征是由高原地形与大气环流共同作用而形成的。高

原夏季云水量大部地区表现为增加趋势，且在西藏

大部、青海、高原南坡增加趋势通过 0． 05 的显著

性检验［图 1( b) ］。

图 1 1979—2016 年高原夏季平均整层云水含量( a，单位: mm) 及其变化趋势［b，单位: mm·( 10a) －1］空间分布

打点区域为通过 α= 0． 05 显著性检验

Fig． 1 Summer mean vertical integral of cloud water content ( a，unit: mm) and its trend［b，unit: mm·( 10a) －1］over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from 1979 to 2016． Stippling indicate have passed the significance level at α= 0．05

夏半年，高原作为强大的“动力泵”( Wu et al，
1998) 不断吸收来自低纬海洋上空的暖湿气流。夏

季进入高原的水汽主要来自两条通道，高原西侧来

自中高纬度的西风带水汽输送和印度洋北部强西南

水汽输送经过孟加拉湾自高原东南边界进入高原。
并且南部印度洋水汽通量明显大于北部西风带水

汽，表明南部水汽通道对高原水汽变化起主要作用

［图 2( a) ］。由整层云水含量、水汽收支及其变化

趋势( 图 3) 可知，除北边界外，高原各边界夏季水

汽、云水的收支一致。云水是水汽在一定抬升机制

下抬升凝结而形成的，水汽主要集中在对流层中低

层，其所在高度经向为偏北风; 云水大值区位于中

上层，其所在高度以偏南风为主。这可能是北边界

云水支出，而水汽收入的原因。高原夏季云水、水

汽均主要由西、南边界收入，这与图 2( a) 相一致;

东边界支出，区域为净收入。变化趋势来看，云

水、水汽区域收入均显著增加，与高原全区大部云

水含量为增加趋势相吻合。其中，东、南边界对其

为正贡献( 南边界输入增加，东边界输出减少) ，北

边界为负贡献，西边界变化相对较小。由整层水汽

输送通量均方差［图 2( b) ］可知，印度洋北部－孟加

拉湾－南海为水汽通量均方差大值带，说明这些地

区水汽通量年际变化明显，有明显的旱涝之分。而

青藏 高 原 区 水 汽 通 量 均 方 差 较 小，无 明 显 旱 涝

之分。

4 年际异常分析

4． 1 影响高原云水含量的各水汽通道特征

在各水汽通道尽量反映不同的水汽输送和环流

系统，水汽通道与夏季大尺度水汽输送场相垂直的

前提下，得到相互独立的水汽通量与高原云水含量

显著相关区域( 通过 α= 0． 05 显著性检验) ( 图 4) ，

再结合水汽通道上水汽通量年际变化小以及水汽通

道靠近大陆原则，确定出水汽通道 1( 2 ～ 4) 所在经

度( 纬度) ，在该经度( 纬度) 上，以水汽通量与高原

云水含量通过 α= 0． 05 显著性检验的格点范围代表

各水汽通道的位置 ( 周晓霞等，2008; 李永华等，

2010) 。从而确定了4条与高原夏季云水含量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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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79—2016 年夏季整层水汽输送通量( a) 及其均方差( b) ［单位: kg·( m·s) －1］

矩形区域为高原，短黑线为水汽通道

Fig． 2 Summer water vapor flux ( a) and its mean square deviation ( b) from 1979 to 2016． Unit: kg·( m·s) －1 ．
Ｒectangular area is Qinghai-Tibetan Plateau，short black line for the water vapor channel

图 3 高原夏季整层云水含量和水汽收支( 未加粗数字，单位: kg·s－1 ) 及变化趋势( 加粗数字，单位: kg·s－1·a－1 )

* 表示通过 α= 0． 05 显著性检验水平，＊＊表示通过 α= 0． 01 显著性检验水平

Fig． 3 Budget ( unbold figures，unit: kg·s－1 ) and trend ( bold figures，unit: kg·s－1·a－1 ) of summer vertical

integral of cloud water content，water vapor over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 and ＊＊ indicate have
passed the significance level at α= 0．05 and α= 0．01，respectively

系的水汽通道( 表 2) : 印度洋通道( 纬向) 、南海通

道( 经向) 、伊朗西部通道( 经向) 、孟加拉湾北部通

道( 经向) ( 依次简称通道 1、2、3、4) 。这些水汽通

道分别表征了源自阿拉伯海西风输送、南海的南风

输送、中纬度西风带的南支北风分量以及孟加拉湾

的南 风 水 汽 输 送。其 中 通 道 2、4 与 林 厚 博 等

( 2016) 确定的影响高原夏季降水的水汽通道基本

一致。
用各水汽通道所在位置所有格点的整层水汽输

送通量的平均值表示水汽通道强度。位于高原以南

的水汽通道 1、2、4 强度和年变化远大于北部的通

道 3。各水汽通道强度与高原云水含量相关系数均

通过 α= 0． 05 显著性水平检验。各通道与云水含量

均为显著正相关。其中，通道 4 与高原云水含量的

相关最大，达 0． 72。且南部水汽通道( 通道 1、2、
4) 的强度、均方差均远大于北部的通道 3 ( 表 2) 。
此外，图 4( a) 孟加拉湾—菲律宾的显著负相关区，

可能是由于其为印度洋向东输送水汽的一个分支，

当该区域的纬向水汽输送偏强时，对通道 4 起分流

作用，使经过通道 4 向高原输送的经向水汽减弱。
通道 2 与通道 4 显著正相关( 表 3) ，可能是因为通

道 2 的南风水汽输送有一部分经通道 4 进入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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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夏季整层水汽通量与高原区云水含量的相关系数

矩形区域为高原，打点区为通过 α= 0． 05 显著性检验

Fig．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summer vertical integral of water vapor flux and cloud water content over the Qinghai-
Tibetan Plateau． Ｒectangular area is Qinghai-Tibetan Plateau，stippling indicate have passed the significance level at α= 0．05

表 2 各水汽通道相关信息

Table 2 The information of water vapor channels

水汽通道 位置 平均值 /［kg·( m·s) －1］ 均方差 /［kg·( m·s) －1］ 相关系数

印度洋通道 4°N—11°N，50°E 394． 97 28． 72 0． 41*

南海通道 20°N，104°E—112°E 131． 56 30． 32 0． 48＊＊

伊朗西部通道 38°N，53°E—63°E 70． 48 8． 07 0． 39*

孟加拉湾北部通道 25°N，89°E—97°E 184． 95 25． 14 0． 72＊＊

* 和＊＊分别表示通过 α= 0． 05 和 α= 0． 0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3 各水汽通道相关系数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mong each water
vapor channel

水汽通道
印度洋

通道

南海

通道

伊朗西

部通道

孟加拉湾

北部通道

印度洋通道 1 － － －

南海通道 0． 21 1 － －

伊朗西部通道 －0． 13 0． 07 1 －

孟加拉湾北部通道 0． 19 0． 58＊＊ 0． 17 1

＊＊表示通过 α= 0． 01 显著性水平检验

高原云水含量和各水汽通道强度均有明显年际

变化。云水含量年际变化与通道 2、4 强度一致。

与上文通道 2、4 显著正相关相一致。云水含量与

通道 1 强度年变化趋势呈显著增加趋势，通过 α =
0． 05 显著性检验。通道 2 ～ 4 为略增加线性趋势

( 图 5) ，可见各水汽通道变化趋势对云水含量的增

加均为正贡献。为了进一步了解各水汽通道的垂直

方向特征，分别以地表至 700 hPa、700 ～ 400 hPa、
400～ 300 hPa 水汽通量垂直积分表示对流层低层、
中层、高层水汽通量来分析 4 条水汽通道的各层变

化特征。通道 1 水汽通量在对流层中、低层为增加

趋势，高层略有减少。通道 2 水汽通量在对流层中

低层略增加，高层减少。通道 3 中、低层增加，高

层 略增。通道4中层无明显线性趋势，低、高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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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79—2016 年夏季高原云水含量及各水汽通道强度年变化

Fig． 5 Annual changes of cloud water content and water vapor channel intensities over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in summer from 1979 to 2016

增( 图略) 。通道 3 除外，各水汽通道强度随高度先

增后减，水汽通道 1、4 强度在 900～850 hPa 之间达

最大，通道 2 在 900 hPa 以下达最大。通道 3 水汽

通量随高度呈减－增－减，700 hPa 附近最小，600
hPa 附近达最大值。各通道水汽通量主要集中在

600 hPa 以 下，600 hPa 以 上 水 汽 通 量 均 很 小

( 图 6) 。综上可知，由于各水汽通道的水汽通量主

要集中在对流层低层，其强度及变化趋势也主要取

决于对流层低层。
4． 2 各水汽通道对高原云水含量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研究以上水汽通道对高原具体区域

夏季云水含量的影响，用各条水汽通道的强度与高

原区云水含量进行了相关分析。各水汽通道均表现

为与全区大部云水含量正相关。对于水汽通道 1 而

言，其强度与高原云水含量相关系数在高原西北部

显著正相关( 通过 α = 0． 05 显著性检验) 。水汽通

道 2 在高原东南部表现为显著正相关，水汽通道 4
在高原中部、东南部显著相关，通道 3 显著正相关区

主要位于高原东北部。综上可知，通道 1 主要影响

高原西北部云水含量，通道 2 主要影响高原东南部

云水含量，通道 3 主要影响高原东北部云水含量，通

道 4 主要影响高原中部－东南部云水含量( 图 7) 。

图 6 各水汽通道水汽通量垂直剖面

Fig． 6 The vertical section of water vapor flux for each
water vapor channel

为了分析不同水汽通道影响高原云水含量的影

响机制，将各水汽通道强度、云水含量标准化序列

大于 1( 小于 1) 的年份( 图 8) 作为水汽通道、云水

含量偏强( 弱) 年来划分。得出云水含量偏多年共 4
年( 1998，1999，2003 和 2008 年) ; 偏少年共 8 年

( 1979，1982，1984，1986，1992，1994，200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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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79—2016 年夏季高原云水含量与各水汽通道强度相关系数

打点区为通过 α= 0． 05 显著性检验; 黑线为 3000 m 海拔线

Fig． 7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cloud water content and water vapor channel intensity over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in summer
from 1979 to 2016． Stippling indicate have passed the significance level at α= 0．05，Black line is 3000 m altitude line

图 8 云水含量及各水汽通道强度标准化序列

Fig． 8 Standardized sequence of cloud water content and water vapor channel intensities

2009 年) 。印度洋通道强年有 1996，2003，2010，

2011，2012，2013 和 2016 年共 7 年; 弱年有 1979，

1981，1984，1997 及 2009 年共 5 年。南海通道强

年有 1987，1993，1995，1997，1998，2008 和 2010

年共 7 年; 弱年有 1981，1989，1990，1992，2000，

2004 和 2011 年 共 7 年。伊 朗 西 部 通 道 强 年 有

1981，1984，1996，1998，1999 和 2005 年共 6 年;

弱年有 1980，1982，1986，1991，2010 和 2014 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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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孟加拉湾北部通道强年有 1998，2002，2003
年共 3 年，弱年有 1979，1981，1986，1992 和 2013
年共 5 年。

由夏季高原云水含量、各水汽通道强度强、弱

年整层水汽通量合成差值场可得: 当高原云水含量

偏多时，有 3 条显著相关的水汽异常输送，伊朗北

部偏东通量在伊朗南部转为偏西北通量，使50°N—
60°N 的西风带水汽的北支西风减弱，南支西北风

加强［见图 2( a) ］，经通道 3 输送更多水汽到高原;

经通道 1 的印度洋异常西南通量经印度北部向东经

通道 4 输送到高原; 南海的偏东南通量经中南半岛

在孟加拉湾北部转为西南异常通量向高原输送。其

中，孟加拉湾北部的偏南通量异常，主要使来自印

度洋的水汽更多输送到高原; 南海的异常偏东南通

量主要使来自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水汽输送到高原

［图 9( a) ］。通道 1 偏强时，来自印度洋北部和南

海的水汽在孟加拉湾交汇向高原异常输送。高原南

边界的异常东南通量，使水汽输送偏西而主要影响

图 9 夏季高原云水含量、各水汽通道强度强、弱年整层水汽通量合成差值场［彩色区，单位: kg·( m·s) －1］

黑色箭头表示通过 0． 05 显著性检验

Fig． 9 Synthetic difference field of vertical integral of water vapor flux ［color area，unit: kg·( m·s) －1］over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between strong and weak years of cloud water content and channel intensities

in summer． Black arrow indicates passed the significance level at α=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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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原西部。通道 2 偏强时，中国东南沿海—西北

太平洋为异常反气旋环流，有利于副高偏强西伸;

南海、中南半岛的异常偏南通量，有利于水汽向高

原东南部输送。同时，孟加拉湾北部的西南通量异

常也有利于输送水汽到高原东南部。通道 3 偏强

时，伊朗西部偏北水汽通量异常，有利于西风带南

支水汽输送到高原。印度北部西南异常通量，有利

于将阿拉伯海水汽输送到高原。通道 4 偏强时，南

海—孟加拉湾南部的异常偏东通量在印度北部—孟

加拉湾北部转为西南风异常，使经通道 4 进入高原

的水汽增多; 同时，印度洋、阿拉伯海北部有异常

偏南通量向高原输送［图 9( b) ～ ( e) ］。此外，由副

高各指数与水汽通道强度的相关系数( 表 4) 可知，

当副高偏西南，强度范围偏大时，水汽通道 2、4 强

度偏强，有利于水汽向高原输送。
由于高原平均海拔600 hPa以上，各通道水汽

表 4 副高指数与水汽通道强度的相关系数表

Table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subtropical high pressure index and water vapor channel intensity

相关系数 西脊点指数 面积指数 强度指数 脊线位置指数 北界点指数

水汽通道 2 －0． 45＊＊ 0． 52＊＊ 0． 51＊＊ －0． 45＊＊ －0． 47＊＊

水汽通道 4 －0． 37＊＊ 0． 46＊＊ 0． 45＊＊ －0． 25 －0． 31*

* 和＊＊分别表示通过 α= 0． 1 和 α= 0． 0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通量主要集中在 600 hPa 以下，所以低层各水汽通

道的水汽输送到高原边界会受其阻挡。那么，到达

高原边界的水汽是否受地形抬升上高原呢? 为了对

这一问题有定性认识，对高原夏季平均垂直水汽输

送和风场进行分析。由于高原地形呈西高东低，所

以将南边界以 95°E 为界，分为东、西两段来研究。

来自低纬的低层偏南风水汽通量遇到高原后，受地

形作用爬坡上升，并继续向北输送水汽，在 33°N
附近与偏北风辐合，辐合位于 500 hPa 以下［图 10
( a) ，( b) ］。地形越陡，上升运动越强。表明到达

高原南坡的水汽大部为通过上升运动上高原。同

样，西边界来自中纬西风带的低层偏西风水汽输送

图 10 高原夏季平均水汽通量( 等值线，单位: g·s－1·kg－1 ) 和风场( 矢量，垂直速度扩大 100 倍)

经向垂直剖面( a，b) 和纬向垂直剖面( c)

黑色区域为地形廓线

Fig． 10 Latitude-height cross sections of mean summer water vapor flux ( contours，unit: g·s－1·kg－1 ) and wind field
( vector，vertical velocity enlarged by 100 times) along 80°E—95°E ( a) ，95°E—102°E ( b) and longitude-height

cross section along 28°N—35°N ( c) over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The shaded
area shows the in situ vertical profile of topography

遇高原后抬升并继续向东［图 10( c) ］。

5 结论与讨论

利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CMWF) 提供

的 1979—2016 年 EＲA-Interim 再 分 析 资 料 分 析

了青藏高原夏季云水含量及其水汽输送情况，研

究得出:

( 1) 高原夏季云水含量占全年 48%，由东南

向西北减少。与高原夏季云水含量相联系的 4 条水

汽通道: 源自阿拉伯海的纬向通道( 印度洋通道) ，

源自西北太平洋、南海的经向通道( 南海通道) ，源

自中高纬西风带的经向通道( 伊朗西部通道) 和源

自孟加拉湾的经向通道( 孟加拉湾北部通道) ，依次

简称通道 1、2、3 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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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高原云水含量和各水汽通道强度均有明

显年际变化。云水含量年际变化与通道 2、4 强度

一致。云水含量与通道 1 呈一致显著增加趋势，其

他通道为略增加趋势。由于各水汽通道的水汽通量

主要集中在对流层低层，其变化趋势和强度也主要

取决于对流层低层。
( 3) 通道 1 主要影响高原西北部云水含量，

通道 2 主要影响高原东南部云水含量，通道 3 主要

影响高原东北部，通道 4 主要影响高原中部、东南

部云水含量，均使云水含量偏多。通道 1 偏强时，

来自印度洋北部和南海的异常水汽在孟加拉湾交汇

向高原输送。通道 2 偏强时，南海、中南半岛的异

常偏南通量，孟加拉湾北部的异常西南通量向高原

东南部输送。通道 3 偏强时，西风带水汽和来自印

度洋水汽更多输送到高原。通道 4 偏强时，来自阿

拉伯海北部以及南海－孟加拉湾南部的水汽向高原

异常输送。此外，副热带高压偏西南，强度范围偏

大时，水汽通道 2、4 强度偏强，有利于水汽向高原

输送。
本文只考虑了水汽、大尺度天气系统，定性的

分析了几条水汽通道对于高原夏季云水含量分布的

影响机理，并没有综合考虑地形、高原积雪、高原

热源效应、高原自身植被覆盖( 高荣等，2017; 王青

霞等，2014; 樊威伟等，2018; 王顺久，2017; 保云

涛等，2018) 等影响因素。以后的研究还需对水汽

输送影响的物理机制做定量分析，为高原地区夏季

云水研究提供更多的线索和依据。云的形成受多种

因子制约，云含水量常在很小范围和很短的时间内

就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精确地了解云水量有很大的

难度。由于受资料同化方法，观测误差等限制，再

分析资料与卫星观测的云水含量存在一定差异，今

后的研究有必要对不同资料在高原地区的适用性进

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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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nnual Anomaly of Cloud Water Content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Water
Vapor Transport over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in Summer

LIU Juju1，YOU Qinglong1，2，WANG Nan1

( 1． Key Laboratory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Ministry of Education ( KLME) / Joint International Ｒesearch
Laboratory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Change ( ILCEC)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Forecast

and Evaluation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 CIC-FEMD) ;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NUIST) ，Nanjing 210044，Jiangsu，China;

2．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Scienc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ＲA-Interim reanalysis data from 1979 to 2016 provided by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Me-
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 ( ECMWF) ，the cloud water content and its water vapor transport over the Qing-
hai-Tibetan Plateau ( QTP) in summer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mmer cloud water content over
the QTP accounts for 48% of the total year，which decreases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There are four water
vapor channels affecting the cloud water content，which are the Indian Ocean channel，the South China Sea chan-
nel，the northern Bay of Bengal and the western Iranian channel ( briefly called channel 1，2，3，4 in order) ，re-
spectively． There are obvious interannual variations of cloud water content and water vapor channel intensities．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cloud water content is in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channel 2 and 4． It is shown that both
the cloud water content and four channel intensities have increased trends． When the intensity of channel 1 is
strong，abnormal water vapor from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will convergent
over the Bay of Bengal and be transported to the QTP，which mainly increases the cloud water content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the QTP． When the intensity of channel 2 is strong，the anomalous southward flux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and the anomalous southwest flux over the northern Bay of Bengal
support more water vapor to the southeastern QTP． The stronger channel 3 intensity indicates more water vapor
from westerly and Indian Ocean are transported to the QTP，resulting more cloud water content in the northeast-
ern QTP． When the intensity of channel 4 is strong，the water vapor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to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Bay of Bengal is abnormally transported to the QTP，resulting more cloud water content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TP． In addition，the stronger and southwestward of northwest Pacific subtropical high is consist-
ent with stronger identities of channel 2 and 4，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transportation of water vapor to the
QTP．
Key words: Qinghai-Tibetan Plateau ( QTP) ; cloud water content; water vapor transport; water vapor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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