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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副热带高空急流区中尺度扰动分布特征

及可能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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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亚副热带高空急流强度变化和天气气候密切相关，本文利用 ＷＲＦ模式输出的高时空分辨率模拟资料研

究了东亚副热带高空急流区的中尺度扰动特征，并结合动力学理论，揭示了急流区中尺度扰动产生的可能机制．研

究表明，急流轴南侧更容易出现水平尺度为几十公里的高频扰动，这些扰动的时空分布具有波动特征．对高空急流

区中出现中尺度扰动区域的拉格朗日Ｒｏｓｓｂｙ数、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数以及绝对涡度的计算发现，高空急流轴南侧中尺度

扰动出现的物理机制与非地转平衡流的不稳定发展有关，并且高空急流强度的大尺度整体变化与急流区中尺度扰

动变化的累积效应有关．因此，开展高空急流强度变化规律研究不能忽视其内部中尺度动力过程的作用．

关键词　高空急流；中尺度扰动；非地转平衡；大气稳定度

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４０８０７ 中图分类号　Ｐ４３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２２，２０１４０５０５收修定稿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１３０９６３，４１１７５０９０）资助．

作者简介　陈宪，男，１９８９年生，主要从事中尺度气象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ｌｇｄｘ＠ｙｅａｈ．ｎｅｔ

通讯作者　钟中，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ｙｅａｈ．ｎｅｔ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犪狀犱狋犺犲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狅犳犿犲狊狅狊犮犪犾犲犱犻狊狋狌狉犫犪狀犮犲

犻狀狋犺犲狊狌犫狋狉狅狆犻犮犪犾狌狆狆犲狉犾犲狏犲犾犼犲狋狊狋狉犲犪犿狅狏犲狉犈犪狊狋犃狊犻犪

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Ｕ Ｗｅｉ，ＴＡＮＧＸｉａｏＺｈｉ

犆狅犾犾犲犵犲狅犳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犗犮犲犪狀狅犵狉犪狆犺狔，犘犔犃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犖犪狀犼犻狀犵２１１１０１，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ｕｐｐｅｒｌｅｖｅｌｊｅｔｓｔｒｅａｍｏｖｅｒ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ｊｅｔｓｔｒｅａｍａ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ｕｔｐｕｔｏｆｔｈｅ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ｍｏｄｅｌＷＲＦ．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ｃａｌｅｏｆａｂｏｕｔｔｅｎｓｏｆ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ｏｃｃｕｒ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ｊｅｔａｘｉｓｍｏｒ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ｗｉｔｈ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Ｒｏｓｓｂｙｎｕｍｂ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ｗｈｅｒｅ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ｊｅｔａｘｉ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ｇｅｏ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ｂａｌａｎｃｅｆｌｏｗ．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ｊｅｔ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ｊｅｔｓｔｒｅａｍ．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ｉｎ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７卷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ｌｅｖｅｌｊｅｔｓｔｒｅａ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Ｕｐｐｅｒｌｅｖｅｌｊｅｔ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ｓｏｓｃａｌ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Ａｇｅｏ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　引言

东亚副热带高空急流是东亚环流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东亚地区降水形成、寒潮爆发、气旋移动等都

有重要作用（高守亭等，１９９２；廖清海等，２００４；左

金清等，２００９；Ｇａｒｉｌｌ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Ｈｅｌｄ（１９８３）根

据大气模式的数值试验认为高空西风大值中心的出

现主要与大地形的动力强迫作用有关．Ｃｈｅｎ和

Ｔｒｅｎｂｅｒｔｈ（１９８８）的研究指出地形和热力的耦合作

用也是影响西风急流形成和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东亚副热带急流的变化不仅与

外部强迫相关，还与其内部天气尺度瞬变扰动活动

有密切联系（Ｒ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高空急流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其内部包含了复

杂的动力学过程．因此，除具有大尺度的时空变化

外，高空急流区内部还包含中尺度的演变过程．

Ｕｃｃｅｌｌｉｎｉ和Ｋｏｃｈ（１９８７）通过分析１３个高空急流个

例，发现高空急流出口处的右侧容易出现重力波．

Ｋｏｃｈ和Ｄｏｒｉａｎ（１９８８）利用探空资料分析高空风的

垂直切变与重力波的关系，认为切变不稳定是高空

急流中重力波发生的能量来源之一．Ｍｉｌｅｓ（１９６１）和

Ｈｏｄｇｅｓ（１９６７）的理论指出当风速垂直切变较大时，

重力波将从切变不稳定气流中汲取能量而获得增

长，导致重力波破碎产生湍流．Ｋｏｃｈ等（２００５）还利

用高分辨率飞机探空资料和数值模式结果得出，在

高空急流区气旋切变侧重力波包破坏了背景风场的

切变和垂直稳定性而导致了湍流的产生．李子良和

黄仪方（２００８）通过理论分析认为高空急流轴南侧由

于反气旋气流惯性不稳定使重力波破碎形成湍流，

而在高空急流轴北侧由于天气尺度对流不稳定发展

而引起惯性重力波不稳定破碎而出现湍流．钟中等

（２０１０）对 ＭＭ５模式模拟东亚副热带高空急流增强

过程的分析指出，高空急流强度整体增强和急流内

部中尺度扰动西风增强的累积效应有关．因此，高空

急流中包含了大量和重力波活动有关的中尺度扰动

（邓少格等，２０１２；程胡华等，２０１２），这些扰动的发

生发展与高空急流特殊的结构有密切关系（Ｓｈａｐｉｒｏ，

１９７８；ＫｉｍａｎｄＣｈｕｎ，２０１０）．

由于理论分析只能定性地给出中尺度扰动发展

的判据，探空资料不能得到和重力波活动有关的中

尺度扰动水平结构，而高空三维高时空分辨率探测

资料难以获得，所以高分辨率数值模式成为研究高

空急流区中尺度扰动特征的有效手段．本文利用

ＷＲＦ模式对一次东亚副热带高空急流强度演变过

程的高时空分辨率模拟结果，揭示了和高空急流强

度变化过程相应的中尺度扰动特征，并通过诊断分

析，解释这些中尺度扰动发生发展的物理机制以及

与大尺度急流强度变化的关系．

２　数值模拟方案和模拟结果检验

２．１　模拟方案

本文利用中尺度非静力数值模式 ＷＲＦ对２００３

年７月８—１１日东亚区域环流进行模拟．模拟采用

双重嵌套网格，两重区域中心都位于（１３０°Ｅ，３９°Ｎ）．第

一重区域（Ｄ０１）水平格距为３０ｋｍ，网格数为１００×

１００；第二重区域（Ｄ０２）水平格距为１０ｋｍ，网格数

为１３３×１３３．模式层顶取为５０ｈＰａ，垂直方向都分

为５１层．数值模式的驱动场采用水平分辨率１°×１°

的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地形数据采用分辨

率为３０ｓ的 Ｍｏｄｉｓ资料，侧边界更新周期为６ｈ．模

拟时段为８日００时（世界时，下同）至１１日００时，

Ｄ０１和Ｄ０２区域的积分时间步长分别为９０ｓ和３０ｓ，

Ｄ０２区域模拟结果输出的时间间隔取为６ｍｉｎ．Ｄ０１

和Ｄ０２的微物理方案分别采用 ＷＳＭ５ｃｌａｓｓ方案

和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方案，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分别为

ＫａｉｎＦｒｉｔｓｃｈ（ＮｅｗＥｔａ）方案和Ｇｒｅｌｌ３Ｄ集合方案．

两重区域其他物理方案均相同，长波辐射为ＲＲＴＭ

方案，短波辐射为 Ｄｕｄｈｉａ方案，近地层为 Ｍｏｎｉｎ

Ｏｂｕｋｈｏｖ方案，陆面过程为 ＵｎｉｆｉｅｄＮｏａｈ方案，边

界层为ＹＳＵ方案．ＷＲＦ模式框架及其物理过程方

案的描述详见文献（Ｓｋａｍａｒｏ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２．２　模拟结果检验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２００ｈＰａ高空急流中的中尺

度扰动特征，因此只检验模式对高空急流的模拟效

果，将１°×１°的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作为观测

资料与模拟结果进行对比．

图１是观测和模拟的２００３年７月８日００时—

１１日００时２００ｈＰａ平均风速场、风矢量和高度场．

６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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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３年７月８日００时—１１日００时观测（ａ，ｃ）和模拟（ｂ，ｄ）的区域环流

（ａ，ｂ）２００ｈＰａ平均风速（实线，单位：ｍ／ｓ）；（ｃ，ｄ）２００ｈＰａ平均位势高度（实线，单位：ｇｐｍ）与风场（矢量，单位：ｍ／ｓ）．

Ｆｉｇ．１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ｃ）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００００ＵＴＣＪｕｌｙ８—００００ＵＴＣＪｕｌｙ１１，２００３

（ａ）ａｎｄ（ｂ）Ｍｅａｎ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ｔ２００ｈＰａ（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ｓ：ｍ／ｓ）；（ｃ）ａｎｄ（ｄ）Ｍｅａ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ｇｐｍ）

ａｎｄ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ｍ／ｓ）ａｔ２００ｈＰａ．

对比图１ａ和图１ｂ可以发现，模拟的急流位置和强

度与观测基本一致，且模拟和观测的急流最大风速

区都位于３９°Ｎ附近，同时模拟和观测到的３０ｍ·ｓ－１

等风速线所包含的区域大小和位置也几乎相同．此外，

模拟和观测到的急流最大平均风速值均为４９ｍ·ｓ－１．

对比图１ｃ和图１ｄ可见，模拟的风矢量方向以及位

势高度场与观测基本一致．但在模式区域北侧，模拟

的位势高度比观测偏大．在２００ｈＰａ等压面上，不同

时次模拟的纬向风、经向风和高度场与再分析资料

之间的空间相关系数基本上都大于０．９０，其中高度

场模拟效果最好，空间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９９；纬向

风的空间相关系数都大于０．９０；经向风空间相关系

数都大于０．８５．

图２是观测和模拟的８日００时—１１日００时

２００ｈＰａ风速沿１３１°Ｅ的纬度时间剖面图．对比图

２ａ和２ｂ可见，除８日００时至１２时模拟的风速比

观测偏小，１０日１２时至１１日００时模拟的偏大外，

其余时段模拟的风速与观测几乎一致，且模拟和观

测的３０ｍ·ｓ－１等风速线以及最大风速所在位置随

时间的演变几乎相同．此外，由于模式的空间分辨率

高，模拟结果比再分析资料包含更多的扰动．

模拟结果的对比分析表明，模式能很好地模拟

此次高空急流强度和位置的演变，以下利用高时空

分辨率模拟结果分析高空大尺度急流中的扰动特

征，并分析扰动形成的可能机制．

３　高空急流演变特征

由于所研究的急流演变个例属于纬向分布型，

纬向风远大于经向风，以下主要根据纬向风分量研

究急流的演变．

３．１　纬向风变化的主周期

本文利用 Ｔｏｒｒａｎｃｅ和 Ｃｏｍｐｏ（１９９８）提供的

Ｍｏｒｌｅｔ小波变换程序分别研究东亚副热带高空急

流轴南北两侧纬向风演变的特征．

图１ｂ中Ａ和Ｂ所示分别是以急流南侧（１３１°Ｅ，

３８°Ｎ）和北侧（１３１°Ｅ，４２．５°Ｎ）两点为中心的０．５°×

０．５°区域．对两个区域平均纬向风演变时间序列进

７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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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观测（ａ）和模拟（ｂ）的２００３年７月８日００时—１１

日００时２００ｈＰａ风 速 沿１３１°Ｅ的 纬 度时 间 剖 面

（单位：ｍ／ｓ，填色区域为风速大于３０ｍ·ｓ－１区域）

Ｆｉｇ．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ｔｉｍ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ｌｏｎｇ１３１°Ｅａｔ２００ｈＰａ

ｄｕｒｉｎｇ００００ＵＴＣ Ｊｕｌｙ ８—００００ＵＴＣ Ｊｕｌｙ １１，２００３

（ｕｎｉｔ：ｍ／ｓ，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３０ｍ·ｓ
－１）

行 Ｍｏｒｌｅｔ小波变换，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ａ可

见，从８日００时至１０日１２时，区域Ａ的纬向风出

现三次周期小于６ｈ的显著高频变化；此时段内，

１３１°Ｅ最大风速从３０ｍ·ｓ－１变为６１ｍ·ｓ－１（参见

图２）．而区域 Ｂ内纬向风变化周期基本都长于

１２ｈ，仅在１０日１２时左右出现周期约为１２ｈ的扰

动．表明在高空急流演变过程中，急流区南侧易出现

高频扰动，而北侧风速变化周期较长．

３．２　中尺度扰动特征

Ｃｈａｎｇ和Ｆｕ（２００２）、钟中等（２０１０）的研究表

明，利用前后两个时次的风速之差可以表征急流中

瞬变扰动特征．因此，纬向风增量大小可以揭示出短

时间尺度扰动特征，扰动的范围可以表示相应扰动

的空间尺度，其正负变化的时间间隔可以表示相应

扰动的周期．

定义纬向风增量为：

δ狌（狋）＝狌（狋＋δ狋）－狌（狋）， （１）

式中狌为纬向风速，δ狋＝６ｍｉｎ为模式输出时间间

隔．由于高空急流区南侧出现高频扰动的３个时间

段均为高空急流增强过程，且高频扰动的主周期也

相近，本文以７月９日１２时至１８时的高频扰动为

例进行分析．

图４是９日１２—１８时急流风速和纬向风增量

沿１３１°Ｅ的纬度时间剖面和沿３７．５°Ｎ的经度时

间剖面．从图４ａ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演变，纬向风增

量在各个纬度上的演变并不均匀，在急流南侧区域

出现了多个纬向风增量的正和负大值中心，纬向风

６ｍｉｎ内最大增量超过２．５ｍ·ｓ－１．６ｍｉｎ内超过

０．５ｍ·ｓ－１的纬向风增量所对应的扰动区域水平尺

度在几十公里左右，属于中小尺度范围；并且这些极

图３　区域Ａ（ａ）和Ｂ（ｂ）平均纬向风时间序列小波分析图（粗实线表示９５％置信水平）

Ｆｉｇ．３　Ｗａｖｅｌｅｔｐｏｗ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ａ）ａｎｄ

Ｂ（ｂ）（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ｂｌａｃｋｃｏｎｔｏｕ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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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中心随时间及纬度变化出现明显的正负交替现

象，呈现出波动变化特征．此外，纬向风增量在研究

时段内的极值中心基本稳定在３７．５°Ｎ左右．由图

４ｂ可见，纬向风增量的极值中心随时间变化表现出

明显的东传特征，与急流风向一致．在经度时间剖

面图中，纬向风增量随时间以及经度的变化也呈现

出正负交替现象，也具有波动特征．

本文通过分析纬向风增量的变化特征，并结合

小波分析结果，可以认为东亚副热带高空急流的南

侧比北侧更容易出现高频扰动．这些扰动水平尺度

属于中小尺度范围，并且其时空分布表现出波动变

化特征．

４　扰动形成机理分析

４．１　非地转程度

根据地转适应理论，非地转平衡流能够激发出

惯性重力波，随着惯性重力波的频散，大气将恢复地

转平衡状态（Ｒｏｓｓｂｙ，１９３７；Ｒｏｓｓｂｙ，１９３８）．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００）指出诊断非地转平衡流的主要途径有拉格

朗日Ｒｏｓｓｂｙ数、非线性平衡方程、ω方程以及位涡

反演等．本节采用拉格朗日 Ｒｏｓｓｂｙ数对东亚副热

带高空急流进行非地转平衡程度诊断分析．

若不考虑摩擦力的作用，大气运动方程可简化为

ｄ犞
ｄ狋
＝犳犞ａｇ×犽， （２）

式中犞为风矢量，犞ａｇ为地转偏差矢量，犳为地转参

数．拉格朗日Ｒｏｓｓｂｙ数定义为

犚狅＝
ｄ犞／ｄ狋
犳 犞

， （３）

犚狅表示地转偏差与全风速之比．Ｋｏｃｈ等（１９８８）指

出只要 犞 ＞１０ｍ·ｓ
－１，当犚狅≥０．５时，气流处于

非地转平衡状态．

根据图４分析结果，沿１３１°Ｅ纬向风增量的最

大值出现在９日１５时左右，现选取９日１４∶３０、

１５∶００和１５∶３０这３个时次进行分析．图５（ａ）—（ｃ）

以及（ｄ）—（ｆ）分别为所选择的３个时次２００ｈＰａ等

压面的纬向风增量和拉格朗日 Ｒｏｓｓｂｙ数分布．可

见，非地转区域主要分布于高空急流南北两侧，并且

水平尺度也为几十公里左右．通过对比发现，高空急

流轴南侧纬向风增量的极值区与犚狅的大值区有较

好的对应关系．犚狅大于０．５的区域一般出现在纬向

风增量正负极值中心附近．另外，犚狅的变化通常超

前于纬向风增量的变化．例如，（３８°Ｎ，１３１°Ｅ）附近

是纬向风增量的极值区，同样也是犚狅大值区．从

１４∶３０至１５∶００，该点附近犚狅大于０．５的区域范围

有所增大，相应地，从１５∶００至１５∶３０，该区域纬向

风增量绝对值大于０．５ｍ·ｓ－１的区域也有所增大，

且纬向风增量的最大值（最小值）也相应增大（变

小）．然而，从１４∶３０至１５∶００，纬向风增量的变化不

大．这说明高空急流轴南侧非地转平衡流为中尺度

扰动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图中还可以看出，高空急流轴北侧纬向风增

量绝对值基本小于０．５ｍ·ｓ－１，这是因为高空急流

轴的北侧气流较稳定，扰动不易发展．下节将解释其

动力学机制．

４．２　犚犻犮犺犪狉犱狊狅狀数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数常被用作判断对流或湍流运动能

否发展的判据，其定义为

犚犻＝
犖２

狆犵（ ）犚犜

２
狌

（ ）狆
２

＋
狏

（ ）狆［ ］
２
， （４）

式中，犖２ ＝－
狆犵

２

犚犜
ｌｎθｏ

狆
为ＢＶ频率．

理论上（ＫｏｃｈａｎｄＤｏｒｉａｎ，１９８８；Ｋｏｃｈ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认为，由于高空急流区风的垂直切变较大，并

且有可能发生对流不稳定（李子良和黄仪方，２００８），

因此高空急流南北两侧都有可能出现犚犻值较小的

情况．从图５中（ｇ）—（ｉ）可见犚犻的小值区主要分布

在高空急流轴的南侧，通过对比发现，这些区域通常

位于高空急流轴南侧纬向风增量的极值区中心．在

空间分布上，这些区域的范围为几十公里，属于中小

尺度范围．这说明，在高空急流轴的南侧，有些中小

尺度范围的区域存在切变不稳定，有利于扰动发展．

４．３　惯性不稳定

高空急流中存在着强风速切变，在其南侧气流

呈反气旋式切变，有利于惯性不稳定现象的发生．所

谓的惯性不稳定即是水平面上的横向扰动被气流加

速而偏离原始位置并无法恢复的现象．对于纬向风

而言，寿绍文等（１９９３）给出惯性不稳定判据．

ｄ狏
ｄ狋
＝－犳（犳－狌／狔）δ狔， （５）

其中 （犳－狌／狔）为绝对涡度，若 （犳－狌／狔）＜

０，则表明气流为惯性不稳定．由于高空急流轴南侧

纬向风为反气旋式切变，即狌／狔＞０，并且惯性加

速度也较北侧小，所以高空急流轴的南侧更容易出

现惯性不稳定．

图５中（ｊ）—（ｌ）为所选择３个时次２００ｈＰａ等

压面的绝对涡度分布．从图中看出惯性不稳定区都

９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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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０３年７月９日１２—１８时急流风速（等值线，单位：ｍ／ｓ）和纬向风增量（填色，单位：ｍ／ｓ）

沿１３１°Ｅ的纬度时间剖面图（ａ）和沿３７．５°Ｎ经度时间剖面图（ｂ）

Ｆｉｇ．４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ｔｉ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１３１°Ｅ（ａ）ａｎ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ｔｉｍ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３７．５°Ｎ（ｂ）ｏｆ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ｍ／ｓ）

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ｍ／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２００ＵＴＣ—１８００ＵＴＣＪｕｌｙ９，２００３

图５　２００３年７月９日１４∶３０（ａ，ｄ，ｇ，ｊ），１５∶００（ｂ，ｅ，ｈ，ｋ），１５∶３０（ｃ，ｆ，Ｉ，ｌ）２００ｈＰａ等压面上６ｍｉｎ时段内的

纬向风增量（ａ，ｂ，ｃ中的填色区域，单位：ｍ／ｓ），拉格朗日Ｒｏｓｓｂｙ数（ｄ，ｅ，ｆ中的填色区域），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数（ｇ，ｈ，ｉ中

的填色区域）以及绝对涡度（ｊ，ｋ，ｌ中的填色区域，单位１０
－５ｓ－１）的空间分布（图中粗实线为等风速线，单位：ｍ／ｓ）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６ｍｉｎｕｔ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ａ，ｂ，ｃ，ｕｎｉｔ：ｍ／ｓ），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Ｒｏｓｓｂｙ

ｎｕｍｂｅｒ（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ｄ，ｅ，ｆ），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ｇ，ｈ，ｉ）ａｎｄ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ｊ，

ｋ，ｌ，ｕｎｉｔｓ：１０－５ｓ－１）ａｔ２００ｈＰａｉｎ１４∶３０ＵＴＣ （ａ，ｄ，ｇ，ｊ），１５∶００ＵＴＣ（ｂ，ｅ，ｈ，ｋ）ａｎｄ１５∶３０ＵＴＣ（ｃ，ｆ，ｌ，Ｉ），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ｏｎＪｕｌｙ９，２００３（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ｓｏｔａｃｈ，ｕｎｉｔｓ：ｍ／ｓ）

０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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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高空急流轴的南侧，但与理论分析不同的是，

即使在高空急流轴南侧，惯性不稳定也不具有大尺

度特征，而是呈现出很强的区域性．对比图中惯性不

稳定区域与纬向风增量的关系可见，两者在空间分

布上十分相似，并且绝对涡度的最小值中心在纬向

风增量的极值中心附近．这些现象说明惯性不稳定

也是高空急流轴南侧中尺度扰动发生发展的有利

条件．

本文还选取了８日２２∶３０—２３∶３０、９日０５∶３０—

０６∶３０和２０∶３０—２１∶３０这三个急流强度增强的时

段进行分析（图略）．结果表明高空急流南侧气流呈

现出非地转平衡、切变不稳定以及惯性不稳定，出现

了大量中尺度扰动；而高空急流轴北侧尽管也出现

非地转平衡区域，但由于大气处于稳定状态，中尺度

扰动远少于高空急流轴南侧．这说明了本文所揭示

的高空急流中中尺度扰动特征有一定共性．由于这

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很少见，没有其他研究工作明确

地支持本文观点，以后可以针对不同个例开展进一

步研究．

为说明只有高时空分辨率模拟资料才能揭示急

流区有可能存在不稳定扰动的特征，我们利用６ｈ

间隔的再分析资料计算了９日１８时２００ｈＰａ等压

面上间隔６ｍｉｎ的纬向风增量、拉格朗日 Ｒｏｓｓｂｙ

数、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数以及绝对涡度（图６）．对比图６中

再分析资料和模拟资料的计算结果，发现两者大尺

度环流场相似度很高，但再分析资料只能揭示６ｈ

内纬向风的平均变量，无法揭示中尺度扰动的分布

特征．再分析资料的环流场基本上处于地转平衡状

态，而模拟资料中急流轴两侧为犚狅大值区．再分析

资料急流区中犚犻的值基本大于０．２，并且绝对涡度

基本大于０．通常用于研究高空急流的低时空分辨

率再分析资料只能揭示高空急流强度的整体变化规

律，无法揭示高空急流内部的中尺度扰动特征，而高

时空分辨率的模拟资料却表明高空急流大尺度变化

过程中存在着大量中小尺度扰动，例如高空急流中

的重力惯性波等（卞建春等，２００４；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Ｙｉ，

２００５），急流区中小尺度非地转平衡以及急流的稳定

性都和高空急流强度的变化有关，因此，开展高空急

流强度变化规律研究不能忽视其内部中小尺度动力

过程的作用．

５　高空急流区中尺度扰动和急流强度

大尺度变化的关系

利用大尺度再分析资料对急流强度变化的分析

发现，间隔２４ｈ的高空急流强度变化在空间上呈现

图６　２００３年７月９日１８时再分析资料（ａ，ｃ，ｅ，ｇ）和模拟（ｂ，ｄ，ｆ，ｈ）的２００ｈＰａ等压面上的间隔６ｍｉｎ的纬向风增量

（ａ，ｂ中的填色区域，单位：ｍ／ｓ），拉格朗日Ｒｏｓｓｂｙ数（ｃ，ｄ中的填色区域），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数（ｅ，ｆ中的填色区域）以及绝对

涡度（ｇ，ｈ中的填色区域，单位１０
－５ｓ－１）的空间分布（图中粗实线为等风速线，单位：ｍ／ｓ）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６ｍｉｎｕｔｅｓ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ａ，ｂ，ｕｎｉｔ：ｍ／ｓ），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Ｒｏｓｓｂｙ

ｎｕｍｂｅｒ（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ｃ，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ｅ，ｆ）ａｎｄ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ｇ，ｈ，

ｕｎｉｔ：１０－５ｓ－１）ａｔ２００ｈＰａａｔ１８００ＵＴＣＪｕｌｙ９，２００３．（ａ，ｃ，ｅ，ｇ）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ｂ，ｄ，ｆ，ｈ）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ｃｋｓｏｌｉｄ

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ｓｏｔａｃｈ，ｕｎｉｔ：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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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度一致性变化特征，但利用高时空分辨率模拟

资料的计算表明，高空急流强度在短时间尺度上存

在中尺度变化过程．为揭示高空急流区中尺度强度

变化和急流大尺度变化的关系，将急流在２４ｈ间隔

内的总体变化分解为短时间间隔强度变化之和，可

表示为：

狌（狋＋Δ狋）－狌（狋）＝∑
犖

犻＝１

狌（狋犻＋δ狋）－狌（狋犻［ ］）， （６）

式中取Δ狋＝２４ｈ，为长时间间隔，δ狋＝２ｈ，为短时

间间隔．

由图２ｂ可见，８日００时—９日００时１３１°Ｅ附

近急流强度变化较大，以下针对这一时段的急流增

强过程进行分析．图７ａ和７ｂ分别是再分析资料和

模拟的２００ｈＰａ纬向风间隔２４ｈ强度变化的分布．

图７ａ表明该时段内再分析资料给出的西风增量正

值区主要分布在急流出口及急流轴南侧，对应着急

流风速的整体加强，呈东北—西南走向，急流增强区

的水平尺度大于１５００ｋｍ，属于大尺度整体增强．此

外，急流减弱区也呈现出大尺度整体减弱的特征．模

拟的２４ｈ纬向风变化的分布和再分析资料一致，呈

现出大尺度的整体增强和减弱特征（图７ｂ）．

按照（６）式，可将８日００时—９日００时模拟的

纬向风变化分解为１２个间隔为２ｈ的变化，结果如

图８所示．

由图８可见，短时间间隔急流强度变化的过程

中，急流区常出现若干个空间尺度为几十公里至百

公里且变化周期小于１２ｈ的纬向风增量正（负）值

区域，分别对应着这些区域的纬向风速的增强（减

弱）．８日００—０４时，１２８°Ｅ—１３２°Ｅ内的急流轴南

北两侧为纬向风增量正值区，而１２８°Ｅ以西的急流

轴附近为水平尺度为百公里左右的纬向风减弱区

域，纬向风呈现东部西部减弱的特征．８日０４—１２

时，急流轴南侧出现了正纬向风增量区域，急流区向

东南方向扩展．８日１２时左右，急流轴附近出现了

水平尺度为百公里左右的纬向风减弱区域，急流区

向南扩展的同时最大风速开始下降．从８日１８时开

始，急流北部出现若干个水平尺度为几十公里的纬

向风减弱区域，而急流轴南侧以及１３２°Ｅ以东也出

现多个水平尺度为几十公里的纬向风增强中心，急

流北部纬向风减弱而急流东部纬向风增强．从急流

演变过程来看，长时间间隔所呈现出的大尺度纬向

风增量正（负）区域并非是急流强度整体逐渐增强

（减弱），而是由各个短时间间隔内的中尺度扰动强

度变化累积而成．将短时间间隔内的纬向风变化分

图７　２００３年７月８日００时—９日００时再分析资料

（ａ）和模拟（ｂ）的纬向风增量（填色区域，单位：ｍ／ｓ）和

纬向风平均值（等值线，单位：ｍ／ｓ）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ａ）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ｍ／ｓ）ａｎｄ

ｍｅａｎ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ｍ／ｓ）ｄｕｒｉｎｇ

００００ＵＴＣＪｕｌｙ８—００００ＵＴＣＪｕｌｙ９，２００３

解为间隔６ｍｉｎ的强度变化之和发现，图８中所示

的中尺度强度变化是由空间尺度更小，变化周期更

短的扰动累积而成的（图略）．因此，高空急流强度所

呈现出的大尺度整体变化与复杂的中小尺度变化过

程累积效应有关，而重力波则是产生这些中小尺度

变化过程原因（邓少格等，２０１２；程胡华等，２０１２；卞

建春等，２００４；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Ｙｉ，２００５）．

６　结论

本文利用 ＷＲＦ模式输出的高时空分辨模拟资

料研究了高空急流及其内部中尺度扰动的演变特

征．将间隔２４ｈ的纬向风变化分解为间隔较短时间

的纬向风变化之和可见，较长时间间隔内高空急流

２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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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０３年７月８日００时—９日００时间隔２小时的纬向风增量（填色区域，单位：ｍ／ｓ）

和纬向风平均值（等值线，单位：ｍ／ｓ）分布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ｍ／ｓ）ａｎｄｍｅａｎ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ｕｎｉｔ：ｍ／ｓ）ｉｎ２ｈｏｕｒｓ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ｄｕｒｉｎｇ００００ＵＴＣＪｕｌｙ８—００００ＵＴＣＪｕｌｙ９，２００３

强度体现出的大尺度整体变化和急流区内局地强度

的中小尺度变化的累积效应有关，这也进一步验证

了作者在前面工作中提出的观点．东亚副热带高空

急流轴南侧比北侧更容易出现高频扰动，这些扰动

的水平尺度为几十公里，并且时空分布表现出明显

的波动变化．中小尺度扰动出现时，尽管高空急流轴

南北两侧气流均为非地转平衡，但经过计算发现高

空急流轴南侧气流为惯性不稳定，并且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也较急流轴北侧的小．这说明中小尺度扰动的发生

的可能原因是非地转平衡流的不稳定发展．气流非

地转平衡、惯性不稳定以及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极值区均不

具有大尺度特征，而呈现出很强的区域性，水平尺度

上与中小尺度扰动相似，这与前人理论分析的结果

不同．利用大尺度再分析资料无法揭示高空急流内

部的中小尺度扰动及其形成机理．因此，开展高空

急流强度变化规律研究不能忽视其内部中小尺度动

力过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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