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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天气预报和气候模拟与预测的迅速发展对计算机技术提出愈来愈高的需求, 目
前千亿次与万亿次的巨型计算机已经问世, 并在实际中得到应用。另一方面, 数值模拟与
预测的发展也明显地依赖于计算流体力学和数值计算方法的进展, 因为它们可以为高分
辨率的复杂数值模式的计算以及长期积分提供更准确、
更有效的数值计算理论与方案。
因
而, 这个领域以及相关领域的科学工作者也十分需要通过一部好书籍来关注与了解数值
计算方法的进展。
对一本数值方法的专著而言, 它必须对于理论方面具有一定的高度的把握, 同时对于
具体的数值方法要有深入细致的讨论, 使读者既能理解数值方法的理论深度又能在实际
中加以应用。这些依赖于作者的在这一领域的学识水平和计算实践。不仅如此, 其内容编
排及对问题的阐述方式能否使读者感到其清晰的思路也是作者学术造诣的直接体现。至
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华盛顿大学 Dale R. Dur ran 教授所著《
地球流体动力学中波动方
程的数值方法》
( 英文原名 Numerical M et hods for Wave Equat ions in Geo physical Fluid
Dy namics, Spring er , 1998) 一书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佳作。该书是由著名的 Spr inger 出版
社新近出版的一套应用数学教科书中的第 32 册, 尽管作者本人为气象学家, 但就该书
的内容而言并不限于地球流体力学领域, 它也不失为一本计算流体力学或应用偏微分方
程计算方法方面的优秀参考书目。理应受到气象、
海洋、物理、
力学及工程界的读者的重
视。
作为一部优秀的教科书, 该书对计算地球流体力学领域迄今为止理论与应用方面的
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述。较之其它同类书籍, 其全面性、
理论性及应用性
使之堪称为该领域的一部经典之作。其独到之处似乎也可以主要地从下述三个方面进行
归纳;
首先, 该书内容丰富、
系统全面。全书用了八章的篇幅对不同的专题进行了详尽的讨
论, 它们是 1) 引言; 2) 基本有限差分方法; 3) 单向波动方程补遗; 4) 级数展开法; 5) 有限体
积法; 6) 半拉格朗日方法; 7) 无物理意义的快波; 8) 无反射边界条件。
其内容几乎涵盖了该
领域目前所有的数值方法。问题的对象既侧重于地球流体问题同时也兼顾一般性的论述
及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以第四章为例, 仅在“级数展开法”
这一题目下, 就系统深入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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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谱方法、伪谱方法和有限元方法这些在大气科学及其它工程领域中常用的方法。
再例
如在第二章有关时间差分方案的部分中, 广泛涉及到各种 1 级单步法、
多级法、
多步法, 并
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一些高阶方法如 3 阶 Rung e-Kut ta 法和 Adams-Bashf ort h 法等。类似
的一些高阶方法多用于常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 而在用于偏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时由于
空间差分误差的掩盖使其不仅不能发挥效应还使得计算量大大地增加。故很少用于地球
流体问题的计算。但作者出于对一本数值方法教科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考虑, 使用较大
的篇幅讨论这些内容。这对于拓宽读者的视野不无好处。此外, 书中每章后面都附有大量
精心设计的练习题使得该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并适合做为教科书使用。
其次, 相对于其它同类书籍而言, 作者善于在一定的高度上阐述问题。长期埋头于繁
琐的数值计算容易使人迷失在各种具体的方案中, 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办法就是站在适
当的高度上去看问题的来龙去脉。由于地球流体系统中纯粹的动力过程主要表现为各种
类似于波的行为, 刻画后者的偏微分方程也多为双曲型方程。做为全书的理论基础, 作者
在第一章当中首先介绍了双曲型方程( 组) 的定义、
性质和分类, 并侧重于讨论了与波的传
播行为相关的特征线理论。尽管如此, 在紧接下来的对地球流体波动方程的讨论中, 作者
强调了相反的情形以深化读者对上述概念的理解。如浅水波方程及描述绝热无粘性可压
缩流的 Euler 方程的为双曲型, 但其波动的传播并非沿特征线进行。一些滤去声波的滤波
方程( 如 Boussinesq 近似) 尽管可以很好地近似描述重力波和 Rossby 波等却已不再为双
曲型等。在各个章节中专题讨论中也保持这一风格。如在第四章中做为一个统一的基础
首先引入一般的级数展开法, 其后相应于余差的不同约束形式及不同的性质的展开函数
系逐步衍生出各种具体方法。如当要求余差与展开函数正交时为 Galerkin 方法。对于这
一方法, 当进一步要求展开函数也为正交函数系时是所谓的谱方法, 而展开函数为仅在一
个较小的域中不为零的函数系时即是有限元方法了。如果对余差的约束为要求它在离散
格点上取零值, 就是所谓的伪谱方法。再例如第五章在引入有限体积法的讨论中, 将其提
高到偏微分方程的弱解的数值计算的高度加以认识。书中指出, 通常一些空间非连续解
( 常由非线性导致, 如冲击波等) 无法满足微分方程, 但满足该微分方程的积分形式的守恒
律。此时称这些解为该微分方程的弱解。显然, 不能期望由该微分方程直接差分来计算其
弱解。
但是可以在每个格子的小体元上近似写出积分形式的守恒律, 由此构造出能计算弱
解的差分方案。这就是有限体积方法。
最后, 数值方法问题是具体而繁杂的。因而较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于各种具体的数
值方法及其在气象领域当中的应用这些实质性内容的讨论非常细致和详尽。全书的各个
章节中涉及到大量的具体数值方法或方案, 其对象从一维平流方程到原始方程, 作者均一
一予以详细讨论。如第七章“
无物理意义的快波”
中对抑制快波( 声波) 的不稳定增长的数
值 技术进 行的讨论 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 子。它包括 了将连续 性方程简 化为 不可压 缩、
对产生快波的压力梯度项使用时
Bo ussinesq 等近似, 直接从方程中滤去声波的投影方法、
间隐式差分的所谓半隐式方法、
利用算子可分离的性质对快波过程和慢波过程分别积分
的分步方法等。每一种方法从原理到对具体的差分方案的分析都极为详尽。如其中对半
隐式方法讨论中分别通过对一个原型问题、浅水波方程、
Eular 方程等的半隐式差分方案
的的稳定性分析详细揭示出这一方法对快波不稳定的抑制作用。再例如有关谱方法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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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其技术细节之详尽完全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使用手册。
对于气象领域的读者需要指出的是, 该书所涉及的内容仅为所谓的“
动力框架”
, 而数
值模式的另外两项重要内容即“物理过程”与“
初始化”
问题, 尽管有时显得更加重要, 并非
本书讨论的范围。虽然如此, 相信该书对我国气象工作者的业务水平提高会起到一定积极
作用。

《气象学报》进入 SA 等检索系统
当前最具有权威性的国际 6 大检索系统有: SCI , EI , CA , SA , 苏联文摘杂志
和日本科技文献速报。根据中国科技论文与分析数据库( CST PC) 1998 年 10 月提
供的“
期刊检索报告”得知, 中国气象学会主办的《
气象学报》
中文版被英国的《
科
学文摘》
( SA ) 和日本科技文献速报两大检索系统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