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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EP／NCAR和 ERA一40 再分析资料以及探空观测 

资料分析中国北方地区年代际气候变化 

黄 刚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29 

摘 要 利用中国东部的探空站资料以及 ERA40和 NCAR／NCEP再分析资料 ，详细地 比较了我国北方地区 

(主要指内蒙古 以及华北地区)的高低层位势高度以及温度的特征。结果表 明，在 2O世纪 7O年代以前 ， 

NCEP／NCAR再分析资料对我国北方地区对流层低层无论是位势高度或温度都描述不好，存在着很明显的虚 

假年代际变化趋势。与实际探空资料相 比，相对于 NCEP／NCAR再分析资料，ERA-40再分析资料对东亚地区 

对流层低层位势高度或温度的描述明显好于 NCEP／NCAR再分析资料，因此，研究东亚气候的年代际变化应 

用 ERA-40再分析资料要好一些。高层的结果要比低层好。在 7o年代以后，NcEP／NcAR再分析资料对于内 

蒙古和华北对流层上层的位势高度和温度的描述要好于 ERA-40再分析资料，更接近于实际探空值，这说明这 

两份再分析资料各有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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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ounding datasets over the eastern part of China，ERA-40 and  NCAR—NCEP reanalyses， 

we comp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opotential highs and temperatures at lower and upper troposphere over 

northern part of China(particularly in Nei Mongol and North China)．It is found that before 1970s，the geopotential 

heights and temperatures at lower and upper troposphere from NCEP-NCAR reanalyses do not agree well with the 

observations，the existing  interdecadal trend iS unrealistic，but the ERA-40 datasets are much closer to those of ob— 

servations in the long-term trend．However，after the 1970s，the upper tropo sphere geopo tential heights and tem— 

peratures from NCEP-NCAR reanalyses is better than ERA-40 reanalyses，which is more closer to those of observa- 

tions．In other words，these two reanalyses have their own shortcoming  over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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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美国NCEP／NCAR公布了 NCEP／NCAR 17 

层大气再分析资料l_】 ]以后，世界上许多学者利用 

这份再分析资料来分析各种各样大气环流和气候 

变化，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特别是许多学者 

利用这份资料不仅研究了亚洲季风和东亚气候的 

年代际变化l_3叫 ，而且研究了热带大气环流和海 

气耦合的年代际变化 。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 

了在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开始到 90年代末，亚洲 

季风环流和东亚气候以及热带大气环流都发生了 
一 次很明显的年代际变化。 

然而，最近欧洲 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ECM— 

WF)公布了 ERA-40的 23层大气再分析资料_l。] 

以后，有些学者l_】 叫。]也开始应用 ERA一40再分析 

资料来分析亚洲季风环流和东亚气候的年代际变 

化，并与应用 NCEP／NCAR再分析资料的分析结 

果作比较。他们发现了应用这两份再分析资料所 

分析的亚洲季风环流和东亚气候的年代际变化特 

20。N 25。N 30。N 35。N 40。N 45。N 50。N 55。N 60。N 

征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 Inoue和 Matsumoto_1 5_ 

指出，利用 NCEP／NCAR再分析资料所分析的海 

平面气压年代际变化在某些区域存在着过分夸大 

的现 象。他 们 的研究 结果 表 明：若 用 NCEP／ 

NCAR再分析资料来研究海平面气压的年代际变 

化，在 1980~1999年期间一个很明显的反气旋距 

平环流会出现在蒙古高原，而用 ERA一40再分析 

资料，这个反气旋距平环流并没有出现，ERA-40 

再分析资料所得的结果似乎更合理。 

这两份再分析资料无论在分析全球大气环流 

和气候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 (variability)，或是 

在分析亚洲季风环流和东亚气候的年际和年代际 

变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已成为各国气 

象学家在天气和气候分析研究中通用的全球大气 

的最重要两份再分析资料。但是，由于这两份资 

料在再分析过程中融人了模式资料，因而与模式 

误差有一定的关系，并且在整编实际观测资料中 

由于数码互相 转换也会融 入误差，正如 Yang 

等_1 ]指 出，在 NCEP／NCAR 再 分 析 资 料 中， 

1967年以前在蒙古和华北海平面气压存在着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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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夏季 850 hPa沿 1O5～140。E纬向平均的经向风 (u>O)随纬度和时间的变化 (单位：m·s一 )。(a)应用 ERA一40再分析资料； 

(b)应用 NCEP／NCAR再分析资料，阴影为u≥1 m·s-1的区域 

Fig．1 Variations of southerly wind at 850 hPa averaged from 105--140。E with latitude and time in summer(units．．m ·s )，(a)using 

ERA-40 reana[ysis data~(b)using NCEP／NCAR reanalysis data．Shaded area meaDs u≥ 1 m ·s 

，‘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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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误差。因此，在许多研究中用这两份再分析 

资料来分析研究气候变化事实是否可靠，特别是 

在 2O世纪 7O年代后期迄今亚洲季风环流发生了 

明显的年代际变化，是否合理、可靠，这是一个 

当前值得认真分析研究的科学问题。 

图 1是分别利用这两份再分析资料所得的夏 

季沿 l05～140。E平均的经向风 ( >0)随纬度和 

时间的分布。如图 1所示，利用这两份资料所分 

析的东亚夏季的南风随纬度和时间的分布在 70年 

代以前有很大的差异，NCEP／NCAR再分析资料 

在 70年代以前南风中心很强，并且 l 1TI·S 的 

南风所达到的北界最北可 以接近 60。N，而用 

ERA-40资料明显没有 NCEP／NCAR再分析资料 

所得的南风强。因此，从年代际变化的观点来看， 

如果依据 NCEP／NCAR再分析资料来分析东亚夏 

季的气候变化，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年代际变化， 

得出南风减弱的趋势非常明显，而利用 ERA-40 

再分析资料来分析东亚夏季气候的年代际变化则 

没有那么明显。这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疑问，究 

竟两者在中国东部季风区哪一份资料表现得更好? 

以及由此得出的许多结论是否与实际不符?等等， 

这是我们研究东亚季风的年代际变化时首先必须 

研究的问题。 

鉴于上述原因，本研究有必要利用实际观测 

资料来比较这两份再分析资料在分析东亚地区大 

气环流和气候的长期变化时的可靠性和适用性； 

并且，鉴于 Inoue和Matsumoto[1 ]主要比较这两 

份再分析资料在海平面气压方面的差异，本研究 

将重点比较这两份再分析资料在描述 l 000 hPa以 

上位势高度和温度的差异；又由于我国北方地区 

处于东亚夏季风的边缘和敏感地带，它在两份再 

分析资料中特别是年代际气候变化上存在很大的 

不同，到底哪份资料更接近观测等问题非常重要。 

本文利用内蒙古、华北地区共 7个站多年探空资 

料，评价和比较这两份再分析资料在分析上述地 

区气候长期变化时的差异及其准确性。 

2 资料以及处理方法 

本研究所用的资料如下： 

(1)NCEP／NCAR再分析资料 

该资料时间长度从 1948年 1月 1日到 2006 

年 (实时观测)，水平格点为 2．5。×2．5。(144× 

73)，垂 直分层为 l7层，分别 为 l 000、925、 

850， 700， 600 500 400 300 250、 200 

150、100、70、50、30、20和 10 hPa的资料，并 

且包括地面层的资料以及其他附属资料[1引。 

(2)ERA-40再分析资料 

该资料时间长度从 1957年 9月～2002年 8 

月，水平格点为 2．5。×2．5。(格点数 144×73)， 

垂直分层 为 23层，分别 为 l 000、925、850、 

775 700 600 500 400、 300 250、 200 

150 100 70 50 30 20 10 5 3 2初 

l hPa的资料，并且包括地面层的资料以及其他附 

属资料[1 。目前本文应用的是 ERA一40高分辨率 

资料，水平格点为 1．125。×1．125。(格点数 320× 

160)，垂直分层同样为 23层。 

(3)中国 B01探空资料 

该资料是从 1951年 1月~2001年 l2月，时 

间分辨率是每天00时和 l2时 (北京时间)，其空 

间属性为 (16．83～49．22。N，75．98～129．47。E)； 

垂直范围从地面到 5 hPa，层数为 20层。其数据 

处理方法为：1980年以前，以原有的 B01高空资 

料为基础，对其缺测部分依次用卡片格式的高空 

资料和 CARDS资料进行插补；1980年以后，完 

全采用 mdat和实时接收的高空资料，无论是否有 

缺测均不进行插补。 

我们详细考察了该数据集，由于此数据集中 

风场全部从 1980年开始，这就无法与上述两份再 

分析资料作详细比较，因此，本研究选取观测资 

料比较多的位势高度和温度，层次为 850、700、 

500、300和 200 hPa。 

如图2所示，我们选取了 7个站的探空资料 

作为内蒙古、华北地区的代表，所用测站的探空 

观测值是利用每个观测站每天 2次观测，取平均 

后再计算月平均，然后计算夏季平均位势高度和 

温度的变化；而 NCEP／NCAR和 ERA一40再分析 

资料分别用 l天 4次的再分析资料取平均后计算 

月平均，之后再计算季平均。 

利用上述两份再分析资料来分析内蒙古、华 

北 7个测站上空在不同层次位势高度和温度的演 

变情况，并与上述区域的实际探空所得的位势高 

度和温度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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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锡林浩特 Xilinhot(站号 Station number：54102 
2二连浩特 Erenhot(站号 Station number：53068) 
3赤蜂 Chifeng(站号 Station number：542l8) 
4呼和浩特 Hohhot(站号 Station number：53463) 
5北京 Beijing(站号 Station number：545l1) 
6太原 Taiyuan(站号 Station number：53463) 

7济南 Jinan(站号 Station number：54823) ’ 

图2 所取探空站的地理位置 

Fig．2 The geographic position of observational stations chosen 

in this study 

3 中国北方地区位势高度的年际变 

化的差别 

3．1 内蒙古地区 

图 3a、b和 c分别是从 NCEP／NCAR、ERA_ 

4O再分析资料和实际探空所得到的内蒙锡林浩特 

夏季 850、300和 200 hPa位势高度的年际变化。 

从图3a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 NCEP／NCAR 

再分析资料所得到锡林浩特夏季对流层低层在 2O 

世纪 7O年代以前不仅与实际探空观测有很大差 

别，而且与 ERA一40资料存在很大的差别，特别 

是在 6O年代末存在很大的年代际变化趋势，这个 

变化是虚假的。从长期变化的角度来看，ERA一40 

资料要明显好于 NCEP／NCAR的，但是如果我们 

仔细看 7O年代以后的年际变化，从 NCEP／NCAR 

再分析资料所得位势高度要好于从 ERA一40再分 

析资料所得的结果。从图 3b和图 3c可以看到， 

到了300 hPa和 200 hPa高层，虽然在 7O年代以 

后 NCEP／NCAR与 ERA-40再分析资料所得的位 

势高度的年际变化比较一致，但是在 7O年代以前 

两者仍然相差比较大，而 ERA一40再分析资料在 

7O年代之前的位势高度的变化与实际探空值比较 
一 致。因此，从总体看，应用 ERA-40再分析资 

g 

0 

g 

工 

0 

年份 Year 

年份 Year 

年份 Year 

图3 由NCEP／NCAR、ERA-40再分析资料和实际探空所得 

的内蒙锡林浩特夏季 850 hPa(a)、300 hPa(b)和200 hPa(c) 

位势高度 (GH)的年际变化 

Fig．3 Imerannual variations of summer geopotential height 

(GH)at 850 hPa(a)，300 hPa (b)and 200 hPa (C)Xilinhot 

station of Nei Mongol analyzed by using the NCEP／NCAR rean— 

alysis data，the ERA-40 reanalysis data and sounding observa— 

rioIts，respectively 

料来分 析大气环 流的年代际变化要 好 于应 用 

NCEP／NCAR再分析资料。 (注：该站因为 700 

和 500 hPa位势高度的探空资料缺测较多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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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剩下 的参与比较的探空站均 比较 5 

层 )。 

图 4是由 NCEP／NCAR、ERA-40再分析资 

料与实际探空所得的内蒙古二连浩特夏季各层次 

位势高度的年际变化。图 4与图 3相 比较，同样 

l955 l960 l965 l970 l975 1980 l985 l990 1995 2000 2005 

年份 Year 

可以看到：与锡林浩特所得的结论一样，在 2O世 

纪 7O年代以前，由 NCEP／NCAR再分析资料所 

得的二连浩特夏季对流层下层的位势高度与实际 

观测和 ERA一4O再分析资料的差别都较大，并且， 

从 NCEP／NCAR再分析资料所得的二连浩特的位 

l955 l960 1965 1970 l975 l980 l985 l990 l995 2000 2005 

年份 Year 

年份 Year 

年份 Year 

图4 由NCEP／NCAR、ERA-40再分析资料和实际探空所得到的内蒙古二连浩特夏季850 hPa(a)、700 hPa(b)、500 hPa(c)、300 

hPa(d)和 200 hPa(e)位势高度的年际变化 

Fig．4 Interannual variations of summer geopotential height at 850 hPa(a)，700 hPa(b)，500 hPa(c)，300 hPa(d)and 200 hPa(e)Er— 

enhot station of Nei Mongol analyzed by using the NCEP／NCAR reanalysis data(short dashed line)，the ERA一40 reanalysis data(1ong 

dashed line)and sounding  observations(solid line)，respectively 

暑d暑，H0 

暑d暑／H0 

gd暑／z0 

暑4 ／H0 

暑A∞，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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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高度在 1965年前后有很明显的年代际变化，这 

是虚假的，而用 ERA一4O再分析资料在研究气候 

的长期变化中要好于应用 NCEP／NCAR再分析资 

料，并与实际观测较接近。但是，两者的差别到 

了对流层上层逐渐变小，趋于一致，特别是两份 

E 
△  

工 

0 

年份 Year 

再分析资料在 9O年代以后基本一致，和观测越来 

越接近。正如图 4b和图 4c所示，在 7O年代以 

后，从 NCEP／NCAR再分析资料所得的二连浩特 

夏季位势高度要比从 ERA-40再分析资料的结果 

好，更接近于实际观测。 

E 
△  

工 

0 

年份 Year 

年份 Year 

图5 由NCEP／NCAR、ERA-40再分析资料和实际探空所得的北京夏季 850 hPa(a)、700 hPa(b)、500 hPa(c)、300 hPa(d)和 200 

hPa(e)的位势高度的年际变化 

Fig．5 Interannual variations of summer geopotential height at 850 hPa(a)，700 hPa(b)，500 hPa(c)，300 hPa(d)and 200 hPa(e)Bei— 

jing station of north China analyzed by using the NCEP／NCAR reanalysis data，the ERA一40 reanalysis data and sounding observations，re— 

spectively 

Lu△ 卜10 

E0 ，H0 

Ed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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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还分 析 比较 了 由 NCEP／NCAR 和 

ERA-40再分析资料与实际探空的赤峰以及呼和浩 

特上空各层次夏季位势高度的年际变化的差别， 

其结论与上述锡林浩特和二连浩特的情况相同， 

不再赘述。 

3．2 华北地 区 

首先我们分析比较北京测站的情况。图 5是 

从 NCEP／NCAR、ERA一40再分析资料和实际探 

空所得的北京上空各层次夏季位势高度的年际变 

化 。从 图5 a、b和C可 以清楚看 到 ，与 内蒙古 3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l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1955 l960 l965 l970 l975 l980 l985 1990 l995 2000 2005 

年份 Year 

l955 1960 1965 1970 1975 l980 l985 1990 1995 2000 2005 

年份 Year 

l955 l960 l965 l970 1975 l980 1985 l990 l995 200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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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由NCEP／NCAR、ERA-40再分析资料和实际探空所得的内蒙锡林浩特夏季 850 hPa(a)、700 hPa(b)、500 hPa(c)、300 hPa 

(d)和 200 hPa(e)温度的年际变化 

Fig．6 Interannual variations of summer air temperature at 850 hPa(a)，700 hPa(b)，500 hPa(c)，300 hPa(d)and 200 hPa(e)Xilin— 

hot station of Nei Mongol analyzed by using the NCEP／NCAR reanalysis data，the ERA-40 reanalysis data and sounding observations，re- 

spee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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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站的位势高度变化一样，在 20世纪 70年代以 

前，由NCEP／NCAR再分析资料所得的北京上空 

对流层下、中层的位势高度不仅与 ERA-40再分 

析资料有很大差别，而且与实际观测的结果也偏 

离较大。但在 70年代以后，NCEP／NCAR再分 

l955 l960 l965 l970 l975 l980 l985 l990 l995 2000 2005 

年份 Year 

年份 Year 

析资料所得的对流层下层的位势高度不仅与 ERA- 

40比较一致，而且 比ERA-40再分析资料更接近 

于实际探空值；同时，从图 5d和图 5e可以看到， 

在 70年代以前，虽然由 NCEP／NCAR再分析资 

料所得的北京上空对流层上层与ERA一40再分析 

l955 l960 l965 l970 l975 l980 1985 l990 l995 2000 2005 

年份 Year 

l955 l960 l965 l970 l975 l980 1985 1990 l995 2000 2005 

年份 Year 

年份 Year 

图 7 由 NCEP／NCAR、ERA-40再分析资料和实际探空所得的内蒙古二连浩特夏季 850 hPa(a)、700 hPa(b)、500 hPa(c)、300 

hPa(d)和 200 hPa(e)温度的年际变化 

Fig．7 Interannual variations of summer air temperature at 850 hPa (a)，700 hPa (b)，500 hPa (c)，300 hPa (d)and 200 hPa (e)Er— 

enhot station of Nei Mongol analyzed by using the NCEP／NCAR reanalysis data，the ERA-40 reanalysis data and sounding observation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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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所得结果和实际探空值有一定差别，但此差 

别要 比低层 小 得 多，而在 70年代 以后，由 

NCEP／NCAR再分析资料所得的位势高度的年际 

变化与 ERA-40再分析资料所得的结果相近，且 

与实际探空比较接近。 

年份 Year 

年份 Year 

本研 究还 分析 比较 了 由 NCEP／NCAR 与 

ERA-40再分析资料所得的太原和济南观测站上空 

各层次夏季位势高度的年际变化的差别，并与这 

两站的实际探空作比较，其结论与上述北京观测 

站的情况相同，故本文不再重复。 

年份 Year 

年份 Year 

图8 由NCEP／NCAR、ERA一40再分析资料和实际探空所得的北京夏季 850 hPa(a)、700 hPa(b)、500 hPa(c)、300 hPa(d)和 

200 hPa(e)温度的年际变化 

Fig．8 Interannual variations of summer air temperature at 850 hPa (a)，700 hPa (b)，500 hPa (c)，300 hPa (d)and 200 hPa (e)Bei— 

jing station of north China analyzed by using the NCEP／NCAR reanalysis data，the ERA-40 reanalysis data and sounding observations，re 

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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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上述地区 7个测站利用两份再分 

析资料所得的位势高度值与实际观测值比较，大 

致可以看到：在对流层低层 NCEP／NCAR再分析 

资料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前不仅与 ERA一40再分 

析资料差别较大，而且与实际观测值差别比较大； 

如果研究长期的气候变化利用 ERA-40的资料所 

得的结 果要好 于 NCEP／NCAR 的资料，这与 

Yang_】 等及 Inoue和 Matsumotol_】5j所得的结论 
一

致。正是由于在 70年代以前 NCEP／NCAR再 

分析高度场资料在蒙古高原和华北对流层下层一 

带偏低，使得许多学者利用 NCEP／NCAR再分析 

资料来研究 70年代后期开始的气候跃变存在着过 

分扩大的趋势。但是，从 NCEP／NCAR再分析资 

料与 ERA一40再分析资料所得的内蒙、华北一带 

上空对流层上层 与实测 比较接近，相 比之下， 

NCEP／NCAR资料要比 ERA一40资料更接近于实 

测。这在利用这两份再分析资料来分析东亚的气 

候变化时应引起注意。 

4 中国北方地 区温度的年 际变化的 

差别 

下 面将分析 比较上述地 区 7个 测站利用 

NCEP／NCAR和 ERA一40再分析资料所得温度的 

年际变化情况并与实际探空所得的温度值作比较。 

4．1 内蒙古地区 

图 6是由 NCEP／NCAR、ERA一40再分析资 

料和实际探空所得的锡林浩特上空各层次夏季的 

温度值。从图 6可以看到，总体来讲，温度情况 

要好于位势高度场 的情况，在 700 hPa以下， 

NCEP／NCAR再分析的温度与实际探空和 ERA一 

40再分析资料的温度值差别比较大，特别在 1965 

年之前，这个差别更大；到了对流层上层它们之 

间的差别越来越小，因此，高层的情况要好于低 

层的情况。 

图 7是由 NCEP／NCAR、ERA一40再分析资 

料和实际探空所得的内蒙古二连浩特各层次夏季 

温度的年际变化。图 7与图4相比较，我们看到， 

与锡林浩特所得的结论一致，在 20世纪 70年代 

以前从 NCEP／NCAR再分析资料的低层温度不仅 

与 ERA一40再分析资料差别较大，而且与实际探 

空观测值差别也比较大，而 70年代以后三者之间 

的差区别较小。 

同样我们也分析了赤峰和呼和浩特测站这 3 

份资料的差别，结果大致与上述两测站相同。 

4．2 华北地区 

图 8是 由 NCEP／NCAR、ERA一40再分析资 

料和实际探空所得的北京夏季各层次的温度值。 

从图8a和 b可以看到，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前， 

NCEP／NCAR再分析资料所得 700 hPa以下的对 

流层低层的温度与 ERA一40再分析资料的温度值 

差别较大，它比实测偏低，特别在 1965年以前， 

偏低很多，而从 70年代以后，三者比较一致；到 

了高层 ，无论在 70年代前或是在 70年代后， 

NCEP／NCAR再分析资料与 ERA一40再分析资料 

和实际探空值都比较一致。但是，90年代后期高 

层 NCEP／NCAR再分析资料的温度值比实测值偏 

低较大，而 ERA一40再分析资料所得的北京对流 

层上层的温度值都偏高。 

同样我们也研究了太原站和济南站，结果和 

北京站一致。 

从 NCEP／NCAR和 ERA-40再分析资料对上 

述区域 7测站上空各层次夏季温度的描述之比较 

可以看到，与此两份再分析资料对位势高度描述 
一 样，在 20世纪 70年代之前，NCEP／NCAR再 

分析资料对上述 7个测站的对流层低层温度描述 

较差，且与 ERA一40再分析资料的结果和实际探 

空值差别都较大，但到了对流层上层，它们之间 

的差别较小；而 70年代之后，在内蒙古、华北一 

带三者比较一致，相对而言，从 NCEP／NCAR再 

分析资料所得上述 7个测站的温度值更接近于实 

测值。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 NCEP／NCAR和 ERA一40再分析资料对 

内蒙古地区和华北地区共 7个测站 40余年夏季各 

层次位势高度与温度值描述的比较，并与这些测 

站的实际探空值做比较，其结论如下： ． 

(1)在 20世纪 70年代 以前，NCEP／NCAR 

再分析资料对以上 4个地区对流层低层无论是位 

势高度或温度都描述不好，存在着很明显的虚假 

年代际变化趋势，因此，利用此资料来研究东亚 

气候的年代际变化就可能存在很大问题，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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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了此气候的年代际变化。与实际探空资料相 

比，ERA一40再分析资料对东亚地区对流层低层位 

势高度或温度的描述明显好于 NCEP／NCAR再分 

析资料，因此，研究东亚气候的年代际变化应用 

ERA-40再分析资料要好一些。 

(2)与实际探空资料相比，在 20世纪 70年代 

之后 NCEP／NCAR和 ERA一40再分析资料对于中 

国北方包括内蒙古和华北地区的位势高度和温度 

的描述，高层的结果要比低层好，这在应用这两 

份再分析资料来分析东亚气候的年际和年代际变 

化时应注意此问题。 

(3)与实际探空相比，在 20世纪 70年代以 

后，NCEP／NCAR再分析资料对于内蒙古和华北 

对流层上层的位势高度和温度的描述要好于 ERA- 

40再分析资料，更接近于实际探空值，这说明这 

两份再分析资料各有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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