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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一直是困扰科研和业务的重要难题。在 1970s末第一次华南暴雨
综合试验中，老一辈科学家提出了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概念，并揭示了诸多对华南暴雨研究有
重要意义的成果。近年来，随着现代气象探测手段、高性能计算能力的提升以及中尺度暴雨科学
观测试验的开展，对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认识。本文重点梳理了近 10 a 有
关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从暖区暴雨的定义及分类、多尺度天气特征、形成机
制及可预报性研究等 4个方面进行系统性论述。最后，对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研究存在的问题、未
来发展方向进行了简要的讨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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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rm-sector heavy Ｒainfall ( WＲ) during the First Ｒainy Season ( FＲS) in South China
remain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research and operational forecasts．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scientists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WＲ during FＲS in South China and revealed lots of outstanding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South China heavy rainfall during the first South China heavy rainfall experiment in
1970s． Ｒecently，a number of new findings have been obtained along with the modern meteorological
detection methods，the higher performance computing power，and the launching of mesoscale heavy
rainfall observation experi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atest research advances in WＲ during FＲS in
South China over recent ten years，and conducts systematic reviews on these studies from four aspects:
the definition of WＲ，multiscale weather features，formation mechanisms，and predictability． Finally，the
existing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WＲ during FＲS in South China are briefly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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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从古代的航海经验实践、经典的挪威学派、近

代的芝加哥学派到现代的大规模数值计算，纵观天
气学发展史，中高纬度的锋面气旋问题［1］贯穿始
终。其中，锋面降水，即往往发生在不同来向的冷
暖空气对峙的锋面附近的降水，一直受到广泛关
注，著名的江淮地区、台湾和日韩南部梅雨便是典
型( 梅雨锋) 锋面降水。

华南地区是我国暴雨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华南前汛期降水( 4—6 月) 是我国夏季风降水的第
一阶段，既具有我国暴雨的共性，也有其独特地域
特征［2-3］。业务实践和研究表明: 一方面，中纬度西
风带系统南下引起影响华南前汛期暴雨的锋面系
统，且此锋面系统具备广义梅雨锋结构特征，虽然
由于纬度低及较强热带气流的作用使其与典型中
高纬锋面( 强温度梯度) 、梅雨锋( 强湿度梯度) 特征
有所差别，但本质同属锋面系统; 另一方面，华南前
汛期还具有显著“暖区暴雨”特征，强降水往往发生
在锋前 200 ～ 300 km 的暖区、甚至是无锋面和切变
的西南气流里［3］。

第一次正式提出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概念
是在 1970s末华南暴雨试验中，黄士松等［3］在当时
观测手段有限的情况下，揭示了诸多具有重要意义
的暖区暴雨的科学认识。随着自动气象站、风廓线
仪、多普勒天气雷达、气象卫星及机载下投式探空
等新型遥感探测技术和手段投入科学观测，1998 年
“海峡两岸及邻近地区暴雨试验研究”( 简称华南暴
雨科学试验，HUAMEX) 在暴雨科学监测和中尺度
结构特征分析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4］。2008—
2009年，基于 973 项目“我国南方致洪暴雨监测与
预测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中国南方暴雨野外观测
试验( SCHeＲEX) 深入研究了南方地区特别是梅雨
锋上 α-β 中尺度及中尺度暴雨系统的结构与机
理［5-6］。2013 年至今，中国气象局组织开展了持续
的华南季风降水科学试验 ( The Southern China
Monsoon Ｒainfall Experiment，SCMＲEX) ，结合近年大
力发展的现代气象业务探测手段和高分辨率数值
模拟，在暴雨中尺度新型观测技术、华南暖区对流
发生发展机制及定量降水预报技术等方面取得了
不少进展［7-8］。

对比锋面暴雨，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雨强
大、降水集中、持续时间长，极易造成洪涝灾害。由
于暖区暴雨过程中华南中低空为南风气流控制，缺

乏“锋面、切变、低涡”等天气尺度斜压系统强迫，很
难预报，有时甚至事后亦难以系统地解释［9］。因
此，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一直是气象研究和定量降
水预报业务的难点。近年来，随着现代气象探测手
段和高分辨率中尺度模式的快速发展，对暖区暴雨
中尺度特征、发生发展机制和可预报性的等研究取
得了不少新进展。本文重点围绕在区域稠密气象
探测和高分辨率数值模拟支撑下，回顾和综述了近
10 a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发展
趋势。

1 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定义和分类

1．1 暖区暴雨的定义
暖区暴雨一般是指发生在地面锋面南侧暖区，

或是南岭附近至南海北部没有锋面存在、华南未受
冷空气或变性冷高压脊控制时产生的暴雨; 大多发
生在地面锋面系统前端 200 ～ 300 km 的位置( 有时
与锋面系统的距离更大) ，但有时发生在西南风和
东南风的汇合气流中，甚至在无切变的西南气流
里。后一种情况下，华南出现暴雨时，冷空气和锋
面离广东省较远，甚至未来 2 ～ 3 d 均不可能受到冷
空气影响，暖区暴雨多指这种情况［3］。由图 1 可以
看到，除华南西北部存在一条锋面雨带之外，沿海
地区存在暖区强降水中心，该区域及其上游均未受
到锋面和冷空气影响［3］。

尽管该定义较为宽泛，但也突显了该类型暴雨
最主要的特点: 强降水的发生发展与锋面系统、边
界层冷空气无关，天气尺度斜压强迫较弱。因此，
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形成与部分研究［10－13］提及
的中高纬度地区 Warm-sector降水并不相同，后者多
发生在冷暖锋之间，仍与锋面气旋相关。

关于典型暖区暴雨事件，WU，et al［14］选用广东
省 12 a 前汛期暴雨个例，从影响系统、锋面距离和
雨区范围 3个方面进行综合判别: ( 1) 影响系统: 华
南受西风带控制且锋面未到达广东，强季风涌向华
南辐合而产生的暴雨，或直接由季风云团北移到广
东产生的暴雨，但不包括副热带高压北跳后热带气
旋( 辐合带、扰动) 等产生的暴雨; ( 2) 锋面距离: 出
现暴雨时，暴雨区未受锋面( 切变线、冷空气) 等影
响，锋面( 如若存在) 离暴雨区至少 2 个纬距; ( 3) 雨
区范围:日降水量出现 5 站以上基本连成片状的暴
雨区，排除午后局地热对流等分散降水。结果表
明:广东省 12 a前汛期共出现暴雨日 191 d，其中锋
面暴雨 125 d、暖区暴雨 48 d，两者汇合 18 d。其中，

606 气 象 科 学 40卷



图 1 1978年 5月 27日第一次华南暴雨试验期间暖区暴雨个例: ( a) 雨量分布; ( b) 梧州站的探空温度曲线［3］

Fig．1 ( a) Ｒainfall distribution in South China and ( b) sounding temperature curve at Wuzhou station during the first
South China heavy rainfall experiment on May 27，1978［3］

约有 60%( 28 d) 的暖区暴雨日在华南地区未出现
锋面活动( 图 2) 。

1．2 暖区暴雨的分类
由于对弱天气强迫暖区暴雨的系统性科学认

识不足，且暖区暴雨本身缺乏清晰和严谨的定义，
所以对其分类也存在差异。林良勋［9］根据华南当
地预报业务实践，将前汛期暖区暴雨按典型环流特

图 2 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 a、c) 和锋面暴雨( b，d) 平均 925 hPa水平风场和沿 113°E的垂直环流分布［14］

( a、b中蓝色实线为等温线，红色虚线为等风速线，填色为地形高度，红方块为降水中心; c、d中填色为经向风，等值线为假相当位温)
Fig．2 Distribution of composite low-level wind at 925 hPa and vertical circulation along 113°E during ( a，c) warm-sector heavy rainfall events and

( b，d) frontal heavy rainfall events［14］( The red dashed line，blue solid line，shading and red square in a，b represent the wind speed，
isotherm，terrain height，and precipitation center，respectively; color contours and isoline in c，d represent the meridional absolute wind speed

and the potential pseudo-equivalent temperatures)

征分为三类: ( 1) 回流暴雨型，指冷空气出海后回流
东风与西南风辐合触发的暴雨; ( 2) 高空槽型，指边
界层偏南风风速辐合及地形强迫抬升产生的暴雨;
( 3) 强西南季风型，指季风气流加强推进形成低空
急流触发的暖区暴雨。何立富等［15］将华南暖区暴

雨按边界层天气影响系统分为边界层辐合线型、偏
南风风速辐合型、强西南急流型三类，并给出了综
合天气形势配置。尽管分类着眼点有所差异，但它
们对影响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天气系统、环流特
征的分类基本一致。

除根据业务实践分类外，气象学者也利用历史
再分析资料对较长时间的华南暖区暴雨个例进行
了划分。陈翔翔等［16］将θse密集带作为锋区指示，对
2000—2009年 5—6月华南暖区暴雨事件进行归纳
筛选，并按照影响系统划分为切变线型、低涡型、偏
南风风速切变辐合型。刘瑞鑫等［17］利用日降水、小
时降水及 ECMWF再分析资料的物理量垂直剖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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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在综合已有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面向
整个汛期( 4—9月) 的暖区暴雨事件客观识别方案，
将 34 a( 177例) 暖区暴雨事件划分为切变线型( 37
例) 、低涡型( 46例) 、南风型( 86 例) 以及回流型( 8
例) 4类。

综上，对于暖区暴雨的划分，目前未有严格的
标准或统一的认识，分类差异较大。若从最初提出
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所侧重的远离锋面 ( 切变线、
冷空气) 触发、天气尺度强迫弱的角度出发，重点关
注南风型、强西南气流型的暖区暴雨或许更为合
适。同时，暴雨形成的背景偏南季风气流也是前汛
期华南地区最显著的天气气候特点。

2 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多尺度特征

2．1 暴雨的空间分布特征
华南前汛期( 4—6 月) 是我国夏季风雨带的第

一阶段，也是华南地区暴雨最频发的时期。第一次
华南暴雨野外试验观测表明，华南前汛期降水有两
个大值带:一条雨带位于武夷山到南岭南麓，另一
条位于华南沿海地区。绝大多数暴雨表现出暖区
性质，强降水中心多与地形对偏南暖湿空气的动力
强迫关系密切［3］。

随着观测站点的增加以及气象卫星等遥感手段
的应用，华南地区复杂地形对强降水中心形成和分布
特征的认识愈发清楚。LUO，et al［7］利用 1981—2012
年 30 a雨量观测资料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华南前汛
期降水量 1 000 mm以上的三大强降水中心分别位于
广东地形迎风坡南侧的粤西沿海、粤东沿海和中部内
陆的佛冈—龙门一带。2013年以来的华南季风暴雨
试验也重点围绕降水量最大的广东省前汛期暴雨中
心展开了增强观测［7-8］。

为进一步了解暖区暴雨的分布特征，WU，
et al［14］利用广东省 12 a 逐小时降水量监测和
TＲMM( Tropical Ｒ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 ) 卫星估
测降水资料，揭示了暖区暴雨中心对应着位于沿海
的两大暴雨中心( 阳江附近的粤西沿海与汕尾附近
的粤东沿海) ，而锋面暴雨中心主要对应着相对中
部内陆的中心，TＲMM 卫星遥感估测资料对前汛期
暴雨特别是暖区暴雨中心存在着较显著的低估。
同时，基于观测站资料和卫星估测资料的长时段统
计均进一步证实了暖区暴雨落区相对集中、雨强更
大，锋面暴雨范围更广的特点。

2．2 暖区对流触发地和持续性特征
暖区对流的触发是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分析

和预报的最大难点，往往难以判别对流在何时何地
形成。目前，现有业务全球 /区域数值预报模式对
暖区暴雨预报能力仍十分欠缺，而模式预报的不足
并非体现在预报的雨强大小或雨区位置，而往往是
对暖区对流触发的漏报。在对暖区暴雨事件的主
客观识别基础上，长时段大量暖区暴雨个例统计结
果表明，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事件发生在广东省沿
海地区的频次最多［14，17］。如何加强数值模式对海
岸带对流触发的预报能力，是制约当前华南前汛期
暖区暴雨预报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8，18］。

结合广东省陆地站点观测和覆盖海陆的 TＲMM
卫星估测降水资料，WU，et al［14］进一步揭示了华南
前汛期暖区对流的两个主要源地均位于海陆交界
地区，分别位于粤西沿海的云开大山南侧和粤东沿
海的莲花山脉南侧。分析对流发生频次和持续性
发现，暖区对流高频区、持续区均位于沿海对流触
发源地附近，这表明暖区暴雨期间对流发生主要集
中在沿海地区，且强降水触发后往往连续多个小时
在附近区域持续发展，呈显著的持续性。统计表
明，由于暖区强降水的持续性，降水中心附近高达
70%的时次出现超 20 mm·h－1的强降水。相对而
言，锋面暴雨期间暴雨中心的小时强降水频次相对
较低，且对流风暴主要随锋面从粤北向东南方移入
广东内陆。

2．3 暴雨的月、日变化特征
华南前汛期 4—6 月，南海夏季风开始活跃，而

中纬度西风带的冷空气南下活动逐渐减弱，暖区暴
雨在各月发生的频次差异明显。第一次华南前汛
期暴雨试验中指出，5月中旬以前，华南地区雨带主
要位于华南北部，性质以锋面降水居多，而 5月中旬
以后，受西南季风影响，强降水带移至华南沿海，主
要表现为暖区降水［3］。林良勋［9］进一步指出，回流
暴雨型暖区暴雨是冷空气出海后回流东风与西南
风辐合触发的暴雨，一般出现在 4月初到 5月中旬，
而强西南季风型暖区暴雨一般出现在五月中旬以
后。WU，et al［14］对 2003—2015 年区域暖区暴雨事
件逐月统计表明，71%的暖区暴雨事件发生在 6 月，
仅有 1例发生在 4 月，并指出该类事件的月变化差
异与季风涌活动关系密切。而锋面暴雨在前汛期
各月分布则相对均匀，分别为 25%、45%和 30%。

对于暖区暴雨的日变化，第一次华南暴雨试验
同样揭示了锋前暖区暴雨明显的夜雨现象，随后也
在业务实践和天气个例总结［19-21］中不断得到验证，
清晨低空急流与夜间陆风的加强是导致前汛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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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雨的重要原因［15］。CHEN，et al［22］的研究表明季
风气流夜间加强与我国东南部夜间降水增加关系
密切。CHEN，et al［23-24］利用珠三角 3 a 多普勒天气
雷达统计证实，前汛期降水除午后峰值，还存在夜
间到清晨的次峰值，且该次峰值与南风低空急流夜
间加强，以及盛行南风的辐合加剧有关。WU，
et al［14］进一步区分了锋面暴雨和暖区暴雨事件后
指出，沿海暖区暴雨中心存在着清晨的最强降水峰
值，该峰值与天气尺度的季风相关偏南低空急流的
夜间加强、以及清晨局地偏北的陆风和山风触发对
流密切相关，而中部内陆的锋面暴雨中心峰值则在
午后。

2．4 暖区对流的MCS结构特征
2000s以来，随着多普勒天气雷达的投入使用，

尺度相对较小的暖区对流和中尺度对流系统
(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MCS) 的结构特征得
以进一步分析。暖区暴雨往往范围小、多呈块状，
某些特大暴雨区宽度仅 20 ～ 30 km; 降水对流性强，
常伴有剧烈雷暴活动，回波顶高可达 14 ～ 16 km［9］。
对流类型常分为大陆强对流型和热带型两种［25］，大
陆强对流型回波重心较高，强回波可扩展到较高的
高度，而热带型对流强回波重心偏低，强回波中心
位于低层。业务实践和研究表明，华南前汛期暖区
对流 MCS强度大、往往具有低质心性垂直回波结构
特征［26-27］，更接近于热带海洋型对流结构。

结合华南季风暴雨试验( SCMＲEX) ，WANG，et
al［21］对 2013年一次粤西沿海暖区暴雨的对流发生
发展和 MCS 结构进行研究，提出了雨带列车效应
( Ｒainband-training) 和回波列车效应( Echo-training)
叠加的对流组织结构模型，并强调了中尺度地形、
海岸边界在对流激发和组织过程中的重要性。该
模型也在随后 2014—2015 年几次华南沿海极端强
降水个例中得到验证。近期，通过对 8 a 暖区暴雨
事件的对流风暴雷达结构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表
明［28］，相关 MCSs最频繁的三种组织形态为非线性
模态( NL) 、拖尾层云降水型 ( TS) 、无层云降水型
( NS) 。其中，非线性模态的对流系统发展更快、移
动速度更慢、雨强更大，而 0～1 km垂直风切变、850
hPa湿度、CIN和 LI是识别暖区对流不同模态的关
键因子。

3 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形成机制

3．1 南海季风的作用
华南前汛期之所以具备“暖区暴雨”特征，这与

华南地处南海夏季风正面影响的大陆海岸、以及前
汛期正值南海夏季风爆发前后时期密切相关。4 月
夏季风的前沿推至南海北部、5 月进入华南，6 月下
旬北跳至长江流域后华南前汛期结束［29］。夏季风
带来的高温高湿的水汽，到达华南沿海上空的夏季
风假相当位温在 348 K 以上，大气层结呈对流不稳
定特征［29］。

对近十几年的暖区暴雨事件气候统计表明，华
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绝大部分发生在南海季风建立
之时及爆发之后，6月暖区暴雨发生频次最多［14，17］。
从具体的暖区暴雨天气过程来看，暖区暴雨的发生
往往与一次明显的南海季风涌爆发带来的暖湿不
稳定气流在华南海岸辐合抬升有关［14］。此外，季风
气流季节内振荡的活跃位相［30］以及夜间加强的日
变化特征［14，22，31］，也与华南海岸带夜间降水增多密
切联系。

3．2 低空急流的作用
低空急流是形成暴雨的重要天气系统之一。

第一次华南暴雨科学试验揭示，华南地区急流系统
在垂直方向上具有多重强风中心，除传统的 700 hPa
和 850 hPa 的低空急流影响外，急流中心在 500 ～
1 000 m的超低空、超地转的边界层急流对华南前汛
期暴雨、特别是暖区大暴雨的发生和日变化均有重
要影响［3，32-33］。对近十几年的全球格点分析资料进
行统计分析表明，超过 80%的区域暖区暴雨事件在
华南海岸带或南海北部上空 925 hPa 上存在低空急
流( ＞12 m·s－1 ) ［14］。对于华南及南海北部的低空急
流，黄士松等［3］将其形成分为两大类: 一类由于副
热带高压加强及其西侧低值天气系统的发展而形
成;另一类与南海西南季风的加强密切相关，这类
急流往往强度大、持续时间长，且随着中纬度切变
线南压，可在华南低空同时出现两支西南急流。事
实上，后一类低空急流也是南海季风在天气尺度上
的体现，与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发生密切联系。

低空急流以及双低空急流现象对前汛期暖区
暴雨的作用近年也引起了不少关注。ZHANG，et
al［34］指出，双低空急流现象在暖区暴雨事件中较为
普遍，超 70%的低空急流型暖区暴雨个例中 800
hPa和 925 hPa 同时存在低空急流现象，急流的强
度和三维结构与暖区暴雨的发生和落区关系密切。
DU，et al［35］利用 ECMWF 全球集合预报模式资料
对一次华南双低空急流的沿海暖区暴雨个例进行
综合诊断表明，锋前暖区暴雨的发生发展与 950 hPa
附近的边界层急流造成的低层辐合、700 hPa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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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气尺度急流造成的中层辐散共同作用密切相
关( 图 3) 。

图 3 双低空急流( 边界层急流 LLJ和天气尺度急流 SLLJ) 对华南海岸暖区暴雨的影响天气概念［35］: ( a) 对流发生前; ( b) 对流发展期
Fig．3 Schematic diagram depicting the Convective Initiation ( CI) near the coast associated with double SLLJs［35］: ( a) before CI; ( b) during CI

此外，与季风气流相关的低空急流对华南前汛
期暖区暴雨的日变化规律也有重要影响。CHEN，
et al［22］指出，季风气流存在着夜间到清晨加强的日
变化活动特征，通过延长组织化中尺度对流活动增
强了我国东南沿海的清晨降水［22］。实践观测和统
计均表明，与季风气流密切相关的低空急流同样存
在着夜间到清晨较强，傍晚后风速较小的特征。清
晨的风速加强加剧了低层大气的不稳定性，从而引
起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夜雨频发和清晨降水量
峰值［9，14-15］。
3．3 海岸地形的作用

大量业务实践和观测事实表明，华南前汛期暴
雨与地形分布密切相关，前汛期暴雨三大中心分布
于华南丘陵地形的 3 个迎风坡和喇叭口地形附
近［7，9］。黄士松等［3］指出，地形对锋面暴雨和暖区
暴雨的影响不同，前者主要表现为复杂山脉地形对
北方冷空气的阻挡，后者主要作用在地形对海上南
风暖湿空气的动力抬升等。同时，不同尺度地形对
降水的作用不同，暴雨雨团往往不能直接翻越
1 000 m以上的高山，而是速度减慢停滞，雨强加大，
平行于山脉移动或绕山折向［9，36-37］。华南地区大部
分地形为 1 000 m 以下的丘陵为主，对前汛期暴雨
的强度和落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对前汛期暖区暴雨而言，华南海岸带仅数百米
高的低矮地形( 及其喇叭口、人字形分布) 对大风核
高度 925 hPa附近( 数百米高) 的海洋超低空急流抬
升以及中尺度对流触发十分有利［21，38］。结合覆盖
海陆的卫星估测降水对大量暴雨案例统计表明，暖
区强降水的对流源地集中在海岸带山脉地形的南
侧海陆交界处［14］。CHEN，et al［39］的地形敏感性试
验表明，在海岸低矮地形情况下，夜间的山风和陆

风对海陆交界处的对流触发十分关键，而去除地形
情况下，对流落区会北移至陆地，且强度显著减弱。

3．4 海陆分布的作用
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发生发展，一方面除了

跟大尺度海陆分布导致的季风低空气流活动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局地海陆分布引起的气流日变化( 海
陆风) 密切相关。早在第一次华南暴雨综合试验中
发现，夜间陆风时段往往是沿海降水的高值期［3］。
观测事实表明，华南沿海地区的海陆风伸展高度在
600 m左右，海陆风造成的辐合，其中心在后半夜到
次日凌晨强度较大，且导致中尺度扰动产生，从而
触发降水［9，19］。

结合更多近年来的加密自动气象站观测的统
计分析可得出: 夜间局地陆风( 北风) 加强，加剧了
海洋暖湿气流在海陆交界地区的辐合并触发对流;
而午后随着陆风转为海风( 南风) 和午后热力作用，
有利于对流往内陆拓展、海陆交界处降水减弱［14］。
针对海陆风和华南沿海降水的日变化联系，CHEN，
et al［39］利用前汛期 3 a 平均的气象条件和 WＲF 模
式开展了对流可分辨的准理想模拟试验，从模拟的
角度证实了海岸陆风与盛行低层季风气流的辐合
作用对华南沿海夜间降水的增强作用。近期，WU，
et al［14，40］从统计角度诊断了海岸带复杂地形背景
下，边界层季风气流、海陆风、山谷风对暖区暴雨的
发生发展的综合作用，并成功地利用 1 km分辨率风
暴尺度集合敏感性试验进行了模拟验证( 图 4) 。

3．5 中尺度辐合线和冷池的作用
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具有明显的中尺度特征，

降水强度与 MCS的组织结构、移动方向和持续时间
等密切相关。2000s以来，随着区域自动气象站、新
一代天气雷达和高分辨气象卫星的投入应用，除了
季风、低空急流、地形和海陆分布等的影响，中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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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合线［9，19］、冷池和中尺度出流边界［21，41-42］等对暖
区暴雨相关 MCSs的作用也逐渐受到关注。

观测事实表明，海陆风和地形等引起的中尺度
辐合线对暖区暴雨的形成作用显著，大暴雨、特大
暴雨往往出现在中尺度辐合线附近［9］。对 2013—
2015年华南暴雨科学观测试验期间的 3 个海岸极
端降水事件进行研究表明，造成三次事件的 MCS 均
由多条中-β尺度雨带组成，呈准线状分布且移动缓
慢［21，41-42］。WANG，et al［21］分析指出，在对流初始阶
段，海岸地形山脉对海洋偏南暖湿气流的抬升，连
续触发对流新生形成中 β 尺度雨带，形成单体列车
效应。在对流发展阶段，降水在地面形成的冷池与
海上暖湿气流之间形成一条中尺度出流边界，出流
边界附近多处对流持续触发形成多条准平行的中 β
尺度雨带，形成雨带列车效应( 图 5) 。在华南暖湿
海岸环境下，降水产生的浅薄和准静止的中尺度出
流边界有利于多雨带的 MCS形成，降水的正反馈作

用有利于出流边界和多雨带 MCS的维持，易引发持
续的极端降雨事件［42］。

4 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可预报性

4．1 暖区暴雨的预报能力
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预报能力低［3］，锋前暖

区温度梯度小，很少出现闭合气压系统，中高纬常
用的标准等压面温压场分析方法对其不适用［33］。
对比北侧锋面雨带和南侧暖区雨带发现，两者除了
在中尺度云团活动、系统动力结构、大气不稳定机
制和大气加热结构等存在差异，在水汽输送、中尺
度环境以及垂直环流中也存在明显不同，这些差异
造成华南暖区暴雨难以模拟和预报［43］。结合
TIGGE全球集合预报模式产品的个例和统计的量
化评估表明，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比锋面暴雨的实
际预报能力明显偏低［44-45］，甚至事后的中尺度数值模
拟也难以十分有效地体现暖区对流的发生发展［34］。

图 4 暖区暴雨发生发展( 日变化) 的边界层天气概念模型［14］: ( a) 早晨; ( b) 下午
Fig．4 Schematic diagrams of the in fluence of land-sea breezes，boundary layer circulation and coastal orography on warm-sector heavy

rainfall in the ( a) early morning and ( b) afternoon［14］

图 5 2013年 5月 10日造成沿海暖区极端降水的多雨带 MCS的概念模型［21］:
( a) 发展初期，灰色代表沿海小山; ( b) 成熟阶段，黑色三角和虚线代表中尺度出流边界

Fig．5 Schematic diagrams of the back building，echo training，and rainband training associated with the extreme rain-producing MCS during
its ( a) early development and ( b) mature stages［21］( Gray symbols represent a mountain; black triangle and dashed line

represent meso-scale outflow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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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业务和区域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对华
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预报能力仍然不足。不同于
数值模式对锋面暴雨能力主要体现在落区或强度
的偏差，难以预报对流的形成是华南前汛期暖区暴
雨预报的关键，这往往导致过程的整体漏报。如何
深入认识暖区暴雨的可预报性，针对性地改进暖区
对流触发机制预报是提升数值天气预报模式能力
的关键［18，26，46］。

图 6 ( a) 区域地形高度( 单位: m) ( 绿色框代表暖区暴雨中心区域，两黑色框区分别为山区气温敏感区和海洋低空风敏感区) ;
2015年 5月 19日 08时—20日 08时好坏集合预报成员对( b) 山区敏感区平均 2 m气温和( c) 海洋敏感区平均 925 hPa风速的预报序列［40］

Fig．6 ( a) Terrain height ( unit: m) ( the green rectangle identifies the warm-sector torrential rainfall center; two black rectangles represent
the sensitive area of temperature over the mountain area and the sensitive area of low-level wind over the sea repetitively) ;

temporal evolution of ( b) 2 m temperature averaged with in the black rectangle region for the mountain area and ( c) 925 hPa wind speed
averaged within the black rectangle region for the sea area from 0800 BST on 19 to 0800 BST on 20 May 2015［40］

4．2 预报偏差来源及实际可预报性
根据误差带来的预报不确定性是否可以减少

和改进，大气可预报性可划分为内在 ( 固有、内禀)
可预报性和实际可预报性两类［47-48］。内在可预报性
( Intrinsic Predictability) 是指假定初始条件和模式都
近乎完美的情况下，大气可预报的程度( 预报上限)
的问题［49-50］。实际可预报性( Practical Predictability)
指的是在现阶段的分析方法产生初始条件以及预报
模式的基础上，大气实际预报能力的问题［51］。

随着稠密观测资料的增加和模式分辨率的提
升，关于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实际可预报性和误差
来源方面，近几年也陆续形成了一些具有实际意义
的成果。通过改善对流环境的同化试验指出，同化
风廓线雷达资料［52］、雷达反演湿度［53］等能一定程
度提升暖区暴雨的模式临近预报水平，但目前而
言，监测和短时临近预警仍是主要手段［54］。

ZHANG，et al［34］从低空急流影响角度，将暖区暴雨
分为急流和非急流类型，开展了针对暖区暴雨事件
的三重嵌套( 最内层 3 km分辨率) 批量模拟试验和
分析评估。结果表明，WＲF模式对达到低空急流类
的暖区暴雨的预报能力明显更低，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模式往往会对 925 hPa的西南风预报更强更偏
向北部内陆，而严重低估沿海强降水。结合华南季
风降水科学试验的前汛期海岸暖区暴雨研究发现，
误差增长存在着特定敏感区域和敏感要素，北侧山
区气温( 山风 /陆风) 和南侧海洋低层风速 ( 西南急
流) 的误差非线性快速增长是制约海岸带暖区强降
水预报能力提升的关键［26］( 图 6) 。

4．3 初始误差增长及内在可预报性
从中尺度甚至更小尺度解释误差增长机制是

暴雨、强对流可预报性研究的重点。ZHANG，et
al［55-57］通过对冬季暴风雪个例的模拟诊断和理想化
湿斜压波模拟指出湿对流对误差快速增长和中尺
度可预报性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不同分辨
率、不同扰动、不同水汽量、不同时段积分控制等多
组对比模拟试验，进一步提出了湿对流下误差三阶
段( 对流尺度增长、升尺度转换和天气尺度增长) 动
力增长机制。而相对于冷季天气事件，暖季强天气
事件具有强对流不稳定( 弱斜压不稳定) ，使得误差
在湿对流下从更小的尺度快速增长，机制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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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陆续有一些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实际可
预报性研究，但关于其误差增长机制的内在可预报
性研究鲜有开展。近期，WU，et al［40］结合华南季风
降水科学试验的海岸暖区暴雨个例，开展了针对不
同尺度、不同大小的初始误差的风暴尺度集合敏感
性试验。结果表明，同一时段、同一邻近区域的不
同深湿对流( 锋面暴雨和暖区暴雨) 的误差动力增
长方式差异很大，不同尺度的初始小误差，在深湿
对流环境下均快速增长而在数小时后形成显著预
报偏差，体现了季风区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存在着
显著的内在可预报性上限。

图 7 华南季风降水科学观测试验的主要仪器分布: ( a) 华南及周边范围; ( b) 广东省中西部的重点观测区域［7］

Fig．7 Distribution of major observing facilities that participated during the SCMＲEX pilot field campaigns over ( a) South China and its vicinity
and ( b) central and western Guangdong Province［7］

4．4 暖区暴雨的科学观测试验
强降水风暴的时空尺度小，受到初始小扰动湿

动力增长、天气尺度强迫、对流环境作用、物理参数
化方案、地形下垫面等多种因素影响，其实际可预
报性问题十分复杂。相对而言，数值模式对其大尺
度环境条件可预报性相对较高，而对风暴位置、结
构及演变的预报不确定性大，对流的触发仍是一个
预报能力相当有限的问题［18，46］。

为了更好地理解华南强降水的中尺度对流系
统的触发、组织和演变机制、微物理学机制以及可
预报性等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特别是加深南海夏
季风背景对华南暖区强降水影响的认识，2012 年中
国气象局提出了“华南季风降水试验”，并得到世界
气象组织批准纳入世界天气研究计划 ( World
Weather Ｒesearch Plan，WWＲP ) 研究发展项目。该
试验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牵头，由联合国有关科
研业务单位共同实施［7］，2013 年至今仍在每年前汛
期持续开展。近 10 a 长时段的增强科学观测，有助
于从天气气候角度系统性认识华南季风强降水的
多尺度形成机制和开展更深入的可预报性研究。

观测试验重点集中在前汛期季风直接影响的、强降
水频繁的华南沿海地区，以提升前汛期季风强降水
预报能力为核心目标，从强降水风暴的多尺度特
征、形成机制和数值模式能力提升 3 个方面持续开
展科学观测试验。此外，该试验综合利用最前沿的
科学探测设备和现代气象业务探测手段，包括加密
探空、飞机观测、双偏振 /相控阵雷达、云雷达、连续
波雷达、风廓线雷达、二维雨滴谱、视频探空、微波
辐射计等多种针对强降水边界层和云微物理观测
的先进仪器( 图 7) 。

此次长时间、大规模的综合科学观测试验，揭
示了不少华南前汛期强降水云微物理、边界层的观
测新特征，加深了海陆对比、低空急流、中尺度辐合
线、冷池等对前汛期 MCSs 对流系统发生发展机
制［21，35，40-42］，微物理特征［58］以及实际可预报性［59-62］

方面的认识。同时，为华南强降水，特别是风暴尺
度小、预报能力低的海岸带暖区暴雨预报能力提升
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观测和评估资料。

5 结论
本文重点梳理了近 10 a 关于华南前汛期暖区

暴雨的最新研究进展，从暖区暴雨的定义分类、多
尺度天气特征、形成机制及可预报性研究等 4 个方
面进行系统性综述。结论如下:

( 1) 目前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尚未有统一的定
义和分类标准，其形成与锋面系统和北方冷空气无
关、天气尺度斜压强迫较弱是较普遍的共识。从分
类来看，业务预报难度最大的西南季风气流型暖区
暴雨应是研究重点，同时需注意与中高纬度地区
( 锋面气旋相关的) 暖区降水的差异。

( 2) 相对于锋面暴雨的移动性和降水中心位于
内陆的地理位置，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对流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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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降水中心均位于沿海地区，卫星估测降水对其明
显低估。暖区暴雨多发生在 5月中旬南海季风建立
之后，具有明显的夜雨日变化特征，降水峰值在清
晨，而部分极端强降水过程还伴有多雨带 MCS 组织
结构特征。

( 3) 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形成受到 O( 1 000
km) 尺度的南海季风、O ( 100 km) 尺度的边界层低
空急流以及 O ( 10 km) 中尺度辐合线、冷池等多尺
度天气系统及海岸地形、海陆分布综合影响。华南
海岸山脉地形背景下，季风气流夜间增强与夜间陆
风、山风的共同作用对暖区对流的海岸集中发生和
夜间多发有着重要作用。

( 4) 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的数值预报能力仍有
待提高，其中暖区对流形成的预报是最关键的难
题。模式预报能力不足，受初始对流环境风、湿度
误差的影响，也与模式对关键地区和关键边界层气
象条件( 如海洋低层南风气流、山区热力日变化等)
模拟不足有关。深湿对流背景下，暖区暴雨区的初
始误差非线性快速增长十分迅速，预报难度极大。

应当指出，尽管得益于探测手段和高分辨模式
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华南前汛期暖区暴雨取得了不
少新的认识，但是离暖区暴雨业务预报能力提升仍
有很多的研究工作亟需深入开展。如: 海岸带复杂
下垫面( 地形、海陆和城市群) 及其与西南气流耦合
作用对暖区暴雨的影响、暖区对流风暴结构和暖区
降水的微物理特征、暖区暴雨的模式误差主要来源
以及初始误差湿动力增长机制等。迫切需要利用
高时空分辨率科学观测资料，对暖区暴雨多尺度形
成机制的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数
值模式的实际可预报性( 误差来源) 研究。结合暖
区暴雨实际和内在可预报性研究，构建科学的风暴
尺度集合预报系统，将是提升未来暖区暴雨预报能
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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