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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把反映天气形势变化的背景误差协方差引入到变分分析系统中来提高分析质量，本文在 GRAPES

区域三维变分框架的基础上通过扩展控制变量方法实现动态与静态背景误差协方差耦合，建立混合三维变分分析
系统（GRAPES Hybrid-3DVar）。通过控制变量扰动产生的集合样本进行单点观测分析试验验证 Hybrid-3DVar
及其局地化方案的合理性，并针对台风苏迪罗进行实际观测资料同化和数值预报试验，结果表明：用集合样本描
述的背景误差协方差是随着天气流型变化的，动力场和质量场的离散度在台风中心处最大，因而混合同化的分析
增量包含更多细微结构和中小尺度信息；其分析和 24 h 内预报要素质量优于 3DVar，24 h 内降水强度和落区预
报也更准确，混合同化分析改善了 3DVar 分析的降水空报问题;同时混合同化分析的 24 h 内台风路径预报也最接
近实况，台风强度预报在 48 h 之内都比 3DVar 更接近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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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rove the analysis quality by incorporating the flow-dependent ensemble covariance into the variational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 the new GRAPES (global/regional assimilation and prediction system) hybrid-3Dvar system
was built. The new system is based on the GRAPES regional 3DVar system, which uses the statistic covariance, and was
built by augmenting the state vectors with another set of control variables preconditioned upon the ensemble dynamic
covariance. The new hybrid-3DVar system and the localization method were verified through a single-observation
assimilation experiment with ensemble samples produced by the 3D-Var’s control variable perturbation method. The real
observation assimilation and forecast experiment for Typhoon Soudelor yield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background covariance,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ensemble samples, is flow-dependent, and the root mean square spread in
the ensemble of momentum field and mass field is largest near the typhoon center. (2) The analysis increments of the new
hybrid-3DVar have a more detailed structure and more medium- and small-scale information. (3) The analysis and 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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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qualities of model variables in the new hybrid-3DVar a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3DVar
system, and the precipitation position predictions are more accurate. (4) The 24 h forecast track of Typhoon Soudelor is
closer to the observational one, and the 48 h-predicted intensity also approaches the real observation.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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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集合预报的发展, 用集合预报扰动描述的

预报误差协方差可以随着天气形势更新，并可提供
给分析使用从而获得更优的分析场，因而集合分析
也成为同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集合卡尔曼滤波
（Ensemble Kalman Filter，简称 EnKF）方法发展
较快，从 1998 年 Houtekamer and Mitchell（1998）
把 EnKF 方法引入到大气资料同化系统以来，EnKF
方 法 有 了 一 系 列 研 究 （ Houtekamer and Mitchell,
2001; Hamill and Whitaker, 2001; Houtekamer et al.,
2005; 朱琳等, 2008; 庄照荣等, 2011a, 2011b）。由
于 EnKF 方法中的某些集合成员可以抓住中小尺度
系统中的一些特征，用此方法同化雷达资料进行中
小尺度同化的研究也较多（Snyder and Zhang, 2003;
Zhang et al., 2004; Lu and Xu, 2009; 兰 伟 仁 等 ,
2010）。为了避免大量集合样本造成的矩阵不满秩
问题，又能利用 EnKF 的优点，Hamill and Snyder
（2000）提出了集合和变分同化结合方案，即用小
集合产生的背景误差协方差和变分分析中模型化的
背景误差协方差结合得到新的误差分布场,此类方
法也得到广泛研究（Wang et al., 2007a, 2007b; 邱晓
滨和邱崇践, 2009）。混合集合变分同化方法在变
分框架下很容易实施，而且在小集合样本和模式误
差比较大的情况下混合方法比集合卡尔曼滤波更有
优势，由于以上优点混合三维变分（Wang et al.,
2008a, 2008b; Gao and Stensrud, 2014; 马 旭 林 等 ,
2014, 2015）和混合四维变分同化方法（Liu et al.,
2008, 2009; Buehner et al., 2010a, 2010b; Zhang and
Zhang, 2012）在这几年发展快速。
在国内发展的 GRAPES 区域集合预报和三维
变分同化业务系统的基础上，Chen et al.（2015）
通过扩展控制变量的方法构建集合三维变分混合同
化系统（GRAPES En-3DVar），并针对区域集合
预报样本变量间平衡性差问题在分析中采用导出的
控制变量集合来描述动态误差部分，变量间的平衡
关系再通过物理和平衡变换获得；针对分析增量不
平滑和集合离散度小采用了集合扰动样本的平滑滤

波和扰动放大策略；由于湿度集合样本有许多不确
定性，实际个例没有对湿度变量采用动态的背景误
差协方差，结果表明混合同化的高度场改进不明显，
风场预报略有改进。由于 GRAPES 区域集合预报
样本质量问题，采用以上策略可能改变动态误差结
构，同时大气湿度变量尺度小、变化快，其背景误
差不满足 3DVar 分析中均匀、各向同性的假定，
更需要用动态的误差结构来描述。本文在业务运行
的 GRAPES 区域 3DVar 框架基础上采用扩展控制
变量的方法引入集合的背景误差协方差，建立了混
合三维变分分析（Hybrid-3DVar）系统，首先通过
控制变量的高斯随机扰动获得与三维变分模型化的
背景误差协方差结构相当的理想集合样本，采用单
点 观 测 资 料 同 化 试 验 量 化 比 较 3DVar 与 Hybrid3DVar 的分析增量差别，验证混合三维变分同化分
析和局地化方案的合理性。然后针对台风苏迪罗进
行实际观测资料的同化预报试验，从动态背景误差
协方差结构、分析增量在时间域和频谱空间分布、
分析预报要素检验、降水预报检验以及台风路径和
强度预报方面，研究 Hybrid-3DVar 和 3DVar 系统
的同化预报能力。

2

混合三维变分分析 Hybrid-3DVar

GRAPES-MESO 区 域 三 维 变 分 （ GRAPES3DVar）通过目标泛函最小获得最优的分析场：
1
1
T −1
J (δx) = δxT B−1
c δx+ (Hδx + d) R (Hδx+ d),（1）
2
2

其中，δx＝xa‒xb 为分析增量，xa 为分析场，xb 为
背景场。d＝H(xb)‒y 为新息向量，H 为观测算子，
y 为观测场。Bc 为静态背景误差协方差，R 为观测
误差协方差。混合三维变分分析（Hybrid-3DVar）
通过引入一组和集合样本相关的 a 控制变量使动态
的背景误差协方差方便地添加到变分分析中，目标
函数如下：
1
1 ∑ T −1
J (δx, a) = δxT B−1
a C ak +
c δx +
2
2 1 k
N

1
(Hδx + d)T R−1 (Hδx + d),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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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这里 C 为局地化相关函数，可直接采用变
分分析中水平和垂直相关模型作为局地化相关函数
来滤除集合样本统计造成的远处较小相关噪音。在
混合同化分析中，分析增量由两部分组成：
δx = βc δx1 + βe δx2 ,

（3）

其中，βc 和 βe 表征静态和动态的背景误差协方差
所占的权重，有 β2c + β2e = 1，背景误差协方差 B 就
由静态气候统计的 Bc 和动态集合描述的 Be 组成，
即有：
B = β2c Bc + β2e Be .

（4）

若 w 和 vk 为空间之间不相关的归一化的控制
变量，通过预条件变换，静态背景误差协方差和动
态背景误差协方差获得的分析增量分别为
δx1 = Uw,
δx2 =

N
∑
k=1

xke ◦ ak =

N
∑

（5）
xek ◦

√

Cvk ,

（6）

k=1

其中，有 Bc = UUT，符号 ◦表示向量 xek与向量 ak的
Schur 乘积。若标准化的集合为 X = (xe1 , xe2 , · · · , xeN ) ∈
R s×N ，式中，s 为模式状态变量的数目，N 为集合
样 本 数 ， 则 xek为 标 准 化 的 第 k 个 集 合 扰 动 成 员
√
xek = (xk − x̄)/ N − 1 ， xk与 x̄分别为第 k 个集合成员

的预报场和集合平均，则用集合样本描述的背景误
差协方差为
Be = XXT ◦ C.

（7）

根据 Hybrid-3DVar 目标函数公式（2），分析
增量公式（6），动态背景误差协方差公式（7），
利用三维变分分析框架可以方便得引入天气形势依
赖的背景误差协方差信息。

3

理想试验

试验设置
为了验证 Hybrid-3DVar 系统的正确性，文中
进行了单点气压观测的三组分析试验，单点气压观
测设置在（40°N，95°E；500 hPa），三组观测采
用同样的单点气压观测和背景场。第一组为采用静
态背景误差协方差的三维变分试验（3DVar）；第
二组为背景误差协方差采用全动态的混合分析试验
（ Hybrid_NoVertloc）， 集 合 成 员 数 为 100， 扩 展
控制变量的水平局地化相关尺度为 500 km，没有
进行垂直局地化；在第二组试验的基础上，第三组
混合分析试验采用垂直相关的局地化方案
3.1

44 卷
Vol. 44

（Hybrid_Vertloc），考察垂直相关局地化的效果。
为了量化比较 3DVar 与 Hybrid-3DVar 系统的差别，
文中利用 GRAPES-3DVar 控制变量到模式变量的
空间变换和物理变换过程，通过高斯随机扰动控制
变量获得一组集合扰动场，因而集合扰动场的误差
特征与 3DVar 分析中设定的模型化背景误差协方
差结构一致，满足模型化空间相关和变量之间的相
关关系。用控制变量扰动获得的理想集合样本进行
混合分析试验。
3.2 分析增量
图 1 为三组试验单点气压观测的水平分析增量，
从图 1a 中可以看出，同化单点气压观测后无量纲
气压的水平分析增量随着 3DVar 背景误差协方差
各向同性的模型结构传播为同心圆的结构，从 U/V
风场分析增量可以看出风场和质量场之间满足地转
平衡关系。从图 1b 中可以看出，Hybrid_NoVertloc
试验中无量纲气压和 U/V 风场的水平分析增量的
结构与 3DVar 的相似，由于采用了水平局地化方
案，滤除了集合样本造成的远距离相关噪音的同时
也使观测信息传播的尺度小于 3DVar 试验的，因
而 Hybrid_NoVertloc 试验的无量纲气压水平分析增
量同心圆结构更紧凑，同样 U/V 风场的水平分析
增量结构也紧凑。在 Hybrid-3DVar 分析中采用垂
直方向的局地化方案后（Hybrid_Vertloc），对观
测所在层的水平分析增量几乎没有影响，见图 1c
与图 1b。
从图 2a 观测点处 3DVar 试验的垂直分析增量
可以看出，无量纲气压的垂直分析增量与背景误差
垂直相关的结构一致，同样 U/V 风场的垂直分析
增量也满足 3DVar 中设定的变量之间相关关系。
图 2b 为 Hybrid_NoVertloc 试验的垂直分析增量，
在 35 层以下，分析增量的结构与 3Dvar 试验的相
似，但可以看出由于水平局地化，Hybrid_NoVertloc
试验的分析增量结构在水平上更紧凑。由于没有采
用垂直局地化方案，集合样本统计的较远距离的相
关产生很大分析噪音，因而 35 层以上的分析增量
有虚假的中心。采用垂直局地化方案后，距离观测
较远处的虚假相关结构滤除，Hybrid_Vertloc 试验
的垂直分析增量更加合理（图 2c）
。
图 3 给出了观测所在位置第 20 层 95°E 的分析
增量，从图 3a 中可以看出 3DVar 试验与 Hybrid_
NoVertloc 试验 的分析增量在观测点处大小相当，
随着远离观测位置，3DVar 试验的分析增量按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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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理想实验单点气压观测的无量纲气压（PI；左列）
、纬向风场分量（U，单位：m s‒1；中间列）
、经向风场分量（V，单位：m s‒1；

右 列 ） 的 水 平 分 析 增 量 ：（ a1–a3） 三 维 变 分 试 验 （ 3DVar）；（ b1–b3） 背 景 误 差 采 用 全 动 态 的 混 合 分 析 试 验 （ Hybrid_NoVertloc）；
（c1–c3）采用垂直相关的局地化方案的混合分析试验（Hybrid_Vertloc）
Fig. 1

Non-dimensional pressure (PI; left column), U-component (U, units: m s‒1, middle column), V-component (V, units: m s‒1, right column) of

horizontal analysis increments with one pressure observation of three ideal experiments: （ a1–a3） 3DVar; （ b1–b3） full hybrid without vertical
localization; （c1–c3）hybrid with vertical localization

平相关模型分布，Hybrid_NoVertloc 试验的分析增
量采用了水平局地化，距离观测同样位置的水平增
量比 3DVar 试验的的要小；Hybrid_Vertloc 试验的
分析增量分布与 Hybrid_NoVertloc 试验的几乎重合。

局地化函数来调整。

4

台风苏迪罗模拟试验

4.1

台风苏迪罗介绍

从观测处的垂直分析增量也可以看出，没有采用垂

2015 年 7 月 30 日台风苏迪罗在西北太平洋洋

直局地化方案时，Hybrid_NoVertloc 试验的分析增

面上生成，随着台风向西移动，强度逐渐加强，8

量大小与 3DVar 试验的相当，除了远离观测 40 层

月 3 日加强为超强台风，8 月 8 日凌晨，以中心附

以上存在虚假分析噪音。采用垂直局地化方案以后，

近最大风力 48 m s 在台湾省花莲市登陆，并于同

Hybrid_Vertloc 试验有效消除了离观测远距离的虚

日晚 22:00（北京时）以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38 m s

假分析增量，同时观测信息垂直传播的距离比

在福建省莆田市登陆，进入内陆后逐渐减弱，8 月

3DVar 试验的更近，垂直相关传播的远近可以通过

9 日 减 弱 为 热 带 低 压 。 本 文 分 别 使 用 3DVar 与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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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图3
Fig. 3

44 卷
Vol. 44

同图 1，但为垂直分析增量
Same as Fig. 1, but for the vertical analysis increments

第 20 层 95°E 剖面处的（a）无量纲气压分析增量随纬度的变化、
（b）格点（40°N，95°E）处的无量纲气压分析增量随高度的变化
Non-dimensional pressure analysis increments changed with latitude at 95°E section on level 20; (b) Non-dimensional pressure analysis

increments changed with height at point of (40°N, 9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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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3DVar 系统，以及 GRAPES 区域中尺度模

统采用的集合样本来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模式

式模拟台风苏迪罗登陆前后的台风路径、强度以及

的 36 h 集合预报场，其水平分辨率为 50 km，垂直

降水等情况。

层为从 1000 hPa 到 10 hPa的 11 层标准等压面，共

试验设置

50 个集合样本。两组试验同化的观测资料为探空

分析时刻为 2015 年 8 月 8 日 12:00（协调世界

资料（TEMP）、地面报资料（SYNOP）、船舶资

4.2

时，下同），此时台风位置在福建沿海的洋面上，

料（SHIPS）、飞机报资料（AIREP）、云导风资

2 h 后台风登陆福建莆田市，模拟 8 日 12:00 至 10

料（SATOB）、GPS 降水资料（GPS PW）以及雷

日 12:00 48 h 内台风登陆过程的天气状况。文中进

达反演风场（RADAR VAD）。背景场都采用欧洲

行了两组试验，第一组试验是三维变分分析试验

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模式 12 h 的预报场，它的水平

（3DVar 表示），其中的背景误差方差为美国国家

分辨率为 12.5 km，垂直层为从 1000 hPa 到 10 hPa

气象中心方法统计的随高度和纬度变化的结构；背

的 17 层标准等压面。分析和预报模式的水平分辨

景误差水平相关采用高斯相关，比湿变量的水平相

率为 10 km，垂直分层为 51 层，背景场和集合样

关尺度为 200 km，其他变量的水平相关尺度为 500

本都降尺度插值到模式的水平分辨率和垂直层上。

km；背景误差垂直相关采用与高度相关的相关模

4.3

型表示，见 GRAPES 全球三维变分同化系统模式

集合误差协方差
分析增量分布取决于背景误差协方差的结构，

变量分析版中 4.4.2 节（薛纪善等，2012）。第二

Hybrid 试验采用全动态的背景误差协方差，文中

组试验为混合三维变分分析试验（Hybrid 表示），

首先考察集合样本统计的背景误差协方差结构，选

其中的背景误差协方差采用集合统计的全动态背景

取台风以北附近的模式面 23 层观察点 A（26°N，

误差协方差，水平局地化尺度为 500 km，集合样

119.5°E）
，A 点与其他格点的水平相关如图 4 所示。

本的垂直相关采用局地化方案，Hybrid-3DVar 系

图4

从图 4a 可以看出，A 点与其他点无量纲气压

第 23 层观察点 A（黑点所示）与其他格点的（a）无量纲气压 PI、
（b）比湿 Q、
（c）U 和（d）V 风场的水平相关系数（填色）及背

景风场（矢量箭头）分布
Fig. 4

Horizontal correlation fields (shaded) with respect to point A (black dot) for (a) PI, (b) specific humidity Q, (c) U, (d) V and background wind

field (vector arrow) on level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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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相关朝向台风中心位置的相关尺度较短，朝

散度在台风中心位置处最大，随着远离台风中心，

向西边正相关的尺度较大，朝向东边远处有较大的

离散度逐渐变小。比湿的垂直相关尺度在控制变量

负相关。A 点与其他点比湿的水平相关尺度比无量

中最小，并且气流上游即考察点东侧的垂直相关尺

纲气压要小，并沿着台风旋转气流方向的相关尺度

度较大，35 层以上高层空气较干，湿度变量较小，

较大，而且比湿的水平相关系数具有一些螺旋结构

距离考察点较远处存在虚假的统计相关噪音。湿度

（图 4b）。对于 U 风场的水平相关系数南北方向

变量离散度呈非均匀分布，局地性很强（图 5b）。

的相关尺度较小，沿着西边略偏南方向的相关尺度

U 和 V 风场的垂直相关也较大，在模式中低层 U

较大，也就是说此处的 U 风场观测信息将会对台

风场的纬向水平相关尺度远比 V 风场相关尺度大；

风中气流下游方向影响较大（图 4c）。对于 V 风

U 和 V 风场的离散度在台风中心最大，在对流层

场南北方向的水平相关尺度远远大于东西方向

顶的急流区也略大（图 5c 和 d）
。

（图 4d），东西方向的远处负相关系数也比较大。

分析结果

4.4

由上可见，集合统计的背景误差水平相关系数依赖

本文中 Hybrid 试验中采用的动态背景误差协

着台风结构的变化，因而分析中观测信息的传播不

方差完全依赖于 4.3 节集合样本统计的误差结构，

是各向同性，而是依据动态的背景误差水平相关来

本节分别在时域空间和频谱空间比较不同背景误差

影响格点场。

协方差影响下的分析增量结构，同时以欧洲中期天

A 点与其他格点的背景误差相关系数（填色）

气预报中心模式分辨率为 12.5 km 的分析作为实况

和离散度（廓线）的纬向垂直剖面可以看出（图 5）
，

检验两组分析的质量。

无量纲气压的垂直相关尺度较大（图 5a），并与

4.4.1

分析增量

三维变分模型化的垂直相关结构相似，其沿着纬圈

图 6 与图 7 分别为 3DVar 和 Hybrid 试验第 10

的水平相关尺度远比其他变量大，无量纲气压的离

层模式面的分析增量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 3DVar

图5

观察点 A（黑点所示）与其他格点在剖面 26°N 处的（a）PI、（b）Q（单位：kg kg‒1）、（c）U（单位：m s‒1）和（d）V（单位：m

‒1

s ）的离散度（廓线）以及垂直相关系数（填色）的垂直分布
Fig. 5

Vertical correlation (shaded) and ensemble spread (contours) with respect to point A (black dot) at 26°N section for (a) PI, (b) Q (units: kg

kg‒1), (c) U (units: m s‒1), and (d) V (units: m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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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Var 试验第 10 层模式面的分析增量分布：（a）PI；（b）Q（单位：kg kg‒1）；（c）U（单位：m s‒1）；（d）V（单位：m s‒1）。

图中黑点为台风中心位置，矢量箭头为背景风场。
Fig. 6

Horizontal analysis increments of 3DVar on level 10: (a) PI, (b) Q (units: kg kg‒1), (c) U (units: m s‒1), and (d) V (units: m s‒1). Black dot is

location of super typhoon Soudelor, vector arrow is background wind field

图7
Fig. 7

同图 6，但为 Hybrid 试验
Same as Fig. 6, but for hybri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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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分析增量结构平滑，观测信息传播较远;其

从图 8a 可以看出分析后台风眼 Hybrid 位势高度绝

中无量纲气压在台风中心为正的增量，从 U、V 风

对偏差大于 3DVar 的，比较图 7 和图 17 台风强度

场分析增量也可以看出，分析后使台风的强度减弱，

也可以看出，Hybrid 试验分析增量使台风眼强度

同时台风中心的湿度为负增量。对比 Hybrid 试验

减弱略多。而在台风眼以北和以东台湾海峡及台湾

（图 7），从无量纲气压、U 和 V 风场分析增量的

岛处 3DVar 试验分析绝对误差大于 Hybrid 试验的 。

大小来看，混合同化分析后台风强度减弱更多，从

对于湿度分析，由于 3DVar 试验湿度变量的水平

图 17 台风强度可以看出，分析时刻观测台风中心

相关尺度较大，观测的影响较过，因而分析后使台

强度为 975 hPa 左右，由于模式背景场中心强度过

风附近区域偏干，台风以北和以南的湿度分析大值

强，经过 3DVar 分析后，使台风中心强度接近实

中心又过于偏湿，造成这些区域湿度分析的绝对误

况。Hybrid 试验完全采用动态集合的背景误差协

差 远 比 Hybrid 试 验 的 大 （ 图 8b 所 示 ）， 从 图 10

方差，由于无量纲气压和风场集合离散度在台风附

分析均方根误差 也可以看出 Hybrid 试验湿度分析

近较大，台风区域观测的影响就更大，因而经过混

质量显著优于 3DVar 试验。Hybrid 试验风场分析

合同化分析后，使得台风中心强度减弱更多，初始

的绝对误差基本小于 3DVar 试验的（图 8c 和 d），

分析场中心气压大于 975 hPa（图 17）
。

除了在台风以东台湾海峡处 Hybrid 试验北风分析

同时比较图 6 和图 7 可以看出，Hybrid 试验
风场和水汽的分析增量围绕台风中心呈现明显的螺
旋结构，说明 Hybrid 分析中背景误差协方差随流
依赖的特征使分析增量的结构更合理。
为了检验两组分析的质量，文中在 925 hPa 比
较两组分析与实况的绝对误差差别，如图 8 所示。

图8

偏强。
分析增量的谱密度

4.4.2

从分析增量可以看出，Hybrid 试验分析增量
有更细微的结构，集合分析中含有更多的中小尺度
信息，因而本节在频谱空间比较两组试验的分析增
量谱密度随尺度的变化。文中采用二维离散余弦转

925 hPa 3DVar 与 Hybrid 分析的绝对误差差别（填色）（a）PI；（b）Q（单位：kg kg‒1）；（c）U（单位：m s‒1）；（d）V（单位：

‒1

ms ）
。图中黑点为台风中心位置, 矢量箭头为背景风场
Fig. 8

Differences in absolute errors between the analysis of 3DVar and hybrid (shaded) (a) PI, (b) Q (units: kg kg‒1), (c) U (units: m s‒1), and (d) V

(units: m s‒1). Black dot is location of super typhoon Soudelor, vector arrow is background win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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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2D-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简称 2D-DCT）

因而风场增量主要包含大尺度信息。Hybrid 试验

方法对有限区域分析增量场进行谱分解获得随尺度

分析增量的谱密度在中小尺度部分明显大于

变化的谱密度（Denis et al., 2002; 郑永骏等, 2008;

3DVar 试验的，说明 Hybrid 试验分析增量中小尺

庄照荣等, 2018）
。

度信息丰富，这也与图 7 中有更细微的分析增量结

从图 9 可以看出，第 10 层 Hybrid 试验无量纲
气压分析增量的谱密度在大尺度部分（波长 1500

构相一致。
分析要素场检验

4.4.3

km 以上）要小于 3DVar 试验的，在 1500 km 以下

本节比较了两组试验的分析偏差及均方根误差。

的谱密度明显大于 3DVar 试验的。而对于比湿，

从图 10 可以看出，在 200 hPa 以下 Hybrid 试验位

在 400 km 以上尺度的 3DVar 试验分析增量的谱密

势高度分析的偏差明显比 3DVar 试验的更接近零

度远远大于 Hybrid 试验的，这主要与 3DVar 试验

线，并且其均方根误差也更小；Hybrid 试验湿度

湿度分析增量大值中心远比 Hybrid 试验分析增量

分析在对流层中低层有很大改进，其分析均方根误

大有关，而在 400 km 以下尺度的 Hybrid 试验分析

差比 3DVar 试验最大减少 0.4 g kg 。对于 U/V 风

增量谱密度略大于 3DVar 试验，在谱密度取对数

场，Hybrid 试验的分析偏差从底层到高层整体比

后会更加明显。而对于风场，3DVar 试验分析增量

3DVar 试验略接近零线，均方根误差也明显减少。

的谱密度在大尺度部分较大，在 675 km 尺度以下

从上可知，Hybrid-3DVar 系统采用集合统计随天

中尺度部分 3DVar 试验分析增量的谱密度明显比

气形势变化的背景误差协方差，Hybrid-3DVar 的

Hybrid 试验的小（图 9c、d）。这主要由于 3DVar

分析更接近实际大气状态。

分析中流函数和非平衡的势函数的水平相关尺度较

4.5

大，造成分析后变量转换为 U、V 风场的分析增量

‒1

预报结果
文中对 3DVar 和 Hybrid 试验的 48 h 预报结果

非常平滑，同时 3DVar 中采用的高斯水平相关模

进行了要素场检验和降水检验（图 11 和图 12），

型对小尺度作用不大（Vandenberghe and Kuo, 1999）
，

同时比较台风路径和强度预报。

图9
Fig. 9

3DVar 和 Hybrid 试验第 10 层模式面（a）PI、
（b）Q、
（c）U 和（d）V 分析增量的谱密度（单位：m3 s‒2）随波长的变化
Variation in the spectral density of analysis increment in 3DVar and Hybrid test for (a) PI, (b)Q, (c) U and (d) V changed with wavelength on

level 10 (units: m3 s‒2)

大 气 科 学
Chinese Journa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1086

图 10

44 卷
Vol. 44

3DVar（3dv）与 Hybrid（HF）试验的各要素分析偏差与均方根误差：（a）位势高度（H,单位：gpm）；（b）Q（单位：g kg‒1）；

（c）U （单位：m s‒1）
；
（d）V（单位：m s‒1）
Fig. 10

Bias and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nalyses (a) geopotential height (H,units: gpm), (b) Q (units: g kg‒1), (c) U (units: m s‒1), and (d) V (units:

‒1

m s ) with the 3DVar/hybrid test

图 11
Fig. 11

同图 10，但为 12 h 预报
Same as Fig. 10, but for 12-h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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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预报比 3DVar 试验更接近实况（图略）
。

从图 11 可以看出，Hybrid 试验的 12 h 位势高

降水预报检验

4.5.2

度预报偏差除了在 250～150 hPa 之间负偏差大于

从图 13 可以看出，3DVar 试验的前 6 h 降水

3DVar 试验，在其他层预报偏差都比 3DVar 试验

在江西、湖南和湖北有大范围的空报，空报最大量

的接近零线，同样 Hybrid 试验 12 h 位势高度预报

级可达到暴雨级别，而 Hybrid 试验在这些区域预

的 均 方 根 误 差 除 在 250～150 hPa 外 也 整 体 小 于

报降水和实况一致，在 0.1 mm 以下。Hybrid 试验

3DVar 的。Hybrid 试验 12 h 预报的湿度均方根误

在福建及浙江降水预报范围和强度比 3DVar 试验

差在对流层中低层也略小于 3DVar 试验的。对于

也更接近实况。对于 6～12 h 的降水预报，两组试

U/V 风场，Hybrid 试验 12 h 预报的均方根误差在

验都较好的预报了暴雨雨带位置，但 3DVar 试验

所有层都显著小于 3DVar 试验的。

在湖南和湖北有空报，并且在江西中部预报降水强

模式预报到 24 h 后（图 12），Hybrid 试验的

度偏大，同时在浙江南部特大暴雨的预报范围偏大

位势高度场预报质量除了 250～150 hPa 外整体也

（见图 13e）；Hybrid 试验在江西北部预报降水偏

略优于 3DVar 试验的，其全场平均均方根误差比
3DVar 试验略小，偏差也都略接近零线。同样，

大，在浙江南部特大暴雨的预报偏弱（见图 13f）。
从 3DVar 与 Hybrid 试验的 12～18 h 降水预报

Hybrid 试 验 湿 度 变 量 的 24 h 预 报 质 量 也 略 优 于

可以看出（图 14b 和 c），3DVar 试验的暴雨以上

3DVar 试验。对于风场，Hybrid 试验 24 h 预报均

量级预报偏大，Hybrid 试验的降水预报落区和强

方根误差整体也略微小于 3DVar 试验的。

度更接近实况;对于 18～24 h 降水预报（图 14e 和

对于模式的 36 h 和 48 h 预报场，Hybrid 试验

f），两组试验降水范围和实况一致，但暴雨预报

的位势高度和 U/V 风场预报质量在 100 hPa 以上略

范围偏大。对于江西北部的特大暴雨预报，Hybrid

优于 3DVar 试验，在 100 hPa 以下，其均方根误差

试验比 3Dvar 试验更接近实况。

略大于 3DVar 试验的。Hybrid 试验的 36 h 和 48 h

图 12
Fig. 12

总体来说，Hybrid 试验前 24 h 每 6 h 的降水

同图 10，但为 24 h 预报
Same as Fig. 10, but for 24-h forecast

大 气 科 学
Chinese Journa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1088

图 13

44 卷
Vol. 44

2015 年 8 月（a‒c）8 日 12:00～18:00 和（d‒f）8 日 18:00 至 9 日 00:00 的累积降水量（单位：mm）分布：（a、d）实况观测；（b、

e）3DVar 预报结果；
（c、f）Hybrid 预报结果
Fig. 13

The distribution of accumulated precipitation (a‒c) f from 1200 UTC to 1800 UTC 8 August and (d‒f) from 1800 UTC 8 to 0000 UTC 9

August, 2015: (a, d) Observation; (b, e) 3DVar forecast; (c, f) hybrid forecast

预报更接近于实际观测，3DVar 试验在前 12 h 降

06:00 发生转向。在前 30 h 预报，Hybrid 试验预报

水预报中有空报，在 12～24 h 预报中对暴雨以上

的台风路径更靠近观测，路径误差不超过 100 km；

量级的预报不如 Hybrid 试验。

随后 30～48 h 的路径预报，由于台风突然向北偏

路径及强度预报

东方向转向，而两组试验预报时效较长，很难模拟

4.5.3

文中分析时刻为台风临近登陆的时刻，两组试
验从 2015 年 8 月 8 日 12:00 至 10 日 12:00 的 48 h
路径预报如图 15 所示。
从图 15 可以看出在分析初始时刻 8 日 12:00
台 风 位 于 福 建 西 部 沿 海 的 洋 面 上 ， 3DVar 和
Hybrid 试验模拟的台风基本登陆，和实际台风位
置相差近 50 km（图 16）；6 h 后，台风向西北方
向移动，3DVar 试验模拟的台风向西南方向移动，

转向过程，因而原本路径偏东的 3DVar 试验的台
风路径在台风转向后更接近台风实际位置（图 16）
。
从台风强度的模拟可以看出（图 17），初始
时 刻 Hybrid 试 验 模 拟 的 强 度 比 实 况 偏 弱 ， 而
3DVar 试验的强度比实况偏强。从分析增量（图 6
和图 7）可以看出，两组试验中加入观测资料后都
使分析的台风中心强度减弱，说明背景场的台风中

更加偏离观测台风路径，Hybrid 试验模拟的台风

心气压偏低，而 Hybrid 试验集合统计的质量场背

向西移动，更靠近台风位置。随后台风路径向北偏

景集合离散度在台风中心较大，观测资料在此处的

西移动，在 9 日 18:00 时以后，台风发生转向，向

作用就大，调整后的台风中心强度偏弱。随着台风

北偏东方向移动；3DVar 和 Hybrid 试验模拟的台

的登录，台风的中心气压强度逐渐减弱，随后的

风路径方向基本都是向北偏西移动，但模拟台风路

48 h 预报中 Hybrid 和 3DVar 试验预报的台风中心

径 转 向 时 间 偏 晚 ， 分 别 在 10 日 00:00 和 10 日

强度都偏强，但 Hybrid 试验也略接近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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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9 日（a‒c）00:00～06:00 和（d‒f）9 日 06:00～12:00 的累积降水量（单位：mm）分布：（a、d）实况观测；（b、e）

3DVar 预报结果；
（c、f）Hybrid 预报结果
Fig. 14

The distribution of accumulated precipitation (a‒c) from 0000 UTC to 0600 UTC and (d‒f) from 0600 UTC to 1200 UTC 9 August, 2015: (a,

d) Observation; (b, e) 3DVar forecast; (c, f) hybrid forecast

图 15
Fig. 15

2015 年 8 月 8 日 12:00 至 10 日 12:00 苏迪罗台风的路径。图中日期为时/日
Track of super typhoon Soudelor from 1200 UTC 8 to 1200 UTC 10 August, 2015. Date showed in picture as ho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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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15 年 8 月 8 日 12:00 至 10 日 12:00 3DVar 与 Hybrid 试验

预报的台风路径误差
Fig. 16

Track errors of 3DVar and hybrid test from 1200 UTC 8 to

1200 UTC 10 August

图 17

2015 年 8 月 8 日 12:00 至 10 日 12:00 3DVar 与 Hybrid 试验

苏迪罗台风的强度预报以及实况观测
Fig. 17

Intensity forecast of super typhoon Soudelor of 3DVar and

hybrid test, observation intensity from 1200 UTC 8 to 1200 UTC 10
August

5

结论和讨论
本文在 GRAPES 区域 3DVar 分析的基础上初

步建立混合三维变分分析系统，通过增加扩展的控
制变量来引入动态的背景误差协方差，同时考虑扩
展控制变量的水平和垂直局地化。通过单点观测同
化试验检验 Hybrid-3DVar 系统和局地化方案的正
确性和有效性，通过同化实际观测资料后模拟台风
苏迪罗登陆前后的天气系统，研究 Hybrid-3DVar
分析对分析预报的影响。文中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控制变量扰动产生的集合样本进行
的分析试验验证了 Hybrid-3DVar 分析的合理性，
同时可知，由于有限的集合数并不能准确获得较远
距离的相关信息，Hybrid-3DVar 分析中必须采用
水平和垂直局地化方案，局地化方案的采用使观测

44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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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比 3DVar 的更近。
（2）实际观测资料的要素场分析和预报试验
表明：3DVar 同化系统的分析增量结构平滑，观测
信息传播较远。Hybrid-3DVar 系统完全采用动态
集合样本统计的背景误差协方差，背景误差协方差
随着流型变化的，动力场和质量场的离散度在台风
中心处最大，其分析增量有更多的细微结构，分析
也更合理和更接近实况。从分析增量的谱密度分布
可以看出，Hybrid-3DVar 质量场和风场分析增量
包 含 的 中 小 尺 度 信 息 远 比 3DVar 的 丰 富 ， 说 明
Hybrid-3DVar 分析对天气系统的描述更细致。
（3）Hybrid 试验的风场分析和 24 h 内的风场
预报偏差比 3DVar 试验的小，其均方根误差也最
小。Hybrid 试验湿度分析的均方根误差远比 3DVar
小 ， 而 且 在 前 48 h 内 的 湿 度 预 报 质 量 都 优 于
3DVar 试验。Hybrid 试验高度场的分析和其 24 h
内的预报质量在 300 hPa 以下的对流层中下层比
3DVar 试验较优。
（4）对台风系统的预报试验表明：Hybrid 试
验前 24 h 每 6 h 的降水预报更接近于实际观测，
3DVar 试验在前 12 h 降水预报中有空报，在 12～
24 h 预报中对暴雨以上量级的预报不如 Hybrid 试
验。全动态背景误差结构的混合同化分析对台风的
路径和强度预报也有明显的改进，24 h 内的路径
和 48 h 内的强度预报基本都优于 3DVar 分析。
文中 GRAPES-3DVar 分析采用静态的背景误
差协方差模型，其中水平相关模型为高斯相关函数，
动力和质量场的水平相关尺度较大为 500 km。由
于高斯相关函数的功率谱在中小尺度上不足
（Vandenberghe and Kuo, 1999），3DVar 分析增量
的中小尺度信息较少。为了引入更多中小尺度信息，
何光鑫等（2011）和吴洋等（2018）分别采用不同
特征尺度叠加高斯模型的四阶和一阶高斯递归滤波
器来描述控制变量的水平变换，试验表明分析增量
的中小尺度信息有所增加。本文中 Hybrid-3DVar
分析采用集合样本统计的全动态的背景误差协方差，
观测信息的传播依赖于集合样本，其水平和垂直相
关系数随天气形势变化，变量之间的相关也完全依
赖于集合样本，Hybrid-3DVar 风场分析增量的中
小尺度部分信息明显多于 3DVar 分析。
文中实际观测资料分析试验的集合数据来自欧
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模式 36 h 预报场，水平分辨
率 50 km，垂直 11 层等压面资料。集合样本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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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时效较长，空间分辨率较粗，同时等压面上的变
量插值到模式面上还存在插值和变量转化误差。针
对我国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系统，还需要发展高分
辨率的集合预报系统，为 Hybrid-3DVar 分析提供
更准确更精细的背景误差协方差，Hybrid-3DVar
分析也可以为集合预报提供更好的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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