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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梅花”诱发平流层重力波的

数值模拟与犃犐犚犛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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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分析台风这类强对流诱发平流层重力波的过程，本文利用中尺度数值模式 ＷＲＦＡＲＷ（Ｖ３．５）和卫星

高光谱红外大气探测器ＡＩＲＳ数据对２０１１年第９号强热带气旋“梅花”的重力波特征进行了分析．首先，针对模式

输出的垂直速度场资料的分析表明，台风在对流层各个方向上几乎都具有诱发重力波的能量，而在平流层内则呈

现出只集中于台风中心以东的半圆弧状波动，且重力波到达平流层后其影响的水平范围可达１０００ｋｍ．此外，平流

层波动与对流层雨带在形态、位置以及尺度上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次，对风场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高度上波

动形态的差异主要是由于重力波垂直上传的过程中受到了平流层向西传的背景风场以及风切变的调制作用，揭示

了重力波逆着背景流垂直上传的特征．随后，基于ＦＦＴ波谱分析的结果表明，“梅花”诱发的平流层重力波水平波

长中心值达到了１０００ｋｍ，周期在１５～２５ｈ，垂直波长主要在８～１２ｋｍ．最后，利用 ＡＩＲＳ观测资料分析了平流层

３０～４０ｋｍ高度上的大气波动，得到了与数值模拟结果相一致的半圆弧状波动．对比结果也验证了 ＷＲＦ对台风诱

发平流层重力波的波动形态、传播方向、不同时刻扰动强度的变化以及影响范围的模拟效果．此外，也揭示了多资

料的结合对比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台风诱发平流层重力波的波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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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大气重力波是中高层大气的主要波动之一，是

影响中高层大气的热力学结构和环流结构的重要动

力学因素．重力波的发生和传播与强对流活动、背景

风场、地形以及行星波都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特别

是，台风这类强对流作为一种重要的重力波激发源，

拥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其激发的重力波不仅对平流

层和对流层物质交换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造成大

气成分和动量的输送（Ｐｆｉ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Ｖｉｎｃｅｎｔ

ａｎｄＪｏａ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２０００），甚至对电离层总电子含

量（ＴＥＣ）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毛田等，２００９）．但目前

我们对台风这种强对流诱发平流层重力波的源及其

产生机制还未完全认识．因此，台风诱发平流层重力

波的研究一直是大气科学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

目前，平流层重力波的研究主要是采用数值模

拟以及基于探空气球、雷达、火箭等探测资料的分

析．由于数值模拟可以给出大量的高时空分辨率的

输出结果，利用中尺度数值模式开展台风激发重力

波的研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用．Ｋｉｍ等（２００５）

采用２７ｋｍ的水平分辨率对台风Ｒｕｓａ进行模拟，

其结果揭示台风诱发的平流层重力波的纬向波长能

够达到３００～６００ｋｍ．Ｋｕｅｓｔｅｒ等（２００８）利用３ｋｍ

的高水平分辨率对台风 Ｈｕｍｂｅｒｔｏ进行了数值模

拟，得到的重力波水平波长为１５～３００ｋｍ．可见，不

同个例及模式分辨率的选择对于利用数值模式研究

重力波结果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也说明了重力

波具有较宽的波谱范围．另外，ＣｈａｎｅＭｉｎｇ等（２００２）

通过风廓线仪探测数据发现，下平流层存在近１０００ｋｍ

水平尺度的重力波，对于这种和台风对流本体尺度

相当的重力波的诱发机制目前还没有完全认识清

楚．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卫星观测数据在平流层重

力波分析中也得到广泛应用．Ｗｕ等（２００６）通过研

究基于不同探测技术的卫星资料，发现这些资料都

能够探测到很强的重力波活动．Ｃｈｏｉ等（２０１２）对卫

星ＡＩＲＳ观测的重力波进行了个例分析．Ｙｕｅ等

（２０１３）由地基气辉成像仪和卫星ＡＩＲＳ观测资料同

时观测到了对流激发的重力波．

东亚区域是全球热带气旋最活跃的区域，其激

发的平流层重力波波动的数值模拟分析研究是进一

步认识这一类波动发生发展机制的基础．陈丹等

（２０１１）开展了台风激发平流层重力波数值模拟的个

例分析．陈丹等（２０１３）指出，台风诱发的重力波波动

能量在上传的过程中对于驱动ＱＢＯ（Ｑｕａｓｉ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准两年周期振荡）现象具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姚志刚等（２０１５）利用 ＡＩＲＳ观测资料分析了东

亚夏季平流层的重力波的分布特征并给出了多种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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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形态，其结果表明，该区域的平流层半圆弧状的波

动与对流层深对流存在时空相关性，但需要进一步

利用其他手段对ＡＩＲＳ观测的这种平流层波动进行

验证．显然，基于数值模拟与卫星观测的台风诱发平

流层重力波的综合分析，不仅有助于以上两种结果

的相互对比验证，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重力波的

波动特征．

为了深入分析台风诱发平流层重力波的特征以

及验证不同手段得到的平流层重力波的分析结果，

本文重点针对２０１１年７—８月超强台风“梅花”，开

展了时效为６天的数值模拟，利用模式输出结果，分

析了台风诱发重力波在平流层的上传过程以及形

态、波长、周期等特征，并与 ＡＩＲＳ观测得到的平流

层重力波的波动特征进行了对比．

２　台风“梅花”及其数值模拟方案

２．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年第９号超强台风“梅花”于７月２８日１４

时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２９日后期向偏北方向

移动，从８月２号转向西北方向移动，３号开始又向

偏西方向运行，４日２３时转向西北方向，６日开始转

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７日再向偏北方向移动，最终

于８月８日１８时３０分在朝鲜西北部沿海登陆．“梅

花”的移动速度比较慢，导致该台风维持时间较长，

生命史共１２天，约为一般台风的２．５倍．该台风强

度强，两次增强为超级台风后又减弱，中心附近最大

风速达到近５０ｍ·ｓ－１，最低海平面气压达到９３０ｈＰａ．

在向北移动的过程中，路径多次发生偏折（曹晓岗

等，２０１３）．

图１为ＡＩＲＳ在台风发生时段内８１２．１６ｃｍ－１

通道获得的亮温图．由图可见，在该时段内，台风云

系十分密集，组织结构完整，处于成熟期，云系尺度

达到上千公里．此外，在台风成熟阶段存在很高的对

流云，且在台风眼壁周围，有着许多活跃的带状云．靠

近台风眼区附近的云顶温度达到了２００Ｋ甚至更低，

这意味着台风中心附近云系已经渗透到了上对流层．

２．２　试验方案

本文主要利用美国环境预报中心提供的ＦＮＬ

资料作为模式的初始场和边界场．该资料目前被广

泛应用于 ＷＲＦ模式作为初始场和边界场，数据包

括了水平风速、温度、位势高度、涡度、相对湿度等一

系列气象变量场．资料的水平分辨率为１°×１°，时间

间隔为６ｈ，垂直方向分为２６个气压层，覆盖由地面

（１０００ｈＰａ）至平流层中低层（１０ｈＰａ）的高度范围．

模式模拟区域采用了 Ｍｅｒｃａｔｏｒ投影，东西和南

北方向格点数为１８７×１８７，中心设置为（２０°Ｎ，１３０°Ｅ），

时间积分步长为３０ｓ．模式垂直分辨率由地面至模

式层顶逐渐变粗，共８６层，其中在１０～２５ｋｍ高度

上约为等高度５００ｍ，顶层设为１０ｈＰａ．为了防止波

动的反射，上边界采用了阻尼层方案，阻尼层高度为

５ｋｍ．

此次模拟过程采用的物理方案主要包括：

ＷＳＭ６微物理方案、ＲＲＴＭ 长波辐射方案（Ｍｌａｗｅｒ

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Ｄｕｄｈｉａ短波辐射方案（Ｄｕｄｈｉａ，１９８９）、

ＭｏｎｉｎＯｂｕｋｈｏｖ近地面层方案、热量扩散方案以及

ＫａｉｎＦｒｉｔｓｃｈ积云参数化方案（Ｋａｉｎ，２００４），行星边

界层主要采用了ＹＳＵ方案（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模

拟时间为２０１１年８月０１日００时—８月７日００时，

主要基于该段时间内台风发展十分成熟，便于我们

更好地进行其诱发平流层重力波的研究．

３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３．１　路径和强度

图２ａ显示了为期６天的模拟路径与日本气象

厅（ＪＭＡ）提供的最佳路径对比图．其中，模拟路径

主要通过模式输出的每隔６ｈ最低海平面气压所在

的位置表征．在该段时间内，“梅花”整体上表现为向

西北移动的趋势，并且发生了偏折．从模拟效果来

看，尽管在路径偏折模拟与实际存在一些小的纬度

上的偏差，但是总体上模拟的台风路径与最佳路径

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并且模拟出了台风路径的

转折趋势．台风的强度演变主要利用最低海平面气

压来表征，从图２ｂ中可以看出，在模拟时段内，台风

“梅花”仍处于一个十分成熟的阶段，海平面气压基

本维持在９４５ｈＰａ附近，只是在模拟后期强度逐渐

减弱，且模式模拟的台风强度以及变化趋势与ＪＭＡ

给出的事后分析结果十分接近．可见，台风“梅花”的

路径和强度都得到了很好的再现，故可利用模式输

出结果开展其诱发平流层重力波的研究．

３．２　平流层重力波

这里主要利用模式输出的不同高度的垂直速度

场分析平流层重力波特征．由图３ａ可以看出，在对

流层１２ｋｍ高度上，垂直速度场的分布主要为伴随

台风中心的圆形对称结构，这种很强的垂直振动能

量主要和台风眼墙和对流带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

随着时间的增长，台风中心附近波动能量分布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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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日１６时（ａ）和８月６日１７时（ｂ）ＡＩＲＳ在８１２．１６ｃｍ－１通道观测的亮温

Ｆｉｇ．１　ＡＩＲＳ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８１２．１６ｃｍ
－１ａｔ１６００ＵＴＣＡｕｇ２（ａ）ａｎｄ１７００ＵＴＣＡｕｇ６（ｂ），２０１１

图２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日００时到８月７日００时 ＷＲＦ模拟的和日本气象厅提供的

台风“梅花”路径（ａ）以及近地面最低海平面气压（ｂ）对比图

Ｆｉｇ．２　ＴｙｐｈｏｏｎＭｕｉｆａ′ｓｔｒａｃｋ（ａ）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ｆｒｏｍＷＲ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ＪＭＡ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００００ＵＴＣＡｕｇ１ｔｏ００００ＵＴＣＡｕｇ７，２０１１

越对称（未展示）．虽然台风在对流层各个方向上都

具备诱发出重力波的能量，但到了平流层高度上，波

动主要位于台风中心以东，不同高度上的波动形态

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且在２５ｋｍ高度上（图３ｃ）的

波动幅度要强于２０ｋｍ（图３ｂ）．根据重力波上传理

论（Ｌｉｎｄｚｅｎ，１９８１），重力波在上传的过程中，其扰动

量正比于ρ
－１／２，即在其上传中波振幅必然是随高度

不断增加的．因此，这里的模拟结果和以上理论是一

致的．

此外，从图３ｄ累计６ｈ降水量可以看出，台风

产生的螺旋雨带也主要集中于台风中心以东．对照

图３ｃ可见，这种雨带与平流层重力波在尺度、位置

以及形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一结果表明，对流

层雨带可能是平流层重力波特征的一个指示．

Ｔｅｐｐｅｒ（１９５８）首先指出，热带气旋在眼壁附近产生

重力波，并向外传播成为螺旋雨带．Ａｎｔｈｅｓ（１９７２）、

Ｋｕｒｉｈａｒａ和Ｔｕｌｅｙａ（１９７４）、Ｋｕｒｉｈａｒａ（１９７６）的数值

模拟分析工作也指出，台风内部的螺旋雨带是正压

不稳定引起的旋转不稳定，以重力波向四周频散能

量．徐祥德等（２００４）研究指出台风系统存在涡旋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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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１年８月６日００时１２ｋｍ（ａ）、２０ｋｍ（ｂ）、２５ｋｍ（ｃ）高度上垂直速度场（图中黑色实心圆圈代表

该时刻台风中心位置，黑色实线为模拟的台风路径）以及累计６ｈ降水量（ｄ）

Ｆｉｇ．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ｔ１２ｋｍ（ａ），２０ｋｍ（ｂ），２５ｋｍ（ｃ）（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ｃｉｒｃｌ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ｔｙｐｈｏ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ｔｙｐｈｏｏｎｔｒａｃｋ）ａｎｄ６ｈ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００００ＵＴＣＡｕｇ６，２０１１

图４　数值模式输出的８月６日００时沿２９°Ｎ垂直速度剖面图（图片底端的黑色实心圆圈代表

该时刻台风中心的位置，实线为等位温线，横轴为沿着２９°Ｎ纬线转换的距离）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２９°Ｎａｔ００００ＵＴＣ，Ａｕｇ６ｆｒｏｍ ＷＲＦ（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ｃｉｒｃｌ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

ｔｙｐｈｏ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ｘ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ｉｎｅｏｆ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２９°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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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波动力特征，这种重力波列传播可能与台风涡旋

基本态波流及其能量频散动力效应相关．可见，台风

诱发的平流层重力波可能与产生的螺旋雨带上的深对

流云相关．

图４为沿图３ｃ中黑色虚线的高度经度剖面

图．由图可见，在对流层中台风中心附近存在着很强

的上升气流，这就为波动的上传提供了动力．台风中

心附近这种强的垂直气流运动，造成了等位温线也

出现了很强的扰动．由该图也可见，波动在平流层上

传过程中，主导波列主要集中在台风中心以东，并逆

着背景流向东倾斜，波动在上传中随着高度增加，传

播距离也越来越远，在平流层高度上甚至传到千公

里以外的区域．此外，随着高度的增加波动幅度也逐

渐增大，这也说明了台风“梅花”诱发的重力波在平

流层３０ｋｍ 高度上未饱和破碎，波动仍会继续上

传，即台风这类组织结构完整的强对流诱发的重力

波能够传播到上平流层．

３．３　风场

刘晓和徐寄遥（２００６）的理论研究认为，反向背

景风场将拉伸重力波的垂直波长，加速重力波的上

传；同向背景风场会延迟重力波发生不稳定的时间，

缩短垂直波长，对重力波的上传有抑制作用．为了进

一步分析重力波传播与背景风场之间的关联性，这

里对台风的风场进行分析．图５为模式输出的台风

影响区域内（１０°Ｎ—３０°Ｎ、１２５°Ｅ—１４５°Ｅ）在０～３０ｋｍ

高度上的平均风场．由图可见，在平流层高度上存在

着很强的东风气流，最大风速达到－３０ｍ·ｓ－１，并

且纬向方向的风速随高度的增量显著地比经向方向

大，但经向方向背景风场对于波动的上传也会起到

一定的作用．此外，纬向风场在０～３０ｋｍ高度上存

在着多次的风切变，经向风场主要在１５ｋｍ高度处

存在着一个大的风切变，而这些风切变区也会影响

到波动上传（Ｂｅｒ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２）．以上这些风场因素

导致台风在对流层激发的重力波在上传的过程中向

西传的波动逐渐被背景风场过滤掉，这种传播方式

表明了重力波逆着背景流向上传播．因此，这里的结

果进一步揭示了平流层中的背景风场对于对流层中

的重力波上传起着重要的过滤调制作用．

３．３　波动参数

重力波参数化问题在全球大气模式中（ＧＣＭｓ）

还未完全得到解决（Ｂｅｒ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Ｃｈｕｎａｎｄ

Ｂａｉｋ，１９９８；ＳｏｎｇａｎｄＣｈｕｎ，２００５），因此分析台风诱

发的重力波参数特征对参数化方案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为了定量地分析台风诱发的平流层重力波特

征，本文对波动波谱结构进行了分析．

分析数据主要采用模拟时段内８月２日０６

时—８月３日２２时连续４１个小时的垂直风场狑，

时间分辨率为３０ｍｉｎ，空间范围为选择时段内每个

时刻台风中心相邻的１１１×１１１（２９９７ｋｍ×２９９７ｋｍ）格

点区域．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以台风移动的坐标系

下的谱参数．在计算过程中，首先将垂直风场减去该

变量在整个时空范围内的平均值，得到垂直风场的

扰动值狑′．随后，利用该扰动数据进行三维傅里叶

变换（ＦＦＴ）得到功率谱密度（Ｂｅｒ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２；陈

丹等，２０１３）．

对于速度扰动场狑′＝（狓，狔，狕，狋），对某一高度狕

图５　模式输出的２０１１年８月２日０６时—８月３日２２时０～３０ｋｍ纬向（ａ）和经向（ｂ）台风影响区域内

（１０°Ｎ—３０°Ｎ，１２５°Ｅ—１４５°Ｅ）的平均风场（犝 正值表示西风，犞 正值表示南风）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ｚｏｎａｌ（ａ）ａｎｄｗａｒｐ（ｂ）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ａｔ０～３０ｋｍ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ｙｐｈｏｏｎ

（１０°Ｎ—３０°Ｎ，１２５°Ｅ—１４５°Ｅ）ｂｙｍｏｄｅｌｏｕｔｐｕｔｆｒｏｍ０６００ＵＴＣＡｕｇ２ｔｏ２２００ＵＴＣＡｕｇ３，２０１１（ｐｏｓｉｔｉｖｅ犝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ｗｅｓｔｗｉｎｄ，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犞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ｓｏｕｔｈｗｉｎｄ）

８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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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利用三维傅里叶变换获得关于纬向波数（犽）、

经向波数（犾）以及频率（ω）的ＦＦＴ谱，计算公式为：

ＰＳＤ（犽，犾，ω）＝犉（犽，犾，ω）·犉（犽，犾，ω）， （１）

其中，犉为犉的共轭复数．

为了直观地展示波动参数信息，参照 Ｋｉｍ 等

（２００９）以及陈丹等（２０１３）的工作，将（犽，犾）的笛卡儿

坐标转换成方位角坐标，即

犽
２

ｈ＝犽
２
＋犾

２，＝ａｒｃｔａｎ（犾／犽） （２）

其中，犽ｈ表示沿着方向的水平波数，表示从正东

方向逆时针旋转角度．这样，功率谱密度就表示为水

平波数犽ｈ、方向以及频率ω 的函数．这里重点选

取了具有代表性的０°（正东）、４５°（东北）、９０°（正北）

以及－４５°（东南）４个方向进行分析．其中，负值角

度表示沿着＋１８０°方向．图６即为选取的时间段

内，垂直速度扰动场经三维ＦＦＴ变换获得的２５ｋｍ

高度上四个不同方向的垂直速度扰动场的功率谱

密度．

由图６可见，在分析的四个方向上，能量主要集

中于正水平波数的一侧，也即台风中心的东侧，而负

水平波数一侧能量普遍很小，这种不对称能量分布

也表明了重力波在上传过程中逆着背景流向东传

播．在分析的四个剖面中，０°和４５°方向能量相对较

大，其中０°方向最强，而－４５°和９０°方向能量相对很

弱．由此可见，波动在２５ｋｍ高度上的优势传播方

向为正东以及东北方向．从谱结构可以看出，在该高

度上分析的波动能量主要在０．００１ｋｍ－１波数（１０００ｋｍ

波长）以及０．０４～０．０６ｈ
－１频率（１５～２５ｈ周期）

附近．

此外，根据重力波的色散关系式（３），即

ω
２

犻 ＝
犖２（犽２＋犾

２）＋犳
２犿２

犽２＋犾
２
＋犿

２
， （３）

其中ω犻＝ω－珔狌－珔狏，可进一步计算得到垂直波数犿，

ω犻为固有频率，ω为相对于地面的频率，珔狌和珔狏分别

为分析高度上谱分析时段内纬向平均风速和经向平

均风速，犳为科氏参数，犖 为ＢｒｕｎｔＶａｌｓａｌａ频率，以

上均为已知量．图６中红色曲线即为计算得到等垂

直波长线．由图可见，在２５ｋｍ高度四个方向上波

动的主要垂直波长在８～１２ｋｍ．

本文研究的台风“梅花”诱发的平流层重力波特

征虽与陈丹等人（２０１３）使用２７ｋｍ分辨率对台风

“Ｍａｔｓａ”分析出的１０００ｋｍ水平波长，１２～１８ｈ周

期，８～１２ｋｍ垂直波长的单峰窄谱结构水平尺度相

图６　２５ｋｍ高度上四个不同方向垂直速度扰动场功率谱密度（单位：ｍ２·ｓ－２）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ＰＳＤｏｆ狑′ｉｎｆｏｕ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２５ｋｍｈｅｉｇｈｔ（ｕｎｉｔｓ：ｍ
２·ｓ－２）

９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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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ＡＩＲＳ在２０１１年８月２日１６时（ａ１）、８月６日１７时（ａ２）３０～４０ｋｍ亮温扰动图以及

ＷＲＦ输出的２０１１年８月２日１２时（ｂ１）、８月６日１５时（ｂ２）在２５ｋｍ高度的温度扰动图

Ｆｉｇ．７　ＡＩＲＳ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ａｔ３０～４０ｋｍ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１６００ＵＴＣＡｕｇ２（ａ１）ａｎｄ１７００ＵＴＣＡｕｇ６（ａ２）

ａｎｄＷＲ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ａｔ２５ｋｍｈｅｉｇｈｔａｔ１２００ＵＴＣＡｕｇ２（ｂ１）ａｎｄ１５００ＵＴＣＡｕｇ６（ｂ２），２０１１

似，均达到了１０００ｋｍ，但其波动的最优传播方向为

东北方向．Ｋｕｅｓｔｅｒ等（２００１）利用３ｋｍ水平分辨率

获得的台风“Ｈｕｍｂｅｒｔｏ”诱发的下平流层重力波水

平波长为１５～３００ｋｍ．可见，不同的台风以及模式

水平分辨率分析出的波动参数都会具有一定的差

异，这就需要我们今后进行更多的个例分析，总结不

同类型的台风诱发的平流层重力波特征，为重力波

参数化方案的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４　ＡＩＲＳ观测结果

由于 ＮＣＥ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资料高度的限

制，这里的数值模拟无法得到３０ｋｍ以上高度的重

力波特征．ＡＩＲＳ观测资料可以用于识别２０～６５ｋｍ

高度范围内垂直波长大于１５ｋｍ、水平波长在５０～

１０００ｋｍ范围内的平行波动（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ａｎ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２０１０）．为了分析更高高度上的平流层重力波特征，

这里采用权重函数在３０～４０ｋｍ 高度范围内的

ＡＩＲＳ通道的观测开展分析．理论上，更高高度上的

重力波应由其下方的重力波向上传播所致，因而这

里的ＡＩＲＳ观测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进一步验

证数值模式得到的平流层重力波特征．

这里选取了ＡＩＲＳ权重函数在３０～４０ｋｍ高度

上的４２个通道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姚志刚等，

２０１５）．图７（ａ１，ａ２）分别为８月２日１６时以及８月

６日１７时ＡＩＲＳ对应于３０～４０ｋｍ观测的亮温扰

动值．图７（ｂ１，ｂ２）分别为８月２日１２时以及８月

６日１５时模式输出的２５ｋｍ高度上的温度扰动．首

先，由两种资料的对比可以看出，在１２０°Ｅ—１５０°Ｅ，

０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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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Ｎ—３５°Ｎ范围内（台风影响区域），均存在明显的

半圆弧状波动，这与图２所示的模式输出结果也具

有较好的一致性．尽管目前不能进行同一高度上的

对比，但卫星观测结果与模式输出结果在波动形态

和波动极值区域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而这些特征

在所用的ＮＣＥＰ资料结果（图略）中则没有体现出

来．这在一定程度是说明了 ＷＲＦ较好地模拟出了

这个台风诱发的平流层重力波特征，同时也说明了

ＡＩＲＳ观测的平流层重力波主要由该台风的深对流

诱发．其次，由 ＷＲＦ输出的谱分析得到的该时刻２５

ｋｍ高度的垂直波长为８～１２ｋｍ，而利用ＡＩＲＳ权重函

数在２５ｋｍ附近的敏感探测通道也确实未能观测到

大气波动，但当波动上传到３０～４０ｋｍ高度范围内

时则在ＡＩＲＳ观测数据中存在明显的波动特征．根

据理论分析，ＡＩＲＳ的敏感探测波长为１５ｋｍ以上．

因此，两种资料的综合结果不仅表明了在较低平流

层高度上的结果是一致的，也表明了３０～４０ｋｍ高

度的重力波的垂直波长应大于２５ｋｍ高度上的垂

直波长，这与上文提到的波长随高度增长的理论也

是一致的．第三，ＡＩＲＳ观测的３０～４０ｋｍ高度范围

内的重力波波列相对于 ＷＲＦ在２５ｋｍ高度的波列

存在向东的位移，这与重力波逆着背景流向东向上

传播的特性是一致的．第四，需要注意的是，ＡＩＲＳ

观测的是一定高度范围内大气温度的积分量以亮温

的形式给出，而 ＷＲＦ输出的是某一高度上的温度

场，故亮温扰动强度的量值显著地小于大气温度的

扰动值．但从前后两个时刻的扰动强度的变化上看，

卫星观测的后一时刻的扰动强度的极正值和极负值

约为前一时刻的１．７和１．３倍，而 ＷＲＦ得到的扰

动强度的比值为１．６和１．４倍．因此，从重力波扰动

强度的变化上看，数值模拟结果与卫星观测结果具

有极好的一致性．此外，从ＡＩＲＳ结果中也揭示了台

风激发的重力波可传至水平方向上距台风中心

１０００ｋｍ以外的平流层，并且由于 ＡＩＲＳ资料具有

较高的水平分辨率，可以探测出很多细致的波动．因

此，ＡＩＲＳ观测资料可以很好地弥补数值模式输出

高度不足这一缺陷，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当

然，最佳的融合两种资料去分析提取重力波特征是

未来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困难的研究工作．

５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新一代中尺度预报模式 ＷＲＦＡＲＷ

（Ｖ３．５），对２０１１年第９号超强台风“梅花”进行了

时效为６天的数值模拟，并结合卫星 ＡＩＲＳ观测资

料对其波动特征进行了分析．主要结果包括：

（１）通过对 ＷＲＦ模式输出的不同高度上的垂

直速度场的分析表明，虽然台风在对流层各个方向

上都具有诱发重力波的能量，但是在平流层高度上

波动呈现出集中于台风中心以东的半圆弧状．此外，

平流层波动与对流层雨带在形态、位置以及尺度上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２）针对对流层与平流层波动形态的差异，进一

步对台风影响区域内的风场分析结果表明，平流层

向西传的背景风场以及风切变对于重力波垂直上传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调制作用，使得向西传的波动在

上传过程中逐渐被过滤掉，从而揭示了重力波逆着

背景流垂直上传的特征；

（３）基于三维傅里叶变换的平流层２５ｋｍ高度

上波动参数特征的分析表明，台风“梅花”在平流层

诱发的重力波水平波长中心值达到了１０００ｋｍ，周

期在１５～２５ｈ，垂直波长主要在８～１２ｋｍ，能量传

播最强方向为正东方向；

（４）基于ＡＩＲＳ资料的分析结果表明，台风“梅

花”在３０～４０ｋｍ高度上也出现了与数值模拟结果

一致的半圆弧状扰动，并且可以传播到上千公里以

外的平流层，较高的水平分辨率使得其可以探测出

一些更细致的波动．此外，两者之间的一致结果也说

明了 ＷＲＦ模式能够较好地模拟台风这类强对流诱

发平流层重力波的形态、波长、影响范围、强度变化

等特征．

最近，Ｚｏｕ等（２０１５）的研究表明，进一步增加

ＷＲＦ模式的层顶高度并同化平流层卫星探测通道

可显著改进热带气旋路径和强度的预报精度．目前，

关于台风诱发重力波的机制尚未完全清楚，进一步

提高模式分辨率和顶层高度并同化平流层卫星观测

资料，对于研究这类重力波的发生、发展和传播机理

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不同台风诱发的平流层重

力波特征具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与背景风

场、台风的位置以及发展阶段相关，且一种探测资料

只能获取具有一定波长范围的重力波特征．因此，在

未来的工作中，我们需要利用数值预报模式并结合

不同的卫星观测资料综合分析不同台风的重力波特

征及其对台风发生发展的反馈作用．

此外，本文的研究也展示了卫星高光谱红外大

气遥感资料在平流层重力波观测上的优势特点及其

在重力波研究上的应用潜力．我国风云系列卫星也

将装载类似于ＡＩＲＳ的卫星高光谱红外大气垂直探

１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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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器．因此，利用ＡＩＲＳ观测资料研究东亚区域的平

流层重力波特征也为进一步利用我国自主的风云系

列卫星类似载荷开展平流层重力波活动的监测与研

究提供启发和借鉴．

致谢　衷心感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陈丹博士在重力

波波谱分析方面给予的帮助．感谢两位审稿专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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