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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热带气旋是发生在热带洋面上的强烈气旋性涡旋．由于地转涡度梯度的存在，热带气旋在移动过程中不断

发生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并在热带气旋运动方向的后部激发出反气旋和气旋交替排列的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波

列．多热带气旋共存和热带气旋的异常运动是当前国际热带气旋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热带气旋Ｒｏｓｓｂｙ能量频散

被证实与多个热带气旋连续生成和异常运动密切相关．本文从热带气旋能量频散及波列特征、主要影响因子、反馈

作用等方面，回顾总结了国内外关于热带气旋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的相关研究进展，并提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些科

学问题．目的是为深入研究热带气旋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及其影响提供基础和参考，以期使更多的研究学者关注热

带气旋能量频散问题，从而进一步揭示热带气旋生成、发展和异常运动的动力学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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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期 史文丽等：热带气旋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问题研究进展

０　引言

西北太平洋是全球热带气旋（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

以下简称ＴＣ）最活跃的地区（Ｇｒａｙ，１９６８），平均每年

有２７．８个ＴＣ在此生成，约占全球ＴＣ总数的三分

之一（ＹｕｍｏｔｏａｎｄＭａｔｓｕｕｒａ，２００１）．我国是世界上

受ＴＣ袭击最多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年约有６至７

个ＴＣ（包括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和

超强台风）登陆我国（张娇艳等，２０１１；薛建军等，

２０１２），沿海各省及中部省区都会受到 ＴＣ及其大

风、暴雨和风暴潮等灾害所带来的影响，造成我国每

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陈联寿和孟智勇，

２００１；陈联寿，２００６）．随着对ＴＣ发展和运动等物理

机制的认识不断加深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Ｌｉ，

２０１２），以及数值预报技术的不断改进（Ｋｕｒｉｈａｒａ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Ｒｏｇｅｒ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６；钱传海等，２０１２），

近些年来ＴＣ的强度和路径的预报能力已经取得了

长足的改进．但是，ＴＣ异常路径的预报准确率仍然

较低（Ｒａｐｐａｐｏ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同时，由于开阔洋面

上缺少可靠的观测资料，并且包含多尺度系统的相

互作用，人们对ＴＣ生成的物理机制认识仍然非常

有限（Ｌｉ，２０１２；梁佳，２０１２），对其的模拟和预测水

平也相对较低．ＴＣ预报和模拟能力的提高，亟需进

一步深入理解和把握ＴＣ生成、发展和异常运动的

动力学机理．

大气运动是在地球自转的旋转力场中进行的，

旋转力场的引入使得大气成为频散介质．由于科氏

力随纬度的变化（ｂｅｔａ效应），当ＴＣ向西北方向运

动时，将向其东南方向发生 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

（Ａｎｔｈｅｓ，１９８２；Ｆｌｉｅｒｌ，１９８４；Ｌｕｏ，１９９４；ＣａｒｒＩＩＩ

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５；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１９９８）．这一过程

被称为ＴＣ的 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能量频散可在

ＴＣ运动方向的后部激发出反气旋和气旋交替排列

的Ｒｏｓｓｂｙ波列，称之为“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波列”

（Ｌｕｏ，１９９４；ＣａｒｒＩＩＩ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７；ＣａｒｒＩＩＩ

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ＬｉａｎｄＦｕ，２００６）．ＴＣ能量频散的本

质是Ｒｏｓｓｂｙ波波包的传播，但又区别于传统的

Ｒｏｓｓｂｙ波传播．波动的能量源ＴＣ是移动的，且在

移动过程中不断向外频散能量，波列随ＴＣ边移动、

边发展．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ＴＣ能量频散问题

被提出并开始受到关注．在过去的３０多年里，相关

研究不断深入，在能量频散机制、ｂｅｔａ涡旋对、频散

波列结构特征及演变、环境场与能量频散相互作用、

频散波列对 ＴＣ反作用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

成果．

已有的研究证实，ＴＣ的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与

ＴＣ异常运动和ＴＣ生成密切相关（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５；

Ｗａｎｇａｎｄ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６ａ，ｂ；ＣａｒｒＩＩＩ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ｒｒｙ，

２０００ａ，ｂ）．近年来，连续的 ＴＣ生成导致的多 ＴＣ共

存事件频发，越来越受到业务部门和科学家的关注，

如１６１７号台风 Ｍｅｇｉ和１６１８号台风Ｃｈａｂａ，１７１３

号台风 Ｈａｔｏ和１７１４号台风Ｐａｋｈａｒ，１８１９号台风

Ｓｏｕｌｉｋ和１８２０号台风Ｃｉｍａｒｏｎ．ＴＣ能量频散则是

造成多 ＴＣ连续生成的重要机制之一（Ｈｏｌｌａｎｄ，

１９９５；Ｓｃｈｅｎｋｅ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虽

然ＴＣ能量频散研究成果丰硕，但迄今为止，ＴＣ向

更广阔空间的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过程及其影响因

子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探

究ＴＣ异常运动和多ＴＣ共存事件动力学机理的重

要环节．这使得总结回顾ＴＣ能量频散问题研究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本文将从ＴＣ能量频

散及其波列特征、ＴＣ能量频散主要影响因子和能

量频散的反馈作用等方面对ＴＣ能量频散的研究成

果进行比较全面的回顾总结，同时对一些亟需研究

解决的科学问题进行讨论，以便为今后进一步探索

提供参考和思路．

１　热带气旋能量频散及波列特征

１．１　理想数值模拟研究

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Ｙｅｈ（１９４９）提出了大气

长波的频散理论，从线性化的正压无幅散涡度方程

!

发，解析求得了一维空间扰动风速解，创立了大

气长波的频散理论．据此可以解释西风带长波扰动

的上下游效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ＴＣ的能量频

散开始受到关注．由于地转涡度梯度的存在，ＴＣ在

ｂｅｔａ效应的作用下向西北方向运动，同时向其东南

方向发生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Ａｎｔｈｅｓ，１９８２；Ｆｌｉｅｒｌ，

１９８４；Ｌｕｏ，１９９４；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１９９８）．

ＴＣ能量频散可在其东南方向激发出波列形式

的扰动，这种波列最早通过解析求解得到．Ｃｈａｎ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８７）从线性化的正压无幅散涡度方程!

发，求得了二维空间扰动流函数的解析解．罗哲贤

（１９９４）利用双Ｆｏｕｒｉｅｒ展开的解析求解方法进一步

发现：ＴＣ能量频散具有波列特征，即在ＴＣ东侧依

次出现一个高值系统和一个低值系统，形成ＴＣ反

气旋气旋的波列．由于解析求解仅是在线性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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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波列按正东正西方向排列．

波列的解析形式在理想数值模式的模拟结果中

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运用正压涡度方程模式，Ｃｈａｎ

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８７）、Ｆｉｏｒｉｎｏ和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８９）以及

Ｓｍｉｔｈ和Ｕｌｒｉｃｈ（１９９０）发现ｂｅｔａ平面上移动的单个

正压对称涡旋可以通过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在涡旋

的内核区域形成一波非对称结构：气旋性涡旋位于

ＴＣ中心西南侧，反气旋涡旋位于东北侧，即为“ｂｅｔａ

涡旋对”．涡旋对之间的非对称气流为“通风流”，在

通风流引导下，ＴＣ向西北方向发生ｂｅｔａ漂移．在移

动过程中，由于ｂｅｔａ效应，能量以Ｒｏｓｓｂｙ波形式向

ＴＣ涡旋区域以外频散（Ｆｌｉｅｒｌ，１９８４），并激发天气

尺度波列．为了研究向ＴＣ区域以外的能量传播，同

样运用准地转正压无辐散模式，罗哲贤（１９９４）在静

止基流中加入初始对称相对涡度扰动，经１４天数值

计算，在流函数场上获得ＴＣ中心以东低高低型的

波列．ＣａｒｒＩＩＩ和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５）在研究季风涡旋与

ＴＣ相互作用时，在正压模式初始场中同时加入对

称大季风涡旋及小ＴＣ涡旋，同样在模拟流函数场

上得到了高值系统和低值系统交替排列的能量频散

波列．由于正压无辐散模式同时包含线性和非线性

过程，因此波列不再是正东正西方向，而是向 ＴＣ

的东南方向排列，模拟波列的波长约为２０００ｋｍ

（图１）．

ＣａｒｒＩＩＩ和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５）对正压条件下西北

东南走向的ＴＣ能量频散波列的形成给出了物理解

图１　静止基流（Ｕ０）、均匀西风（ＷＵ）和东风（ＥＵ）基流下无辐散正压模式积分４８ｈ，７２ｈ，１２０ｈ和１５６ｈ的流函数

场．虚线（实线）表示负（正）等值线，分别表示气旋（反气旋）环流．气旋和反气旋环流中心分别由黑色台风标记和黑色

实心圆点表示．当流函数数值大于（小于）１×１０６ｍ２·ｓ－１时，等值线间隔为１×１０６ｍ２·ｓ－１（０．３×１０６ｍ２·ｓ－１）（Ｓｈ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ｅａ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ｎ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ｂａｒｏｔｒｏｐｉｃｍｏｄｅｌａｔ４８ｈ，７２ｈ，１２０ｈ，ａｎｄ１５６ｈｆｏｒｔｈｅ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ｔ

（Ｕ０），ｕｎｉｆｏｒｍｗｅｓｔｅｒｌｙ（ＷＵ）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ＥＵ）ｆｌｏｗ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ｒｅｄａｓｈｅｄ（ｓｏｌｉｄ）

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ｖｅｔｒａ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ａｒｅｌａｂｅｌｌｅｄｂｙ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ｔｙｐｈｏｏｎ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ｄｏ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ｒｅａｔａ１×１０
６ ｍ２·ｓ－１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ｆｏｒ

ｓｔｒｅａ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１×１０
６ｍ２·ｓ－１，ａｎｄａｔａ０．３×１０６ｍ２·ｓ－１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ｆｏｒｔｈａｔ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１×１０６ｍ２·ｓ－１

（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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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ＴＣ能量频散同时包含线性（ｂｅｔａ项，β狏）和非线

性（平流项）过程．初始时刻，由于轴对称涡旋的等涡

度线与流线平行，不存在非线性涡度平流作用，非对

称结构的形成完全由线性项引起．β狏使ＴＣ环流中

出现相对涡度倾向，ＴＣ中心以东出现负涡度倾向，

以西出现正涡度倾向．这使得ＴＣ东部形成高压脊．

西部则为低压槽．随着非对称结构的出现，等涡度线

与流线不再平行，非线性平流作用使得ＴＣ南侧和

北侧分别出现了负涡度和正涡度平流，最大的负涡

度平流位于ＴＣ东南侧，其引起的涡度变化是线性

项的数倍．因此，积分一段时间后，ＴＣ中的涡度变

化主要由非线性过程控制．在负涡度平流作用下，高

压中心位于ＴＣ的东南侧，并最终形成了Ｒｏｓｓｂｙ波

列结构．因此，Ｒｏｓｓｂｙ波列的波长和走向由线性和

非线性两个过程共同决定．

由于真实ＴＣ的斜压结构，在正压无辐散模式

基础上，基于浅水方程模式和斜压模式的理想试验

也被用于研究ＴＣ能量频散，并得到了更接近于实

际大气研究结论．Ｗａｎｇ和Ｌｉ（１９９２）利用多层的原

始方程模式研究了能量频散引起的非对称环流对

ＴＣ运动的影响．Ｗａｎｇ和 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６ａ）用浅水

模式和斜压模式对初始的轴对称斜压涡旋在静止大

气中的运动进行５天的模拟，发现ＴＣ运动同时受

非对称ｂｅｔａ涡旋对和涡旋垂直倾斜共同影响．Ｌｕｏ

等（２０１１）利用浅水原始方程模式得到了更加清晰的

ＴＣ能量频散过程，并讨论了ＴＣ能量频散与多尺度

系统共同作用对ＴＣ运动的影响．但由于模拟时间

约为３～５天，成熟的三维能量频散波列还未显著

形成．

Ｇｅ等（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利用斜压原始方程模式对

ＴＣ的三维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过程开展了系统的

研究，真正将ＴＣ能量频散的动力学研究从二维平

面发展到三维空间，同时考虑了湿过程对能量频散

的影响．他们在ｂｅｔａ平面上构造轴对称的初始涡

旋，给定初始涡旋径向和垂直切向风廓线，深厚气旋

性环流由边界层贯穿对流层，初始涡旋满足静力平

衡和梯度风平衡．轴对称斜压初始涡旋便于构造且

适用于ＴＣ三维能量频散研究．经１０天模式积分，

得到成熟显著的三维能量频散波列．虽然ＴＣ能量

频散的发生机制是ｂｅｔａ效应，但由于ＴＣ动力和热

力结构在垂直层次上的非均匀分布，ＴＣ能量频散

的三维结构比二维结构复杂得多．他们的研究发现，

在斜压大气中，ＴＣ的能量频散波列也具有明显的

斜压结构：低层为气旋反气旋气旋排列，高层则为

反气旋气旋反气旋排列．在静止大气中，三维

Ｒｏｓｓｂｙ波列发展最典型的特征是相对涡度和动能

自高层向低层的传播．由于惯性稳定度在垂直方向

上的差异，高层波列发展比低层要快．高层的反气旋

环流很快在东南象限激发出非对称外流急流，一方

面通过改变ＴＣ强度和结构影响低层波列，另一方

面，产生向下的能量传播直接影响低层波列．三维能

量频散波列结构的研究对理解与能量频散相关的

ＴＣ生成机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１．２　观测研究

随着探测技术的发展，观测资料的时空分辨率

显著提高，ＴＣ能量频散的真实存在性得到了进一

步确认，实际能量频散波列的结构也得以展现．Ｃａｒｒ

ＩＩＩ和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５）在对ＴＣ的ｂｅｔａ漂移运动进

行研究时，利用美国海军全球大气业务预报系统

（Ｎａｖ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ＮＯＧＡＰＳ）的预报场资料分辨出 ＴＣ能量

频散波列．他们同时将流函数场与红外云图进行对

照，发现波列与卫星云图上常见的成熟ＴＣ移向下

游出现的波列状云团的尺度很相近．徐祥德等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利用ＴＣＭ９０台风现场科学试验资料

发现，在台风Ｆｌｏ和台风ＥＤ的经滤波得到的扰动

能量场上存在着高低高的波列结构，同时台风运

动经向位置与动能变化的相关系数场、台风热力结

构与环境场湿度的相关系数场上也存在这样的波列

结构，波列的演变与台风的运动趋势相吻合．因此，

他们认为作为动力、热力强迫源的台风涡旋在移动

过程中发生能量频散，它与环境场的动力、热力因素

的相互作用可以影响频散波列的演变，能量频散波

列的演变反映了台风与环境场相互影响的特征．

Ｌｉ等（２００３）利用全球再分析资料、海表风场资

料和热带测雨任务卫星（ＴＲＭＭ）的微波成像仪

（ＴＭＩ）资料，清楚地识别出西太平洋ＴＣ能量频散

波列的水平和垂直结构．他们通过对观测资料进行

３～８天的带通滤波，得到了天气尺度的扰动波列

（图２）．典型Ｒｏｓｓｂｙ波列的波长约为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ｋｍ．

垂直方向上，散度场为明显的斜压结构，涡度场则为

近似的正压结构．波列强度（涡度）在中、低层最强．

Ｆｕ等（２００７）的观测研究中也指出了波列强度自低

层向高层减弱的特征，到２００ｈＰａ的波列结构就不

再明显．

此后，通过时间滤波从观测场中分离能量频散

波列的方法被广泛地运用到实际ＴＣ能量频散的相

关研究中（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Ｙｕ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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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０年８月６日至９日经３～８天滤波的ＱｕｉｋＳＣＡＴ海表风场．“Ａ”为台风杰拉华，

“Ｂ”为８月９日在杰拉华尾部Ｒｏｓｓｂｙ波列中新生成台风艾云尼（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３～８ｄ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ＱｕｉｃｋＳＣＡＴ 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ｆｒｏｍ６ｔｏ９Ａｕｇ２０００．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ｅｌａｗａｔａｎｄ“Ｂ”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ｅｗＴＣｎａｍｅｄＥｗｉｎｉａｒｔｈａｔ

ｆｏｒｍｅｄｏｎ９Ａｕｇ２０００ｉｎ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ｔｈｅＲｏｓｓｂｙｗａｖｅｔｒａｉｎｏｆＪｅｌａｗａｔ（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然而，由于时间和空间滤波方法都有可能由于变量

场的时空不连续性造成虚假的波动，因此一些波动

传播诊断量被用于证实能量频散的真实存在性，如

Ｅ（ＥｌｉａｓｓｅｎＰａｌｍ）矢量．Ｔｒｅｎｂｅｒｔｈ（１９８６）提出Ｅ矢

量方法，用以证实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的存在．Ｅ矢

量已被广泛地运用到台风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的观

测研究中（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ＬｉａｎｄＦｕ，２００６；Ｇ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可指

示时间平均中心点附近，台风激发出的 Ｒｏｓｓｂｙ波

频散的方向和强度．Ｅ矢量越大，表明ＴＣ能量频散

越强．通常新ＴＣ会在原有ＴＣ的Ｅ矢量大值区轴

线方向生成．

１．３　实际个例数值模拟研究

针对实际ＴＣ个例能量频散的数值模拟工作在

近年来才开展起来，且相关的研究工作仍然较少．

Ｇｅ等（２０１０）利用中尺度模式（ＭＭ５）对２０００年台

风Ｂｉｌｉｓ通过能量频散激发台风Ｐｒａｐｒｉｏｏｎ生成这一

过程进行了实际个例模拟．模拟结果表明，在复杂的

中尺度模式中，ＴＣ能量频散过程也可以被“捕捉”．

通过一系列敏感性试验证实了他们在斜压理想试验

中得到的高、低层波列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作用过程

（Ｇ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并据此给出了已有ＴＣ能量频散

激发新 ＴＣ 生成的两个途径．从传统二维正压

Ｒｏｓｓｂｙ能量频散角度来看，低层波列中的气旋性环

流有利于增强低层辐合和对流运动．从三维能量频

散角度来看，高层能量频散激发的非对称外流急流

使得急流出口左侧形成具有高层辐散的次级环流．

高层的辐散有利于对流的进一步加强，为新ＴＣ的

生成创造有利的大尺度条件．实际个例数值模拟研

究证实了实际ＴＣ的三维能量频散相比于二维频散

更加复杂，对其的进一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近年来，ＴＣ能量频散研究不只局限于ＴＣ激发

的天气尺度波动，它与其他多尺度波动的相互作用

越来越受到关注．Ｃｈｅｎ和 Ｔａｍ（２０１２）通过个例分

析及多层斜压模式模拟研究了２００２年由ＴＣ能量

频散波列激发台风Ｒａｍｍａｓｕｍ、台风Ｃｈａｔａａｎ和台

风 Ｈａｌｏｎｇ生成的事件．他们的研究表明 ＴＣ能量

频散波列中的气旋性环流可激发连串新ＴＣ生成，

赤道外的天气尺度 ＴＣ 频散波列可向赤道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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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ｓｓｂｙ重力波转化，形成新的ＴＣ生成触发机制．

Ｘｕ等（２０１４）利用 ＷＲＦ模式模拟了２００１年台风

Ｍａｎｙｉ的生成过程，模拟结果表明，天气尺度波列、

季节内振荡（Ｉｎｔｒａ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Ｏ）及高频

涡都对台风 Ｍａｎｙｉ有重要影响．进一步的敏感性试

验清楚地分离了三类波动的具体作用，其中天气尺

度波列是台风生成的先导信号，通过能量向东南方向

频散，使较弱涡旋不断增强，并最终发展为成熟台风．

２　影响热带气旋能量频散的主要因子

２．１　大尺度环境场对热带气旋能量频散的影响

无论是行星Ｒｏｓｓｂｙ波，中纬度的斜压不稳定

波还是热带大气中的赤道 Ｒｏｓｓｂｙ波，环境场对它

们的传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ＷａｎｇａｎｄＸｉｅ，１９９６；

赵强和刘式适，２００１；谭本馗，２００８；李艳杰和李建

平，２０１２）．因此，不同基流下Ｒｏｓｓｂｙ波的传播是被

广泛关注的基础性科学问题，对于 ＴＣ能量频散

Ｒｏｓｓｂｙ波的传播也不例外．大量研究讨论了环境场

对能量频散激发ｂｅｔａ涡旋对结构的影响（Ｈｏｌｌａｎｄ，

１９８３；Ｃｈａｎ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８７；Ｆｉｏｒｉｎｏ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ｒｒｙ，

１９８９；ＳｍｉｔｈａｎｄＵｌｒｉｃｈ，１９９０；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１）．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和Ｃｈａｎ（１９９４）设计了定常和抛物线型水平切变基

流，从无辐散正压涡度方程出发，在极坐标系下通过

解析求解讨论了水平环境场中的涡度和涡度梯度对

ＴＣ内区和外区的一波、二波非对称涡旋对结构变

化的影响，并用正压无辐散模式进行模拟研究．

当ＴＣ能量频散到环流以外并激发Ｒｏｓｓｂｙ波

列时，环境场同样对波列的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

ＣａｒｒＩＩＩ和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５）在研究季风涡旋中出现

的ＴＣ突然转向现象时，利用正压无辐散模式，设计

了包含季风涡旋和单个ＴＣ的初始场．模拟结果表

明，当季风涡旋和ＴＣ的相对位置改变时，季风涡旋

与ＴＣ相互作用可使两者的能量频散波列均发生变

化．通过卫星资料分析，Ｌｉ和Ｆｕ（２００６）发现并非所

有的ＴＣ能量频散都有Ｒｏｓｓｂｙ波列形成，频散波列

的形成受ＴＣ强度和环境场影响．西北太平洋上的

ＴＣ仅在１５５°Ｅ以西才有能量频散波列形成，在以东

的区域很少有波列形成．对比两个区域的水平流场，

１５５°Ｅ以东的东风信风明显强于西侧，大于４ｍ·ｓ－１．

因此，弱东风气流中频散波列更易形成．Ｆｕ等

（２００７）进一步指出较强的背景气流会加强环境场的

风切变和辐合辐散，可减弱或干扰波列发展．

何种环境气流条件下 ＴＣ可以频散出波列？

Ｋｒｏｕｓｅ等（２００８）利用数值模拟和解析求解的方法

提出了决定能量频散波列形成和波列波长的环境因

素．基于球坐标系下的浅水方程模式，他们在静止大

气中强制加入静止、向东和向西运动的涡旋扰动，模

拟结果发现，只有向西运动的涡旋后部有类似于观

测研究中发现的能量频散波列．在随涡旋移动的相

对坐标系下对浅水方程进行解析求解，发现线性准

静止解可以描述ＴＣ能量频散波动的纬向波长和波

列的存在．静止和向东运动的涡旋不存在静止解，因

此没有波列形成．他们据此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

影响ＴＣ能量频散波列的环境气流是ＴＣ的引导气

流与波列引导气流之差，只有当两者之差为正值，即

为相对的西风环境气流，且风速达到２～４ｍ·ｓ
－１

时，才能形成如实际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ｋｍ波长的波列．

均匀环境基流方向的变化可影响ＴＣ能量频散

的强度，而水平切变基流甚至可以改变ＴＣ能量频

散特征和波列结构．具有涡度梯度的基流曾被证实

将使 ｂｅｔａ涡旋对结构发生改变（ＷａｎｇａｎｄＬｉ，

１９９５），Ｓｈｉ等（２０１６）利用正压无辐散模式开展理想

数值试验发现，在具有相对涡度（线性切变基流）或

相对涡度梯度（抛物线型切变基流）的水平切变基流

中，ＴＣ能量频散波列可不再呈现出典型的西北东

南走向波列，波列可发生拉伸、旋转、分支，波列成员

的强度也呈现不同的演变规律．这是由于环境场的

切变显著地改变了波活动通量方向，波动的群速度

发生变化，波列的结构因而显著变化．

Ｇｅ等（２００７）利用斜压原始方程模式，在理想斜

压环境下讨论了环境风的方向和垂直风切变对ＴＣ

能量频散的影响．相比于静止大气，均匀的西风（东

风）基流将加快（减缓）能量频散波列的发展速度，并

加强（减弱）波列的强度．他们把这种差异归因于基

流通过Ｄｏｐｐｌｅｒ频移效应对波动群速度的调制．在

环境场中加入５ｍ·ｓ－１的东风和西风的线性垂直

切变，且每层的环境风场均匀．通过与静止基流下的

能量频散对比发现，垂直风切变显著地影响了 ＴＣ

能量的三维传播过程，能量自高层先发展并向低层

传播的特征被明显改变．在东风切变中，低层的波列

显著增强，而高层波列显著减弱，高层的波列结构变

得不明显，高低层的位相差变大．相反地，在西风切

变中，高层的波列显著地增强，低层波列不复存在，

高低层无位相差．

２．２　热带气旋结构和尺度对热带气旋能量频散的

影响

早期理论研究表明，ＴＣ的Ｒｏｓｓｂｙ波能量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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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ＴＣ的风廓线结构和尺度决定．Ｆｌｉｅｒｌ等（１９８３）指

出，ＴＣ的相对角动量和水平尺度对其能量频散有

着重要的影响．Ｓｈａｐｉｒｏ和Ｏｏｙａｍａ（１９９０）利用正压

原始方程的解析和数值结果进一步表明，如果初始

对称涡旋的相对角动量为０，涡旋将不会发生能量

频散，无法形成非对称结构．ＣａｒｒＩＩＩ和 Ｅｌｓｂｅｒｒｙ

（１９９５）设计了ＴＣ外区切向风场廓线的模型，通过

理想敏感性试验，系统地讨论了ＴＣ尺度和结构对

ｂｅｔａ漂移运动和能量频散波列的影响．在角动量近

似守恒的前提下，改变理想ＴＣ最大风速半径、最大

风速、零风速半径和环流外区的径向风廓线，对比不

同ＴＣ结构对能量频散波列的影响．结果表明，ＴＣ

的能量频散与ＴＣ总相对角动量的平方根成正比，

总相对角动量由ＴＣ的外区结构及尺度决定，与内

区结构关系不大．利用 ＮＯＧＡＰＳ预报资料场对尺

度不同的能量频散波列进行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尺

度越大的ＴＣ激发出的波列越强．

由于在开阔海域，缺乏ＴＣ的结构和尺度可靠

的观测资料，它们对能量频散影响的观测研究较难

进行．基于较强的ＴＣ通常具有较大尺度这一事实，

Ｌｉ和Ｆｕ（２００６）和Ｆｕ等（２００７）用ＴＣ强度的观测数

据表征ＴＣ的尺度，并对ＴＣ强度与能量频散的关

系进行了观测研究．从３４个ＴＣ个例的生命史中提

取了２３３个时刻的瞬时场作为统计样本．依照 ＴＣ

瞬时的中心最低气压值将ＴＣ分为三类：中心气压低于

９６０ｈＰａ的为强ＴＣ，气压介于９６０ｈＰａ到９８０ｈＰａ的

为中等ＴＣ，高于９８０ｈＰａ的为弱ＴＣ．强ＴＣ中，有

８７％可激发出能量频散波列，而只有４０％的中等

ＴＣ可以激发频散波列．弱ＴＣ可激发波列的比率最

小，仅为３０％．由此证实了真实大气中 ＴＣ能量频

散的确对ＴＣ的强度非常敏感．

２．３　其他因素

除了大尺度环境场，ＴＣ周围与其尺度相当或

尺度更小的系统也可以影响 ＴＣ的能量频散．Ｌｕｏ

等（２０１１）利用浅水原始方程模式在初始场中同时构

造了副高、ＴＣ涡旋和中尺度涡旋．模拟结果发现，

ＴＣ周围的中尺度涡旋可与ＴＣ发生多尺度相互作

用，涡旋被ＴＣ轴对称化后，引起 ＴＣ的尺度增大，

使ＴＣ能量频散过程发生变化．

一个孤立圆涡和一个或几个中尺度涡可以组成

非孤立圆涡，形成复杂构型，被称为“复杂非孤立圆

涡”（罗哲贤，２０１１），包括ＴＣ在内的许多灾害性天

气都具有这样的复杂构型．在只考虑线性过程的理

想试验中发现，在非孤立圆涡的条件下，涡旋能量

频散也形成了一个 ＴＣ反气旋气旋的波列．但是，

波列成员中心的连线不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三

角形．三角形底角的角度与初始中尺度涡的强度之

间存在非线性联系．

３　热带气旋能量频散的反馈作用

３．１　热带气旋能量频散与热带气旋生成

ＴＣ生成是一个热带扰动转变为暖心气旋性系

统的过程．Ｇｒａｙ（１９７５，１９７７）给出了ＴＣ生成的有利

环境条件，包括低层的正相对涡度、与赤道相距一定

纬度、２６．１℃的暖洋面、较小的垂直风切、地面至

５００ｈＰａ较大的相当位温以及对流层中层较高的相

对湿度．Ｒｉｔｃｈｅ和 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９）总结了有利于西

北太平洋ＴＣ生成的大尺度环流场，包括季风切变

线、季风辐合带和季风涡旋．但仅有这些有利的环境

条件并不能导致新ＴＣ生成，还需要一些触发机制．

前人的研究中指出多种天气尺度扰动可以成为ＴＣ

生成的触发机制，如东风波扰动（Ｋ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混合Ｒｏｓｓｂｙ重力波（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ａｎｄＭｏｌｉｎａｒｉ，２００２）．

ＴＣ生成中可能有波流相互作用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ａｎｄ

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１９９７；Ｚｅｈｎｄ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Ｍｏｌｉｎａｒ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和热带低压型天气尺度波动的发展（Ｌａｕ

ＫＨａｎｄＬａｕＮＣ，１９９０；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参与

其中．

除了以上的几个热带波动之外，ＴＣ的Ｒｏｓｓｂｙ

波能量频散波列也是触发ＴＣ生成的重要初始扰动

（Ｆｒａｎｋ，１９８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ａｎｄＨｅｎｄｏｎ，１９８９；Ｒｉｔｃｈｉｅ

ａｎｄ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７）．当ＴＣ由于ｂｅｔａ漂移向西北方

向运动时，向东和向赤道频散能量，扰动能量的聚集

可以触发环境场（如赤道辐合带）中的正压和斜压不

稳定能量．积云对流在频散波列的气旋性环流处聚

集，并通过对流摩擦反馈作用使波动的扰动进一步

增强（ＷａｎｇａｎｄＬｉ，１９９４），ＴＣ就在波列的气旋性

环流中形成．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５）在数值模式中模拟了

西北太平洋上由ＴＣ能量频散激发的连续ＴＣ生成

现象．因此，ＴＣ能量频散常常造成多ＴＣ共存事件

（ＫｒｏｕｓｅａｎｄＳｏｂｅｌ，２０１０；Ｓｃｈｅｎｋｅ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Ｘｕ等（２０１３）统计分析了几类热

带波动触发ＴＣ生成概率，其中能量频散、天气尺度

波动和东风波分别激发了２４％、３２％和１６％的ＴＣ，

可见能量频散是 ＴＣ 生成中常见且重要的触发

机制．

ＴＣ能量频散激发新的ＴＣ生成需要在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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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场条件下．Ｌｉ和Ｆｕ（２００６）利用实际个例用洋

面散射风和云中液态水等卫星资料，清楚地识别出

西太平洋ＴＣ的波列特征，并观察到波列发展与ＴＣ

生成的过程．在波列反气旋环流中，水汽含量少，为

新生ＴＣ的低概率区；在波列成员气旋性环流中，水

汽含量多，为新生ＴＣ的高概率区．但是并不是所有

ＴＣ的能量频散波列中都能有新的ＴＣ生成，这是由

环境场的动力和热力条件决定的，环境场条件的

变化受季节循环和大气低频振荡的调制．有利的

大尺度环境场包括低层较强的辐合运动和气旋性

涡度，相对较弱的垂直风切变以及对流层中层较

强的湿度．ＴＣ在能量频散波列中生成的时机由波

列强度、环境条件等动力因素以及表层湿静力能

聚集的热力因素共同决定，反映了波列与平均气

流相互作用的重要性．Ｆｕ等（２００７）通过对美国国

家环境预测中心／国家大气研究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ＣＥＰ／ＮＣＡＲ）提供的全球格点

再分析资料进行２０天低通滤波得到了ＴＣ发展的

环境场，对可生成ＴＣ和不可生成 ＴＣ的波列中气

旋性环流周围５°×５°范围内进行平均，从环境场涡

度、散度、水汽和纬向风垂直切变等环境场要素对比

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朱永躌等（２００４）和Ｌｉ等（２００６）利用 ＴＣＭ 模

式研究了 ＴＣ频散波列发展为新 ＴＣ的环境场条

件．他们指出，在静止大气中，ＴＣ虽然可以形成能

量频散波列，但并不能发展为新 ＴＣ．而在季风涡

旋、季风槽切变等理想环境场中，波列中的气旋性环

流可以较快增强，并最终形成新ＴＣ．这是由于这些

理想的环境场可造成较强的低空辐合、高空辐散，促

使气旋性环流区上升运动加强，地面降压，在对流加

热正反馈作用下，ＴＣ得以生成．

ＴＣ能量频散激发出的新ＴＣ不只局限于原有

ＴＣ的东南方向，而是有着广泛的分布特征．Ｓｈｉ等

（２０１７）发现新 ＴＣ被激发的位置具有显著的规律

性，环境场是决定其生成位置的关键因子之一．这与

Ｓｈｉ等（２０１６）中的理想实验结果一致，表明环境场

构型与能量频散波列特征存在对应关系，从而建立

了环境场与ＴＣ能量频散这一ＴＣ生成机制的联系，可

作为预测和解释此类ＴＣ生成位置的重要依据．

３．２　热带气旋能量频散与热带气旋的异常运动

环境引导气流、ＴＣ环流的非对称结构和非对

称对流系统被认为是影响热带气旋（ＴＣ）路径的三

个基本因子（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５）．具体来讲，环境引导

气流既包括大尺度环流系统提供的引导气流，也包

括内部动力过程及ＴＣ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次级

引导气流．ＴＣ运动主要由环境引导气流控制（Ｃｈａｎ

ａｎｄＧｒａｙ，１９８２；ＣａｒｒＩＩＩ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０；Ｈａｒｒａｎｄ

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５；Ｂｅｒ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在大多数ＴＣ

个例中引导气流的作用可以占到 ５０％ ～８０％

（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５）．在西北太平洋活动的ＴＣ主要受

到副热带高压、季风系统和中纬度西风带系统等天

气系统的影响（Ｈａｒｒ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１；Ｌａｎｄｅｒ，

１９９６），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从而引起

环境引导气流的突变，这是造成ＴＣ异常运动的一

个主要原因，而模式对于系统间相互作用不准确的

描述成为了路径预报误差的“罪魁祸首”之一（Ｈａｒｒ

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１，１９９５；ＣａｒｒＩＩＩ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ｒｒｙ，

２０００ａ，ｂ；Ｋｅｈｏ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ＧａｌａｒｎｅａｕａｎｄＤａｖｉｓ，

２０１２；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ＴＣ与季风涡旋的合并（Ｃａｒｒ

ＩＩＩ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５），与 ＭａｄｄｅｎＪｕｌｉａｎ振荡

（ＭＪＯ）、准两周振荡（ＱＢＷ）和天气尺度变率等不同

时间尺度环流的相互作用（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是造

成ＴＣ异常运动不可忽视的物理机制．由ＴＣ外围

环流结构决定的ＴＣ能量频散作用，能在 ＴＣ环流

之外激发出新的外围反气旋高值系统，可为ＴＣ的

转向运动提供向北的移动分量（ＣａｒｒＩＩＩ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ｒｒｙ，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ａ，ｂ；罗哲贤，１９９４；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ＴＣ

与环境场的双向作用（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引起

的次级引导气流对ＴＣ运动的影响受到了越来越多

的重视．

ＣａｒｒＩＩＩ和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５，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ａ，ｂ）

提出ＴＣ能量频散在ＴＣ尾部激发的反气旋环流可

以使ＴＣ东南侧向极的引导气流加强，从而引起ＴＣ

突然向北转向．因此，ＴＣ能量频散引起的ＴＣ异常

运动是许多路径误差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对于

尺度较大、强度较强的ＴＣ，其能量频散出的反气旋

系统可以改变周围环境场的结构，使ＴＣ加速向北

运动．他们进一步分析了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西太平洋双

ＴＣ相互作用的多个个例，提出了直接、半直接和间

接作用的ＴＣ运动概念模型．ＴＣ能量频散系统与副

高、热带波动的相互作用是双ＴＣ间接作用模型中

的核心物理过程．

罗哲贤（１９９４）利用正压无辐散模式对ＴＣ能量

频散过程进行模拟，通过强制减弱和去除能量频散

波列的高值系统，研究能量频散波列对ＴＣ运动的

影响．当高值系统减弱时，ＴＣ路径较通常的西北向

路径偏西；当高值系统完全被去除时，ＴＣ向正西方

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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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移动．罗哲贤（２０１１）在浅水原始方程模式的理想试

验中，证实了ＣａｒｒＩＩＩ和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ａ）的概念

模型．在初始场中同时构造了副高、ＴＣ涡旋和多个

中尺度涡旋，经过一段时间积分后，ＴＣ能量频散激

发出反气旋环流并与副高环流相连，使ＴＣ发生向

北的转向运动．同时，ＴＣ与副高的相互作用可受中

尺度涡旋影响，多系统相互作用一方面可以使ＴＣ

能量频散激发的反气旋环流减弱，另一方面延缓副

高与反气旋环流的连接，导致ＴＣ偏向西行，向极运

动减速．

大量ＴＣ个例的异常运动被证实与ＴＣ能量频

散过程有关．２０１０年西北太平洋最强台风 Ｍｅｇｉ西

行进入我国南海后发生了向东北方向的突然转向，

利用观测分析、位涡反演及数值模拟等方法证实这

一异常运动与 Ｍｅｇｉ能量频散激发出的反气旋环流

密切相关（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段晶晶等（２０１４）分析

了２００４年台风艾利与米雷路径异常变化的成因，两

个台风发生了不同路径突变，这主要取决于ＴＣ能

量频散激发波列产生的天气尺度引导气流与周围大

尺度环境引导气流的相互作用．毕鑫鑫等（２０１８）利

用位涡反演法研究了２０１５年台风天鹅路径突然北

折，天鹅外围反气旋环流提供的东北向引导气流对

其北折有重要影响．苏源和吴立广（２０１１）、于等

（２０２０）研究了多时间尺度环流相互作用对０５０５号

台风海棠和１５１５号台风天鹅突变路径的影响，台风

与低频环流场的相互作用及能量频散，在台风东南

侧形成反气旋环流，导致台风北向引导气流增强，引

起台风路径突变．

４　结论与讨论

处于频散介质中的扰动会发生能量频散，ＴＣ

作为一种天气尺度扰动，其能量可在大气中以

Ｒｏｓｓｂｙ波形式发生频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通

过解析求解和数值模拟方法，气象学家对能量频散

激发的ｂｅｔａ涡旋对及其引起的ｂｅｔａ漂移变化已开

展了深入研究（Ｃｈａｎ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８７；Ｆｉｏｒｉｎｏａｎｄ

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８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１９９４；Ｗａｎｇａｎｄ

Ｌｉ，１９９５）．但这些研究局限于ＴＣ环流附近，着重关

注了ｂｅｔａ涡旋对的演变．对于能量向ＴＣ环流区域

以外更大空间、更长时间的频散过程及由此而激发

的波列在近二十年来才逐渐被关注（Ｌｕｏ，１９９４；

ＣａｒｒＩＩＩ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ｒｒｙ，１９９５，１９９７），而环境场与ＴＣ

能量频散波列相互作用的研究在近十年来才开展起

来（ＬｉａｎｄＦｕ，２００６；Ｇ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Ｋｒｏｕｓ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罗哲贤，２０１１；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经

历了几代气象工作者的努力，ＴＣ能量频散问题取

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

ＴＣ能量频散与ＴＣ生成和ＴＣ异常运动这两大ＴＣ

研究热点问题密切相关，但近年来ＴＣ能量频散问

题研究逐渐趋冷，受关注度较低，相关研究成果不

多．实际上，ＴＣ向更广阔空间的能量频散问题仍有

许多问题尚未完全解决，ＴＣ能量频散研究可以在

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入进行：

（１）ＴＣ能量以波列形式向外频散，其二维频散

过程在数值模式及观测资料中都可以被清晰地“捕

捉”，但对于真实的ＴＣ三维能量频散过程的认识还

十分缺乏．尽管在数值模式中可以模拟ＴＣ能量频

散的三维波列传播（Ｇ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但是，利用观

测资料对实际ＴＣ个例三维能量频散过程的研究仍

是空白．Ｇｅ等（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在理想斜压试验中发现，

静止基流下能量频散最早在高层发生，然后由高层

向下传播，而垂直风切变将改变高、低层能量频散的

速度和强度．但是，实际大气中ＴＣ是否也具有这样

的三维能量频散特征仍不清楚．得益于观测资料在

时间和空间精度上的大幅提升，尤其是海面观测资

料的发展，揭示实际ＴＣ三维能量频散过程成为可

能，这是ＴＣ能量频散研究中亟需开展的一个基础

性的科学问题．

（２）ＴＣ能量频散激发新ＴＣ生成的物理机制有

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能量频散波列作为天气尺度扰

动被认为是激发新ＴＣ生成的先导扰动，ＴＣ能量频

散因而成为ＴＣ生成的重要触发机制之一．目前针

对ＴＣ能量频散对ＴＣ生成影响的研究，多是从二

维ＴＣ能量频散激发的扰动出发，而缺乏从 ＴＣ能

量频散波列的三维传播角度去分析其激发新ＴＣ生

成的机制．ＴＣ作为一个复杂的三维天气系统，其生

成过程相当复杂，需要高低层大气密切配合，是合适

的三维涡度场、温度场、湿度场及不稳定能量共同作

用的结果；ＴＣ能量在三维空间的频散过程同样具

有复杂的特征，其在不同高度上的传播具有显著差

异，ＴＣ能量频散在ＴＣ生成过程中究竟起到了怎样

的作用？ＴＣ能量频散激发新ＴＣ生成的完整物理

机制是什么？这对于完善ＴＣ生成机理的认识具有

重要的意义．

（３）在ｂｅｔａ平面上，移动的涡旋会发生能量频

散．但不同环境场条件下、不同ＴＣ发生能量频散的

强度差异很大．环境场及ＴＣ尺度是影响能量频散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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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两大重要因素．对于环境场的影响前文已总

结了大量研究工作，而ＴＣ尺度由于资料缺乏，前人

针对ＴＣ尺度对ＴＣ能量频散的影响研究主要通过

数值模拟，或是用ＴＣ强度替代ＴＣ尺度开展相关

研究．随着观测资料日益丰富和时空精度大幅提升，

实际ＴＣ尺度与ＴＣ能量频散的关系问题已具备研

究条件．什么样的 ＴＣ更容易激发新ＴＣ生成？是

否大ＴＣ激发新ＴＣ生成的概率更大，从而更易导

致多ＴＣ的事件？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对预测连续

ＴＣ生成事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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