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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科学发展角度回顾了国内外短期气候预测的发展历程; 在此基础上，回顾

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建校 60 a 来短期气候预测领域的团队建设及其在教学、科研和预

测方面的实践，并展望其未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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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期气候预测的发展历程回顾

短期气候预测是指对气候要素的月、季和年平

均值或者总量及其变率的预测。常用的气候要素主

要有气温、降水等。由于这个时间尺度的气候要素

与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有密切关系，因此短期气候

预测受到了各国政府和科技界的高度重视。
短期气候预测作为大气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发

展过程是从 19 世纪末开始的，至今经历了三个主要

的发展阶段。
1. 1 初始阶段

1873 年布仑福德( Blandford) 发现印度西北部

5 月大雪不利于后期印度季风发展，并利用积雪因

子制作并发布了后期印度季风雨量预报。1883 年

泰瑟伦·德·鲍特( Teisserrene de Bort) 提出了大气

活动中心概念，指出大气活动中心的位置和强度变

化具有长期趋势，能为短期气候预测提供重要的依

据。瓦克( Walker) 从 1904 年开始，通过计算相关系

数，研究了世界各地天气之间的遥相关 ( Walker，
1910) ; 提出了世界三大涛动的概念，即北大西洋涛

动( NAO) 、北太平洋涛动( NPO) 和南方涛动( SO ) 。
他根据三大涛动的研究结果，应用回归方程预报印

度季风雨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国涂长望应用

瓦克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了我国冷暖旱涝与三大涛

动的关系，并建立了回归方程，开启了我国短期气候

预测的先河( 涂长望，1937) 。大气涛动至今仍旧是

短期气候预测研究的热点问题。
穆尔坦诺夫斯基从 1913 年开始研究了极地冷

空气活动路径与欧洲天气系统的关系，并进行了分

型研究，提出欧洲的季节天气是由某几个大气活动

中心制约的观点，此后又提出了自然天气季节、大型

天气过程的活动韵律、发展位相等概念，并于 1922
年开始制作季节预报。王根盖姆从 1935 年开始致

力于大西洋到欧洲区域的大气环流分型研究，并提

出了优势环流型的季节转换规律，用以制作季节预

报。后来，吉尔斯把这种分型推广到了亚洲太平洋

区域，进一步建立了整个北半球的基本大气环流型，

从北半球大气环流结构出发，研究大气环流各种时

段的演变规律，为根据大气环流变化制作短期气候

预测奠定了基础。
鲍尔从 1926 年开始研究短期气候预测问题，并

用回归方程和复相关表制作短期气候预报，经过长

期实践以后，他提出要以天气谚语、气候规律和预报

员经验为线索，经过分析以后转换成定量的气象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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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加以严格的统计学检验和物理解释，可以作为短

期气候预测的基础。
在制作短期气候预测的初始期，科学家们已经

清醒认识到，大气环流与短期气候变化具有密切的

关系，提出了大气活动中心、三大涛动等概念，并对

大气环流演变进行了分型研究; 科学家们还把积雪

作为大气外部因子，在短期气候预测中应用; 短期气

候预测方法主要是统计学方法。可以看出，尽管这

些研究结果是初步的，但是这些研究结果，从认识论

和方法论两个方面为短期气候预测奠定了科学基

础，开启了希望之光。他们的科学思想，甚至于有些

结果，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1. 2 探索阶段

短期气候预测作为大气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发

展是以大气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
由于大气探测技术的发展，气象观测资料增加，

在此基础上，20 世纪 30 年代末，罗斯贝( Ｒossby ) 发

现了大气长波，10 a 以后，气象学家提出了斜压不稳

定和正压不稳定理论以及波动频散理论。这些理论

奠定了大气科学的理论基础，随后恰尼 ( Charney )

又提出了尺度分析理论，并建立了准地转模式，成功

地 得 到 了 第 1 张 数 值 天 气 预 报 图。菲 利 普

( Phillips) 则用两层准地转模式，成功地模拟了大气

环流( Phillips，1956) 。
大气科学基础理论的创立，为短期气候预测提

供了依据和新思路 ( Lorenz，1969，1976)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纳米亚斯( Namias) 用 5 d 平均的 700
hPa 图，采用外推方法，制作大气长波预报，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接着他又尝试做 30 d 平均图的预报，

但是没有成功( Namias，1953，1968) 。20 世纪 50 年

代后期，英国开始制作短期气候业务预报，几年以

后，因为预报效果不好，又停止了这项预报业务，

1963 年，索耶( Sawyer) 用数字滤波方法研究了大西

洋上空月时间尺度的大气环流变化，发现了月尺度

大气环流系统，并以此为科学依据，重新开始了短期

气候预测业务。1958 年，我国杨鉴初提出了应用气

象要素历史演变规律制作短期气候预报的方法，推

动了我国广大气象台站开展短期气候预测业务，

1960 年我国中央气象台分析了欧亚西太平洋地区

的大气环流形势，建立了分型体系，共分 11 个型，其

中冬季分为 6 型，夏季 3 型，过渡季节 2 型，以此作

为短期气候预测的基本工具。我国学者还研究了影

响我国夏季旱涝的东亚夏季风和雨带的发展，以及

冬半年寒潮爆发的规律。这些研究为我国短期气候

预测奠定了牢固的大气环流基础 ( 叶笃正和朱抱

真，1958; 叶笃正等，1959; 王绍武，1962) 。
20 世纪 60 年代，计算机科学和技术快速发展，

大大改善了计算条件，统计学方法在大气科学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由于历史的原因，直到 1973 年春天，我

国才在南京气象学院( 现更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开办了全国气象统计预报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骨干力

量，使得应用统计学方法制作短期气候预报在广大台

站迅速推广。通过实践，我国学者认识到应用统计学

方法要挑选有物理意义的因子，要与大气环流演变规

律和预报经验相结合。至今为止，经验统计学方法仍

然是短期气候预测的主要方法。
短期气候过程的时间尺度决定了它是非绝热过

程，因此，寻找对大气具有加热作用的外部因子就成

了科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吉尔斯，1963) 。拉特克

利夫( Ｒatcliffe) 和纳米亚斯( Namias) 分别研究了太

平洋和大西洋的海表温度对英国和美国短期气候变

化的影响，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了黑潮

对我国短期气候变化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

研究所长期预报组，1973;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1978) 。与此同时，海冰、积雪以及陆面状况等

与短期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科学家们的

高度重视。
20 世纪 70 年代起，科学家们开始探索用数值

模式预报一个以月以上的短期气候变化，米亚可达

( Miyakoda ) 用 GFDL 模 式 做 出 了 月 平 均 图

( Miyakoda et al．，1983，1986)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

究所率先用二层模式预测我国跨季节夏季降水，取

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 曾庆存等，1990; Zeng et al．，
1994) 。我国科学家丑纪范等从理论上研究了短期

气候 数 值 预 报 ( 丑 纪 范，1986; 丑 纪 范 和 徐 明，

2001) 。这些研究开启了用数值模式作短期气候预

测的新阶段。
1. 3 发展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大气科学进入了一个

快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开始于 1978 年国际科学联

盟( ICSU) 提出的现代气候和气候系统概念，取代了

经典的气候概念。1980 年，世界气象组织( WMO )

和国际科学联盟等机构共同制定了世界气候规划

( WCP ) ，特 别 是 其 下 设 的 世 界 气 候 研 究 计 划

( WCＲP) 及其子计划( CLIVAＲ) ，引起了世界各国

政府和科学家的高度重视。由于短期气候预测所致

力的月、季、年时间尺度预测是这些计划的核心科学

问题，因此研究集中在几个方面: 大气环流的演变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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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气候系统各圈层的相互作用; 建立完善的气候模

式用于短期气候预测; 研究当前的业务预报方法，提

高预报准确率。为此，世界气象组织还设立了长期

预报专家组，推动各国的短期气候预测研究和业务

的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初，Wallace and Gutzler( 1981)

对大气遥相关的研究推动了准定常行星波动力学研

究，Hoskins and Karoly ( 1981) 提出了罗斯贝波在球

面大气中的二维传播，我国学者曾庆存提出了波包

理论( Zeng，1983) 。这些研究从理论上为短期气候

预测建立了坚实的大气环流动力学基础 ( Hoskins
and Pearce，1987) 。

气候系统各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为选择

短期气候预报因子提供了科学依据。海洋的影响受

到特别的关注 ( 巢纪平，1977) ，在大量的观测研究

结果基础上，Gill( 1980) 以及 Palmer and Sun( 1985)

分别从理论上证明了热带海洋和中纬度海洋对大气

的加热作用。特别是 ENSO 现象，Bjerknes ( 1969)

以及 Wallace and Gutzler ( 1981) 为代表的研究，使

得 ENSO 现象成为短期气候预测中最有效的预报

因 子 ( Ｒasmusson and Carpenter，1982; Ｒasmusson
and Wallace，1983) 。此外，科学家们研究证明，陆

面过程特别是植被和冰雪覆盖也是短期气候预测的

重要物理因子。我国科学家研究证明，青藏高原也

是影响短期气候变化的重要因子 ( 叶笃正和高由

禧，1979) 。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大气科学最重要的成就

是建立了大气环流模式，使得大气科学能在计算机

上进行科学实验，就像物理化学能在实验室里做试

验一样，这标志着大气科学跨进了现代科学的门槛。
自从 Phillips( 1956) 用二层准地转模式模拟了大气

环流以来，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在努力设计完善的大

气环流模式。我国学者首先设计出了原始方程模

式。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国际上先后出现了有代

表性的 GFDL、UCLA 和 NCAＲ 模式。
气候系统的研究为建立短期气候预测数值模式

提供了正确的科学路径，那就是必须建立完善的大

气-海洋-冰雪覆盖-陆面过程耦合模式。但是，由于

科技水平制约，目前世界各国的模式都存在着一定

程度的不完善状况，建立完善的气候模式是科学家

们的努力目标。
在目前的气候模式水平下，为了充分有效地应

用气候模式的数值结果制作短期气候预测，曾庆存

等( 1990) 和 Bengtsson et al． ( 1993) 分别提出了“两

步法”制作短期气候预测方法。另外，由于大气是

一个高度非线性系统，对初始条件误差非常敏感，为

此，Leith 早在 1974 年就提出了集合预报思想和方

法( Leith，1974) ，1995 年 Kalnay 提出了解决集合预

报初值问题的具体方法( Kalnay，1995) 。这些努力

为充分应用数值模式结果制作短期气候预测做出了

贡献。
1989 年，我国制定了中国气候计划，科技部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有关部门都积极支持短期

气候预测的有关研究项目。“七五”( 1985—1990
年) 和“八五”( 1991—1995 年) 期间中国气象局设

立了局重点科研项目《长期预报理论、方法和资料

库建立研究》，“九五”期间，科技部还设立了短期气

候预测重中之重的攻关项目。在广大气象工作者的

努力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国中央气象台长期科

的专家们( 后来转入国家气候中心) ，为我国的短期

气候业务预报做出了巨大贡献( 丁一汇，2004) 。近

年来，国家气候中心在短期气候预测研究和业务预

报中取得了若干重要进展，为我国的短期气候预测

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的短期气候预测研究和业务

预报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 李维京，2012; 宋连春

等，2013) 。
在科学研究领域，我国科学家始终紧密联系实

际，把影响我国短期气候预测的实际问题作为主要

研究对象( 黄荣辉，2006; 吴国雄等，2006) 。黄荣辉

提出了东亚夏季 EAP 遥相关型( 黄荣辉和岸保勘三

郎，1983) ，李崇银研究了气候系统动力学( 李崇银，

1988，2000) ，吴国雄、徐祥德分别研究了青藏高原

动力学( 徐祥德等，2001; 吴国雄等，2004，2005; 徐祥

德和陈联寿，2006) ，丁一汇研究了亚洲季风 ( 丁一

汇和刘芸芸，2008) ，王会军深入研究了短期气候过

程及其预测 ( 王会军，1997; 王会军等，2002，2008，

2010，2012) ，张人禾多方面研究了海气相互作用及

其影响东亚 ( 张人禾和黄荣辉，1998; Zhang et al．，
1999; Zhang，2001 ) ，戴永久深入研 究 了 陆 面 过 程

( 戴永久和曾庆存，1996; 戴永久等，1997) 。这些研

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我国短期气候预测建立

了坚实基础。
为了提高我国干旱、洪涝、冷害、极端气候事件

等灾害现象的预报准确率，我国广大专家学者集中

研究了大气内部短期气候变化的物理过程: 东亚季

风、夏季雨带和雨型、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亚高

压、越赤道气流、极涡、冷空气活动、季节内振荡、大
气遥相关和风暴轴等。在影响短期气候变化的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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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因子方面，集中研究了海表温度、特别是 ENSO
事件、冰雪覆盖、陆面过程、青藏高原等( 王绍武等，

2005) 。在短期气候预测方法方面，研究了经验统

计方法、动力学方法及动力和统计相结合的方法

( 陈菊英，1991; 廖荃荪和赵振国，1992; 李维京和陈

丽娟，1999; 陈兴芳和赵振国，2000; 李维京和纪立

人，2000; 任宏利和丑纪范，2005，2007; 陈丽娟等，

2008) 。
在短期气候数值预报领域，早在 20 世纪 70 年

代初，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就应用 2 层模式，

预测我国夏季降水，取得了可喜成果。目前我国在

海气耦合模式，陆面过程模式，海冰模式领域，都取

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国家气候中心以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都在发

展和应用气候数值模式，为解决短期气候预测水平

而努力。

2 六十载攀登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成立于 1960 年我国经济困

难时期，建校以后，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为国

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历任校领导和教职工都

把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作为奋斗目标，在办学中把

教学放在第一位，在教学内容中把台站业务需求放

在第一位。秉承着这样的办学理念，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走出了有独立特色的办学

之路。短期气候预测就是在这片校园的哺育下成长

起来的，经历了 60 a 的攀登之路。
2. 1 教学团队

建校后教学单位是按照行政单位设置的，学校

设气象系和农业气象系，短期气候预测属于气象系

的天气教研组。气象系第一任系主任朱和周先生是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美国回国的学者，在大气环流和

中小尺度气象学方面卓有建树。1960 年建校时，他

从中国气象局天气处的领导岗位被派到学校担任系

主任，他把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放在工作

首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从全国各地挑选优秀人才

到学校任教，对教师提出了很高要求。每一位上课

老师都要经过辅导、备课、试讲等一系列的严格考

核，合格以后才能走上讲台。即使走上讲台，如果不

能够胜任教学任务，也要被“拉”下讲台。他还经常

深入到学生当中，既关心学生，又严把考试关，培养

学生的优良学风。在他的严谨管理之下，气象系培

养出了一批优秀教师，树立了优秀的教风和学风，为

气象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短期气候预测就

是在这种优秀的学风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课程团队。
应该说明，由于学科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学校的

数学、物理等学科的教师，以及气象学科内部不同领

域的教师也从事了很多短期气候方面的研究工作。
以下主要以短期气候预测的课程教学为基础，回顾

短期气候预测的发展历程。
学校的短期气候预测创始人是章基嘉先生，他

就读于上海交大物理学专业，为响应国家号召，参加

了气象工作，以后又被国家派往苏联列宁格勒水文

气象学院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短期气候学者吉

尔斯，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大气环流与短期气候预测，

获得学位以后，回国后在中国气象局工作。我校成

立时，被派到我校任教。到学校以后，他积极筹备短

期气候预测的教学工作，编写教材，并翻译出版了吉

尔斯的《长期天气预告原理》一书不久以后，他又被

派到越南工作，因此我校 1960 级的短期气候预测课

是聘 请 中 央 气 象 台 专 家 李 小 泉 来 校 主 讲 的。从

1961 级开始，就由章基嘉老师和本校的教师承担。
当时大气环流、短期气候预测和气象统计预报教师

是统一安排教学任务的，早期参加教学工作的有王

得民、程极益、施能等老师。1972 年，孙照渤调到学

校工作，也被安排在这个教学组。后来，葛玲、陈寅

生、刘玳、何金海等先后调到学校也安排在这个教学

组工作。“文革”期间有一些毕业生留校在这个教

学组工作，但是不久又陆续调离学校，这里就不一一

列出了。1977 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以后，王盘

兴、吴洪宝等考取研究生以后，师从章基嘉老师，获

得学位以后先后留校工作，参加了短期气候预测领

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他们是章基嘉老师团队中卓有

建树的学者。随着事业的发展，大气环流、短期气候

预测和气象统计预报独立发展出各自的教学团队。
王盘兴和他的学生接替章基嘉老师承担了本科生大

气环流教学，也参加了气象统计预报教学。吴洪宝

则主要从事气象统计预报教学。20 世纪 80 年代

初，学校公派何金海和孙照渤分别到美国和英国进

修学习，何金海回国以后就派到天气教研室工作，孙

照渤在英国气象局长期预报部门进修学习，回国以

后仍旧承担短期气候预测教学工作，并给研究生开

设了高等大气环流课程。后来，学校引进了李栋梁

等专家学者，还引进了一批博士: 朱伟军、陈海山、谭
桂容、曾刚、李忠贤、彭丽霞、邓伟涛、华文剑等陆续

参加了短期气候预测教学工作。
多年来，在学校历届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优秀

学风的熏陶下，章基嘉院士创立的短期气候预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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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团队，不断传承和发展，已经发展成在国内外有一

定影响的教学科研团队，涌现出了著名的专家葛玲、
施能、陈寅生、王盘兴、吴洪宝等。孙照渤曾任世界

气象组织长期预报专家组成员，还获得了全国优秀

教师称号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称号。
近年来，陈海山荣获了“国家杰青”和“教育部特聘

教授”称号; 还有一批中青年专家获得了各种奖励

和荣誉称号。
特别令人鼓舞的是，2015 年学校引进了王会军

院士和部分团队成员，王会军院士是国内外著名的

大气科学专家，特别是在短期气候预测领域卓有建

树，他团队的部分成员周波涛、黄艳艳等也直接参加

了学校短期气候预测的教学工作。2018 年，学校还

引进了国家特聘专家罗京佳教授，他曾经在日本和

澳大利亚从事短期气候数值预测研究，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果。
2. 2 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师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

要保障。由于教学任务比较重，短期气候预测的科

研起步较晚。1973 年，章基嘉先生组织了一些教师

对短期气候预测教材中的一些实际例子进行计算和

分析，在此基础上，他组织了两个科研小组: 一个由

章基嘉、彭永清和王鼎良组成，主要从事青藏高原的

研究; 另一个由章基嘉、孙照渤和陈松军组成，主要

研究大气环流异常与我国旱涝和气温的关系。1978
年，有关的研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 年，

这两个小组主要成员赴成都参加了第一次全球大气

试验关联的青藏高原考察和研究。1982 年章基嘉

老师调任中国气象局副局长，但是他依然在我们学

校招收研究生，经常回学校进行指导工作，他坚持每

年到学校开设关于短期气候预测领域的专题讲座。
“七 五”( 1985—1990 年 ) 和“八 五”( 1991—1995
年) 期间，他主持中国气象局重点科研项目《长期预

报的理论、方法和资料库建立研究》，学校主持了该

项目的第 1 课题，研究大气环流异常与我国旱涝的

关系，以及大气外部因子的作用。期间章基嘉先生

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新

征程，然而由于意外事故，章基嘉先生不幸离世。项

目的后续工作，是由孙照渤主持完成的。这两项研

究分别获得了中国气象局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次。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的大气科学进入了新的

快速发展阶段，国家增加了对大气科学的投入力度，

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有课题支持短期气候

预测领域的研究。学校的短期气候预测领域成员，

从不同渠道获得了研究经费支持，在短期气候过程、
大气环流动力学、陆面过程、海洋、冰雪覆盖和预报

方法等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站在

短期气候预测领域的国际前沿，紧密联系我国的实

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校成功地申请到博士授予

单位和气象学博士点，在申请过程中就把短期气候

预测的科研教学成果列为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学

校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校办学的主要特点是面向业务实际。短期气

候预测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时候，

提出了直接参加国家业务预报的目标，也就是参加

国家气候中心主持的夏季降水和冬季气温跨季节预

报会商。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业务预报与写

科研论文不同，不仅需要预报效果达到一定水平，还

必须符合业务预报的各项要求，而且要面对实际结

果的检验考核。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孙照渤带领博

士研究生谭桂容等经过几年的努力，建立了以人工

神经网络为主的夏季降水型预测，在此基础上再选

择重大因子修正降水量预报。经过对新建立的预报

模型反复检验以后，从 1996 年开始，我们学校应邀

参加了全国汛期降水和年度气候趋势预测会商会，

从此与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

研究所、北京大学、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总参水文

气象中心等 8 大单位一起参加预报会商。2008 年

在预报系统中又加入了区域气候模式数值预报结

果，2012 年在原有基础上又引入了交叉检验和集合

预报思想，建立了人工神经网络集合预报方法作短

期气候预测。多年来，我校参加国家会商的预报结

果取得了优异成绩。2019 年开始，学校由新引进的

罗京佳团队以数值模式预报结果为主参加国家短期

气候预测会商。
2. 3 国际交流

国际学术交流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借鉴，

有效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在短期气候预测发展过程

中，我们学校曾经吸收了国际先进科学思想，同时，

我们也为国际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建校初期，章基嘉先生吸收了苏联的短期气候

预测先进学术思想和成果，改革开放以后，鉴于英国

的短期气候预测一直处于世界前沿，学校公派孙照

渤到英国气象局学习进修，回国以后就参加了新版

《中长期预报基础》教材编写，吸收了英国的短期气

候预测思想和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孙照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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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气象组织长期预报专家组成员，借鉴了许

多国家的先进经验，应用到了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中，

使得学校在短期气候预测领域的发展既保持我国特

色又具有国际视野。
为了落实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的有关条款，世界

气象组织成立了长期预报专家组，由美国、英国、法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和苏联专家组成。我们

学校孙照渤由中国气象局推荐，被世界气象组织聘

任为长期预报专家组成员。1987 年在英国里丁欧

洲中期数值预报中心召开了长期预报专家组第一次

会议，由组长美国的吉尔曼主持会议，研究了很多问

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召开国际学术交流会。
当时有好几个国家争取在自己的国家召开这个会

议，在中国气象局支持下，孙照渤做了很多努力，最

后争取到了世界气象组织的第一次长期预报国际学

术交流会 1990 年 10 月在我校举行。为了推动发展

中国家开展短期气候预测业务，在学术交流会议前

还举行了一次培训班，也由我校承担这个培训任务。
中国气象局和我校领导都非常重视，对各项准备工

作都做了周密的安排。我校专门编写了短期气候预

测的培训教材，由世界气象组织编号出版并向成员

国发送。会议前夕，中国气象局派出了外事司领导

王才芳同志来校具体指导，有力保证了这次国际学

术会议的成功举行。共有 100 多位国内外著名专家

学者参加学术会议，交流了各国短期气候预测新科

学思想和新技术，会议非常成功。在闭幕式上，中国

气象局领导和江苏省领导以及世界气象组织官员对

这次会议给予了充分肯定。
1994 年，孙照渤应世界气象组织邀请，为世界

气象组织公报撰写文章介绍季节预报的经验统计方

法。1995 年，我校成立了世界气象组织区域培训中

心( ＲMTC) ，此后我校又为发展中国家举办了两次

短期气候预测培训班。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校短期气候预测领域

加强了与国外的科研人员互访交流，许多国际著名

专家访问我们学校，我们也派出很多专家学者到国

外学习交流，使得我校的短期气候预测始终保持在

国际前沿上发展。多年来，我校短期气候预测还为

越南，巴基斯坦和非洲发展中国家培养了一批博士

和硕士，有力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短期气候预测

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2014 年我校获批了教育部首批

气候与环境变化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依托该平台

先后与夏威夷大学等国外高校组建了中美大气海洋

研究中心、地球系统模拟中心和气候动力学研究中

心。2018 年，先后建立了亚欧与北极气候变化前沿

科学研究中心、气候与应用前沿研究院。依托这些

高水平国际科研平台，大力推动与美国、挪威、日本

等在短 期 气 候 预 测 领 域 的 国 际 科 研 合 作 和 学 术

交流。
建校 60 a 来的攀登，我校在短期气候预测领域

快速发展，不仅在学科水平上处于国际科学前沿，还

立足于解决我国的短期气候预测问题，为国家做出

了贡献。

3 教学工作回顾

建校以来，在学校“强基础、重实践，培养应用

型和复合型人才”的办学理念指导下，短期气候预

测作为气象专业的必修骨干课程，按照精品课程的

建设要求，经过 60 载的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不断

完善，已经建设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课程，为国内外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3. 1 坚守教学初心

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是大学的办学初心。短期

气候预测作为一门课程，搞好教学工作，培养优秀人

才，才符合国家的要求，也是我们做好短期气候预测

教学的初心。但是大学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短

期气候预测在 60 a 的教学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社

会思潮的干扰，干扰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社会

上形形色色的“读书无用论”和“理论无用论”的干

扰，“理论无用论”否定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的重要性，削弱学生的发展后劲; 形形色色的“读书

无用论”，则误导学生急功近利，涣散学习积极性。
面对这样的干扰，只有坚守教学初心，持之以恒搞好

教学，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的干扰来自学

科内部，由于短期气候预测还处于发展阶段，学科水

平所限，实际预报效果不理想。因此，20 世纪 80 年

代后半期到 90 年代初，在学科内部产生了一种失望

的情绪，有的学校甚至取消了这门课程，还有的只讲

理论，不讲预测。当时，章基嘉先生主持了中国气象

局重点研究项目，取得的研究进展打破了这种情绪。
我们学校始终坚持开设短期气候预测课程。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由于数值模式的发展和计

算条件的改善，又出现了一种过分乐观的情绪，认为

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短期气候预测问题就能解决。
事实证明过分悲观和过分乐观的情绪，都不符合短

期气候预测的科学发展规律。另外，近些年来，受市

场经济下商业营销模式的影响，教学中应付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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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题”风有所蔓延，干扰影响了教学效果。这些干

扰对短期气候预测的教学，带来了不利影响。我校

的短期气候预测教学团队成员，始终牢记学校的办

学理念，坚守教学初心，克服了形形色色的干扰，使

得短期气候预测课程的建设不断发展，取得了很好

的教学效果。
短期气候预测作为大气科学的一个分支，在气

候系统的五大圈层中，大气是变化最快的圈层，而且

大气变化具有随机性和非线性特征，人类对大气变

化规律的认识还有很大距离。只能在当前的科学认

识基础上，让短期气候预测为社会服务。短期气候

预测课程也只能在当前科学水平的基础上，加强课

程建设，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

创新能力。
60 载的短期气候预测教学工作表明，培养一支

优秀的教师队伍才能有效地应对各种干扰，做好教

学工作。
3. 2 优化教学计划

教学计划是落实办学理念的重要保证。建校

时，我校气象专业的教学计划主要参考了南京大学

气象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建校后，系主任朱

和周先生根据高教六十条的要求，主持制定了 1962
级使用的教学计划，这份教学计划充分体现了“强

基础、重实践”的要求，主要特点是在基础课阶段数

学、物理、外语不断线，在专业课阶段除去课程教学

以外，设立了课程实习、教学实习和到业务部门的生

产实习三个层次。此后，从 1963 级起又不断修改。
1977 级学生的教学计划，是经过改革开放、拨乱反

正以后制定的，比较接近 1962 级的教学计划。20
世纪 90 年代，学校又对教学计划做了一次比较大的

修改。应该说明的是，尽管不同时期的教学计划都

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但是每一次修改教学

计划，我们学校都保留了短期气候预测作为气象专

业必修骨干课程的地位。
我校的短期气候预测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有影

响的课程，并为短期气候预测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

献，首先是因为我们学校的教学计划中一直保留了

短期气候预测课程，稳定了一批教师，为短期气候预

测发展提供了保障; 其次是按照学校的办学理念，

“强基础、重实践，培养面向气象台站业务需要的应

用型、复合型人才”，不断加强课程建设，逐步形成

了我校短期气候预测的学科优势和特色。
3. 3 推进教材建设

短期气候预测作为大气科学的一个分支，目前

处于发展阶段，而且发展很快，因此教学内容需要不

断地更新，这也是短期气候预测课程建设的一个难

题。为了选择适当的研究成果作为教学内容，我们

一直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要具有科学性价值，选

择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 第二要具有实践性价值，选

择在实际业务中具有可应用性的成果; 第三要具有

适合本科生的教学价值，要求对学生有可接受性和

启发性。我校短期气候预测的创始人章基嘉先生，

在这方面做出了典范，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

带领大家把短期气候预测的主要内容和范畴做了深

入的研究，同时也为如何选择恰当的教学内容打下

了基础。
事实上，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专业课的教学内容，

是所有专业课的永恒主题，也是保证专业课教学具

有先进性的重要保障。
建校 60 a 来，我们学校的短期气候预测教材经

过了四次大的更新。第一次是建校初期，那时候受

印刷条件限制，用的是油印本教材，为了补充新内

容，还会临时加发一些手刻蜡纸的油印教材，这个时

期具有代表性的教材是 1966 年章基嘉先生编写的

《大气环流及中长期天气预报》( 章基嘉，1966) 。第

二次是为了供 1977 级学生教学用，章基嘉先生组织

编写了新的教材( 章基嘉，1977) ，经过修改和完善，

由章基嘉主编，葛玲参加编写的《中长期天气预报

基础》，于 1983 年由气象出版社出版 ( 章基嘉和葛

玲，1966) 。第三次的教材修改主要是为了增加气

候系统的有关研究内容，章基嘉主编，葛玲和孙照渤

参加编写的《中长期天气预报基础》修订版，于 1994
年出版( 章基嘉等，1994) 。第四次的教材编写，是

为了完成中国气象局的培训任务，孙照渤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编写的《短期气候变化及其预测讲

义》，这本教材立足于现代气候基本概念和气候系

统理论。由于是全新的教学内容，重新构建了全新

的教材体系。初稿完成以后，经过了近十年的应用，

广泛征求了校内外专家意见，特别是征求了教育部

大气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学者的意见，反复修

改完善，2010 年由孙照渤、陈海山、谭桂容、李忠贤、
邓伟涛、曾刚和彭丽霞编写，气象出版社出版了《短

期气候预测基础》( 孙照渤等，2010) 。这本教材总

结了短期气候预测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全

新的教材体系，适应了学科的发展，满足了教学需

要，被评为国家精品教材。
目前使用的《短期气候预测基础》教材，由 10

章五个部分组成: 一是气候、气候系统、气候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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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预测概念; 二是气候系统各成员的性质及其相

互作用，以及在短期气候预测中的应用; 三是短期气

候预测方法，包括统计学方法、动力数值方法以及统

计动力相结合的方法，并专设一章综合介绍我国夏

季降水的成因和预测方法; 四是预测结果的评估方

法; 五是介绍短期气候预测的气候背景。每一章都

附有复习思考题，最后还给出了 9 个实习材料及计

算机程序。从教材体系上说是很完整的。但是应该

指出，由于短期气候预测是发展很快的学科，因此，

需要不断地更新和完善。
教学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思维活动，对教

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都有着特殊的

要求。当教师走上讲台，面对几十甚至上百的学生，

仅仅用几十个学时，既要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

又要把一门专业课程的理论体系、实际应用和科学

思维方法教给学生，达到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建

立创新意识的目标，的确是一项具有极端挑战性的

科学思维活动，绝对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好的，需要教

师刻苦修炼，首先要让自己具有创新性思维才能够

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3. 4 做好教学工作

建校 60 a 来，在学校的领导下，在兄弟学科的

关心支持下，短期气候预测教学团队逐渐成长壮大，

在课程建设、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

手段、以及教材和课程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不仅已经建设成富有特色的课程，而且对短期

气候预测学科体系的形成也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
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建校 60 a 来，我们学校的短期气候预测教师队

伍，不忘教学初心，一直坚守在教学科研前沿。目前

不仅为大气科学专业本科生开设短期气候预测课

程，还为研究生开设了有关的课程，2015 年起，又为

外国留学生开设了《短期气候预测理论与实践》的

课程。同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硕士和博士，

从国家气候中心到全国各省市气象部门的骨干岗位

上，都有他们的身影，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是为国外培养了一批优秀硕士和博士以及科技

人员，他们遍布世界各地，推动了短期气候预测的发

展，造福各国人民。
作为大学教师，教学初心就是要为国家培养优

秀的人才，做好教学工作是教师的天职。

4 科研若干进展

60 a 来，我校的专家学者围绕短期气候预测的

相关科学问题，在多个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在短

期气候预测相关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科研成

果，以下回顾相关方面的一些进展。
4. 1 东亚和中国气候变异机理研究

在东亚夏季风及降水年代际变化及其机理方面

开展了系列研究( 李春等，2002; Zeng et al．，2007; 曾

刚等，2010; 彭丽霞等，2016) 。发现 20 世纪 70 年代

中后期，中国东部夏季降水从北到南呈现出“+－+”
转变为“－+－”的三极分布型态，此变化可能与太平

洋年代际振荡( PDO) 由负位相向正位相转变有关，

而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东部夏季降水

由北至南转变成“－+”的偶极分布型态( 邓伟涛等，

2009) 。数值试验证实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年代际

背景变化对东亚夏季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年代

际减弱有重要作用( 曾刚等，2013) 。
在中国区域气候异常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

展。Cai et al．( 2010) 研究指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夏

季温度异常和大气环流异常与遥相关波列有关; 并

指出吸收性气溶胶通过与大气环流的协同作用，对

夏季气温产生影响，而不单是简单的增温效应( Cai
et al．，2016) 。研究发现 2011 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冬

春连旱和海洋性大陆区域的热力强迫及北大西洋遥

相关型的联系( Jin et al．，2013) 。此外，还揭示了南

印度洋偶极型海温异常和中国南方降水异常的联系

及机理( Jin et al．，2017) ; 阐明了年际时间尺度上，

长江中下游与河套地区夏季降水反相振荡现象和北

大西洋涛动的关系及其物理机制 ( Jin and Guan，

2017) 。
关于中国极端降水变化规律的研究发现长江中

下游地区极端降水的异常变化表现为两类，其异常

环流 型、加 热 场 以 及 海 温 场 上 均 存 在 明 显 差 异

( Guan et al．，2011) 。此外，还发现夏季华南地区极

端降水有 1 /3 的比例与 TC 活动有关，并且受到台

风影响和不受台风影响的极端降水在发生时间以及

发生时的异常环流型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Li et al．，
2016) ; 而华中地区夏季区域性极端日降水事件有

显著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且极端事件的发生与华

中地区气旋性环流异常、青藏高原东北侧地形强迫、
以及华中地区与周边非绝热加热梯度异常关系密切

( Ke and Guan，2014) 。
此外，在我国极端低温和极端降水变化的机理

方面取得了一些新认识，最新研究发现“北极偏暖、
欧亚偏冷”模态主要取决于北极暖中心的垂直延伸

范围，当北极出现深层暖 ( 暖中心可以延伸到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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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上层) 时，欧亚大陆显著偏冷，易出现极端低温事

件( He et al．，2020) ; 定量评估了我国极端降水的水

汽源地( Sun et al．，2019a) ，指出热带太平洋海温影

响东亚水汽输送的多途径性 ( Sun et al．，2019b) 。
4. 2 大气环流异常动力学及其影响研究

大气环流的异常变化是短期气候变化的关键因

子，我校短期气候预测团队在大气环流异常动力学

及其影响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东亚大气环流异常变化的机理研究方面，发

现了东亚大气环流季节交替的演变规律和并提出了

相应的分型表征方法 ( 章基嘉等，1984) ; 关于北半

球风暴轴演变特征( 邓兴秀和孙照渤，1994; 孙照渤

和朱伟军，1998) 、青藏高原 15 ～ 25 d、30 ～ 60 d 振

荡、热带外大气中 40～60 d 等低频振荡( 孙照渤等，

1990; 孙照渤等，1991a，1991b; 孙照渤，1992) 方面也

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基于海平面气压差分别定义

了冬、夏季风的强度指数( Shi and Zhu，1996; 施能，

1996) ; 该东亚冬、夏季风指数得到了广泛应。60 a
来，我校学者在季风，尤其是东亚季风的研究方面也

取得了大量成果。
大气环流系统的识别和界定问题是大气环流异

常的基础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多个闭合的永

久性及半永久性活动中心，它们是造成大范围天气

气候异常的重要环流因子。提出了数学上更简洁、
物理上更合理的极涡指数 ( 王盘兴等，2007) ，该指

数已被用于南、北半球各主要闭合环流系统的研

究中。
全球大气环流存在显著的季节内变化特征。李

天明和徐邦琪( 2017) 及 Li et al．( 2020) 总结了赤道

东传的季节内振荡( MJO ) 传播和触发机制: 边界层

水汽纬向不对称导致了对流东侧对流不稳定度的增

加，是引发 MJO 东传的重要过程; 当 MJO 干位相位

移行至海洋性大陆时，其西北侧的反气旋 Ｒossby 环

流有利赤道西印度洋地区的湿静能持续增加，使新

一波的 MJO 对流易在此区被触发。Yang and Li
( 2016，2017) 则关注中高纬地区天气系统和大气环

流的季节内变化，诊断并揭示了南亚高压、青藏高原

视热源和阻塞高压的季节内变率演变特征和机制。
最近的研究揭示了大气质量涛动现象及其对中

国气候异常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地表气压存在南

北半球间的涛动变化 ( Guan and Yamagata，2001) ，

Lu et al．( 2008) 和 Guan et al． ( 2010) 揭示出了不同

季节南北半球涛动( IHO ) 的基本特征，并指出 IHO
亦对东亚季风和中国东部降水存在显著影响 ( Lu

and Guan，2009; Lu et al．，2010) 。北半球冬季海洋、
海冰和大陆间大气质量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

( Guan et al．，2015) ，欧亚大陆和北太平洋异常大气

质量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反相关系，称之为欧

亚 /太平洋大气质量振荡型遥相关( ENPO ) 。Zhang
et al． ( 2018) 揭示了 ENPO 型遥相关的形成和维持

机制，并指出了 PDO 对这种遥相关型的年代际调制

作用 ( Zhang and Guan，2017) 。此外，针对东亚-澳
洲季风区，定义了东亚-澳洲季风联合指数 IAAM。
东亚-澳洲季风具有年际和年代际变化，在 1993 年

之前东亚-澳洲季风总体偏弱，1993 年之后，东亚-澳
洲季风增强( Chen and Guan，2017) 。

平流层极涡变化是影响冬季地面天气的重要因

子之一，诸多的外源强迫可以影响平流层极涡( Ｒao
et al．，2019a) 。如平流层环流在 ENSO 的不同位相

有显著的异常 ( 葛玲等，1991) ，并且其对 ENSO 的

响应在 1979 年前后出现了显著的年代际变化 ( Hu
et al．，2017; Yang et al．，2017) ; 太阳 11 a 周期通过

热力和动力的加热异常，可以同时影响热带和中纬

度的平流层环流( Shi et al．，2018) 。实际上，冬季极

地平流层温度年际以上的变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

由一个行星波动力加热异常的简化模型去理解( Liu
and Fu，2019) 。

研究还揭示了次季节-季节预报中的平流层信

号。平流层环流的春季转变早晚，能影响夏季南亚

高压的强弱( 葛玲和陆丹，1989) 。由于动力和化学

作用，夏季南亚高压区的臭氧低值区垂直方向上存

在双心结构，而该臭氧低值区通过辐射效应对南亚

高压有一定的反馈作用 ( Guo et al．，2015，2017; 覃

皓等，2018) 。冬季平流层大气质量环流的多尺度

异常，可以解释不同强度的平流层弱极涡事件( Yu
et al．，2018a，2018b) 。关于冬季平流层的次季节-季
节( S2S) 预报，研究发现 BCC_CSM 预报系统对平

流层极涡强异常事件—平流层爆发性增温 ( SSW )

事件有 1～2 周的预报时效，并且适当的误差订正方

案可以改进该系统对于 SSW 的预报 ( Ｒao et al．，
2018，2019b) 。而以大气质量环流平流层非绝热向

极地支为指标的平流层极涡预报，在 CFSv2 模式中

可延长至 20 d 甚至更长( Yu et al．，2019) ，这些工作

有助于通过平流层极涡异常信号进行地面次季节预

测。发现平流层异常在延伸期尺度上与对流层极端

事件相联系。如大气质量环流强脉冲事件和 SSW
都可以作为地面寒潮事件的指示因子 ( Yu et al．，
2018b，2018c; Yu and Ｒen，2019) ，并且 SSW 常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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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阻塞高压相联系 ( Shi et al．，2017; Ｒao et al．，
2018) 。

最近，研究发现 CPTT ( Cold-Point Tropopause
Temperature) 的变化趋势在热带中东太平洋抬升变

暖而在中东太平洋以外区域抬升冷却的纬向非对称

特征。并揭示此纬向非对称特征主要与海温纬向梯

度变化通过引起沃克环流增强、对流活动变化及上

对流层下平流层区域温度廓线变化有关( Hu et al．，
2016) 。发现了北极平流层极涡在近二十年间呈增

强趋势，进一步定量评估揭示约 25%的 SAV 增强是

由北太平洋中部增暖的海温通过减弱阿留申低压，

减少行星 1 波上传造成的( Hu et al．，2018) 。发现

SAV 存在明显年代际变化，且该年代际变化与 PDO
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 Hu and Guan，2018) 。揭示

了北极春季平流层臭氧与北半球春季 Hadley 环流

边界在年际时间尺度上存在反相关关系( Hu et al．，
2019) 。

此外，还开展了中层大气重力波特征研究，从波

源属性等多角度认识了中层大气不同尺度重力波的

特征及其分布( Jia et al．，2014; Chen et al．，2019a) ，

这有助于改善气候预测模式中重力波过程。
4. 3 海气相互作用及其影响研究

早在 1985 年，Palmer and Sun ( 1985) 探讨了西

北大西洋海表温度异常对大气环流的影响，此工作

被认为是首次从观测分析、数值模拟和理论观点方

面给出了热带外海表温度异常对大气环流影响的结

论性证明; 比较早关注了南海海温与中国夏季降水

的联系( Sun et al．，1988) 。
ENSO 是全球气候年际变率中最强的信号，其

多样性及其对气候影响的复杂性给短期气候预测带

来了巨大的挑战。近年来，在 ENSO 的动力学机制

及其气候影响方面取得了一些创新性成果。
作为 ENSO 的背景态，研究发现冷舌区海温存

在一变冷模态( Zhang et al．，2010; Li et al．，2015a) ，

这一变冷模态对 El Nio 海气耦合的中心位置有着

重要的影响。Zhang et al． ( 2016) 根据 ENSO 局地

海气动力学，利用太平洋赤道外信号提出了一个新

的 Nio 指数( 即 Nio-A 指数) ，该指数能同时表征

ENSO 多样性特征以及相关的东亚降水的变化。
最新研究指出 ENSO 对东亚气候影响展现出

了多尺度相互作用现象: ENSO 与月内尺度信号的

相互作用( Geng et al．，2017a; Hsu and Xiao，2017) 、
ENSO 与年循环的相互作用( Zhang et al．，2015c) 、
ENSO 与 年 代 际 信 号 的 相 互 作 用 ( Geng et al．，

2017b，2020) 。两个信号之间的关系常常出现非平

稳现象，Geng et al． ( 2018) 基于泰勒展开式的一级

近似，提出了非平稳关系物理归因分析法，该方法有

助于提炼出气候系统中多尺度相互作用的关键物理

过程。
研究还发现 ENSO 可预报性表现出明显的年

代际变率，这一年代际变率决定于中部型 ENSO 事

件的频次( Zhang et al．，2019d) 。ENSO 类型不仅影

响自身的可预报性，且对我国秋旱 ( Zhang et al．，
2014) 、夏季副高 ( Huang et al．，2020c) 等的影响也

截然不同。Wen et al． ( 2020) 也发现三种不同形态

的厄尔尼诺( 中部型、东部型和混合型) 在其发展年

的夏季可导致东亚汛期降水的不同响应。这些研究

强调了在短期气候预测中不仅要关注 El Nio 类

型，且要特别关注中部型 El Nio 的纬向位置。同

样的，在短期气候预测中也应该分类考虑两类 La
Nia 的作用( Zhang et al．，2015d) 。

季节内振荡活跃于热带海洋，存在明显的海气

相互作用。与 MJO 有关的低频对流和环流活动可

通过影响云-辐射反馈及蒸发-风效应，改变海表面

热通量、动量和温度，而这些海表面状态又将进一步

影响水汽和气温的分布及源汇，从而调制大气的低

频湿静能及季节内对流的发生和发展 ( Gao et al．，
2016) 。海气热通量具有复杂的非线性过程，Gao et
al．( 2018b，2019b，2020b) 研究显示，高频天气尺度

风场和低频背景场( 环流、水汽、气温) 的非线性相

互作用，可升尺度反馈至季节内尺度的潜热通量、感
热通量和 SST 变化，影响季节内对流的强度和传播

速度。
此外，Yuan et al． ( 2019) 研究表明热带印度洋

海盆模态( IOBM ) 可激发西北太平洋反气旋异常，

其西北缘的西南风异常增强低层水汽输送，提高我

国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 而华南地区后汛期降水受

同期热带中西太平洋海温偶极子的显著影响，后者

引起的西北太平洋气旋性环流异常可减少华南向长

江中下游的水汽输送，增加华南降水。我国西南地

区夏季降水则受热带大西洋尼诺的显著影响( Yuan
and Yang，2020) 。
4. 4 陆面过程研究

陆面过程一直被认为是影响气候系统的关键过

程; 陆面过程一方面受到天气气候的影响，同时又对

天气气候具有重要的反馈作用。自 20 世纪 70 年代

以来，陆气相互作用的研究就受到科学界的广泛关

注。但是由于陆面过程自身的复杂性，陆气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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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前沿、热点和难点问题。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我校学者就开始关注陆面过程研究

( 罗哲贤，1985; 周琐铨和陈万隆，1995) ，此后的一

段时间，我校陆面过程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尤其是

近 10 多年来，在陆面模式、陆气相互作用机理和陆

面过程的影响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 陈海山和孙照

渤，2002) 。
在陆面模式研发、改进和评估方面，陈海山和孙

照渤( 2005a，2005b) 针对当时陆面模式的不足，新

发展了一个富有特色、性能优良的陆面过程模式

CLSM，极大程度上改善了陆面模式对全球范围内

不同下垫面陆面过程及地-气交换过程的模拟能力。
通 过 全 面 评 估 NCAＲ 陆 面 模 式 CLM3. 0，指 出

CLM3. 0 严重高估了碳通量和植被蒸腾，并详细阐

释了导致模式偏差的主要原因，为之后 CLM 的改

进提供了科学依据 ( Chen et al．，2011) 。一系列工

作明确指出了 NCAＲ CLM 系列模式及 CMIP 模式

对全球、中国区域陆面过程模拟的不确定性及其主

要原因，为该模式在中国区域的应用提供了重要参

考 ( 陈 海 山 等，2010; 熊 明 明 等，2011; Hua et al．，
2014) 。此外，还改进了植被动态过程和冠层降水

拦截的参数化方案 ( 俞淼等，2011a，2011b; 陈海山

等，2019) 。
关于陆气耦合过程和陆气相互作用的机理方面

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研究发现中国区域陆气耦

合的区域性差异及其基金演变对气候条件的依赖性

( Gao et al．，2018a) ，量化了夏季土壤湿度对华北地

区年代际增暖的反馈( Xu et al．，2019) 。在非局地

陆气相互作用研究方面，运用拉格朗日水汽追踪方

案获得了全球陆地降水的水汽源，首次获得了一个

非局地蒸散发影响全球陆地降水的空间分布，发现

在 2 /3 的全球陆地，6—8 月降水对局地蒸散发比对

非局地蒸散发更为敏感，指出陆气相互作用研究需

要注 意 陆 地 非 局 地 的 影 响 ( Wei and Dirmeyer，
2019) 。最近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植被动态耦合过程

及其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Yu et al．，2016a，2016b; Liu
et al．，2019，2020a，2020b) 。同时，在陆面水文-生态

过程及其对气候变化响应机理也取得一些重要成

果，量评估了气候变化对关键陆面水文-生态变量的

影响，揭 示 了 相 关 的 物 理 机 制 ( Sun et al．，2012，

2014，2016，2017) 。
一系列的工作深入研究了积雪异常对我国气候

的影响。利用观测和数值模拟，提出了积雪异常分

布影响我国冬、夏气候的可能的物理机制 ( 陈海山

等，1999; 孙照渤等，2000; 陈海山和孙照渤，2003; 陈

海山等，2003) ; 发现欧亚大陆中高纬西部春季融雪

偏多、东部春季融雪偏少时，我国东北夏季易出现低

温( 陈海山和周晶，2013) 。此外，还阐明了高原积

雪和热力双模态对欧亚波列位相及东亚夏季风北边

缘的调制作用( Zhang et al．，2018) 。最近的研究揭

示了青藏高原雪盖高频变率对东亚大气环流中期过

程的影响( Li et al．，2018) ，发现青藏高原雪盖季节

内快速变化对东亚大槽活动具有重要影响 ( Li et
al．，2020a，2020b) 。

在土壤湿度影响及相关机理方面，发现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的模拟对土壤湿度异常十分敏感( 周晶

和陈海山，2012; 陈海山和周晶，2013) 。此外，研究

表明土壤湿度年际异常对东亚夏季气候的潜在可预

报性有重要影响; 考虑土壤湿度年际异常可以明显

改善模式对地表蒸发、湍流热通量和中高纬大气环

流年际变化的模拟能力，显著提高模式对我国西北

夏季气候年际变率的模拟能力( 李忠贤等，2012; Li
et al．，2015b) 。研究还发现仅考虑土壤湿度的自身

持续性，土壤湿度的可预报性仅为 1 ～ 2 个月，而考

虑海温作为外强迫因子时，可以显著提高土壤湿度

的可预报性 ( Zhu et al．，2020) 。阐明了北方春、夏

土壤干化及其与环流异常耦合加强夏季高温热浪频

发的机理( Zhang et al．，2015b) ，深入评估了土壤湿

度在季节和年际尺度的记忆及其对地表水热通量的

影响( Song et al．，2019) ，探讨了中国东部土壤湿度

次季节变率及其可能成因 ( Zhou et al．，2020) 。最

近，研究还发现中南半岛春季作为一个干-湿过渡的

气候区，土壤湿度在局地热力调节中具有十分明显

的作用; 而土壤湿度具有很强的记忆性，其局地热力

作用将进一步调节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东亚

夏季风和梅雨锋等的变化，最终对我国夏季长江流

域旱涝 灾 害 产 生 重 要 的 影 响 ( Gao et al．，2019a，

2020a) 。
陆面热力异常的气候效应取得了重要进展: 评

估了陆气相互作用对东亚中纬度夏季非均匀增暖的

贡献及其影响机理，发现与气旋活动减弱相伴随的

局地大气强迫和陆面过程反馈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以来夏季东亚中纬度陆面异常增暖具有重要作用

( Chen et al．，2020) ; 揭示陆地非均匀增暖影响东亚

中纬度地区气旋进而影响东亚夏季风的物理机制，

发现 90 年代初之后，东亚中纬度气旋活动减弱是造

成东亚夏季风年代际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Chen et
al．，2017; Chen et al．，2019b; Zhang et al．，2020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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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欧亚大陆非均匀增暖对中国北方高温干旱的

局地和遥强迫，发现欧洲非均匀增暖导致大气正、斜
压能量转换和传输增强，并通过加强夏季急流波导

和欧 亚 强 迫 波 导 致 北 方 干 期 延 长 ( Zhang et al．，
2019b) 。发现欧亚大陆与北大西洋海温的耦合效

应对中国北方多尺度干旱具有重要的影响 ( Zhang
et al．，2020a) ，而西亚地表热力因子可能通过影响

大气环流分布并通过遥相关型影响我国初夏东北地

区冷涡( 王迪等，2018) 。此外，在青藏非绝热加热

多模态及其对北方气候影响方面也获得了一些新的

认识: 提出了概率神经网络方法遥感反演非均匀下

垫面地-气温差的新思路( Zhang et al．，2015a) ，提出

了高原南-北热力模态通过对春夏急流、波列漂移及

对北方气候的影响( Zhang et al．，2018) 。发现了印

度次大陆气旋-高原反气旋-中国北方上空低槽的遥

相关型，揭示了高原热力与印度季风协同对两支欧

亚波列、两支季风水汽输送以及其对北方干旱的影

响( Zhang et al．，2019c) 。
人类活动相关的陆面过程影响也是最近备受关

注的科学问题，在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变化( LUCC )

的气候 效 应 及 其 机 理 方 面 也 取 得 了 一 些 新 认 识

( Hua and Chen，2013a，2013b; Hua et al．，2015a，

2015b; 陈海山等，2015) ; 揭示了 LUCC 对极端温度

影响 的 可 能 机 制 及 其 不 确 定 性 ( Li et al．，2017，

2018) 。在城市化的气候效应方面，揭示了大规模

城市化影响东亚冬、夏季风的复杂性及机理: 通过理

想化试验发现中国东部大规模城市化总体上将导致

东亚冬季风强度减弱，但会引起我国东北地区异常

增强的偏北风，使得该区域的冬季风表现出区域性

异常增强( Chen and Zhang，2013) ; 而东亚夏季风环

流系统对大规模城市化的响应存在明显季节性差

异，我国东部大规模城市化有利于初夏东亚季风的

增强，但总体会导致盛夏 东 亚 季 风 减 弱 ( Chen et
al．，2016) 。
4. 5 短期气候预测方法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校学者就开展了短期气

候预测方法的研究。章基嘉等 ( 1981) 提出了自然

正交函数( EOF) 的稳定性问题，为以 EOF 分解方法

为基础的预报问题提供了依据，并可大大节省了计

算工作量。章基嘉等 ( 1989) 研制出了一个长期天

气预报客观方案，参加业务会商，提高了准确率。此

后，将 EOF、奇异值分解( SVD ) 和人工神经网络等

方法用于短期气候预测 ( 孙照渤等，1991b; 张邦林

等，1991; Zhang et al．，1993; 孙照渤等，1998，2013) 。

孙照渤等( 1998) 在我国夏季雨型预报中引进了人

工神经网络方法，其后又引入交叉检验及集合预报

思想，改进人工神经网络独立预报方法( 孙照渤等，

2013) ，该方法预报效果较好且在 2012 年夏季降水

的预 测 评 分 中 全 国 排 名 第 一。受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 WMO) 委托，Sun( 1994) 撰文评述了长期预报中使

用的经验统计学方法，指导 WMO 成员国建立长期

预报业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统计预测模型构建方

面也取得了诸多进展。先后构建了混合回归模型

( 王建新等，1992) 、稳健回归方程( 施能和王建新，

1992) 以预测长江中下游月降水量和月平均气温。
发展了多个用于短期气候预测的统计模型( 吴洪宝

和吴蕾，2005) ，例如全球热带海表温度异常的主振

荡型预报模型 ( 段安民和吴洪宝，1998) 、热带印度

洋-太平洋地区海表温度异常的线性转置预报模型

( 王秀荣和吴洪宝，2000) 、我国气温距平的典型相

关分析统计预报模型( 余金波和吴洪宝，2001; 吴洪

宝等，2007) 。这些预测模型在短期气候预测的实

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考虑到前期大尺度信号 ( 预报因子) 和未来气

象要素( 预报量) 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演变，两者的

统计关系应同时为时间和空间的函数，Hsu et al．
( 2012，2015 ) 提 出 了 时 空 投 影 技 术 ( Spatial-
Temporal Projection Method，STPM ) ，采用了预报因

子和预报量在时间和空间演化的耦合模态进行建模

和预报，并将其应用在我国的延伸期天气预报业务

预报中。STPM 统计预报系统成功地对全国尺度降

水、气温距平及区域高影响天气 ( 暴雨、高温热浪、
冬季低温事件、台风群发等) 进行提前 10 ～ 30 d 的

预报( 徐邦琪等，2020) ，已在国家气候中心及多个

省份开展了业务应用。
近年来，在陆面过程及陆面因子对气候预测及

其在短期气候预测中的应用也开展了一些探索。定

量评估了土壤湿度异常对东亚地区夏季气候潜在可

预报性的贡献，发现土壤湿度对东亚地区夏季气候

潜在可预报性具有正贡献，尤其是在中国西北，其夏

季气温和降水的潜在可预报性和预报技巧得到显著

提高( Li et al．，2015b) 。利用典型相关分析( CCA )

和集合典型相关分析 ( ECC ) 方法建立了基于陆面

热力因子的我国东部夏季降水的预测模型，发现综

合海表温度和土壤温度因子建立的模型比仅用海表

温度因子的模型各项预测评分均有提高 ( 朱蒙等，

2014) 。基于集合典型相关分析( ECC ) 方法和年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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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的概念，建立了基于关键区土壤湿度年际增量

的我国东北夏季降水和气温的集合预测模型，对我

国东北夏季气候表现出一定的预测能力 ( 李启芬

等，2016; 刘婷婷等，2016) 。深入评估了土壤热含

量( 焓) 、土壤湿度和土壤温度在季节性降水预测中

的作用，发现土壤热含量( 焓) 较单一的陆面因子能

够更加全面地表征陆面热力状况，为我国夏季降水

预测业务提供了新思路 ( Zhao et al．，2018; 赵昶昱

等，2018) 。
最新的研究基于年际增量方法的动力-统计预

测模型，有效提高了春季热带海温和南极涛动的预

测( Zhang et al．，2019a) 。针对年代际气候预测，首

次提出年代际增量方法，即通过滑动平均得到年代

际变率后，将年代际增量作为预测对象，构建预测模

型，再将前期观测加上预测的年代际增量得到最终

预测结果。由于前期观测包含年代际信号，同时年

代际增量可以放大预测信号和提高有效样本，该方

法对于太平洋年代际振荡和华北夏季降水的年代际

预测展现了很高的预测技巧 ( Huang et al．，2020a，

2020b) 。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的研究还揭示了我国东部

污染天气与气候变异的联系，发现气候变异、北极海

冰和太平洋海温异常对中国大气污染的调控作用和

机制( Yin et al．，2017，2019) 。率先研发了大气污染

的短期气候预测模型( Yin and Wang，2016) 并开展

了大气污染气候预测。从 2016 年开始针对京津冀

和长三角区域冬季霾污染开展实时气候预测( 尹志

聪等，2019) 。
在动力气候模式预测方面，利用全球大气环流

模式 CAM 与区域气候模式 ＲegCM 进行嵌套，对我

国夏季降水异常进行预测，并表现出不错的技巧

( 邓伟涛，2008) ; 提出了基于 EOF 和 SVD 的模式误

差订正方法 ( 秦正坤等，2011) 。最近，建立了基于

SINTEX-F 全球耦合海气环流模式的季节-年际气候

预测系统 ( NUIST CFES1. 0) ，并于 2019 年 1 月开

始逐月发布滚动更新的未来 2 a 的气候预测试验

( http: / / icar． nuist． edu． cn / ) 。SINTEX-F 耦 合 模 式

由罗京佳教授主持研发，基于 SINTEX-F 模式的热

带气候预测研究过去十几年来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对 ENSO 和 IOD 等热带气候的模拟性能优良，世界

上首次成功提前 1 a 实时预测 IOD 和提前 2 a 实时

预测 ENSO，已被广泛应用于气候研究和季节-年际

预测试验( Luo et al．，2005，2008) 。21 世纪以来，人

工智能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气候预测领域。最近，通

过与韩国科学家合作( Ham et al．，2019) ，利用人工

智能深度学习方法将 ENSO 指数预测时效提前至

一年半，并达到 80%左右的预测准确率。同时针对

3 种不同类型厄尔尼诺 SST 异常的不同空间分布，

也有较高的预测准确率，弥补了目前传统统计和动

力预测系统的不足。

5 展望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短期气候预测取得了很大

进步。60 a 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短期气候预测的

科学研究、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

成果，为国家短期气候预测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气候系统涉及不同圈层、多时间尺度的相互作

用，短期气候预测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
为了更好满足国家防灾减灾的重大需求，加强短期

气候预测相关的科学研究，提升短期气候预测水平，

仍然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短期气候预测团队需要重

点努力的方向。
未来一段时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短期气候预

测团队将会立足现有的特色和优势，在科学研究上

紧盯国际科学前沿，进一步深入研究气候系统中多

圈层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机理，进一步认识次季节到

季节、年际、年代际甚至更长时间尺度气候变率和极

端气候的成因，进一步加强短期气候预测方法和理

论的研究，努力在地球系统模式和预测系统研发方

面做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贡献，并立足解决中国

短期气候预测问题，为提高次季节、季节、年际到年

代际气候预测水平而不懈努力; 与此同时，不忘教育

初心，做好教学工作，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培养一批短

期气候预测领域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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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term climate prediction: a review for the related work in NUIST in
the past 60 years and an outlook for the future
SUN Zhaobo，CHEN Haishan

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Key Laboratory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Ministry of Educution ( KLME)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short-term climate predic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On this basis，it reviews the growth of short-term climate prediction teams and
the related teaching，scientific research and operational practice i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 NUIST )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60 years ago，and provides an outlook for the futur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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