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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中国气象局( China Meterological Administration，CMA ) 高分辨率数值预报

产品、欧洲中期数值预报中心(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
ECMWF) 精细化数值预报产品和国家级地面观测站数据，采用小波分析方法及滑动训

练、最优融合等技术对模式误差序列进行时频处理，实现了对模式系统误差和局地误差

的订 正，发 展 了 西 北 区 智 能 网 格 气 温 客 观 预 报 方 法 ( northwest intelligent grid
temperature objective prediction method，NWTM ) 。以 2017 年 3 月—2018 年 2 月数据作

为训练样本，对 2018 年 3 月—2019 年 1 月西北区 239 个国家基本站进行检验。结果表

明: 1) NWTM 对 CMA 和 ECMWF 两种模式产品的气温预报能力有显著的提升; 随着

预报时效增长，两种模式订正产品的误差增大。2) NWTM 对 ECMWF 西北区最高气温

的订正效果要明显优于 CMA，但就最低气温而言，NWTM 对 CMA 的订正效果更为显

著。其中，就 24 h 最高气温而言，ECMWF 在宁夏的订正效果最好，CMA 在青海的订

正效果最好; 而对于 24 h 最低气温的预报，CMA 在西北 4 省的订正效果相差不大，EC-
MWF 在陕西的订正效果最好。3) 空间误差检验表明: 针对最高气温的预报，ECMWF
订正产品的订正能力明显优于 CMA，特别是在甘肃河西走廊和中东部、陕西北部和南

部、宁夏中南部及青海大部。就最低气温的预报而言，ECMWF 和 CMA 对甘肃河东和

陕西南部的订正能力较好; ECMWF 订正产品在宁夏中南部及青海南部的订正能力高

于 CMA，而 CMA 订正产品在陕西中部的订正能力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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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是天气预报中的基本气象要素之一，其变

化既与纬度、海拔高度、太阳高度角有关，又受天空

状况、天气现象、日照、风、地表状况等因子的影响。
作为天气预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气温不但对于干旱、霜冻、大雾等灾害性天气的发生

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农林牧渔等部门判断灾

害状况的重要指标，而且对于高低温的预警、舒适度

等各种公共预报服务项目，均需要精细化的气温预

报作为基础( 盛裴轩等，2003; 罗聪等，2012) 。
所谓精细化，就是天气预报的准确和细致，预报

的气象要素更加细分、时空分辨率更高、预报更加适

应个性化的需求。因此，现代天气业务是以天气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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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精细化发展为基本特征，以提高精细化预报准

确率为根本要求( 矫海燕，2010) 。高时空分辨率的

精细化智能网格预报是区别于以往的人工主观预报

的，是完全基于客观定量化的预报。这种智能网格

预报的准确率不仅取决于高分辨率数值模式预报能

力的提高，还取决于对模式产品的合理释用。因此，

在模式预报性能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加强对高分辨

率模式产品的解释应用能力就成为提高个点要素预

报能力的关键问题( 卫捷等，2005) 。
由于气温的预报具有连续性，方便展开精细化

业务预报，成为智能网格预报探索的重要方向。目

前国内外学者针对确定性预报模式和集合预报气温

预报方法开展了很多订正方法方面的研究，应用统

计及物理方法来减小日最高、最低气温预报的偏差，

是数值预报后处理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智协飞和

陈雯，2010; 智 协 飞 等，2013; Krishnamurti et al．，
2016) 。其中，国内针对气温的数值预报产品的释

用提出了统计分析方法( 如 PP 法、MOS 方法( 陈豫

英等，2005) 、线性回归法、卡尔曼滤波方法) 、非线

性方法( 如 BP 神经网络( 熊世为等，2017) 、支持向

量机方法) 、相似预报理论和集合预报等预报方法
( 薛志磊和张书余，2012) 。在此基础上，国内对于
ECMWF 精细化数值预报模式、GＲAPES 高分辨率

数值预报模式以及 CMA 高分辨率数值预报模式的

精准释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包括两种: 单一模式的

释用研究和多模式的对比与集成研究。通过不同的

方法对这三种模式产品的释用单独进行分析后发

现，单一模式的订正产品对所研究区域的气温预报

能力均有一定的提升或正的订正效果( 吴爱敏等，

2009; 李佰平和智协飞，2012; 赵滨和张博，2018; 蔡

凝昊和俞剑蔚，2019; 戴翼等，2019) 。相比于单个

模式，多模式动态集成网格释用技术方案较明显提

升了最高气温的预报技巧，最低气温提升幅度较小
( 吴乃庚等，2017) ; 此外，多种模式的对比研究结果

表明 CMA 数值预报产品对宁夏地区的预报除晴雨

准确率外，其他要素的预报准确率大多较差( 张成

军等，2017) ，而“站点订正差值向格点传递”方法能

够很好地订正了 ECMWF 和 CMA 模式格点温度预

报的系统性误差( 潘留杰等，2017) 。
以上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均依赖于 ECMWF 精

细化数值预报产品，但在业务运行中更多地应用了
CMA 高分辨率数值预报产品的结果。目前，针对这

两种模式的高分辨率温度预报产品应用于西北区的

误差分析及其订正产品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针对

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以期对业务中常用的两

种模式气温预报产品的精准释用提供一定的技术支

撑和理论依据，并进一步加强西北区 239 个国家级

基本站的最高、最低气温的预报服务能力。

1 资料和方法

1. 1 资料

所用的实况资料为西北区( 甘肃、青海、宁夏、
陕西) 共 239 个国家气象观测站( 以下简称“国家

站”) 的地面最高和最低气温数据( 图 1) 。同时，用

于订正的精细化格点预报数据有两种: 一种是中国

气象局( China Meterological Administration，CMA )

高分辨率数值预报产品提供的智能网格指导预报产

品; 另一种是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the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Ｒange Weather Forecasts，ECM-
WF) 提供的精细化数值预报产品。水平分辨率为
0. 125°×0. 125°，起报时次均为每日的 08 时和 20 时
( 北京时，下同) ，预报时效为 0 ～ 240 h，逐 24 h 最

高、最低气温格点资料。

图 1 西北区 239 个国家气象观测站分布( 红色圆点为

西北区的四个代表站)

Fig．1 Distribution of 239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Northwest China( The red dotts are the four rep-
resentative stations in Northwest China)

采用 2017 年 3 月 1 日—2018 年 2 月 28 日的预

报及观测产品作为训练样本，选取 2018 年 3 月 1
日—2019 年 1 月 31 日的数据为测试样本。为保证
数据的完整性和预报结果的精确度，所用到的智能

网格预报数据( CMA 和 ECMWF) 的起报时次均为
20 时，预报时效选择 24、48 和 72 h。
1. 2 方法
1. 2. 1 小波分析法

利用 Morlet 小波变换法 ( 王蕊等，2009 ) 分析
239 个站点的最高、最低气温周期，如式( 1) 所示，其
中 c 为常数( 设定为 6. 2) 、i 表示虚数。

Ψ( t) = eicte－t2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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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let 小波变化在时频两域都具有表征信号局

部特征的能力，其通过将时间系列分解到时间频率

域内，从而得出时间系列的显著波动模式，即周期变

化动态，以及周期变化动态的时间格局。

图 2 甘肃省兰州站 CMA 24 h 最高气温差值的小波能量谱( a;“V”型实线包围区域为小波边界效应影响区域; 实线

区域表示通过 0．05 信度的显著性检验) 和全局小波谱随时间变化( b; 红色虚线为 0．05 信度的红噪声标准谱)

Fig．2 ( a) Wavelet spectrum power of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difference of CMA 24 h in Lanzhou station( The area sur-
rounded by V－shaped solid line is the influence area of wavelet boundary effect; the solid line area indicates that it
has passed the significance test of 95% confidence) ，Gansu Province and ( b) the global wavelet spectrum change
with time ( the red dotted line is the standard spectrum of red noise with 95% confidence)

1. 2. 2 滑动训练方法

1) 采取邻域法( 师春香等，2018) 来对应 CMA 和
ECMWF 的网格点预报产品与西北区 239 个国家站

的实况数据。即选择距离某一站点最邻近的网格点

预报作为该站点的预报值，若存在多个距离相等的格

点，则取东北角格点作为最邻近的点。由此筛选出
239 个站点对应的格点预报值，并与对应日期的实况

数据作差，得到西北区 239 个国家站 3 个预报时次
( 24、48、72 h) 的最高、最低气温差值时间序列。

2) 针对这 3 个预报时效的最高、最低气温差值

时间序列，采用 Morlet 小波分析方法，分析每个站

点不同预报时次的最高、最低气温的周期特征。以

甘肃省兰州站 CMA 24 h 最高气温为例，对其进行

小波分析后发现，小波变换的时频分布和功率谱分

布均表明该站 24 h 最高气温的小波周期为 27 d( 图
2) 。同理即可得出西北区其他 238 个国家站的最

高、最低气温的主要周期。
3) 对西北区 239 个国家站的最高、最低气温周

期进行滑动训练订正，以甘肃省兰州站 24 h 最高气

温( 滑动周期为 t) 为例，具体步骤如下:

所选日期向前滑动 t 天，将前 t 天的预报值与对

应日期的实况值作差后进行平均，所得的平均值称

为兰州站 24 h 最高气温预报的滑动订正系数;

将滑动订正系数与对应站点的格点预报值相加，

可得出兰州站 24 h 最高气温的滑动训练订正值。
1. 2. 3 最优融合方法

目前，滑动训练方法只能订正数值模式产品的

系统性误差，而不能订正由于地形、海拔等造成的其

他误差。因此，对 CMA 指导产品和 ECMWF 格点

预报产品与上述滑动订正的结果进行融合得到一个

最优融合订正值，具体步骤如下:

1) 确定最优融合的订正周期。
计算前 t 天( t 从 1 d 至 30 d 依次递增) CMA 指

导产品与滑动训练订正值的预报准确率进行对比发

现: 1～30 d 的预报准确率相差较小( ＜0. 5) ，不易区

分; 进一步对这 30 d 的预报准确率进行滤波分析
( 图略) ，结果表明 24 h、48 h 和 72 h 的高低温产品

分别取 9 d、13 d 和 10 d 作为最优融合的订正周期，

其订正结果较为显著。另根据业务需要，在统计结

果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区本地预报经验，最终选取
15 d 作为计算最优融合结果的订正周期。

2) 将所选日期向前取 15 d 的 CMA 指导产品及

滑动订正产品，计算二者的预报准确率求平均，保留

平均准确率高的产品，即为最优融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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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检验方法

采用最高、最低气温的预报准确率、绝对误差和

预报技巧评分三个指标对预报结果进行检验，其定

义如下:

1) 预报准确率

F2 =
n2

n
×100%。 ( 2)

其中: F2 为气温预报值与实况值误差不超过 2 ℃的

百分率; n2 为误差不超过 2 ℃ 的样本量; n 为样本

总量。
2) 平均绝对误差

SBIAS = 1
N∑

N

i = 1
| Iobsi-Iprei |。 ( 3)

其中: SBIAS为平均绝对误差; N 为观测次数; Iobsi为第

i 个点的观测值; Iprei为第 i 个点的预报值。
3) 预报技巧评分

Tss =
( TMEAN －TMEAF )

TMEAN

×100% ( 4)

其中: Tss为预报技巧评分; TMEAN为 CMA 或 ECMWF
的最高、最低气温的平均误差; TMEAF 为对应的滑动

训练或最优融合的最高、最低气温的平均误差。

2 结果分析

2. 1 滑动训练周期分析

利用小波分析计算了西北区 239 个国家基本站

3 个预报时次( 24、48、72 h) 最高、最低气温的最佳

滑动训练周期。下面以甘肃兰州、陕西咸阳、宁夏银

川、青海西宁 4 个站点为例( 表 1) 进行简要说明: 对

于 CMA 气温预报产品来说，24 h 的平均最佳滑动

训练周期( 14. 25 d) 要小于 48 h ( 18. 25 d) 和 72 h
( 16. 5 d) ，而 ECMWF 48 h 气温预报产品的平均最

佳滑动训练周期( 12. 625 d) 要小于 24 h( 17. 125 d)

和 72 h( 15. 875 d) 。
此外，利用小波分析方法得出其余 238 个国家

基本站 3 个预报时次的最高、低温度最佳滑动训练

周期。整体来说，CMA 和 ECMWF 最高、最低气温

预报产品的最佳滑动训练周期集中在 5 ～ 27 d 左

右，个别站点的滑动周期超过 27 d; 24 h 以内的滑动

周期多集中在 5～ 23 d，而 48 h、72 h 的滑动周期更

多的集中在 8～27 d。
2. 2 预报效果检验

基于以上的最佳滑动训练周期结果，针对 2018
年 3 月 1 日—2019 年 1 月 31 日西北区的 CMA 和

ECMWF 两种模式的网格气温预报产品进行订正和

检验。利用滑动训练方法和最优融合方法对 CMA
和 ECMWF 的最高、最低气温预报产品分别进行订

正，共得到 6 种预报产品: CMA 预报产品( CMA，下

同) 、CMA 滑动训练产品( CMA_HD，下同) 、CMA
最优融合产品( CMA_ＲH，下同) 、ECMWF 预报产

品( EC，下同) 、ECMWF 滑动训练产品( EC_HD，下

同) 、ECMWF 最优融合产品( EC_ＲH，下同) 。进一

步分析这 6 种产品不同时次( 24、48、72 h) 的平均

绝对误 差、TS 技 巧 评 分 和 预 报 准 确 率 并 进 行 比

较，以期对未来业务中的气温预报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计算了 CMA 和 ECMWF 两种数值预报产品及

其订正产品的 3 个时次气温预报的平均绝对误差与

TS 技巧评分，得出以下结论: 1) CMA 高分辨率数值

预报产品的平均绝对误差要小于 ECMWF 精细化

网格订正产品的，但 ECMWF 订正产品对最高气温

的预报能力要优于最低气温。2) ECMWF 精细化网

格订正产品的 预 报 能 力 ( 预 报 误 差 范 围 为 1. 3 ～
1. 7 ℃ ) 优于 CMA 高分辨率数值预报订正产品( 预

报误差范围为 1. 4～2. 1 ℃ ) ，而两种模式本身的预
表 1 西北区四个代表站 3 个时次( 24、48、72 h) 最高、最低气温的最佳滑动训练周期
Table 1 The best sliding training cycle of maximum and minimum temperatures of four representative stations in Northwest China

at three times ( 24，48 and 72 h) ℃

预报产品
兰州( 52889) 咸阳( 57048) 银川( 53614) 西宁( 52866)

Tmax Tmin Tmax Tmin Tmax Tmin Tmax Tmin

24 h 27 27 23 15 6 5 6 5

CMA 48 h 22 25 8 13 9 20 29 20

72 h 12 11 27 13 7 6 29 27

24 h 13 23 11 25 23 7 17 18

ECMWF 48 h 7 12 11 25 5 7 17 17

72 h 17 10 8 25 27 8 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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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误差范围分别是 1. 7 ～ 2. 3 ℃ ( CMA ) 、2. 1 ～ 3. 0
℃ ( ECMWF) ，意味着四种预报订正产品均有一定

的订正能力。3) 随着预报时效的增长，CMA 数值

预报和 ECMWF 细网格预报订正产品的误差范围

增大。4) 针对最高气温客观预报的最优融合订正，

ECMWF 的订正效果明显优于 CMA ; 但对于最低气

温客观预报的最优融合订正，二者的订正能力几乎

相当。
在表 2 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两种模式订正产

品的预报准确率( 图 3) 可以发现，CMA 数值预报和

ECMWF 细网格预报的滑动训练产品和最优融合产

品预报准确率均高于这两种模式产品的预报准确

率，且 ECMWF 细网格最高气温预报订正产品的预

报准确率明显高于 CMA，但 CMA 订正产品对于最

低气温的预报准确率却略高于 ECMWF。此外，随

着预报时效的延长，两种模式的预报准确率也依次

降低，但下降幅度较小。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西北区覆盖面积较大，地形

复杂多样，不同区域之间影响气温预报的因子也存

在较大差异。因此，将西北区按照省份的划分，分别

对甘肃、陕西、宁夏以及青海四个省份计算几种客观

预报产品的预报准确率( 图 4)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对于 24 h 最高气温客观预报的预报准确率而言，

ECMWF 细网格订正产品对宁夏订正效果最好，甘

肃、青海次之，陕西最差; 而 CMA 数值预报订正产

品对青海订正效果最好，甘肃、宁夏次之，陕西最差。
针对 24 h 最低气温客观预报的预报准确率，CMA
数值预报订正产品对西北区四省的预报准确率相差

不大，ECMWF 细网格订正产品对陕西的预报最好，

甘肃、宁夏次之，青海最差。
表 2 CMA 和 EC 预报产品 24、48、72 h 最高、最低气温的绝对误差与订正技巧

Table 2 Absolute errors and correction skills of maximum and minimum temperatures from CMA and EC forecast products at three
times ( 24，48 and 72 h)

预报

时效
方法

Tmax 绝对

误差 /℃

Tmin绝对

误差 /℃

Tmax 预报

技巧 /%

Tmin预报

技巧 /%

预报

时效
方法

Tmax 绝对

误差 /℃

Tmin绝对

误差 /℃

Tmax 预报

技巧 /%

Tmin预报

技巧 /%

CMA 1. 992 1. 751 EC 2. 815 2. 124

24 h CMA_HD 1. 765 1. 490 11. 4 14. 91 24 h EC_HD 1. 321 1. 494 53. 07 29. 66

CMA_ＲH 1. 765 1. 496 11. 4 14. 56 EC_ＲH 1. 334 1. 517 52. 61 28. 58

CMA 2. 170 1. 840 EC 2. 880 2. 163

48 h CMA_HD 1. 954 1. 607 9. 95 12. 66 48 h EC_HD 1. 510 1. 556 47. 57 28. 06

CMA_ＲH 1. 958 1. 612 9. 77 12. 39 EC_ＲH 1. 527 1. 58 46. 98 26. 95

CMA 2. 300 1. 945 EC 2. 962 2. 193

72 h CMA_HD 2. 086 1. 721 9. 30 11. 52 72 h EC_HD 1. 666 1. 602 43. 75 26. 95

CMA_ＲH 2. 092 1. 728 9. 04 11. 16 EC_ＲH 1. 690 1. 627 42. 94 25. 81

图 3 西北区 CMA 和 ECMWF 及其订正产品最高气温( a) 、最低气温( b) 的预报准确率( 单位: %)

Fig．3 Prediction accuracies of CMA，ECMWF and their revised products for ( a) maximum temperature and ( b) minimum tem-
perature in Northwest China( uni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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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西北( 红、蓝、绿、黑线分别为甘肃、陕西、宁夏、青海) 不同预报产品 24 h( a、b) 、48 h( c、d) 、72
h( e、f) 最高气温( a、c、e) 、最低气温( b、d、f) 的预报准确率

Fig．4 Prediction accuracies of different forecast products for ( a，c，e ) maximum temperature and
( b，d，f) minimum temperature in four northwest provinces at ( a，b) 24 h，( c，d) 48 h，( e，f) 72 h
( Ｒed，blue，green and black lines are Gansu，Shaanxi，Ningxia and Qinghai，respectively)

综上所述，CMA 高分辨率数值预报产品和 EC-
MWF 细网格模式产品的气温预报订正能力比其模

式本身均有一定提升，24 h 最高气温预报准确率分

别提高 4. 9%、34. 03%，24 h 最低气温预报准确率分

别提高 6. 83%、14. 26%，48 h 和 72 h 也均有提升，

但提升幅度略低于 24 h。此外，ECMWF 细网格模

式产品对于西北区 239 个国家基本站的最高气温客

观预报订正效果要明显优于 CMA 的，但就最低气

温客观预报订正效果而言，CMA 的订正效果更为显

著。就西北四省的 24 h 最高气温客观预报订正而

言，宁夏 ECMWF( 青海 CMA) 订正效果最好，甘肃、
青海( 甘肃、宁夏) 次之，陕西最差; 而对于 24 h 最低

气温，四省 CMA 订正效果相差不大，陕西 ECMWF
订正效果最好，甘肃、宁夏次之，青海最差。
2. 3 空间误差检验

对于 CMA 和 ECMWF 两种模式及其订正产品

( CMA、CMA_HD、CMA_ＲH、EC、EC_HD、EC_ＲH)

而言，相比于 48 h 和 72 h，CMA 高分辨率数值预报

产品和 ECMWF 精细化网格模式产品的 24 h 气温

预报订正产品对西北区最高、最低气温的预报效果

最好( 表 2 和图 3) 。因此，以 24 h 的结果为例，进

一步分析两种模式订正产品对西北区气温的客观预

报能力( 图 5、6) 。
进一步分析 CMA 高分辨率数值预报产品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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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西北区 CMA 及其订正产品 24 h 最高气温( a、c、e) 、最低气温( b、d、f) 预报准确率的空间分布:

( a，b) CMA; ( c，d) CMA_HD; ( e，f) CMA_ＲH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prediction accuracies of CMA and its revised products for 24 h ( a，c，e) maximum

temperature and ( b，d，f ) minimum temperature in Northwest China: ( a，b ) CMA; ( c，d ) CMA _ HD;

( e，f) CMA_ＲH

订正产品对西北区最高、最低气温预报准确率的空

间分布( 图 5) ，结果表明: 整体来说，与 CMA 模式

本身的预报产品相比，其订正产品对西北区气温的

预报能力均有一定的提升; 同时，在西北区大部分地

方该订正产品对最低气温的预报准确率要高于最高

气温。其中最高气温预报准确率在甘肃河西和中

部、宁夏、陕西中北及青海东部较高，而在甘肃陇东

南、陕西南部的预报能力却较低; 最低气温的预报准

确率在甘肃中部和陇东南、宁夏及陕西中南部的预

报准确率较高，而在西北区其他地方的预报准确率

偏低。
同样，分析了 ECMWF 精细化网格预报及其订

正产品对西北区最高、最低气温预报准确率的空间

分布( 图 6) ，可以发现: ECMWF 精细化网格订正产

品对西北区气温的预报能力明显优于其模式本身，

且该订正产品对于最高气温的预报准确率比最低气

温的预报准确率要高。具体来说，最高气温的预报

准确率除了陕西南部及青海南部，其余地方的预报

能力均有了较为显著的改善; 最低气温的预报准确

率在陕西中南部、甘肃东南部及宁夏中南部的预报

准确率较高，而在其他地方的预报能力较差。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西北区最高、最低气

温的预报准确率受地形及下垫面的影响较大。现进

一步分析 CMA 高分辨率数值预报及其订正产品对

甘肃、陕西、宁夏以及青海四省气温的预报能力，其

预报准确率空间( 图 7、8) 分布表明: 相比于 CMA
数值预报产品本身，四个省的最低气温预报能力均

有了显著的改善，特别是甘肃河东及中部、陕西中南

部、宁夏中北部及青海东部; 而最高气温的预报准确

率仅在陕西南部、甘肃陇东南及青海东部一定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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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西北区 ECMWF 及其订正产品 24 h 最高气温( a、c、e) 、最低气温( b、d、f) 预报准确率的空间分布:

( a，b) EC; ( c，d) EC_HD; ( e，f) EC_ＲH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prediction accuracies of ECMWF and its revised products for 24 h ( a，c，e) maximum

temperature and ( b，d，f) minimum temperature in Northwest China: ( a，b) EC; ( c，d) EC_HD; ( e，f) EC_ＲH

高，其余地方的订正效果并不明显。
相比于 ECMWF 精细化网格模式产品，该模式

滑动训练产品和最优融合产品的预报准确率空间分

布结果( 图 9、10) 表明: 四个省的最高气温预报能力

均有了显著提高，除了陕西中部及宁夏北部的预报

准确率提高幅度较小外，其余地方预报能力均有明

显改善; 而最低气温的预报准确率在甘肃河西走廊

及东部、陕西南部及青海大部分地区提升较多，其余

地方的订正效果并不明显。
综上所述，CMA 高分率数值模式和 ECMWF

精细化网格模式的 24 h 气温预报订正产品对西北

区最高、最低气温的预报准确率均有一定的提高。
针对最高气温的预报，ECMWF 滑动训练和最优融

合产品的订正能力要明显优于 CMA 的，特别是在

甘肃河西走廊和中东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宁夏中南

部及青海大部，而在陕西中部及宁夏北部的订正能

力却 较 差。就 最 低 气 温 的 预 报 而 言，CMA 和

ECMWF 订正产品对甘肃河东和陕西南部的订正能

力较好; 但 ECMWF 模式订正产品在宁夏中南部及

青海南部的订正能力高于 CMA 数值预报订正产

品，而 CMA 数值预报订正产品在陕西中部的订正

能力更优。

3 讨论和结论

针对智能网格预报业务开展以来所面对的客观

化预报的问题，提出基于中国气象局现行的 CMA
高分辨率数值预报产品和欧洲中心的 ECMWF 精

细化网格数值预报产品，通过小波分析法以及滑动

训练、最优融合等技术，研发出西北区最高、最低气

温的客观订正方法并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两者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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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甘肃( a、b) 、陕西( c、d) 、宁夏( e、f) 、青海( g、h) CMA 及其订正产品 24 h 最高气温预报准确率的空间分布:

( a，c，e，g) CMA; ( b，d，f，h) CMA_ＲH
Fig．7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prediction accuracies of CMA and its revised products for 24 h maximum temperature in

( a，b) Gansu，( c，d) Shaanxi，( e，f) Ningxia and ( g，h) Qinghai: ( a，c，e，g) CMA; ( b，d，f，h) CMA_ＲH

有效地提升客观预报的准确率，主要结论如下:

1) NWTM 对 CMA 高分辨率数值预报产品和

ECMWF 精细化网格模式产品的气温预报能力有显

著的提升; 随着预报时效的增长，CMA 数值预报和

ECMWF 细网格预报订正产品的误差范围增大。
2) ECMWF 精细化网格模式产品对于西北区

239 个国家基本站的最高气温客观预报订正效果要

明显优于 CMA 的，但就最低气温客观预报订正效

果而言，CMA 的订正效果更为显著。
3) 就西北四省的 24 h 最高气温客观预报订正

而言，宁夏 ECMWF( 青海 CMA ) 订正效果最好，甘

肃、青海( 甘肃、宁夏) 次之，陕西最差; 而对于 24 h
最低气温，四省 CMA 订正效果相差不大，陕西 EC-
MWF 订正效果最好，甘肃、宁夏次之，青海最差。

4) 空间误差检验表明: 针对最高气温的预报，

ECMWF 滑动训练和最优融合产品的订正能力要明

显优于 CMA 的，特别是在甘肃河西走廊和中东部、
陕西北部和南部、宁夏中南部及青海大部，而在陕西

中部及宁夏北部的订正能力却较差。就最低气温的

预报而言，CMA 和 ECMWF 订正产品对甘肃河东

和陕西南部的订正能力较好; 但 ECMWF 模式订正

产品在 宁 夏 中 南 部 及 青 海 南 部 的 订 正 能 力 高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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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甘肃( a、b) 、陕西( c、d) 、宁夏( e、f) 、青海( g、h) CMA 及其订正产品 24 h 最低气温预报准确率的空间分布:

( a，c，e，g) CMA; ( b，d，f，h) CMA_ＲH
Fig．8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prediction accuracies of CMA and its revised products for 24 h minimum temperature in

( a，b) Gansu，( c，d) Shaanxi，( e，f) Ningxia and ( g，h) Qinghai: ( a，c，e，g) CMA; ( b，d，f，h) CMA_ＲH

CMA 数值预报订正产品，而 CMA 数值预报订正产

品在陕西中部的订正能力更优。
本文仅针对 CMA 高分辨数值预报产品和欧洲

中心的 ECMWF 精细化网格模式产品开展了相关

的订正改进，发现二者在最高、最低气温的预报上各

有优势，但并未采取权重动态取优方式集成这两种

模式的气温预报结果，生成综合分析产品，以期进一

步提高西北区气温预报的准确率。同时，本文仅针

对西北区国家气象观测站的气温预报进行了订正检

验，还未对业务中更为需要的乡镇站点的气温预报

进行深入研究。最后，气温受地形( Sun and Zhang，

2016; 智协飞等，2019) 等下垫面的影响较大，尤其

是在四季分明和地形地貌复杂的西北区，分季节、分
区域进行气温预报的客观订正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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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甘肃( a、b) 、陕西( c、d) 、宁夏( e、f) 、青海( g、h) ECMWF 及其订正产品 24 h 最高气温预报准确率的空间分布:

( a，c，e，g) EC; ( b，d，f，h) EC_ＲH
Fig．9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prediction accuracies of ECMWF and its revised products for 24 h maximum temperature in (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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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甘肃( a、b) 、陕西( c、d) 、宁夏( e、f) 、青海( g、h) ECMWF 及其订正产品 24 h 最低气温预报准确率的空间分布:

( a，c，e，g) EC; ( b，d，f，h) EC_ＲH
Fig．10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prediction accuracies of ECMWF and its revised products for 24 h minimum temperature in ( a，b)

Gansu，( c，d) Shaanxi，( e，f) Ningxia and ( g，h) Qinghai: ( a，c，e，g) EC; ( b，d，f，h) EC_Ｒ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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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and evaluation of Northwest Intelligent Grid Temperature Objective
Prediction Method based on wavele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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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3Huajialing Weather Station of Tongwei County，Dingxi 743305，China

Based on the high resolution numerical prediction products of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 CMA) ，the refined numerical prediction products of European Centre of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 EC-
MWF) and the data from national ground observation stations in China，the Northwest Intelligent Grid Tempera-
ture Objective Prediction Method ( NWTM ) has been developed by using wavelet analysis，sliding training，opti-
mal fusion and other technologies，which can be used to deal with the time-frequency of the model error sequence
and realize the correction of the model system error and local error．In order to test the forecast ability of the two
model data，the data from March 2017 to February 2018 were used as training samples，the data of 239 national
basic stations in Northwest China from March 2018 to January 2019 were tested．Ｒesults show that: ( 1) NET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emperature forecast ability of CMA and ECMWF models．With the increase of fore-
cast time，the errors of correction products of the two models increase．( 2) Using the NWTM，the correction effect
of ECMWF products on maximum temperature in Northwest China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at of CMA，b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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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ion effect of CMA products on minimum temperature is more significant．Among them，for the 24 h maxi-
mum temperature，the correction effect of ECMWF in Ningxia is the best，and that of CMA in Qinghai is the
best; for the forecast of 24 h minimum temperature，the correction effect of CMA in the four provinces of North-
west China is similar，and that of ECMWF in Shaanxi is the best．( 3) The spatial error tests show that the correc-
tion ability of ECMWF correction products for the forecast of maximum temperature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at
of CMA，especially in the Hexi Corridor and the east-central region of Gansu，the north and south of Shaanxi，the
south and central region of Ningxia，and most of Qinghai．In terms of the forecast of minimum temperature，CMA
and ECMWF have better ability to correct the forecast of minimum temperature in Hedong region of Gansu and
the south of Shaanxi．However，the correction ability of ECMWF correction products in the south-central region of
Ningxia and the south of Qinghai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MA，while the correction ability of CMA correction
products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Shaanxi is better．

intelligent grid; wavelet analysis; temperature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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