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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遭受台风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对其进行台风危险性分析是区域内

重大工程抗风设防和城市抗风防台决策的基础。全路径随机合成台风模型可以模拟台风从生成到消
亡的全部过程，是评估台风危险性最有潜力的模型。本文将对统计动力学全路径合成台风模型进行
改进，并利用历史台风事件对该模型在大湾区的适用性进行系统验证；然后利用该模型生成万年台风
事件集，结合台风三维数值风场模型模拟各台风事件近地面风场，产生长时间序列的台风最大风速样
本，统计得到区域内不同重现期的风危险性。通过与规范设计风速进行对比，对特定地点的极值风
速，文中模拟结果与规范值有较好地一致性。基于文中的模拟结果，绘制了粤港澳大湾区的 50 年和

100 年回归风速高分辨率地图，分析大湾区局部区域的台风危险性特点。本文的台风危险性分析结

果可用于大湾区的工程抗风设计和防灾减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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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one of the most severely affected areas by ty
phoon in China. Typhoon hazard analysis is essential for the policymaking of wind design criteria for major engi

neering projects and city disaster preparedness plans in this region.The synthetic full track typhoon model can simu
late the whole process of typhoon events from generation to extinction，which is the most potential model for the eval

uation of typhoon hazards. In this study，a statistical dynamics fulltrack synthetic typhoon model is improved and
tested for its applicability to the Greater Bay Area. Typhoon events in ten thousand years are then generated. Comb
ing with a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typhoon wind field model to simulate regional wind speeds，the long period
of the maximum wind speed samples are obtained to estimate the typhoon wind hazard with multi return periods. By
comparing with design wind speed defined in the national building code，we have found tha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ose in the code at several locations.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the highresolu
tion wind hazard maps of 50year and 100year return period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re drawn，the typhoon haz
ard in various region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is discussed. These results could be used in engineering wind resis
tance design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planning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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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北太平洋是世界上热带气旋发生次数最频繁、强度最大的区域，每年生成的台风总数一般超过 20 个，

个别年份甚至高达 40 个［1］。中国处于西北太平洋的西岸，是世界上受台风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粤港

澳大湾区位于中国华南地区，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

山、江门、肇庆等九个珠三角城市组成，总面积 5.6 万 km2。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稠密的沿
海地区，同时也是受台风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平均每年大约有 2～3 次台风登陆，台风引起的强风、暴
雨、风暴潮和洪涝等灾害会对台风途经的地区造成严重的损失，其中仅 2013～2015 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就超过 150 亿元［2］。因此，大湾区的抗风设计、区域防灾规划、保险及再保险业都需要对台风风险进行量化
评估。由于台风的发生、移动和强度具有随机性，大湾区内部的某一局部区域遭遇台风却是小概率事件，而

且人类科学观测台风的历史也较短，仅通过有限的历史观测资料来进行台风危险性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
性，特别是对长重现期的极值风速无法获得可靠的估计。
工程抗风设计和台风巨灾风险分析往往需要足够时间长度的台风样本来估算台风危险性。然而复杂
的台风气象数值模拟以其高昂的计算成本和耗时限制了我们在短时间内模拟大量台风样本的能力，所以工
程界利用台风参数化数值模型，结合历史台风观测资料的统计建模，模拟大量反映台风统计规律的台风事
件，并据此进行台风危险性分析已成为国际上展开此类研究普遍接受的方法［3－23］。传统的台风事件模拟方
法主要包括：分区圆法［5－10］和全路径法［11－23］。分区圆法是以目标点为中心，向外扩展成一个半径为 200～

300 km 的圆形局部区域，然后从经过该圆形区域的历史台风样本中提取移动和强度参数的概率分布，采用

Monte Carlo 方法随机模拟该区域的台风事件。这种方法适用于台风样本充足的局部小区域，但对于多城市

的大区域以及长距离分布的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和电网系统等并不适用。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全路径法

将台风活动分为：生成、移动、强度等部分，然后分段模拟，最后组合成完整的台风事件。这种方法可以模拟
台风从生成到消亡的路径和强度，从而对大范围区域进行台风危险性评估。
具体来说，首先对台风生成位置进行模拟，主要方法包括：直接抽样法和估算概率模拟法。直接抽样
［11］

法

是仅从历史生成位置样本中随机抽样，这会导致初始模拟位置分布范围非常有限。估算概率模拟法首

先 估 算 台 风 生 成 位 置 的 概 率 ，然 后 通 过 Monte Carlo 随 机 模 拟 生 成 位 置 ，可 覆 盖 整 个 海 洋 区 域 。 Rumpf

等［13－14］、Emanuel 等［15］、Hall 和 Jewson［16］使用历史生成点，通过高斯核密度函数估算海洋中每个位置的生成

概率。Emanuel［24］、Tippet 和 Camargo［25］、Lee 等［26－27］、Chen 和 Duan［28］通过建立台风生成位置与海气环境参数
之间的关系，将全球气候模式模拟的海气环境参数输入到该关系中以模拟台风的生成位置，这种方法可应

用于气候变化对台风活动的影响研究中。其次是对台风移动路径的模拟，一种方法是通过历史台风的移动

速度和方向来模拟台风的路径［11，13，16－17，20］。另一种方法是建立台风移动与环境气流和 β 漂移项之间的关
系［15，27－28］。由于环境气流可以很容易地从再分析数据中获得，所以这种方法更适用于历史台风数据不足的

地区。对于台风强度的模拟也有 2 种方法：统计方法和物理方法。前者是基于历史台风强度样本的统计强
度模型，如自回归模型［11，17，20］、马尔科夫模型［14］等；后者是基于台风物理机制的简化数值强度模型［15，29］，不过

计算耗时也相对较大。
将模拟的台风事件参数输入到台风风场模型可以获得台风影响区域各位置的风速。工程上为了快速

地计算台风风场，一般采用参数化的边界层动力学台风风场模型［7，30－34］。参数化风场模型最早由 Chow［35］提
出，它是由一组流体动量方程构成的均匀厚度的水平二维大气边界层模型。该模型随后被进一步修正和改

进并用于评估台风危险性［17，32］。这类二维风场模型只能模拟边界层内沿高度平均的风速，然后通过经验的
风速折减关系得到边界层内的风速垂直结构，该方法不能完全反映台风风场在空间分布上的特性。为了更

加精细地模拟台风风场结构，Meng 等［31］、Kepert［33－34］通过对边界层内 N-S 方程的离散简化，建立了沿高度解

析的三维参数化风场模型，不过他们忽略了台风的垂直平流和垂直扩散过程，这将导致边界层内台风风场
的超梯度现象比观测结果弱。事实上，台风登陆后由于陆地表面呈现出非均匀性，会导致地表粗糙度和局
地地形发生剧烈变化，这会对台风边界层的垂直运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风场结构和风速计算的准确性。
总的来说，全路径合成台风模型可以模拟台风从生成到消亡的路径和强度，与台风风场模型相结合便
可在大区域上进行台风危险性评估，从而量化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的台风危险性。在文中，我们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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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动力学全路径随机合成台风方法，模拟台风事件的发生、路径、强度。与 Chen 和 Duan［28］建立的全路径

模型相比，文中的全路径合成台风模型在建模数据、生成、路径和强度的模拟等方面均有所改进。此外，本

文 采 用 Yang 等［36］开 发 的 三 维 数 值 风 场 模 型 模 拟 台 风 过 境 期 间 大 湾 区 各 地 区 的 风 速 。 与 Meng 等［31］、
Kepert［33－34］的三维风场模型相比，Yang 等［36］三维数值风场模型考虑了垂直平流和垂直扩散过程对风场的影
响，从而可以更好地模拟风场的空间结构。另外，本文将从防灾减灾的角度对模拟的台风事件集进行综合

检验，包括大湾区登陆台风的强度、频率、风场，验证模型对大湾区历史台风统计特性的模拟能力。最后通
过改进的全路径合成台风模型生成万年台风事件集，与三维数值风场模型相结合模拟大湾区的年最大风
速，并分析大湾区内各个区域的台风危险性。除非特别说明，文中的台风和热带气旋不进行区别。

1

建模数据
台风危险性建模和分析所需的数据包括台风最佳路径数据集、全球环境再分析数据、全球陆地高程数

据、全球土地覆盖数据等。粤港澳大湾区位于西北太平洋的西岸，大湾区遭受到的台风全部都来自西北太
［37］
平洋（包含南海）。常用的西北太平洋台风最佳路径数据集分别来自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CMA）
、

日本气象厅（JMA）和美国联合台风预警中心（JTWC）。由于判别台风事件的方法和标准不同，这 3 个机构的

最佳路径数据集在台风数量、强度等参数的记录上均存在差异。对于登陆中国的台风，CMA 的记录相较于

其他 2 个最佳路径数据集更可靠。CMA 最佳路径数据记录了 1949－2019 年所有台风每 6 h 的中心位置和强
度。由于 1980 年以后卫星观测成为台风的主流观测手段，所以 1980 年之后的数据质量相较于之前的数据

更可靠，所以本文使用 CMA 最佳路径数据集（1980-2019）作为建模初始数据，最佳路径数据集的详细描述如

表 1 所示。

表1

Table 1

CMA 最佳路径数据集说明

The best track data of CMA

参数

时间范围

时间精度

中心位置

1980-2019

每6 h

1980-2019

每6 h

1980-2019

中心最大风速
中心气压

备注
-

每6 h

10 m 高度处，2 min 平均
-

全球环境参数数据来自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NCEP）/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全球再分析数据［38］

和 COBE-SST 数据［39］，包含 1980-2019 年每 6 h 的大气环境风速度、月平均大气环境温度、月平均大气比湿

和月平均海洋表面温度等，如表 2 所示。NCEP/NCAR 全球再分析数据的大气环境风速和温度包含了从 1 000
hPa 至 10 hPa，共 17 个气压层的数据，比湿只有底部的 8 个气压层数据。由于台风中心的位置不一定会落在
再分析数据的网格点上，
所以在模拟中我们将再分析数据的环境参数线性插值到台风中心的位置和时间上。
Table 2

表2

全球环境再分析数据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reanalysis data

参数名

数据来源

时间范围

大气环境风速

NCEP/NCAR

1980-2019

NCEP/NCAR

1980-2019

大气温度
大气比湿
海洋表面温度

NCEP/NCAR
COBE-SST

时间精度
每6 h

空间精度

2.5°×2.5°，
17 层

1980-2019

月平均

2.5°×2.5°，
17 层

月平均

2.5°×2.5°，
8层

1980-2019

月平均

1°×1°

为了考虑地形对台风风场的抬升和沉降作用，本研究使用全球大洋地势图 GEBCO（General Bathymetric

Chart of the Oceans，水平空间分辨率为 15 km×15 km）和土地覆盖数据 ESA-CCI（European Space AgencyCli
mate Change Initiative，水平空间分辨率为 300 m×300 m），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形和地表粗糙长度空间分

布。由于地面覆盖物（植被、森林等）在不同季节的变化会导致地表粗糙长度发生变化，考虑到影响大湾区

的台风多发生在夏季，文中利用表 3 中 ESA-CCI 提供的土地覆盖类型与地表粗糙长度对应关系确定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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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粗糙长度的空间分布［36］。此外，考虑到 ESA-CCI 土地覆盖数据分辨率较高且风速易受周围场地的影

响，为了与文中所用的三维数值台风模型匹配（风场模型分辨率为 km 量级），本研究将 ESA-CCI 地表粗糙长
度按照 1.2 km×1.2 km 的窗宽进行平滑。
Table 3

表3

土地覆盖类型与地表粗糙长度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cover type and surface roughness length

地表粗糙长度 z0 /m

土地覆盖类型

0.15

旱作农田

0.10

灌溉农田
耕地（50%）/自然植被（50%）

0.14

耕地（50%）/自然植被（50%）

0.14
0.50

林木植被（常绿）

0.50

林木植被（落叶）

0.50

乔木（针叶，常绿）
乔木和灌木（50%）/草本植被（50%）

0.50

乔木和灌木（50%）/草本植被（50%）

0.50
0.05

灌木林地

0.12

草地

0.01

稀疏植被

0.40

林木植被（淡水/海水）

0.40

林木植被（海水）

0.20

灌木/草本植被（淹没）

0.80

城市地区

0.000 2

水体

2

台风危险性分析模型
台风危险性模型包括全路径随机合成台风模型和台风风场模型，其中全路径随机合成台风模型可细分

为生成模型、移动模型、强度模型 3 个部分。首先，我们对西北太平洋的统计动力学全路径合成台风模型［28］

进行改进和验证；然后利用该模型生成西北太平洋区域的万年事件集，台风事件集参数包括模拟生成的台
风每 6 h 的时间、路径、强度等参数。然后筛选出万年事件集中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台风事件，将模拟的台

风事件参数输入台风三维数值风场模型，估算大湾区内各地区的台风风速。
2.1

生成模型
本研究通过建立生成模型模拟台风的年生成数量、生成的位置以及时间。通过对历史台风的年发生数

量进行 K-S 检验，我们发现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台风的年生成个数服从泊松分布。于是，不同于 Chen 和

Duan 模型［28］中所使用的核密度方法，这里我们直接简单地假设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年发生数分布为泊松分

布，如式（1）所示：

λk -λ
（1）
e ，k=0，1，2，3，…
k!
式中，k 是年生成个数；λ 是年平均生成个数，通过历史最佳路径数据集确定。本研究根据上述估算的年生成
P (X = k) =

数概率分布，通过 Monte Carlo 法随机抽样台风的年生成个数。

对于台风初始生成的位置和时间，我们首先将台风首次达到 15 m/s 时的位置作为台风的初始位置，采用

高斯核密度法估算台风初始生成位置的三维（台风中心位置的经度、纬度、时间）时空概率密度分布，其概率
密度估算如下式所示：
∧

f ( x) =

∑

{

w exp i=1 i
n

3
2

(2π) nh opt1 h opt2 h opt3

( ( γ 1 )T S -1 ( x - x i )) 2
2h opt1 2 λ 1

-

1
σ xx σ yy σ zz λ 1 λ 2 λ 3

( ( γ 2 )T S -1 ( x - x i )) 2
2h opt2 2 λ 2

-

⋅

( ( γ 3 )T S -1 ( x - x i )) 2
2h opt3 2 λ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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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 是生成位置向量；xi 是生成位置的历史样本向量；n 是样本大小；S 是生成位置的标准差矩阵；σ xx、σ yy、
σ zz 分别为经度、纬度、时间的方差；γ 1、γ 2、γ 3 是标准化后的 3 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特征向量；w i 是生成概率

密度的权重；λ 1、λ 2、λ 3 分别为特征值；h otp1、h otp2、h otp3 是最佳带宽，通过有偏交叉验证方法确定［41］。同样地，本
研究根据估算的生成位置的概率密度分布，通过 Monte Carlo 法随机抽样西北太平洋海域的台风生成位置。
2.2

移动模型

台风的移动路径主要受大尺度环境气流和 β 漂流控制。于是，本研究将台风移动速度分解为大尺度环
境气流引起的引导速度分量和台风与环境大气相互作用的 β 漂流分量，建立台风移动速度与引导速度和 β
漂流之间的关系。引导气流速度通过 NCEP/NCAR 再分析数据的每 6 小时大气环境风速进行估算。另外，为
了进一步在模拟移动速度中考虑其随机变化，这里 β 漂流采用带有随机噪声的自回归模型进行建模，而不是

像 Chen 和 Duan 模型［28］那样采用区域平均值，后者会导致更平滑的模拟结果。具体的移动速度方程如式（3）

所示：

U i = γ uU steer,i + β x,i，β x,i = a 0 + a 1 β x,i - 1+ ε x

V i = γ vV steer,i + β y,i，β y,i = b 0 + b 1 β y,i - 1+ ε y

（3）

式中，Ui 和 Vi 分别是当前时刻的纬向和经向移动速度；i 和 i-1 分别表示当前和上一个 6 h 的时刻；Usteer，i 和

Vsteer，i 是当前时刻引导气流的纬向和经向速度，定义为 250 至 850 hPa 气压层距台风中心 5°环带上的平均风

速；γu 和 γv 分别是移动速度的回归系数；βx 和 βy 是纬向和经向的 β 漂流速度；a0，a1，b0，b1 是 β 漂流的自回归系

数；εx 和 εy 分别为纬向和经向随机项。此外，为了消除再分析环境风场数据中的历史气旋对引导气流计算的

干扰，本研究采用 Kurihara 等［42］提出的滤波方法去除涡旋。

2.3

强度模型

强度模型包括海上强度模型和陆地衰减模型两部分。对于海上强度模型，本研究以台风中心 10 m 高度

处的最大风速作为台风强度的度量，建立台风海上自回归强度模型。首先，我们以相对强度对数的 6 h 变化

量作为因变量，自变量包括气候和持久性变量，以及从环境再分析数据中提取的大气和海洋环境参数，如海

温、相对湿度、风切变等。与 Chen 和 Duan 模型［28］相比，本研究考虑了相对湿度、风切变等对台风强度的影响
因素，这些之前模型没有考虑的变量可能会对强度的模拟结果产生较大地影响。此外，这些变量在 6 h 内的

变化也作为待选自变量。通过逐步回归方法，从候选的自变量中选出最佳的自变量以保证回归方程的显著

性。海上强度模型如式（4）所示，其中式（4）的第 2 个方程估算第 2 时刻的强度，式（4）的第 1 个方程估算第 3
及随后时刻的强度。

Δ ( ln RI i + 1 - ln RI i ) =LR [ log ( RI i ) , log ( RI i - 1 ) ,SST i + 1 ,SST i ,VS i + 1 ,VS i ,RH i + 1 ,RH i ,U i ,V i , log ( RI i )
-log ( RI i - 1 ) ,SST i + 1 - SST i , log ( V max ,i ) - log ( V max ,i - 1 ) , log ( PI i + 1 )
-log ( PI i ) ,VS i + 1 - VS i ,RH i + 1 - RH i ] +ε i

（4）

Δ ( ln RI 2 - ln RI 1 ) = LR [log ( RI 1 ) ,SST 2 ,SST 1 ,VS 2 ,VS 1 ,RH 2 ,RH 1 ,U 1 ,V 1 ,SST 2 - SST 1 , log ( PI 2 )
-log ( PI 1 ) ,VS 2 - VS 1 ,RH 2 - RH 1 ] +ε 1

式中，i+1、i-1、i 分别为下一个 6 h 时刻、前一个 6 h 时刻和当前时刻；LR 是线性回归算子；RI 为相对强度，RI=

Vmax/PI，Vmax 是最大风速，PI 是潜在强度［27］；SST 是月平均海洋表面温度；VS 是月平均垂直风切变；RH 是月平
均相对湿度；U，V 分别是纬向和经向的移动速度；ε 是海洋强度的随机项。

本研究同时使用中心气压差来定义台风的强度，中心气压差将用在登陆台风强度模型和台风风场模型

中。我们分别建立海上和陆地的中心压差与最大风速之间的关系，如式（5）所示，其可决系数 R2 分别为 0.97

和 0.91。

1.438
ΔP ocean = -0.0856 + 0.260V max

1.631
ΔP land = 6.427 + 0.111V max

（5）

其中，ΔPocean 和 ΔPland 分别是海洋和陆地的中心压差。台风一旦登陆，其水汽热源会被切断，加上地面的摩擦，

台风的强度会逐渐减弱。最佳路径数据集中的登陆强度记录表明，登陆强度随时间的衰减变化呈现自然指
数递减关系。由于台风登陆后因地形不同导致其衰减速度也会不同，所以我们用大湾区和地形相似的广东
省其他区域台风登陆数据来估计登陆衰减系数。于是，本研究基于自然指数函数建立登陆广东省台风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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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衰减模型以估算登陆之后的强度，具体方程如式（6）所示，
ΔP ( t) /ΔP 0 = exp ( -at)

a = a 0 + a 1 ΔP 0 + ε

（6）

式中，ΔP（t）为台风登陆后 t 时刻的中心压差；ΔP0 为台风登陆时的中心压差；a 是衰减系数；a0 和 a1 是拟合常

数，使用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强度进行拟合；ε 是正态随机残差项。其他区域使用 Chen 和 Duan 模型［28］中的 k
近邻法估算登陆强度。
2.4

台风风场模型
为了估算台风产生的风速，本研究采用 Yang 等［36］开发的三维数值风场模型来计算台风产生的风速。台

风风场中的垂直平流和垂直扩散过程是合理模拟三维风场的基本要素，Yang 等［36］开发的三维数值风场模型

合理地考虑了垂直平流和垂直扩散过程对风场的影响，从而可以更好地模拟风场的空间结构。台风风场模

型的具体介绍参考 Yang 等［36］，文中不再赘述。此外，传统的台风风场［30-32］一般是基于下垫面为海洋的台风

风场进行开发的，对于我们关心的粤港澳大湾区陆上城市，需要考虑陆地下垫面对登陆台风风场的影响。

为了在台风风场模型中引入陆地地形效应，本研究考虑了地形对气流的抬升和沉降作用，地形导致的垂直
风速可近似表示为：

w t = V ⋅ ∇H

（7）

式中，V 为水平风速矢量；H 为地形高度，使用全球数值高程 GEBCO 获取。我们将地形产生的垂直风速叠加

到风场模型计算的垂直风速上，代入风场模型进行迭代计算，直至收敛。另外，台风风场模型中的摩阻力系

数通过考虑地形和土地覆盖类型的粗糙长度进行计算［40］，如下式所示，
2

é
ù
ê
ú
êê κ úú
úú
C d = êê
（8）
êê
z 1 úú
ê log z ú
0 û
ë
式中，z1 是距离地面的高度；z0 为表面粗糙度长度；κ 是卡曼常数，取 0.4。我们将全路径合成台风模型生成的

()

台风事件关键参数，包括台风的中心气压差、中心位置、移动速度、移动方向等参数输入到台风三维数值风

场模型中，便可估算出台风产生的风速。

3

模型验证
本研究通过改进的全路径合成台风模型生成了万年台风事件集，包含大约 300 000 个模拟台风事件。

接下来，我们对模拟的万年台风事件集进行综合检验，包括台风的频率、强度、风场结构等，以验证本模型模

拟西北太平洋台风事件的能力。本研究分别从西北太平洋海域和登陆大湾区台风 2 个角度对模拟台风事件

集进行验证。首先，我们对比西北太平洋模拟台风与 CMA 最佳路径数据集的年发生频率。图 1 显示模拟

的台风年平均生成数量与历史最佳路径数据集记录均集中在每年 24~35 个之间。通过对模拟和历史台风的

图1

Fig. 1

西北太平洋的模拟和历史台风年生成个数分布
Distribution of simulated and historical annual num
bers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图2

Fig. 2

西北太平洋的模拟和历史台风各月平均生成个数
The monthly average number of simulated and his

torical typhoon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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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生数量进行 K-S 检验，结果表明在 5% 显著性水平下模拟和历史记录的年发生数分布一致。此外，图 2
还比较了西北太平洋的模拟和历史各月平均生成数量，可以看出模拟结果与历史记录相当吻合，最大偏差

出现在 8 月份，但也不超过 2.5%。

图3

西北太平洋海域 2.5°×2.5°网格内的模拟和历史台风参数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and historical typhoon parameters
in 2.5°×2.5° grids of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本研究进一步将西北太平洋海域划分为 2.5°×2.5°的网格，分别统计各个网格内的台风参数，包括年平

均通过个数、平均移动速度、平均移动方向（方向以正北为起始，按顺时针为正方向）以及平均最大强度。对

比图 3（a）与（b）可以发现，西北太平洋的模拟与历史年平均通过个数整体分布一致，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97。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日本东部海域的模拟数量比历史记录偏高，这可能是由于我们的模型没有考虑日

本东部副热带高压对引导气流的干扰，但这并不影响大湾区台风危险性的评估。图 3（c）~（f）分别展示了历

第2期

陈

33

煜，等：粤港澳大湾区台风危险性分析

史和模拟平均移动速度和平均移动方向，可以看出历史与模拟台风平均移动速度和方向整体分布一致，二
者相关系数分别为 0.96 和 0.97。最后，图（g）和（h）对比了每个网格内历史和模拟台风的平均最大强度，虽然

在某些区域内两者强度略有差异，但是二者整体分布仍较为吻合，生命最大强度都主要出现在 120°E~152.5°
E、12.5°N~32.5°N 海域内，二者的相关系数为 0.90。

台风造成的财产和经济损失大部分都是台风在近岸或登陆之后造成的，所以本研究更关心本模型对登

陆粤港澳大湾区的模拟结果。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位置如图 4 所示，本研究对比了模拟与历史登陆大湾区
台风事件的统计结果。如图 5 所示，从模拟和历史台风的年登陆个数频率分布来看，模拟台风的年登陆个数

比历史最佳路径数据集的统计结果略微偏高。不过从台风的年平均登陆个数来看，模拟和历史平均值相
当，分别为 1.27 和 1.21。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
GS（2019）4342 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4

Fig. 4

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位置（粉色线部分）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图5

大湾区模拟和历史台风的年登陆个数分布
Fig. 5

Distribution of annual landfalls of

simulated and historical typhoon in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the pink line）

the Greater Bay Area

图 6（a）~（b）对比了模拟和历史台风登陆粤港澳大湾区的移动速度和中心气压差。从图 6（a）登陆移动

速度来看，登陆大湾区之后的台风移动速度较为吻合，模拟和历史移动速度的大部分都落在 2~6 m/s 区间，

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登陆台风的移动速度小于 4 m/s，这些低移动速度的台风可能会带来长时间的集中降雨，
从而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图 6（b）表明登陆后的模拟和历史台风中心气压差大部分都落在 10~30 hPa 区
间，相当于热带低压到热带风暴，这说明台风登陆大湾区之后强度都会迅速地衰减。

（a）移动速度分布

图6

Fig. 6

（b）中心压差分布

大湾区模拟和历史台风登陆大湾区的参数分布
Distribution of parameters of simulation and historical
typhoon landing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为了进一步验证登陆台风的登陆特性，本研究将大湾区沿海岸线以每 100 km 分作 8 段，海岸线分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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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所示。为了更好地考虑台风对粤港澳大湾区全域的影
响，我们将大湾区海岸线向北和向南分别延伸到汕头和湛
江。这里，我们将模拟的万年台风事件集以 40 年为一组分

作 250 组，分别统计了各海岸线段模拟登陆台风参数的整体
平均值、中位值、90% 区间。图 8（a）~（b）分别对比了模拟和
历史台风登陆大湾区海岸线的 4 个登陆特性参数，包括年登

陆台风个数、登陆台风的移动速度、移动方向以及登陆强度。
从图 8（a）中的年登陆台风个数来看，大湾区内的海岸线第

4、5 段的模拟平均结果比历史平均值偏大，而第 6 段则偏小。

不过从模拟结果的 90% 区间来看，所有海岸线段的历史年平

均登陆个数均能落在模拟结果的 90% 区间内。同样地，从图
8（b）~（d）中可以看出，所有海岸线段内的历史移动速度、移

动方向以及登陆强度的平均值均能落在模拟结果的 90% 区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
GS（2019）4342 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7

Fig. 7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线分段

Coastline segmentation of the Guang

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间内。

（a）年登陆个数

（b）登陆移动速度

（c）登陆移动方向

（d）登陆最大风速

注：蓝柱和黄柱分别是历史和模拟结果的平均值，红色棒是模拟结果的 90% 区间，绿点是模拟结果的中位值。

图8

Fig. 8

模拟和历史台风登陆大湾区海岸线的参数分布

Parameter distribution of simulated and historical typhoon
landing on the coastline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最后，为了验证采用的三维数值风场模型对登陆大湾区台风风场的模拟能力，本研究使用 ESA-CCI 土

地覆盖数据获取大湾区的土地覆盖类型，通过表 3 中土地覆盖类型与地表粗糙长度关系确定大湾区的粗糙

长度空间分布。由于 ESA-CCI 土地覆盖数据的分辨率与风场模型的分辨率不同，为了与三维数值台风模型
相匹配，本研究将 ESA-CCI 地表粗糙长度按照 1.2 km×1.2 km 的窗宽进行平滑，如图 9 所示。文中模拟了历

史台风“黑格比”
（Hagupit）于 2008 年 9 月 23 日 1 时~9 月 24 日 12 时（UTC）的逐小时风场，并与大湾区内观测

站记录该时段的风速和风向进行对比。图 10（a）和（b）分别对比了台风“黑格比”
（Hagupit）在大湾区的江门

市上川岛观测站和珠海市斗门观测站的模拟和实测结果，包括逐小时风速（10 m 高度处的 10 min 平均风速）
和风向（角度以正北为起始，顺时针为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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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川岛站位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上川镇，该站点西侧临
海，东侧有大塘山、白灰山等环绕，站点附近土地覆盖类型
为：农作物、水体和树木等。斗门站位于珠海市斗门区，该站
点位于郊区，四周建筑物和高大植被都比较少，站点附近土
地覆盖类型为：城市区、农作物和水体等。上川岛站和斗门

站采用平滑后的地表粗糙长度，分别为：0.21 m 和 0.29 m。肖

玉凤等［3］使用沿高度平均风场模型对上川岛站风速进行模拟

时，
认为上川岛站为 B 类地貌，
故使用地表粗糙长度为 0.02 m，

与文本方法取值差距较大。这主要是因为本研究对 ESACCI 地表粗糙长度的空间分布进行了平滑处理，所以上川岛

站的地表粗糙长度受到周围场地的影响。不过从图 10 的对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

比结果来看，本研究模拟的 2 个观测站点的风速和风向与实

测结果较为一致，表明文中使用的三维数值风场模型在配合
大湾区的地表粗糙长度能较好地模拟台风风场。

GS（2019）4342 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9

Fig. 9

大湾区地表粗糙长度空间分布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roughness
length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上川岛观测站（112
112..77
77°°，21
21..73
73°°）

Fig. 10

4

图 10

（b）斗门观测站（113
113..30
30°°，22
22..23
23°°）

台风“黑格比”在不同观测站实测与模拟的风速和风向对比

Comparison of measured and simulated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of Typhoon Hagupit at different observatories

大湾区台风危险性分析
为了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台风危险性，本研究以模拟的万年台风事件集作为输入，采用三维台风数值

风场模型模拟经过大湾区范围内的台风风场，以估算大湾区的台风危险性。表 4 展示了本研究估算的大湾
区 11 个城市的 50 年和 100 年重现期台风风速，并与已有的研究以及《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2012》
（下

面简称“规范”
）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 50 年和 100 年重现期风速进行对比［9，28，43］。由于“规范”中只给出中

国各城市的风压，所以本研究依据“规范”中的风压与风速关系式（E.2.4-1），将基本风压转换为风速。此外，

“规范”中基本风压表（表 E.5）缺失部分大湾区城市，故缺失的风速依据“规范”中的全国基本风压分布图（图
E.6.3）进行近似估算。
“规范”只给出 50 年重现期的风速分布图，并未给出 100 年重现期的风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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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可以看出，本研究估算结果与“规范”及已有研究文献的最大偏差出现在深圳的 100 年重现期风

速，估算结果比“规范”和 Chen 和 Duan［28］值分别小 3 m/s 和 1.7 m/s。这可能是由于本文采用的三维数值风场

模型考虑了深圳东部和香港北部的高山对台风风场的快速削弱作用，这一点同样也反映在粤港澳大湾区 50
年和 100 年重现期台风等风速线上。从图 11（a）和（b）可以看出，海岸线附近风速的变化梯度非常大，这说明
三维数值风场模型可以较好地捕捉到陆地对风场的快速削弱作用。模拟结果显示，珠江入海口两岸的沿海

区域的极值风速都较大，但是深入内陆数公里风速就会迅速减弱。直接暴露在海洋上的海岛（江门市上川
岛和香港横澜岛）的极值风速普遍都很大，50 年重现期风速均超过 40 m/s。另外，市区靠海的城市的极值风

速也比较大，香港、澳门、珠海的 50 年重现期风速均超过 35 m/s。相反，对于市区深入内陆的城市，其极值风
速则明显偏小，比如肇庆市广宁县的 50 年重现期风速仅为 23.6 m/s。
Table 4

表4

粤港澳大湾区 11 个城市的 50 年和 100 年重现期台风风速 V50 和 V100

Typhoon wind speeds for the 50year and 100year return periods for 11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V50（
/ m·s-1）

城市

GB500092012

惠州
惠州（惠阳）
深圳
东莞
广州
佛山
肇庆（高要）
肇庆（广宁）
江门
江门（台山）
江门（上川岛）
中山
珠海
香港
香港（横澜岛）
澳门

29.7*
30.0/32.6*
34.7
29.7*
28.3
29.7*
28.3
22.0
31.0*
29.7/32.3*
41.0
33.5*
35.8*
38.0
44.8
37.0

欧进萍
等［9］

Chen 和
Duan［28］

本研究
估算值

GB500092012

30.3
36.2
-

32.6
-

29.0
31.0
32.4
28.6
27.7
26.9
27.4
23.6
30.7
32.3
40.7
31.5
35.1
36.9
43.7
37.2

31.3
38.0
31.0
31.0
23.7
32.3
43.9
39.1
47.5
38.1

V100（
/ m·s-1）
欧进萍
等［9］

34.5

40.8

Chen 和
Duan［28］

本研究
估算值

36.7
-

30.9
33.4
35.0
30.5
29.6
29.0
29.3
25.2
33.3
34.6
43.4
33.7
37.9
39.2
46.6
40.3

注：表中“*”表示风速由“规范”中的图 E.6.3 全国基本风压分布图估算得到；表中‘-’表示没有值。

（a）50 年重现期台风风速 V50 （
/ m·s-1）

（b）100 年重现期台风风速 V100 （
/ m·s-1）

注：粗白线为大湾区 11 个城市的边界。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 GS（2019）4342 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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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粤港澳大湾区 50 年和 100 年重现期台风风速

Typhoon wind speeds for the 50year and 100year return periods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结论
为了量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台风危险性，本研究通过改进和验证的统计动力学全路径合成台风模型生成

第2期

陈

煜，等：粤港澳大湾区台风危险性分析

37

万年台风事件集，并对逐个台风事件进行风场模拟。首先，本研究使用 CMA 最佳路径数据集确定了西北太

平洋海域的台风年平均生成数服从泊松分布，并采用核密度方法估算台风生成时空位置的概率。其次，本

研究建立了台风移动速度与引导气流和 β 漂流的回归关系，并在移动模型中考虑了台风移动速度的随机误

差。本研究基于自回归模型建立了海上强度回归模型，模型中考虑了垂直风切、相对湿度、移动速度对强度
的影响，并基于自然指数递减函数建立登陆大湾区台风的强度衰减模型。最后，本研究采用考虑了垂直平
流和垂直扩散过程的三维数值风场模型模拟台风风场。
本研究分别从西北太平洋海域和登陆大湾区台风的两个角度对模拟台风事件集进行验证。首先，对模

拟和历史台风年发生总数分布的非参数检验表明二者分布一致。其次，西北太平洋海域 2.5°×2.5°网格内模

拟与历史台风的 4 个特征参数的整体相关系数均能达到 0.90 以上。对于登陆大湾区的台风，模拟和历史年

平均登陆个数接近，模拟和历史登陆台风的移动速度和强度的分布也较为吻合。大湾区沿海岸线各分段上
的历史年登陆数、移动速度、方向以及登陆强度的平均值均落在模拟结果的 90% 区间内。总的来说，本研究

的改进统计动力学全路径合成台风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登陆大湾区的台风事件。此外，通过与大湾区两个
观测站的台风“黑格比”实测风速记录对比，验证了本文采用的台风近地面三维风场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登
陆大湾区台风的风速。
最后本研究以模拟的万年台风事件集作为输入，与三维数值台风风场模型相结合对大湾区进行台风危

险性评估，并绘制了大湾区 50 年和 100 年重现期台风风速图。通过与已有研究以及“规范”中对大湾区城市

的 50 年和 100 年重现期风速记录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估算结果与“规范”及已有研究文献的偏差不超过 3 m/s，
其中最大偏差出现在深圳的 100 年重现期风速上。这是由于风场模型考虑了深圳东部和香港北部的高山对
台风风场的快速削弱作用。另外，海岸线附近的风速变化梯度非常大，珠江入海口两岸的沿海区域的极值
风速都较大，但是深入内陆数公里风速就会迅速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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