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点介绍说明
新疆暴雪形成机理关键因素有很多，垂直运动就是之一，特别是地形引起的
垂直运动。本文采用 WRF 模式地形追随坐标系垂直动量方程分析垂直运动，其
优势有两点，一是地形追随坐标系方程隐含地形效应，能够描述地形对大气的影
响；二是可以直接利用模式层数据计算，避免垂直坐标变换引起的插值误差以及
坐标面与陡峭地形相交的情况。本文针对新疆降雪过程中垂直运动进行分析，研
究了引起垂直运动的动力学机理。利用 WRF 模式质量地形追随坐标系下的湿大
气质量控制方程推导垂直运动方程和垂直动能方程，针对 2018 年 11 月 30 日新
疆伊犁河谷、天山北坡的降雪过程，利用 WRF 模式输出的模式层数据计算分析
复杂地形下降雪过程垂直速度和垂直动能收支，研究引起垂直速度和垂直动能局
地时间变化的主要物理原因。
研究表明，冷锋过境造成地表气压升高和干空气气柱质量增大，从而导致垂
直气压梯度力和干空气气柱浮力发生变化，进而引起垂直运动发生发展。垂直速
度局地时间变化主要取决于扰动垂直气压梯度力、水物质拖曳力和扰动干空气浮
力。在天山北坡，气流过山时，迎风坡的扰动垂直气压梯度力较大，扰动干空气
浮力较小，促进上升运动；在背风坡，扰动垂直气压梯度力和扰动空气浮力形成
向下的净浮力，产生向下的加速度，使背风坡出现较强的下沉大风。扰动垂直气
压梯度力做功和扰动干空气浮力做功情况基本相反，背风坡扰动垂直气压梯度力
和综合强迫做功项抑制垂直动能，扰动干空气浮力和水物质拖曳力做功项增强垂
直动能。此外，扰动垂直气压梯度力和扰动干空气浮力做功项主要出现在中低层，
水物质拖曳力做功项主要位于低层，平缓地形处的综合强迫做功明显小于地形复
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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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WRF 模式对 2018 年 11 月 30 日伊犁河谷和天山北坡强降雪过程进
行数值模拟，并分析复杂地形强降雪过程垂直速度和垂直动能变化机制。研究表
明，冷锋过境造成地表气压升高，干空气气柱质量增大，从而导致垂直气压梯度
力和干空气气柱浮力发生变化，进而引起垂直运动发生发展。垂直速度局地时间
变化主要取决于扰动垂直气压梯度力、水物质拖曳力和扰动干空气浮力。在天山
北坡，气流过山时，迎风坡的扰动垂直气压梯度力较大，扰动干空气浮力较小，
二者合力促进上升运动；在背风坡，扰动垂直气压梯度力和扰动空气浮力形成向
下的合力，产生下沉加速度，导致背风坡下沉大风。扰动垂直气压梯度力做功和
扰动干空气浮力做功情况基本相反，背风坡扰动垂直气压梯度力和综合强迫做功
项抑制垂直动能，扰动干空气浮力和水物质拖曳力做功项增强垂直动能。此外，
扰动垂直气压梯度力和扰动干空气浮力做功项主要出现在中低层，水物质拖曳力
做功项主要位于低层，平缓地形处的综合强迫做功明显小于地形复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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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RF model was used to numerically simulate the heavy snowfall process
in the Ili River Valley and the Northern slope of Tianshan Mountains that occurred on
November 30 2018, and analyze the vertical velocity and vertical kinetic energy change
mechanism of heavy snowfall under complex terrai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passage of a cold front causes an increase in surface pressure and an increase in the dry
air mass in column, which leads to changes in the vertical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and
the dry air column buoyancy, which in turn causes the development of vertical motion.
The local time variation of vertical velocity mainly depends on the perturbation vertical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drag force of the water substance and perturbation dry air
buoyancy. When the airflow crosses the Tianshan Mountains North Slope, the
perturbation vertical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on the windward slope is larger, and the
perturbation dry air buoyancy is smaller, which promotes the upward movement; On
the leeward slope, the perturbation vertical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and the perturbation
air buoyancy form a downward total force produces sinking acceleration, which causes
the leeward slope strong sinking gale. The work done by the perturbation vertical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is basically opposite to the work done by the perturbation dry
air buoyancy. On leeward slope, the work items of the perturbation vertical air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and the comprehensive force are to suppress the vertical kinetic energy,
when the work item of the perturbation dry air buoyancy and the drag force of the water
substance enhances the vertical kinetic energy. In addition, the perturbation vertical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and the perturbation dry air buoyancy work items mainly 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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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iddle and low layers, the water material drag force work item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lower layers, and the comprehensive force work in flat terrain i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at in complex terrain.
Keywords Orographic Precipitation, WRF, vertical movement, vertical kinetic energy

1 引言
我国地形复杂，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脉、祁连山脉等大地形对降水
都有显著影响（李川等，2006；何钰和李国平,2013；陈贵川等,2006；董海萍等,2007；
孙晶等,2006；侯瑞钦等,2009；王宇虹等，2015；李博等，2013；景丽等，2004）。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部，具有三山夹两盆的独特地形地貌。新疆年降水量分布不均
匀，北疆降水多于南疆，山区降水多于盆地。新疆年雨量≥ 40mm 的高频区主要
位于天山山区，并以东天山迎风坡出现的频数最多，其次是准葛尔西部山地迎风
坡，昆仑山北坡居第 3 位（马淑红和席元伟，1997）。天山山区降水量最大，约
占全疆雨量的 40.4%（史玉光等，2008）。天山的地形作用是天山山区暴雨形成
的主要原因之一（马玉芬等，2012a；郭玉娣等，2014）。
降雪是新疆降水的一个重要特点。降雪产生的机制有很多，国内外一直开展
着研究， Sanders（1986）、Moore 和 Blakley（1988）提出降雪过程中的锋生强
迫机制， Sanders 和 Bosart（1985）研究表明华盛顿和波士顿的暴雪主要是锋生
强迫的结果，对称不稳定可能只对降雪带的细微结构起作用。David 等（2000）
研究表明下垫面为大湖区时引起的降雪是多尺度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Ohigashi
和 Tsuboki（2005）研究了日本 Hokuriku 沿海一次降雪过程，强降雪与雪带周围
陆上弱的东南风和欧亚大陆南下的西北风之间形成的强上升运动对应，Tsuboki
等（1989）揭示了陆上弱风与降雪带的相互作用。新疆降雪主要发生在北疆，山
区和迎风坡是暴雪频发区，地形是影响暴雪发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张家宝和
邓子风,1987）。伊犁河谷地区三面环山，是北疆暴雪主要发生区，发生频次仅次
于天山山区（李如琦等，2015），于碧馨等（2016）研究表明在伊犁河谷特有地
形的影响下，稳定维持的山前垂直环流为降雪提供动力抬升条件和不稳定能量触
发机制，促进增强伊犁河谷降雪。杨莲梅等（2005，2016）研究了新疆暴雪的气
候特征和水汽输送特点，将北疆暴雪分为北疆型、北疆西部北部型、北疆沿天山
3

型和北疆西部型。陈涛等(2012)研究指出北疆强降雪过程中冷锋强迫的垂直运动
与降雪区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庄晓翠等（2019）分析了天山北坡两次暴雪过程，
结果表明暴雪区上空锋区等熵面陡立、条件性对称不稳定和次级环流是暴雪形成
的主要机制。
总体来说，新疆暴雪形成机制很复杂，垂直运动是关键影响因素之一，特别
是复杂地形处的垂直运动。为此，本文针对新疆强降雪过程，对垂直运动进行诊
断分析，研究垂直运动发展变化的动力学机理。本文选取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发
生在新疆伊犁河谷和天山北坡的降雪过程，利用 WRF 模式输出的模式层数据计
算分析垂直速度和垂直动能收支，研究引起垂直速度和垂直动能局地时间变化的
物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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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形势
2018 年 11 月 30 日 00 时（世界时）至 12 月 1 日 00 时新疆北部出现降雪天

气，其中伊犁河谷、天山地区、塔城和阿勒泰等地有大到暴雪，局地发生大暴雪
（22mm/24 小时）。30 日 16 时此次降雪最早出现在天山北坡和伊犁河谷的新源
县(图 1a 中的 A 点)附近，小时降雪量分别为 1mm 和 10mm；随后降雪带发展东
移，30 日 18 时位于天山南坡和北坡之间，与天山走向一致；12 月 1 日 00 时降
雪达到强盛阶段，雪带向东扩展，6h 累计降雪量达到 10mm；1 日 06 时强降雪
中心东移到伊犁河谷以东地区；随后雪带范围缩小，强度减弱，1 日 10 时本次
降雪结束。随后伊犁河谷又开始新一轮的强降雪过程。根据中国气象局降雪等级
划分标准，此次过程属于强降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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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8 年（a）11 月 30 日 16 时（世界时，下同）1h 累计观测降雪（彩色区，

单位：mm），
（b）11 月 30 日 18 时、
（c）12 月 1 日 00 时和（d）12 月 1 日 06 时
6h 累计观测降雪（彩色区，单位：mm）
Fig. 1 (a) 1h accumulated observed snowfall (colored zone, units: mm) at 1600 UTC
(Universal Time, the same below) 30 November, 6h accumulated observed snowfall at
(b)1800 UTC 30 November，(c)0000 UTC 1 December and (d)0600 UTC 1 December
1 2018(colored zone, units: mm).

此次过程发生在有利的大尺度环流背景下，如图 2 所示，11 月 30 日 12 时
新疆大部分地区位于 200 hPa 高空急流出口区。500hPa 处于槽前暖湿西南气流控
制中，正涡度平流明显，温度场落后于高度场，存在正热成风涡度平流。700 hPa
盛行偏西风，受地形阻挡抬升影响，气流在伊犁河谷和天山南坡辐合；相当位温
等值线密集，表明存在冷锋(图 4a）。850hPa 存在偏西水汽通道，将水汽从巴尔
喀什湖输送至伊犁河谷。上述高空急流、中层槽前正涡度平流、低层冷锋和近地
面水汽输送为此次降雪提供有利的热、动力和水汽条件。
下面利用 WRF 模式对此次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垂直速
度和垂直动能收支分析来讨论此次降雪垂直运动变化的动力学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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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 年 11 月 30 日 12 时（a）200 hPa 风场（阴影区风速≥30m/s），（b）
500hpa 形势场（实线：位势高度场（gpm）、虚线：温度场（℃）、阴影：涡度（104

m/s-2 ）），（c）700hPa 风场（阴影：地形（km）），（d）850hPa 水汽通量矢量

（g/(cm·hPa· s）)
Fig 2 (a)Wind field at 200hPa, where wind speed in the area shaded ≥30m/s, (b)
situation field at 500hPa, where the solid line denotes the geopotential height (gpm),
the dashed line denotes the temperature field (℃), and the area shaded denotes the
vorticity (10-4m/s-2), (c)wind vectors at 700hPa, where the area shaded denotes terrain
(km), (d) water vapor flux vector at 850hPa(g/(cm·hPa· s)) at 1200 UTC 30 November
2018

3 数值模拟
以美国 NCEP GFS 预报场数据为背景场和侧边界条件，采用 GSI 同化 GDAS
观测数据，利用 WRF4.0 模式对此次过程进行高分辨率数值模拟。模式区域采用
水平分辨率为 3km 的单层网格设计, 区域中心为（46.5°N，88°E），水平方向为
701×701 个格点，垂直层数为 44 层，模式顶层气压为 50hPa。模拟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30 日 00 时—12 月 2 日 00 时 (世界时, 下同)，模拟数据间隔 30 分钟输
出一次。采用 Thompson（云微物理方案）、RRTMG（长短波辐射方案）、Yonsei
University scheme（行星边界层方案）、Mellor-Yamada-Janjic (Eta) TKE scheme（近
地层方案）和 Noah Land Surface Model（陆面过程方案）等物理参数化方案。该
模拟采用 30S 地形高程数据，并称为控制试验。为了研究天山地形对垂直运动的
影响，在其它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开展地形敏感性试验，将天山山脉高于 500 m
的地形高度降为 500 m（马玉芬等，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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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30 日 16 时（世界时）模拟的小时降雪主要出现在伊犁河谷西
北侧的天山北坡；18 时模拟的雪带开始发展，东移至伊犁河谷，与天山南坡和北
坡走向基本一致；强降雪中心位于霍城县（图 3b 中 B 点）和博乐市（图 3b 中 C
点）之间的天山北坡支脉科古琴山，强度达到 15mm；12 月 1 日 00 时模拟雪带
的范围扩大，降雪中心向东南方向移动到新源县（图 3c 中 D 点）附近，强度为
30mm；
12 月 1 日 06 时模拟的天山北坡雪带开始减弱，南坡降雪中心降至 10mm。
对比观测（图 1）可看出，模拟雪带的强度比实况略偏强，但模拟雪带的变化趋
势和移动演变与实况比较接近。整体上，此次模拟再现了伊犁河谷降雪过程的发
展变化。接下来利用该模拟数据进行垂直速度和垂直动能收支分析。

图 3 2018 年（a）11 月 30 日 16 时 1h 累计模拟降雪（彩色区，单位：mm），
（b）11 月 30 日 18 时、
（c）12 月 1 日 00 时和（d）12 月 1 日 06 时 6h 累计模
拟降雪（彩色区，单位：mm）
Fig. 3 (a) 1h accumulated simulated snowfall (colored zone, units: mm) at 1600 UTC
30 November, 6h accumulated simulated snowfall at (b)1800 UTC 30 November,
(c)0000 UTC 1 December and (d)0600 UTC 1 December 2018(colored zone, units: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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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为垂直累积水物质含量、小时降水量、扰动气压和扰动干空气质量
（ d = pdhs − pdht ，其中 pdhs 为干大气静力平衡地表气压， pdht 为模式顶气压
（Skamarock et al., 2019）以及 700hPa 相当位温的分布。如图所示，30 日 18：30
时降雪区相当位温等值线密集，说明存在冷锋，这是本次过程的主要影响系统（图
4a）。随着冷锋东移侵入伊犁河谷，锋后冷空气引起地面气压升高，扰动气压增
大，因此那里扰动气压为正值（图 4d）。地面气压升高又会引起干空气气柱质量
的增加，造成正的干空气质量扰动（图 4e）。在伊犁河谷地区，西南气流爬过天
山北坡的科古琴山（图 4f 中 E 点）和博罗科努山（图 4f 中 F 点）后转为偏北气
流，越过阿拉套山（图 4f 中 G 点）后转为偏南气流；水平风速在山顶和背风坡
明显增大，到背风坡下游后风速迅速减小；偏南和偏北气流在博罗科努山背风坡
后侧形成辐合（图 4f）。天山北坡的迎风坡上升运动较弱，背风坡下沉运动较强
（图 4g）。云体（垂直累积水物质含量）和降雪区主要位于地形迎风坡和山顶（图
4b、c），未出现在背风坡，这主要与过山气流在背风坡引起较强下沉运动有关，
强烈的下坡大风阻断云体向背风坡及其下游传播。上述分析表明，在此次降雪过
程中，随着冷锋过境，地面气压升高，造成正的气压扰动和干空气质量扰动，气
流过山导致气流抬升和局地辐合，这些都是引起垂直运动变化的关键因素，也是
影响降雪发生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热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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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8 年 11 月 30 日（a）18：00 时 700hPa 相当位温（K），18：30 时
（b）垂直累积水物质含量（kg/m2 ）、（c）1 小时累计降水量（mm）、（d）近地
面（模式层的第一层）扰动气压（hPa）、（e）扰动干空气质量（hPa）、（f）近
地面（模式层的第一层）水平流场和（g）垂直速度（m/s），其中阴影区代表地
形高度（单位：km）
Fig 4 (a)Equivalent potential temperature at 700hPa at 1800 UTC (K), (b)vertically
integrated liquid water (kg/m2), (c)1h precipitation (mm), (d)perturbation pressure near
the ground (hPa) (the first layer of the model layer), (e)perturbation dry air mass (hPa),
(f)horizontal wind field and (g)vertical velocity (m/s) near the ground (the first layer of
the model layer) at 1830 UTC 30 November 2018, where the area shaded denotes
terrain height (units: km).

4

垂直速度收支分析
在沿低层过山气流方向（图 4 中红实线，过降水区垂直于山脉的方向）的

垂直剖面内（图 5），30 日 16:30 时地形上空垂直速度呈正负值相间分布，上升
与下沉运动交替出现，倾斜向上伸展，表现出地形重力波特点。垂直运动在迎风
坡较弱，在山顶和背风坡较强。随着雪带增强东移，18:30 时山顶（81.828°E，
44.504°N）中高层上升和下沉运动逐渐减弱，背风坡（82.039°E，44.630°N）低
层下沉运动明显增大，强度小于-5m/s，下坡大风显著，该下坡大风在下游引起强
9

烈辐合，激发出新的上升运动。另外，云体沿着地形迎风坡和山顶发展移动，但
未越过地形，主要原因是背风坡强烈的下沉运动切断了云体向背风坡下游的传播。

图5

2018 年 11 月 30 日（a）16:30 时和（b）18:30 时垂直速度（阴影, m/s）

和风矢量（m/s）沿图 4 中红线的垂直分布，其中，绿实线代表 30 分钟累计降
雪量，粗实线代表水成物（单位：10-4kg/kg）左纵坐标为 eta 层数值，右纵坐标
为降水量（单位：mm），下方图代表地形高度（km）（下同）
Fig 5 Vertical cross sections along the red line in Figure 4 of vertical velocity (shaded,
m/s) and wind vectors (m/s) at (a)1630 UTC and (b)1830 UTC 30 November 2018,
where the solid green line denotes the accumulated snowfall in 30 minutes, the left
ordinate is the value of the eta layer, the right ordinate is the precipitation (units: mm),
the thick solid line denotes water content (units: 10-4kg/kg), and the figure below
denotes terrain height (units: km) (the same below)

本文采用 WRF 模式地形追随坐标系垂直运动方程来分析影响垂直运动的主
要物理因素，其优势在于：一是地形追随坐标系方程隐含地形效应，能够描述地
形对大气的强迫作用；二是可以直接利用模式层数据计算，避免垂直坐标变换引
起的插值误差以及坐标面与陡峭地形相交的情况。WRF 模式质量地形追随坐标
系下湿大气垂直运动方程为（详见附录）：

 

F
w
w w
w
 pe
= −u − v −  + g
− g d 0  qm − de g + W
t
x
y

dd 
dd
d
d

（1.1）

其中，u 、v 和 w 为 x 、 y 和垂直方向速度分量， 为模式层  的法向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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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
为湿空气比容， d =
为干空气比容， d 为
d
1 + qv + qc + qr + qi + qs + qg + qh + ...

干空气密度，d = pdhs − pdht 为干空气气柱质量， pdht 为模式顶气压， pdhs 为地表
干空气静力平衡气压，  d 0 和  de 分别为干空气气柱质量的基本态和扰动，

qm =qv + qc + qr + qi + qs + qg + qh 为水物质混合比含量， pe 为扰动气压，FW 为综合
强迫，包括地转曲率项、混合项和摩擦耗散等（Skamarock et al., 2019）。该方程
左端是垂直速度局地时间变化项，右端项依次为纬向平流、经向平流、垂直平流、
垂直扰动气压梯度力、水物质拖曳力、扰动干空气浮力和综合强迫项。
利用 WRF 模式输出的模式层数据计算上述方程右端项。如图 6（a）所示，
垂直速度的局地时间变化沿着地形呈现出正-负-正位相分布的波动形态。垂直速
度的纬向平流、经向平流和垂直平流在地形平缓处都比较小，但在迎风坡、山顶
和背风坡相对较大（图 6b、c 和 d）。垂直平流正高值区位于背风坡，削弱近地面
层强烈下沉运动。垂直气压梯度力在平缓地形处最大，其次是迎风坡，表现为正
高值，加强上升运动；在山顶，由于气压降低，中低层垂直气压梯度力减小；在
背风坡及其下游，气压逐渐升高，低层垂直气压梯度力也逐渐增大（图 6e）。水
物质拖曳力不论在低地形还是高地形在中低层都为较大的负值，加强中低层下沉
运动；随着降雪发展，大气中水汽逐渐消耗，水物质拖曳力也逐渐减弱（图 6f）。
扰动干空气浮力在平缓地形处最大，其次是迎风坡，在山顶处较小，在背风坡及
其下游逐渐增大，这是因为在低地形地面气压较高，气柱质量大，而山顶地表气
压相对较低，气柱质量也相对较小。扰动干空气浮力主要为负值，促进下沉运动。
气流爬坡时扰动干空气浮力逐渐减小，气流下坡时扰动干空气浮力逐渐增强（图
6g）。由于边界层作用，综合强迫的高值区主要位于低层（图 6h）。
整体上看，垂直气压梯度力和扰动干空气浮力是最主要的垂直速度局地时间
变化强迫项，其次是水物质拖曳力，垂直速度的纬向平流、经向平流、垂直平流
和综合强迫的强迫作用相对较小。垂直气压梯度力与扰动干空气浮力和水物质拖
曳力的作用相反，垂直气压梯度力增强上升运动，而扰动干空气浮力和水物质拖
曳力增强下沉运动。在迎风坡和山顶低层垂直气压梯度力略强于扰动空气浮力和
水物质拖曳力，形成向上净浮力，垂直运动发展。在背风坡，低层垂直气压梯度
11

力较小，扰动干空气浮力和水物质拖曳力较大，三者形成向下净浮力，产生向下
加速度，增强下沉运动。下面进一步从垂直动能角度分析垂直运动。
表 1 中给出了降水初始时刻（16：30 时）到降水衰减时刻（20：30 时）这一
时间段内近地面 η=0.9177 的模式第 7 层垂直运动方程右端各项和垂直速度局地
时间变化项在不同地形处的平均值。可以看出，垂直扰动气压梯度力和扰动干空
气浮力为作用相反的两个主要强迫项，垂直速度的平流输送和综合强迫对垂直速
度的贡献相对较小，这与上述分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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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8 年 11 月 30 日 18：30 时（a）方程 1.1 左端垂直速度局地时间变化
项（等值线，10-4 m/s2）和方程 1.1 右端强迫项的垂直分布，包括：（b）纬向平
流（等值线，10-3 m/s2 ）、（c）经向平流（等值线，10-3 m/s2 ）、（d）垂直平流
（等值线，10-3 m/s2 ）、
（e）垂直气压梯度力（等值线，10-2 m/s2 ）、
（f）水物
质拖曳力（等值线，10-3 m/s2 ）、（g）扰动空气浮力（等值线，10-2 m/s2）、（h）
综合强迫（等值线，10-3 m/s2）, 其中阴影区代表垂直速度局地时间变化（阴
影， 10-4m/s-2）
Fig 6 Vertical cross sections of (a)the vertical velocity local variation term at the left
side of Equation 1.1 (contour, 10-4 m/s2) and the forcing terms at the right side of
Equation 1.1 at 1830 UTC 30 November 2018, including: (b)zonal advection (contour,
10-3 m/s2), (c)Meridional advection (contour, 10-3 m/s2), (d)vertical advection (contour,
10-3 m/s2), (e)vertical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contour, 10-2 m/s2), (f)drag force of water
material (contour, 10-3 m/s2), (g)perturbation air mass buoyancy (contour, 10-2 m/s2) and
(h)comprehensive force (contour, 10-3 m/s2), where the area shaded denotes vertical
velocity local variation (10-4m/s-2)
表 1 低层（η=0.9177）垂直运动方程各项在不同类型地形处的时间平均值
Table 1 The time average of each item in the vertical motion equation of the
lower layer (η=0.9177) at different types of terrain
地形

方程（1.1）

平缓地形

迎风坡

山顶

背风坡

（80.982-81.186°E，

（81.186-81.544°E，

（81.544-81.901°E，

（81.901-82.105°E，

44.123-44.335°N）

44.335-44.548°N）

44.548-44.669°N）

44.022-44.12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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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速度局地时

4.637915*10-5

2.895048*10-5

2.364746*10-5

-7.245734*10-6

7.833584*10-4

-1.985812*10-4

-4.50097*10-4

1.624625*10-4

9.291717*10-5

-4.138803*10-5

4.88021*10-4

-2.80293*10-4

-9.035784*10-5

-8.599152*10-5

-3.07629*10-4

2.443034*10-4

2.564991*10-1

2.141709*10-1

1.460992*10-1

1.512178*10-1

-2.488067*10-2

-2.535466*10-2

-1.984368*10-2

-1.721318*10-2

间变化（单位：
m/s2）
垂直速度的纬向
平流
（单位：m/s2）
垂直速度的经向
平流
（单位：m/s2）
垂直速度的垂直
平流
（单位：m/s2）
垂直气压梯度力
（单位：m/s2）
水物质拖曳力
（单位：m/s2）
扰动空气浮力

-2.354567*10-1

-1.912092*10-1

-1.287536*10-1

-1.369501*10-1

2.899227*10-3

2.407287*10-3

2.722863*10-3

2.931914*10-3

（单位：m/s2）
综合强迫
（单位：m/s2）

5

垂直动能收支分析
 w2 
 高值区出现在地形上空对流层中低
 2 

与垂直速度分布相对应，垂直动能 

层（图 7），迎风坡较弱，山顶（81.828°E，44.504°N）和背风坡（82.039°E，44.630°N）
及其下游（82.039°E -82.251°E）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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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8 年 11 月 30 日（a）16:30 时和（b）18:30 时的垂直动能（阴影, m2/s2）
和垂直动能局地时间变化（等值线， 10-4m2/s3）沿图 4 中红线的垂直剖面图
Fig 7 Vertical distribution along the red line in Figure 4 of vertical kinetic energy
(shaded, m/s) and vertical kinetic energy local variation (contour, 10-4m2/s3) at (a)1630
UTC and (b)1830 UTC 30 November 2018

利用 WRF 模式质量地形坐标系垂直动能方程来分析气流过山时垂直动能
的收支。方程（1.1）两端分别乘以垂直速度 w ，可得到垂直动能方程：


F
  w2 
  w2 
  w2 
  w2 
  pe
− d 0  qm  g − w de g + w W
  = −u   − v   − 
 +w

t  2 
x  2  y  2 
  2 
d d  
d
d


（1.2）
该方程左端项为垂直动能局地时间变化项，右端依次为垂直动能的纬向、经向和
垂直平流项，垂直扰动气压梯度力做功项、水物质拖曳力做功项、扰动干空气浮
力做功项以及综合强迫做功项。其中扰动干空气浮力做功项又可以写为（详见附
录）：

g

−w

e



de
2 
g =w
− w  de − de
g
2 
d
d  d 0
 d 0 d 0 

上式右端第一项为扰动位势垂直梯度项，第二项为密度扰动引起的浮力做功项，
代表有效位能与垂直动能之间的转化。
利用模式层数据计算方程 1.2 右端各项，分析气流过山时垂直动能收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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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图 8（a）所示，在背风坡的近地面层垂直动能局地时间变化项较强，而
山顶中低层的垂直动能局地时间变化呈现增强与衰减间隔分布。垂直动能纬向
平流在地形平缓处最小，在迎风坡开始增强，在山顶和背风坡中低层达到最强
（图 8b）；经向平流和垂直平流与纬向平流量级相当，具有类似的特点（图 8c
和 d）。背风坡及其下游的垂直扰动气压梯度力做功项比平缓地形、迎风坡和山
顶的都大；高值区位于中低层，并随雪带移动而逐渐增强；山顶和背风坡垂直
扰动气压梯度力做功为负值，抑制垂直动能（图 8e）。水物质拖曳力做功项高值
区位于低层，与云体的高度一致；在平缓地形、迎风坡和山顶均为负值，抑制
垂直动能；但在背风坡为正高值，增强垂直动能，这主要与下坡大风有关（图
8f）。在平缓地形和迎风坡，扰动干空气浮力做功项为负值，抑制垂直动能；但
在背风坡处为正值，增强垂直动能（图 8g）。综合强迫做功与水物质拖曳力做功
量级相当，综合强迫做功在平缓地形处明显小于地形复杂处，背风坡低层主要
表现为抑制垂直动能的增长（图 8h）。在背风坡强下沉运动区，垂直扰动气压梯
度力做功项和综合强迫做功削弱垂直动能，扰动干空气浮力做功项和水物质拖
曳力做功项增强垂直动能，这些强迫项的综合作用是增强垂直动能。在背风坡
下游强上升区，综合强迫做功项较小，扰动垂直气压梯度力做功项为正高值，
增强垂直动能，扰动干空气浮力做功项和水物质拖曳力做功项的作用与之相反。
上述分析表明，垂直动能的变化主要由垂直扰动气压梯度力、水物质拖曳力、
扰动干空气浮力和综合强迫做功项共同决定，其中垂直气压梯度力做功项和干空
气浮力做功项量级最大且相当，但是两者在山顶和背风坡及其下游的作用相反。
扰动干空气浮力做功又可以分为扰动位势高度垂直梯度项和浮力做功项。如图 9
（a）和（b）所示，两者量级相当，扰动位势高度梯度项在背风坡低层为负值，
减弱垂直动能；而密度扰动浮力做功项为正值，代表有效位能向垂直动能转化，
增强垂直动能。
表 2 中给出了降水初始时刻（16：30 时）到降水衰减时刻（20：30 时）这
一时间段内近地面 η=0.9177 的模式第 7 层垂直动能方程各项在不同地形处的平
均值，由表 2 可以看出，垂直动能的平流项较小，垂直动能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扰
动垂直气压梯度力、扰动干空气浮力、水物质拖曳力和综合强迫的做功项，背风
坡处垂直扰动气压梯度力做功项的平均值为负值，倾向于削弱垂直动能，而扰动
16

干空气浮力和水物质拖曳力做功的平均值为正值，倾向于增强垂直动能。此外，
背风坡处综合强迫做功项为负高值，消耗垂直动能。这与上述分析一致。

图 8 2018 年 11 月 30 日 18：30 时（a）方程 1.2 左端垂直动能局地时间变化项
（等值线， 10-4 m2/s3）和方程 1.2 右端强迫项的垂直分布，包括：
（b）纬向平流
（等值线， 10-3 m2/s3 ）
、
（c）经向平流（10-3 m2/s3 ）、
（d）垂直平流（等值线，
17

10-3 m2/s3 ）、
（e）垂直扰动气压梯度力做功（等值线， 10-2 m2/s3 ）、
（f）水物质
拖曳力做功（等值线， 10-3 m2/s3）、
（g）扰动空气浮力做功（等值线， 10-2 m2/s3）、
（h）综合强迫做功（等值线， 10-3 m2/s3），其中阴影区代表垂直动能局地时间变
化（阴影， 10-4 m2/s3）
Fig 8 Vertical cross sections of (a)the vertical kinetic energy local variation term at the
left side of Equation 1.2 (contour, 10-4 m2/s3) and the forcing terms at the right side of
Equation 1.2 at 1830 UTC 30 November 2018, including: (b)zonal advection (contour,
10-3 m2/s3), (c)meridional advection (contour, 10-3 m2/s3), (d)vertical advection (contour,
10-3 m2/s3), (e)vertical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contour, 10-2 m2/s3), (f)drag force of
water material (contour, 10-3 m2/s3), (g)perturbation dry air mass buoyancy (contour,
10-2 m2/s3) and (h)comprehensive force (contour, 10-3 m2/s3), where the area shaded
denotes vertical kinetic energy local variation (10-4 m2/s3)

图 9 2018 年 11 月 30 日 18:30 时（a）扰动位势高度梯度力做功（等值线，102

m2/s-3）和（b）扰动浮力做功（等值线，10-2m2/s-3）的垂直剖面图，其中阴影区

代表垂直动能局地时间变化（10-4 m2/s3）
Fig 9 Vertical cross sections of the work done by (a)perturbation geopotential height
gradient force (contour, 10-2 m2/s3) and (b)perturbation buoyancy (contour, 10-2 m2/s3),
where the area shaded denotes vertical kinetic energy local variation (10-4 m2/s3) at 1830
UTC 30 November 2018

表 2 低层（η=0.9177）垂直动能方程各项在不同类型地形处的时间平均值
Table 2 The time average of each item in the vertical kinetic energy equ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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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wer layer (η=0.9177) at different types of terrain
地形

平缓地形

迎风坡

山顶

背风坡

（80.982-81.186°E，

（81.186-81.544°E，

（81.544-

（81.901-82.105°E，

44.022-44.123°N）

44.123-44.335°N）

81.901°E，44.335-

44.548-44.669°N）

方程（1.2）
垂直动能局地时

44.548°N）

1.311433*10-5

1.739467*10-6

-2.600059*10-5

-1.003375*10-4

2.715826*10-4

2.743673*10-4

1.696859*10-3

-2.735115*10-3

7.874529*10-5

-6.617067*10-5

-4.709741*10-4

2.945267*10-4

-8.794355*10-5

-4.758959*10-5

3.315231*10-4

-2.666131*10-3

1.107176*10-1

6.455613*10-2

-4.497091*10-2

-1.549641*10-1

-8.549323*10-3

-6.669233*10-3

6.465559*10-3

1.579314*10-2

-1.037285*10-1

-5.828185*10-2

3.92896*10-2

1.485578*10-1

1.484196*10-3

1.182453*10-4

-2.78791*10-3

-4.547488*10-3

间变化（单位：
m2/s3）
垂直动能的
纬向平流
（单位：m2/s3）
垂直动能的
经向平流
（单位：m2/s3）
垂直动能的
垂直平流
（单位：m2/s3）
垂直气压梯度力
做功
（单位：m2/s3）
水物质拖曳力做
功
（单位：m2/s3）
扰动空气浮力做
功（单位：m2/s3）
综合强迫做功
（单位：m2/s3）

6

地形敏感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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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检验地形效应，设计了一组改变天山地形高度的数值敏感性试验，
将天山山脉高于 500 m 的地形高度统一降为 500 m（马玉芬等，2012b）。在此
基础上计算垂直运动方程（1.1）和垂直动能方程（1.2）中各项。图 10 为 18：30
时敏感性试验的垂直运动方程各项垂直分布。对比图 6 可以发现，降低地形高度
后，垂直速度的局地时间变化（图 10a）以及垂直速度的水平平流和垂直平流（图
10b、c 和 d）显著减小。由于地形高度降低，低层气压升高，垂直气压梯度力增
大。气压升高导致气柱质量变大，扰动干空气浮力增大（图 10g）。同时，中低层
水物质拖曳力对垂直运动的贡献减弱，这主要是因为模拟的垂直累积水物质含量
减小（图 10f）。近地面附近的综合强迫也减弱（图 10h）。图 11 为 18：30 时敏
感性试验的垂直动能方程各项垂直分布。对比图 8 可以发现，与原始地形高度控
制试验相比，降低地形高度后，垂直动能的局地时间变化项的强度减小两个量级
（图 11a）。垂直动能的水平平流和垂直平流明显减小，原始地形高度控制试验中
位于背风坡的垂直动能水平平流和垂直平流高值区也消失（图 11b、c 和 d）。由
于过山气流减弱，垂直速度显著减小，垂直扰动气压梯度力做功和扰动干空气浮
力做功也都相应地减小（图 11e 和图 11g）；模拟的垂直累积水物质含量和综合强
迫以及垂直速度的减小严重削弱水物质拖曳力和综合强迫做功对垂直动能的贡
献（图 11f 和图 11h）。
表 3 是控制试验与敏感性试验垂直运动方程各项偏差。由于敏感试验的垂直
速度平流相对较小，因此垂直速度平流的偏差与控制试验的垂直速度平流数值相
近；平缓地形处的垂直速度水平平流偏差增强上升运动，垂直平流偏差抑制上升
运动，迎风坡处的垂直和水平平流均抑制上升运动，山顶处的垂直速度纬向平流
和垂直平流偏差增强下沉运动，经向平流偏差抑制下沉运动，背风坡处情况相反，
纬向平流和垂直平流偏差抑制下沉运动，经向平流偏差增强下沉运动。垂直气压
梯度力偏差在不同地形处均为负值，这是因为地形降低后气压更高，垂直气压梯
度力更强，气柱质量更大，以至于扰动空气浮力偏差均为正值。由于原始地形高
度模拟的综合强迫项大于降低地形试验，因此综合强迫偏差均为正数；改变地形
后垂直累积水物质含量减小，以至于水物质拖曳力偏差均为负值。
综上所述，天山的复杂地形效应是本次降雪过程中垂直运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20

图 10

2018 年 11 月 30 日 18:30 时地形敏感性试验的（a）方程 1.1 左端垂直速

度局地时间变化项（等值线，10-4 m/s2）和方程 1.1 右端强迫项的垂直分布，包
括：
（b）纬向平流（等值线， 10-3 m/s2 ）、（c）经向平流（10-3 m/s2 ）、（d）垂
直平流（等值线， 10-3 m/s2 ）、（e）垂直气压梯度力（等值线， 10-2 m/s2 ）、
（f）水物质拖曳力（等值线， 10-3 m/s2 ）、
（g）扰动空气浮力（等值线， 10-2
21

m/s2 ）、（h）综合强迫项（h，等值线， 10-3 m/s2）, 其中阴影区代表垂直速度
局地时间变化（阴影， 10-4m/s-2）
Fig 10 Vertical cross sections of (a)the vertical velocity local variation term at the left
side of Equation 1.1 (contour, 10-4 m/s2) and the forcing terms at the right side of
Equation 1.1 of topographic sensitive experiment at 1830 UTC 30 November 2018,
including: (b)zonal advection (contour, 10-3 m/s2), (c)Meridional advection (contour,
10-3 m/s2), (d)vertical advection (contour, 10-3 m/s2), (e)vertical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contour, 10-2 m/s2), (f)drag force of water material (contour, 10-3 m/s2), (g)perturbation
air mass buoyancy (contour, 10-2 m/s2) and (h)comprehensive force (contour, 10-3 m/s2),
where the area shaded denotes vertical velocity local variation (10-4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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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8 年 11 月 30 日 18：30 时地形敏感性试验的（a）方程 1.2 左端垂直

动能局地时间变化项（等值线， 10-5 m2/s3）和方程 1.2 右端强迫项的垂直分布，
包括：
（b）纬向平流（等值线， 10-3 m2/s3 ）、
（c）经向平流（10-3 m2/s3 ）、
（d）
垂直平流（等值线， 10-3 m2/s3 ）、
（e）垂直扰动气压梯度力做功（等值线， 102

m2/s3 ）、
（f）水物质拖曳力做功（等值线， 10-3 m2/s3）、
（g）扰动空气浮力做功

（等值线， 10-2 m2/s3）
、（h）综合强迫做功（等值线， 10-3 m2/s3），其中阴影区
代表垂直动能局地时间变化（阴影， 10-5 m2/s3）
Fig 11 Vertical cross sections of (a)the vertical kinetic energy local variation term at the
left side of Equation 1.2 (contour, 10-5 m2/s3) and the forcing terms at the right side of
Equation 1.2 of topographic sensitive experiment at 1830 UTC 30 November 2018,
including: (b)zonal advection (contour, 10-3 m2/s3), (c)meridional advection (contour,
10-3 m2/s3), (d)vertical advection (contour, 10-3 m2/s3), (e)vertical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contour, 10-2 m2/s3), (f)drag force of water material (contour, 10-3 m2/s3),
(g)perturbation dry air mass buoyancy (contour, 10-2 m2/s3) and (h)comprehensive force
(contour, 10-3 m2/s3), where the area shaded denotes vertical kinetic energy local
variation (10-5 m2/s3)
表 3 低层（η=0.9177）垂直运动方程各项偏差在不同类型地形处的时间平均值
Table 3 The time average of deviation of each item in the vertical motion
equation of the lower layer (η=0.9177) at different types of terrain
地形

平缓地形

迎风坡

山顶

背风坡

（80.982-81.186°E，

（81.186-81.544°E，

（81.544-81.901°E，

（81.901-82.10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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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运动方

44.022-44.123°N）

44.123-44.335°N）

44.335-44.548°N）

44.548-44.669°N）

0.4431562

0.3002416

-0.4263227

-1.135307

-7.262634*10-6

9.486266*10-5

6.319609*10-5

-2.279939*10-5

7.791471*10-4

-1.939144*10-4

-4.494901*10-4

2.066309*10-4

6.206069*10-5

-5.512689*10-5

4.711455*10-4

-1.802696*10-4

-9.134863*10-5

-8.606111*10-5

-3.090237*10-4

2.444843*10-4

-9.707962*10-3

-4.424432*10-2

-1.023421*10-1

-9.142584*10-2

-7.046215*10-3

-7.646675*10-3

-6.575922*10-4

2.09353*10-3

1.493587*10-2

5.146855*10-2

1.022226*10-1

8.789831*10-2

8.269078*10-4

2.181495*10-4

1.166854*10-3

1.209113*10-3

程（1.1）各项
偏差
垂直速度的偏
差（单位：
m/s）
垂直速度局地
时间变化偏差
（单位：m/s2）
垂直速度的
纬向平流偏差
（单位：m/s2）
垂直速度的
经向平流偏差
（单位：m/s2）
垂直速度的
垂直平流偏差
（单位：m/s2）
垂直气压梯度
力偏差
（单位：m/s2）
水物质拖曳力
偏差
（单位：m/s2）
扰动空气浮力
偏差
（单位：m/s2）
综合强迫偏差
（单位：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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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归纳总结本次降雪天气过程垂直运动发展变化的概念模
型。如图 12 所示，背风坡存在强烈下坡大风，切断了云体向背风坡下游传播，
因此降雪主要出现在迎风坡和山顶。迎风坡上垂直气压梯度力和干空气浮力大
于山顶和背风坡，迎风坡上垂直气压梯度力、干空气质浮力和水物质拖曳力的
合力为正值，促进上升运动。山顶处三个力都较小，垂直运动较弱。在背风
坡，扰动干空气浮力大于垂直气压梯度力，三者合力为负值，促进下沉运动发
展。

图 12

降雪天气过程的概念模型（粗箭头表示过山气流，红色箭头表示气流爬

升，蓝色箭头表示气流下沉，白色箭头表示气流水平运动，P 表示扰动垂直气压
梯度力，G 表示扰动干空气浮力，Q 表示水物质拖曳力，黑色箭头方向表示力的
方向，箭头长度表示力的相对大小；绿色箭头方向表征垂直运动方向，长度表征
垂直运动的相对大小；蓝色曲线表征云体）
Fig 12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snowy weather process, where the thick arrow denotes
the airflow over the mountain, the red arrow denotes the airflow climbing, the blue
arrow denotes the airflow sinking, the white arrow denotes the horizontal movement of
the airflow, P denotes the perturbation vertical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G denotes the
perturbation dry air mass buoyancy, Q denotes the drag force of water material, the
black arrow denotes the direction of the force, and the length of the arrow denotes the
relative magnitude of the force, the green arrow denotes the direction of vertical
movement, and the length denotes the relative magnitude of the vertical movement; the
blue curve denotes the cloud
25

7

结论
针对 2018 年 11 月 30 日新疆暴雪过程，通过数值模拟和垂直运动方程以及

垂直动能方程计算分析，研究复杂地形下垂直运动和垂直动能的变化机制。此次
降雪过程发生在有利的大尺度环流背景下，高空急流、中层槽前正涡度平流、低
层冷锋和近地面水汽辐合为此次降雪提供有利的热、动力和水汽条件。利用 WRF
模式对此次过程进行高分辨率数值模拟，较好地模拟再现此次降雪过程发展演变。
在此基础上，对垂直速度和垂直动能进行收支分析。
本次降雪过程中存在锋面，锋后冷空气引起地面气压升高，扰动气压增大，
进而导致干空气气柱质量增加，造成正的干空气质量扰动。在伊犁河谷地区，西
南气流在山顶和背风坡明显增强，到背风坡下游后风速迅速减小；偏南和偏北气
流在背风坡后侧形成辐合。天山北坡的迎风坡上升运动较弱，背风坡下沉运动较
强。此外，云体和降雪区主要位于地形迎风坡和山顶，未出现在背风坡，这主要
与过山气流在背风坡引起较强下沉运动有关，强烈的下坡大风阻断云体向背风坡
及其下游传播。此次降雪过程中冷锋过境引起的气压扰动和干空气质量扰动以及
气流过山导致气流抬升和局地辐合都会引起垂直运动的发展演变。
基于 WRF 模式质量地形追随坐标系湿大气方程组，推导得到垂直运动方程
和垂直动能方程，并诊断分析气流过山时垂直速度和垂直动能的收支。结果表明，
垂直速度局地时间变化取决于垂直气压梯度力、水物质拖曳力和干空气质量浮力，
垂直动能局地时间变化取决于垂直气压梯度力、水物质拖曳力、干空气质量浮力
和综合强迫做功。垂直气压梯度力增强上升运动，而水物质拖曳力和干空气质量
浮力作用相反，即增强下沉运动。迎风坡垂直气压梯度力较大，干空气质量浮力
较小，因此表现为促进上升运动；背风坡相反，垂直气压梯度力和扰动空气质量
浮力形成向下净浮力，产生下沉加速度，使背风坡低层出现较强的下沉大风。背
风坡垂直气压梯度力做功为负值，抑制垂直动能；干空气质量浮力做功为正值，
增强垂直动能。水物质拖曳力做功主要在低层，在平缓地形、迎风坡和山顶处水
物质拖曳力做功都为负值，减小垂直动能，但在背风坡处做功为正值，增强垂直
动能。综合强迫做功项与水物质拖曳力做功项量级相当，在复杂地形处较强，背
风坡处做功为负高值，抑制垂直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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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F 模式质量地形追随坐标定义为：

 =

pdh − pdht
,
d

(1)

其中， pdh 为干大气的静力平衡气压， pdht 为模式顶干大气的静力平衡气压，

d = pdhs − pdht 为气柱干大气质量， pdhs 为干大气的静力平衡地表气压。
上述坐标系下湿大气控制方程组为：

U
p  p 
+ ( Vu ) + d +
= FU
t
x  d  x

(2)

V
p  p 
+ ( Vv ) + d +
= FV
t
y  d  y

(3)

  p

W
+ (  Vw ) − g 
− d  = FW
t
  d 


(4)


+ (  V  ) = F
t

(5)

 1
+ (V  ) − gW  = 0
t d 

(6)

Qm
+ (  Vqm ) = FQm
t
d
+ (  V ) =0
t

=- d  d


(7)
(8)
(9)



R
p =  d Rd T 1 + v qv 
Rd 

R

 p  cp
 =T  s 
 p

R 
p = ps  d m 
 ps d 

r

(10)

其中，

V = (U , V , ) , U = d u , V = d v , W =d w ,  = d , = d , Qm =d q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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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1 +


d
Rv   = 1
， =
，  =gz .(12)
qv  ， d
d
1 + qv + qc + qr + qi + qs + qg + qh + ...
Rd 

在上式中，r =

cp
cv

, qm =qv , qc , qr , qi , qs , qg , qh ... 为水汽、云水、雨水、云冰、

雪、霰和雹等水物质混合比含量，其它符号代表常用气象变量。
质量连续方程(8)可以整理为

 u v  
d


+ u d + v d + d  + +
=0
t
x
y
 x y  

(13)

其中， d 为 ( x, y, t ) 的函数.为了书写方便,在上式中已经使用  = 。利用方程(13)，
垂直运动方程可化为

F
w
w w
w
 p
= −u − v −  +
g−g+ W
t
x
y
 d d 
d

(14)

假设位势高度、气压、温度和密度等物理量可以分解为基本态量和扰动量，即

 =0 +e ， p =p0 +pe ， T =T0 +Te ，  = 0 + e ， d =d 0 +de ，  d = d 0 + de

(15)

 = 0 + e , qv =qv 0 +qve
其中下标“ 0 ”和“ e ”分别代表基本态（在 WRF 地形追随坐标系中仅为空间

( x,

y,  ) 的函数，在局地直角坐标系中仅为平均高度（ z ）的函数）和扰动态。

基本态量满足静力平衡关系，即：
0
= −  d 0 d 0 ，


(16)

p0
= d 0


 d 0 = 0 (1 + qv 0 ) =

0 =

d 0
1 + qv 0

=

1
d 0

1

0

扰动状态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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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 d  de − de d 0


(17)

利用(15)，垂直气压梯度力可以写为：

−

 p
 
+ d = −
( p + pe ) + ( d 0 + de )
 d 
 d  0
=−

 pe
 d 



+ 1 −
 d


=−
d

 pe
 

  p
=−  e
 d  


 d 0 + de




−  d − 1 d 0  + de




− d 0  qm  + de


(18)

把上式代入垂直运动方程，则有

w
w
w
w

= −u
−v
−
+
t
x
y
 d d

 pe


F
− d 0  qm  g − de g + W

d
d
 


(19)

利用（17）式，上式可以写为

−

de
g e de
g=
+
g
d
dd 0  d 0

(20)

进一步利用干空气比容关系

 de  d −  d 0
1  1
1  1  d 0 − d
=
=
 −
=

d 0
d 0
 d 0  d d 0   d 0  d d 0


 de

 − de
=−
d
d 0


则（20）可以写为


g e  de  de  
− de g =
−
−
 g
d
d d 0   d 0  d 0  


2

上式两端同时乘以 w ,得到垂直运动方程
K
t

= −u

K
x

其中， K =

−v

K
y

−

K


+

gw

 pe
 
wFW
− d 0  qm  − de wg +


d

d

d (1 +  qm )  

1 2
w 为垂直动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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