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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西北太平洋副高东西变动对中国南部降水

东西差异的影响

晏红明１，肖子牛２，薛建军２

１云南省气候中心，昆明　６５００３４

２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是影响中国气候的大尺度环流系统，为了进一步了解副高对中国气

候的影响，本文利用站点观测资料和大气环流再分析资料，通过资料诊断分析和数值模拟方法，探讨了６月副高东

西变动对中国南部降水的影响，以及影响副高东西变动的前期海洋因子．结果表明副高东西变动对中国西南和华

南地区降水的影响明显不同：副高偏东有利于降水西南偏多而华南偏少，偏西则降水变化刚好相反．其原因与副高

东西变化引起的环流差异有关，华南降水与副高东（西）变动时西太平洋地区副高西北侧的东北（西南）风异常以及

东亚中低纬度地区异常经向波列的变化直接有关，而西南降水异常不仅与副高东西变动在东南亚地区引起的纬向

风异常有关，与青藏高原大地形动力作用对副高北侧异常纬向风的变化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此外，副高东西变动

时影响西南和华南地区的水汽来源不同，影响西南的水汽主要来源于赤道印度洋８０°Ｅ附近越赤道气流，而影响华

南的水汽主要来源于副高南侧偏东气流从西北太平洋地区输送的水汽．进一步分析发现前期冬春季热带西北太平

洋和赤道西太平洋海温变化的偶极差异与后期初夏副高东西变动有密切联系，冬春季西北太平洋暖海温和赤道西

太平洋冷海温变化有利于后期初夏副高偏西，相反则有利于副高偏东，数值模拟结果在一定程度证实了资料诊断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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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下同）是东

亚季风环流系统的重要成员，由于其活动的特定位

置，对链接中高纬度和低纬度地区的环流系统起着

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对中国天气气候有十分重要

的制约作用（龚道溢和何学兆，２００２；吴国雄等，

２００３；陶诗言和卫捷，２００６；钱代丽等，２００９；韦道明

等，２０１１；赵俊虎等，２０１２；Ｇ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特别

是副高位置的东西进退和南北移动直接关系到亚洲

季风的季节进程、季风水汽输送路径、中国夏季雨带

位置、区域性持续高温和旱涝的异常分布．副高位置

变化最显著的影响以１９９８年为代表，１９９８年副高

位置的持续偏南偏西导致南海夏季风爆发偏晚，之

后在３０°Ｎ以南的持续维持又导致长江流域降水明

显偏多，出现著名的洪涝年（陈隆勋和祝从文，

１９９９）．相反，副高的偏东变化容易引起长江流域梅

雨期的降水减少甚至干旱（杨辉等，２００６）．除了对中

国旱涝异常分布的影响，副高位置的持续异常对区

域性高温也有重要作用，２００２年夏季中国北方出现

的持续性高温就主要受副高持续偏东的影响，副高

偏东为大陆副高的东进和加强提供了有利的大尺度

背景条件，同时也使得季风水汽输送路径向北折向

的位置随之东移，导致东亚大陆水汽输送异常减少，

中国北方变得十分干燥（卫捷等，２００４）．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中国西南地区持续性的特大干旱事件也与副高位

置的持续偏西或偏东异常关系密切（晏红明等，

２０１２；杨辉等，２０１２）．在冬季，副高的异常强弱状态

和结构，以及其位置变化可能造成我国南方雨雪冰

冻天气（李崇银等，２００８；晏红明等，２００９）．因此，深

入认识和把握副高异常活动的特征及其对气候的影

响，探讨影响副高东西变动的前期信号因子，对提高

气候预测准确率，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具有十分重要

的科学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就气候平均而言，５—８月副高南北位置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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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最为强烈，脊线平均北移１１．５°．６月副高发生

第一次北跳，脊线越过２０°Ｎ，徘徊于２０°Ｎ—２５°Ｎ之

间，副高北界刚好位于中国南部，其位置的东西摆动

使得中国南部地区交替出现西南气流和东南气流，

此时，西南地区雨季开始，华南前汛期结束，长江流

域梅雨开始，夏季形势基本建立，副高位置的东西变

动对亚洲季风环流，以及西南和华南地区降水异常

的影响尤其显著．张庆云和陶诗言（２００３）发现６月

副高位置变化与东亚环流异常的密切联系，副高偏

东（西）有利于东亚夏季风环流加强（减弱），梅雨锋

环流减弱（加强），副高南（北）变动对东亚夏季风环

流和梅雨锋低压亦有同样的影响．王黎娟等（２００５）

指出６月副高东西进退与东亚夏季风系统成员之间

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副高偏西异常时南亚

高压偏东偏强，季风槽偏弱，西风带长波槽发展加

深，南半球马斯克林高压和南亚高压减弱，相应的越

赤道气流减弱，副高偏东异常时的情况刚好相反．余

丹丹等（２０１４）的分析也同样发现了初夏副高东西进

退与东亚季风环流变化的密切联系．通过对亚洲季

风环流的影响，初夏副高位置的东西异常对中国气

候的影响也非常显著，梁建茵和吴尚森（１９９９）指出

广东前汛期（４—６月）降水与西南季风的关系不显

著，主要受东亚副热带季风加强的影响，６月广东强

降水与副高南撤西伸的变化关系密切；Ｌｕ和Ｄｏｎｇ

（２００１）和李慧等（２０１３）分析表明６月副高偏西有利

于长江流域降水偏多，而华北和华南降水偏少；西南

地区的初夏干旱以及雨季开始期早晚也与副高的东

西变动密切联系（李永华等，２０１０；晏红明等，２０１３）．

由此可见，６月副高东西位置的异常变化对亚洲季

风环流系统和中国南部降水异常分布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作者在最近的分析中同样发现６月副高的东西

变动对中国南部地区的降水影响尤其明显，并初步

发现副高东西变动与初夏中国南部降水的东西差异

有一定联系（晏红明和王灵，２０１９）．我们知道，每年

４—６月华南经历第一个多雨期，即华南前汛期，该

时期的降水主要受副高北侧西风带的影响，副高东

西变动对其西北侧水汽输送路径以及西风带冷空气

的影响十分重要．而对于西南地区而言，６月大部分

地区的雨季已经开始，由于西南地区刚好位于副高

西侧，副高东西进退对影响西南地区的东亚季风和

南亚季风的交替变化十分显著，天气气候对副高的

东西变化也相当敏感．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工作主要

集中在副高活动对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天气气候影响

展开研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还没有工作

将西南和华南地区的降水变化与副高东西变动的影

响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作者前期工作中初步发现

的副高东西变动与中国南部降水东西差异的联系是

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副高位

置东西异常是否确实会引起中国南部降水的东西差

异？副高东西异常引起怎样的环流异常导致了中国

南部降水的东西差异？影响初夏副高东西变动的前

期信号因子又是什么？进一步开展这些问题的研究

对于深入认识初夏中国南部夏季降水异常的原因，

提高中国南部初夏降水的预测能力，做好防灾减灾

工作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１　资料和方法

由于不同降水资料之间在分辨率、资料同化方

法等方面的差异，为了进一步分析副高的东西变动

与中国南部地区东西降水差异相联系的真实性特

征，本文利用多种降水资料进行对比分析，相互印

证．降水资料包括：国家气象信息中心１９５８—２０１４

年长江以南中国南部１４７个气象观测站的月平均降

水资 料；１９７９—２０１６ 年 ＮＯＡＡ ＣＭＡＰ（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Ｍｅｒｇ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降

水资料，网格分辨率为２．５°×２．５°（ＸｉｅａｎｄＡｒｋｉｎ，

１９９７）；１９７９—２０１３年ＮＯＡＡＧＰＣＣ（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ｒｅ）陆地降水资料，网格分辨率为

１．０°×１．０°（Ｂｅ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１９７９—２０１６年 ＧＰＣＰ

（Ｈｕｆｆｍ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降水资料，网格分辨率为

２．５°×２．５°．大气环流资料利用１９５８—２０１６年美国

国家环境预测中心和国家大气研究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８６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ＣＥＰ／ＮＣＡＲ）的高低层月

平均大气环流再分析资料，网格分辨率为２．５°×２．５°

（Ｋａｌｎａ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６）；海温资料利用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

英国Ｈａｄｌｅｙ中心提供的海表温度 ＨａｄＩＳＳＴ（Ｈａｄｌｅｙ

ＣｅｎｔｅｒＳｅａＩｃｅａｎｄ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资料

分辨率为１．０°×１．０°（Ｒａｙ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气候平

均统一采用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的３０年气候平均值．

６月西太平洋副高东西位置的定义根据作者

（晏红明和王灵，２０１９）的工作，选取７００ｈＰａ关键区

（１０５°Ｅ—１３０°Ｅ，１５°Ｎ—２５°Ｎ）的相对涡度区域平均

值来定义副高的东西位置，以下简称ＶＯＲＴ指数．

使用方法包括相关分析、合成分析等数理统计

诊断方法以及数值模拟方法，显著性检验采用狋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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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法．同时，为了验证资料诊断分析结果，利用

ＲｅｇＣＭ４．６．１区域气候模式对海温影响进行敏感性

数值模拟研究，通过相互验证进一步分析热带海洋

外强迫因子对副高东西变动的影响．ＲｅｇＣＭ系列模

式对东亚季风气候有较好的模拟能力，在中国当代

和古气候模拟、气候机理分析，以及气候变化预估中

得以广泛应用（Ｇｉｏｒｇ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ＧａｏａｎｄＧｉｏｒｇｉ，

２０１７；吴婕等，２０１８）．ＲｅｇＣＭ４在ＲｅｇＣＭ 基础上做

了重要改进，使用ＣＬＭ 陆面过程方案（Ｏｌｅ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代替了原有的ＢＡＴＳ（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３），对东亚气候的模拟效果更好（Ｇ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

２　初夏副高东西变动与中国南部降水

的关系

２．１　初夏副高东西变动特征

图１为６月副高东西指数ＶＯＲＴ的年际变化，

可以看到用７００ｈＰａ相对涡度定义的 ＶＯＲＴ指数

主要表现出明显的年际特征，线性变化趋势非常小，

去除线性趋势后的变化与未去除线性趋势后的变化

几乎完全一致．与目前国内气候预测监测业务中通

常使用的５００ｈＰａ上５８８０ｇｐｍ（１ｇｐｍ＝９．８Ｊ／ｋｇ）

特征线最西端所在经度位置定义的指数（刘芸芸等，

２０１２）相比，在表征副高东西变动的年际变化方面具

有很好的优势，避开了由于高度场的升高趋势相应

造成的副高西伸趋势．因此，本文直接选用未清除线

性趋势的ＶＯＲＴ指数系列来讨论副高的东西变动

特征．这里以标准化ＶＯＲＴ指数大于１和小于－１

分别选取副高正（表示副高偏东）负（表示副高偏西）

指数异常年，则副高异常偏东年有１９５８、１９６３、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１９８１、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９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和异常偏西年有１９５９、１９６２、１９６６、１９７７、１９８０、

１９８３、１９８９、１９９６、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可以

看到副高偏东年，５００ｈＰａ副高反气旋环流位于西北太

平洋菲律宾及以东的海区，５８８０ｇｐｍ特征线西脊点位

于１３５°Ｅ附近，比多年气候平均５８８０ｇｐｍ西脊点位

置（１２５°Ｅ）偏东１０个经距，孟加拉湾地区高度场较

低，５８４０ｇｐｍ等值线所表征的南支西风槽在印度半

岛中北部和孟加拉湾均比较明显（图２ａ），相应的垂

直速度距平场表明在副高区域内为异常上升气流，

即副高偏东年副高区域的下沉气流比多年气候平均偏

弱（图２ｃ）；副高偏西年，５００ｈＰａ反气旋环流向西伸展

至中南半岛东部，并控制整个南海区域，５８８０ｇｐｍ特征

线西脊点位于１２０°Ｅ附近，比多年气候平均５８８０ｇｐｍ

西脊点位置约偏西５个经距，此时尽管孟加拉湾地

区仍出现南支槽，但与副高偏东年相比，孟加拉湾和

印度半岛高度场明显偏高，南支槽也明显偏弱和偏

西（图２ｂ），副高区域的下沉气流也比多年气候平均

显著偏强（图２ｄ）．分析表明了副高东西变动指数

ＶＯＲＴ不仅能够避开因高度场定义而产生的副高

西伸趋势，还能够合理地描述副高反气旋环流和

５８８０ｇｐｍ副高特征线东西位置的异常变动．

２．２　与中国南部降水异常分布的关系

６月副高位置东西变化对中国南部地区的降

水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图３分别为 ＶＯＲＴ指数与

同期１９５８—２０１４年６月中国南部观测站点资料和

１９７９—２０１６年不同再分析格点资料的相关，可以看

到无论是站点资料还是再分析资料都显著反映了６

月副高东西变动与中国南部降水的密切联系，并表

图１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６月标准化副高东西指数年际变化

黑色实线为未去除线性趋势的变化，绿色虚线为清除线性趋势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ｉｎＪｕｎｅｆｒｏｍ１９５８ｔｏ２０１５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ｅｎｄ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ｌｉｎｅｒｅｍｏｖｅｓ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ｅ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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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副高东西异常年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ｇｐｍ）和风场（ｍ·ｓ
－１）以及垂直速度（ｐａ·ｓ

－１）距平合成场

（ａ）偏东和（ｂ）偏西年的高度和风；（ｃ）偏东和（ｄ）偏西年的垂直速度距平场．图（ａ）和（ｂ）中绿色实线为合成场５８８０ｇｐｍ特征线，

红色虚线为多年气候平均５８８０ｇｐｍ特征线，图（ｃ）和（ｄ）中阴影区表示垂直速度距平合成超过０．０５显著性检验的区域．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ｇｐｍ），ｗｉｎｄ（ｍ·ｓ
－１）ａ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ａ·ｓ

－１）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ｌｅｖｅ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ｙｅａｒｓｏｆ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

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ｉｎｄｉｎ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ｙｅａｒｓ（ａ）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ｙｅａｒｓ（ｂ）；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ｙｅａｒｓ（ｃ）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ｙｅａｒｓ（ｄ）．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ｓｏｉｌｄｌ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５８８０ｇｐｍ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ｙｅａｒｓｏｆ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

ｉｓ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５８８０ｇｐｍｌｉｎｅｉｎｆｉｇ．（ａ）ａｎｄｆｉｇ．（ｂ）．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０．０５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ｅｓｔｓａｒｅｓｈａｄｅｄｉｎ

ｆｉｇ．（ｃ）ａｎｄｆｉｇ．（ｄ）．

现出以１０５°Ｅ为界降水明显反相的东西差异特征：

副高偏东年，中国南部地区降水东少西多，偏西年刚

好相反．其中，站点资料、再分析ＣＭＡＰ和ＧＰＣＰ资

料所表现的副高东西变动与中国南部降水东西差异

的关系较为显著．另外，ＣＭＡＰ和ＧＰＣＰ再分析格

点资料还反映的副高东西变动与赤道西太平洋地区

降水密切联系：副高偏东时，赤道西太洋地区降水显

著偏多，反之则显著偏少．

副高东西异常变动年的降水距平合成也同样呈

现了中国南部降水东西差异的特征：副高偏东年，西

南中西部降水偏多，西南东部和华南降水偏少，正负

降水距平中心分别位于云南中北部和华南地区（图

４ａ）；偏西年，尽管降水距平同样反映了中国南部东

西降水差异特征，但华南地区的降水偏多比较显著，

通过０．１的显著性检验，而西南西部地区的降水偏

少特征并不显著，降水偏少幅度也比较小（图４ｂ）．

副高偏东和偏西年降水合成差值场反映的中国南部

降水东西差异特征更加显著（图４ｃ）．

为了进一步分析初夏副高东西变动与西南和华南

地区降水反相变化的密切联系，基于图３和图４相关

较显著的区域，选取西南区域 ＸＮ（２２°Ｎ—２９°Ｎ，

９７°Ｅ—１０５°Ｅ）和华南区域 ＨＮ（２２°Ｎ—３０°Ｎ，１０６°Ｅ—

１２０°Ｅ），分别计算１９５８—２０１４年两个区域站点降水

平均的时间系列ＸＮ和ＨＮ与ＶＯＲＴ指数的相关，

ＶＯＲＴ指数与ＸＮ的正相关为０．３２，与ＨＮ的负相

关为－０．５３．ＶＯＲＴ指数与两个区域降水时间系列

的相关刚好相反，并通过０．０５的显著性检验，进一

步证实了ＶＯＲＴ指数所反映的副高东西变动与西

南和华南地区反相变化的密切联系．

３　初夏副高东西异常影响中国南部降

水东西差异的可能原因

上述对比分析表明６月副高东西变动确实与中

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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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６月ＶＯＲＴ指数与同期降水的相关

（ａ）１４７观测站；（ｂ）ＧＰＣＣ；（ｃ）ＣＭＡＰ；（ｄ）ＧＰＣＰ．阴影区为通过０．０５显著性检验的区域．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ＯＲＴ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１４７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ＧＰＣＣ；（ｃ）ＣＭＡＰ；（ｄ）ＧＰＣＰ．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ｐａｓｓｉｎｇ０．０５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ｅｓｔａｒｅｓｈａｄｅｄ．

图４　副高偏东（ａ）和偏西（ｂ）年中国南部降水合成和差值场（ｃ）（单位：ｍｍ）

阴影区为通过０．１显著性检验的区域．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ａ）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ｂ）ｙｅａｒｓ

ｏｆ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ｕｎｉｔ：ｍｍ）

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ｐａｓｓｉｎｇ０．１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ｅｓｔｓａｒｅｓｈａｄｅｄ．

国长江以南东西部地区降水的反相变化密切联系，

接下来从副高东西变动与高低层大气环流异常、季

风活动、水汽输送等的联系对其影响的可能原因做

进一步分析．

３．１　副高东西变动与高低层大尺度环流变化的

关系

对比副高东西变动异常年高低层大气环流的异

常特征（图５），可见副高东西变动不仅与热带地区

的环流变化密切联系，与中纬度地区的环流也有一

定的关系．低层８５０ｈＰａ，副高偏东时西北太平洋地

区低层异常气旋环流显著，孟加拉湾南部中南半岛

南部南海赤道西太平洋为异常西风，该异常西风

主要来源于两支气流：高原南侧沿伊朗、巴基斯坦的

偏西北气流；８０°Ｅ附近由南半球越赤道转向汇入的

偏西气流（图５ａ）．偏西年，以上区域的环流变化刚

好相反（图５ｂ）．副高东西变动在高层２００ｈＰａ同样

表现出与热带东印度洋—西太平洋地区的环流变化

的紧密联系，偏东年热带西太平洋—东印度洋为非

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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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副高异常偏东（ａ，ｃ）和偏西（ｂ，ｄ）年８５０ｈＰａ和２００ｈＰａ距平风场（单位：ｍ·ｓ－１）合成

图（ａ）和（ｂ）中的绿色等值线表示纬向风距平．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ｗｉ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ｆｉｅｌｄｓ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ａｎｄ２００ｈＰａｉｎ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ａ，ｃ）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ｂ，ｃ）ｙｅａｒｓ

ｏｆ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ｕｎｉｔ：ｍ·ｓ
－１）

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ｉｓｏｌｉｎｅｓｉｎｆｉｇ．（ａ）ａｎｄｆｉｇ．（ｂ）ａｒｅｔｈｅ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常明显的异常偏东风（图５ｃ），而偏西年热带印度洋

和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非常明显的由南向北的越赤道

气流，经向南风分量明显加强（图５ｄ）．除此之外，可

以看到，副高的东西变动还与高层中纬度异常波列

的活动有一定关系，偏东年中纬度从西亚—东亚—

西北太平洋为气旋（Ｃ）反气旋（Ａ）气旋（Ｃ）异常波

列（图５ｃ），偏西年波列的变化刚好相反，为 ＡＣＡ

异常波列（图５ｄ）．

在中纬度的异常波列中，初夏东亚—西北太平

洋地区的环流异常与南亚高压和副高的异常活动有

关．陆日宇等（２００７）研究发现在中纬度对流层高层

从欧洲—西亚—东北亚地区存在一个遥相关波列，

它是古丝绸之路上空大气环流的一种主导模态，与

中纬度西风急流变化有关．副高东西变动时２００ｈＰａ中

纬度异常波列比较类似丝路波列．杨莲梅等（２００７）

研究了夏季东亚西风带急流扰动与南亚高压和副高

的关系，发现西风急流扰动动能的加强和减弱会影

响南亚高压和副高强度和位置的异常变化．因此本

文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初夏副高东西变动不仅

与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局地环流有关，有可能还与丝

路波列以及中纬度西风急流的变化有联系．

结合图５ａ、ｂ的环流变化可以初步分析华南降

水异常的原因，副高东（西）变动时西北太平洋地区

副高西北侧的异常东北（西南）风变化的不同影响可

能是造成华南降水异常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梅雨

锋和季风槽是造成华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异常

的重要系统，副高的东西变动通过影响东亚和热带

海洋地区的东西风变化，进而会显著影响季风槽

（１０°Ｎ—２０°Ｎ）和梅雨锋（２５°Ｎ—３５°Ｎ）的强度．副高

偏东年，其南侧在热带东印度洋至西太平洋低层西

风异常显著加强，而其北侧在华南东海为异常东

风，异常风场的变化有利于季风槽加强和梅雨锋减

弱，相应有利于华南地区降水偏少；偏西年异常风场

的变化及其对季风槽和梅雨锋的影响刚好相反，相

应有利于华南地区降水增加．

进一步分析副高东西异常年三维环流的变化可

以更加清楚看到环流变化的异常特征．副高偏东年，

沿１１０°Ｅ—１２０°Ｅ的异常经圈环流剖面表明气流在

１０°Ｎ—２０°Ｎ上升，在２０°Ｎ—３０°Ｎ和１０°Ｎ—０°下沉

的异常环流圈变化与副高偏东年季风槽加强和梅雨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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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副高东（ａ，ｃ）西（ｂ，ｄ）异常年沿１１０°Ｅ—１２０°Ｅ的高度纬度距平环流剖面（狏·狑１００ｍ·ｓ－１）和

沿２０°Ｎ—３０°Ｎ的高度经度距平环流剖面（狌·狑１００ｍ·ｓ－１）

图（ａ）和（ｂ）的阴影区为垂直速度超过±０．００３ｍ·ｓ－１的区域，图（ｃ）和（ｄ）中的等值线为垂直速度．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狏·狑１００ｍ·ｓ
－１）ａｌｏｎｇ１１０°Ｅ—１２０°Ｅａｎｄ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狌·狑１００ｍ·ｓ
－１）ａｌｏｎｇ２０°Ｎ—３０°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ｙｅａｒｓｏｆ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

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ｐａｓｓｉｎｇ±０．００３ｍ·ｓ－１ａｒｅｓｈａｄｅｄｉｎｆｉｇ．（ａ）ａｎｄｆｉｇ．（ｂ）．Ｔｈｅｉｓｏｇｒａｍｓｄｅｎｏｔ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ｆｉｇ．（ｃ）ａｎｄｆｉｇ．（ｄ）．

锋减弱的变化比较一致（图６ａ）；偏西年１０°Ｎ—２０°Ｎ转

为气流下沉区，有利于季风槽减弱，２２°Ｎ—３５°Ｎ的

气流上升区则有利于梅雨锋加强（图６ｂ）．因此，副

高位置东（西）异常年华南地区气流下沉（上升），以

及相应梅雨锋的异常减弱（加强）是导致华南地区降

水偏少（偏多）的主要原因．

不同区域大气环流的变化是相互联系的，在副

高东西异常年华南地区气流出现异常的同时，西南

地区气流相应也出现明显差异．从２０°Ｎ—３０°Ｎ纬

向环流圈的剖面（图６ｃ、ｄ）可以清楚看到西南和华

南地区垂直气流变化的差异：副高偏东年，其北侧的

异常东风气流在华南地区下沉，华南地区从低层到

高层为深厚的气流下沉区，中心位于对流层中高层，

而东风气流西移过程中，由于地形的影响，气流在西

南和华南西部地区沿地形上升，西南地区对流层低

层为上升气流，但上升气流区比较浅薄，仅存在

７００ｈＰａ以下对流层（图６ｃ）；副高异常偏西年，其北

侧的异常西风气流的沿青藏高原东移过程中，在高

原东侧沿高原下沉，气流在西南地区的下沉将引起

该区域的气流辐散，不利于降水的发生，而在华南地

区为气流上升，有利于华南地区降水的产生（图

６ｄ）．华南和西南地区纬向环流变化的差异在很大程

度上表明副高东西异常时两个区域的降水差异与副

高北侧纬向风的异常变化以及青藏高原大地形的动

力作用密切联系．

３．２　副高东西变动与亚洲夏季风活动和水汽输送

的关系

夏季风是影响中国夏季气候的关键系统，由于

副高的东西变动与高低层环流异常密切联系，相应

也会影响季风环流的变化．越赤道气流是季风环流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季风活动密切联系．在多年平均

气候场上，赤道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低层由南向北的

强越赤道气流中心分别位于４０°Ｅ—６０°Ｅ、８０°Ｅ—９０°Ｅ、

１００°Ｅ—１１０°Ｅ和１２０°Ｅ—１３０°Ｅ，而对流层高层３００～

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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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ｈＰａ的气流变化刚好相反，气流由北向南越过赤

道进入南半球，北风气流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空都

比较强，强北风中心位于２５０ｈＰａ附近（图７ａ）．由于

副高活动与高低层大尺度环流的联系，副高东西变

动会引起高低层越赤道气流出现显著差异．副高偏

东年，赤道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低层异常南风比较明

显，中心分别位于８０°Ｅ和１２０°Ｅ附近，有利于这些

区域由南向北越赤道气流的加强，尤其是８０°Ｅ和

１２０°Ｅ附近的越赤道气流加强明显（图７ｂ）；副高偏

西年，上述区域为异常北风，中心位于１３０°Ｅ附近，

异常北风将会减弱低层由南向北的越赤道气流（图

７ｃ）．在高层，以上区域的经向气流变化刚好相反，其

中，副高偏西异常年对流层高层由南向北异常经向

南风的变化更加显著．我们也注意到，索马里地区是

夏季由南向北越赤道气流最强的区域，但在副高东

西异常年，索马里地区越赤道气流的变化差异并不

明显．４０°Ｅ—５０°Ｅ是索马里越赤道气流中心区域

（图７ａ），副高东西异常年该区域均为异常北风，不

利于索马里越赤道气流的加强（图７ｂ、ｃ）．

南亚季风、东亚热带季风和南海季风是亚洲季

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季风的变化对我国夏季气

候具有重要影响．这里根据南亚夏季风（Ｗｅｂｓｔｅｒ

ａｎｄＹａｎｇ，１９９２）、东亚夏季风（晏红明等，２０１７）、南

海夏季风（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指数的定义，进一步分

析副高东西变动与不同区域夏季风活动的关系（表

１），发现副高偏东时，南亚夏季风、东亚夏季风、南海

夏季风均表现为加强，偏西时各夏季风减弱．其中，

副高东西变动与东亚夏季风和南海夏季风变化的联

系尤其紧密，正相关通过了０．０１的显著性检验．

夏季风活动是影响我国夏季降水变化的主要因

子，副高异常东西变动通过对夏季风活动的影响，对

我国降水也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靳莉君和赵平

（２０１２）通过观测资料和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在年际尺

度上６—７月南海地区的热带季风和降水与长江中

下游地区的西南风和降水存在着反位相变化关系，

当南海夏季风和降水偏强（弱）时，长江中下游西南

季风偏弱（强）．本文副高东西指数分别与同期

ＣＭＡＰ（图３ｃ）和ＧＰＣＰ（图３ｄ）再分析降水的相关

图７　经向风沿２．５°Ｓ—２．５°Ｎ平均的高度经度剖面（单位：ｍ·ｓ－１）

（ａ）多年气候平均经向风；（ｂ）副高偏东年和（ｃ）偏西年经向风距平．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ａ）ａｎｄ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ｌｏｎｇ２．５°Ｓ—２．５°Ｎ

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ｂ）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ｃ）ｙｅａｒｓｏｆ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ｕｎｉｔ：ｍ·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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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也进一步表明了副高异常东西变动时华南和南

海地区降水变化的这种反位相关系．进一步分析副

高异常东西变动时低层环流变化，可以看到副高对

华南和南海地区降水反位相变化影响的原因：副高

偏东年南海夏季风偏强，但异常西风主要维持在热

带地区，而在华南地区，由于副高偏东时异常气旋位

于西北太平洋至华南，其西北侧的异常东北风导致

华南地区的西南风减弱（图５ａ），相应会减弱华南区

域的西南水汽输送；与之相反，副高偏西年南海夏季

风偏弱，热带地区南风减弱，而华南地区却为副高偏

西时异常气旋环流西侧的异常西南风控制，有利于

西南气流加强（图５ｂ），相应加强华南地区的西南风

水汽输送．另外，张庆云等（２００３）定义的东亚夏季风

强弱指数正是反映了季风槽和梅雨锋反位相变化的

关系，这种关系与靳莉君和赵平（２０１２）指出的南海

热带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季风强弱和降水多少

的反位相变化关系是一致的．

６月副高东西变动除了与南海季风和东亚季风

呈显著正相关，与南亚夏季风活动也有密切联系．从

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副高偏东年，赤道８０°Ｅ附近由

南向北的越赤道气流显著加强，并在印度半岛南部

转向西，经孟加拉湾南部、中南半岛南部，流向西太

平洋，加强了孟加拉湾地区的西南季风和南海地区

的热带西风，孟加拉湾地区西南季风的加强有利于

西南地区的水汽输送和降水偏多；副高偏西年，赤道

西太平洋—中南半岛南部—孟加拉湾为异常东风，

导致孟加拉湾西南季风减弱，相应不利于西南水汽

输送和西南地区降水的发生．

图８分别为副高东西变动异常年水汽输送的变

表１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各季风指数的相关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狅狀狊狅狅狀犻狀犱犲狓

犳狅狉１９５８—２０１５

ＶＯＲＴ 南亚夏季风 东亚夏季风 南海夏季风

ＶＯＲＴ １．００ ０．２８ ０．７０ ０．７９

南亚夏季风 — １．００ ０．１８ ０．５８

东亚夏季风 — — １．００ ０．６２

南海夏季风 — — — １．００

注：相关系数通过０．０５显著性检验用””标注．

化，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副高偏东年，８０°Ｅ附近

越赤道来自于南半球的水汽输送有利于孟加拉湾和

季风槽区的水汽输送加强，孟加拉湾和季风槽区有

明显的水汽辐合，而华南地区由于受异常气旋环流

西北侧偏东北气流的影响，为显著的水汽输送辐散

（图８ａ）；而副高偏西年，季风槽和孟加拉湾地区的

异常偏东风导致水汽输送减弱，使得热带季风槽区

和西南地区为水汽辐散，而华南地区由于受异常反

气旋环流西北侧西南气流的影响，西南水汽输送加

强，华南出现显著的水汽输送辐合（图８ｂ）．

以上分析中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副高东西异常

变动年影响西南和华南地区降水的水汽来源问题．

从分析看到８０°Ｅ和１２０°Ｅ附近的越赤道气流在副

高偏东年加强（图７ｂ）和偏西年减弱（图７ｃ），相应图

８的水汽输送也表明了副高偏东年这两个区域来自

南半球的水汽输送加强，南亚、东亚和南海夏季风加

强，而此时除了西南地区降水增加外，华南地区的降

水却是减少的；与此相反，副高偏西年这两个区域来

自南半球的水汽输送减弱，而此时华南地区的降水

反而增加．从西南和华南地区降水与南半球水汽输

图８　副高东（ａ）西（ｂ）异常年整层水汽输送距平（单位：ｋｇ·ｓ
－１·ｍ－１）及通量散度距平合成场（单位：１０－５ｋｇ·ｓ

－１·ｍ－２）

矢量为水汽输送，阴影区为水汽输送通量散度．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ｕ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ｎｉｔ：ｋｇ·ｓ
－１·ｍ－１）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ｕｒｆｌｕｘ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１０
－５ｋｇ·ｓ

－１·ｍ－２）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ａ）ａｎｄ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ｂ）ｙｅａｒｓｏｆ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

Ｔｈｅｖｅｃｔｏｒｓｄｅｎｏｔ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ｕ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ｄｅｎｏｔｅ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ｕｒｆｌｕｘ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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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异常和季风变化关系来看，在西南地区是一致的，

华南地区却刚好相反，这可能反映了初夏影响西南

和华南地区降水的水汽来源是不同的：西南地区降

水的水汽主要来源于８０°Ｅ赤道附近的越赤道气流，

而影响华南地区的水汽主要来源于副高南侧偏东风

从西太平洋地区向西输送的水汽，在南海转向北的

西南气流水汽输送．初夏尽管副高偏东年１２０°Ｅ越

赤道气流加强，但该气流仅活跃于热带季风槽地区，

是影响季风槽区域降水多少的主要因子．

４　初夏影响副高东西变动的前期海洋

信号因子

副高活动受到众多因子的影响，其中海温异常

与副高活动存在显著联系，近年来的很多工作进一

步强调了赤道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以及印度洋海温

对副高偏强西伸的影响（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钱代丽和管兆勇，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Ｑｉ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作者在最近的分析还发现热带海洋对副高的

影响与副高南北位置的变化密切相关，副高位置偏

南时热带海洋的影响比较显著，反之影响较弱（晏红

明和王灵，２０１９）．初夏６月是夏季副高位置比较偏

南的时段，海温对副高的影响值得重点关注．另外，

由于海洋的热容量较大，对大气环流存在显著的滞

后影响，在气候预测中从前期海洋变化中来寻找影

响降水异常的前期信号因子对于提高预测准确率具

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初夏

影响华南地区降水异常的前期信号，接下来我们进

一步分析初夏影响副高变化的前期海洋因子．

由于热带ＳＳＴＡ的增暖趋势比较明显，在以下

分析中均去除了海温线性增暖趋势的影响．图９ａ、ｂ

分别为６月副高东西 ＶＯＲＴ指数与前期印度洋和

太平洋ＳＳＴＡ的相关，看到６月副高东西变动与前

期西北太平洋ＳＳＴＡ负相关和赤道西太平洋ＳＳＴＡ

正相关比较显著，尤其是１—３月．因此，这里选取相

关显著的两个海洋区域 Ａ（１２５°Ｅ—１３５°Ｅ，２０°Ｎ—

３０°Ｎ）和Ｂ（１４５°Ｅ—１６０°Ｅ，５°Ｎ—１５°Ｎ），定义海洋

前期信号指数为ＳＳＴＩＤＸ＝Ａ－Ｂ．图９ｃ为１—３月

ＳＳＴＩＤＸ指数与副高东西指数ＶＯＲＴ的年际变化，

看到在很多年份ＳＳＴＩＤＸ和ＶＯＲＴ指数的变化相

反，年际相关为－０．４２，通过９９％显著性检验，可以

作为前期海洋信号因子来预测后期初夏副高东西位

置和中国南部降水的变化．

进一步分析前期海洋信号因子ＳＳＴＩＤＸ与后

期高低层大气环流的相关，可以看到前期海温变化

对后期环流的影响．当前期ＳＳＴＩＤＸ偏高，即西北

图９　副高指数与前期１—３月（ａ）和４—５月（ｂ）海温的相关，阴影区为通过０．０５显著性检验的区域；

１９５８—２０１５年海温指数ＳＳＴＩＤＸ（棒线）和ＶＯＲＴ指数（折线）年际变化（ｃ）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ＯＲＴ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ＳＳＴＡｆｉｅｌｄｓｆｏｒＪａｎｕａｒｙＭａｒｃｈ（ａ）ａｎｄＡｐｒｉｌＭａｙ（ｂ）．

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０．０５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ｅｓｔｓａｒｅｓｈａｄ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ＳＴＩＤＸ（ｂａｒｌｉｎｅ）ａｎｄＶＯＲＴ

ｉｎｄｅｘ（ｃｕｒｖｅｌｉｎｅ）ｆｒｏｍ１９５８ｔｏ２０１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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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海温偏高和赤道西太平洋海温偏低时，有利

于后期６月西北太平洋高低层产生异常反气旋环

流，西北太平洋副高偏西，反之有利于后期西北太平

洋地区异常气旋环流，导致副高偏东（图１０）．另外，

还可以看到前期海洋信号因子对东亚中高纬度环流

的影响，海温指数偏高年，后期６月巴尔喀什湖附近

对流层中低层出现异常反气旋环流，其东侧异常西

北风沿东亚东部南下至３０°Ｎ附近，与西北太平洋

异常反气旋西北侧的异常西南风交汇．

为了进一步验证资料诊断分析结果，我们根据

图９ａ西太平洋Ａ区和Ｂ区海温异常区域设计了两

个异常试验海温强迫方案：正异常试验（Ａ区正和Ｂ

区负，图１１ａ），记为试验Ａ１；负异常试验（Ａ区负和

Ｂ区正，图１１ｂ），记为试验 Ａ２．另外为了探讨海温

异常对大气环流的影响，用多年月平均海温做控制

试验，记为试验Ｃ．数值模拟以３０°Ｎ，１３５°Ｅ为中心，

纬向２００个格点，经向２８０个格点，分辨率５０ｋｍ，

采用ＲＯＴＭＥＲ投影．为了研究前期海温变化的影

响，异常试验时海温异常从当年１月第一个时次至

３月的最后一次时次（周海温，每７天一个值）加异

常海温，积分时间从上一年１２月０１日００时００分

至次当年７月０１日００时００分，其中上一年１２月

为模式适应稳定的时间．同时考虑到不同初始场对

模式输出结果的影响，每种试验采用５个不同初始

场积分集成的结果．在以下分析中我们用异常海温

强迫试验输出场减去控制试验输出场的差值来表示

海温异常变化对气候的影响，Ａ１Ｃ和Ａ２Ｃ分别表

示西北太平洋Ａ区和Ｂ区相反的海温异常强迫对

大气环流的影响．

可以看到尽管数值模拟正负异常强迫试验的环

流变化不能完全再现资料诊断分析的结果，但在一

定程度上却还是反映了正负海温异常对副高东西变

动的影响：正异常强迫试验结果表明对流层中低层

８５０ｈＰａ和５００ｈＰａ层上孟加拉湾地区出现异常反

气旋环流，该异常反气旋环流有利于副高的进一步

加强西伸，孟加拉湾至西太平洋的热带地区为正高

度距平（图１１ｃ、ｅ）；与之相反，负异常强迫试验结果

在对流层中低层８５０ｈＰａ和５００ｈＰａ层上孟加拉湾

地区出现一异常气旋环流，该异常气旋环流不利于

副高的进一步加强西伸，相应孟加拉湾至中南半岛

的大部分地区为负高度距平区，西太平洋上异常反

气旋的位置比正异常试验的异常反气旋位置偏东

图１０　１９５０—２０１５年１—３月ＳＳＴＩＤＸ与后期６月８５０ｈＰａ（ａ）、５００ｈＰａ（ｂ）和２００ｈＰａ（ｃ）矢量风的相关，

矢量为通过０．０５显著性检验的区域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ＳＳＴＩＤＸｆｏｒＪａｎｕａｒｙ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ｗｉｎｄ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ａ），５００ｈＰａ（ｂ），２００ｈＰａ（ｃ）

ｉｎ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Ｊｕｎｅｆｏｒ１９５０—２０１５．Ｔｈｅｖｅｃｔｏｒｓｄｅｎｏｔｅａｒｅａｓｐａｓｓｉｎｇ０．０５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ｅ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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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海温异常试验方案以及相应的数值模拟距平风场（矢量）和高度场（阴影区）

（ａ）正和（ｂ）负异常试验方案；（ｃ）正和（ｄ）负异常试验模拟的８５０ｈＰａ距平风和高度场；

（ｅ）正和（ｆ）负异常试验模拟的５００ｈＰａ距平风和高度场．

Ｆｉｇ．１１　ＳＳＴＡ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ａｎｄ５００ｈＰａ

（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ｂ）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ＳＴＡ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Ｔｈｅ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ｃ）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

（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Ｔｈｅ５０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ｓ．

（图１１ｄ、ｆ）．因此，数值模拟试验在一定程度也表明

西北太平洋南北海温的异常反位相变化对副高东西

变动存在的影响．

另外，我们知道，孟加拉湾环流的异常变化对来

自孟加拉湾西南水汽输送的影响较大，该区域异常

反气旋活动不利于孟加拉湾西南水汽输送，相反，异

常气旋活动则有利于孟加拉湾西南水汽输送．从数

值模拟结果看到，正异常试验所反映的副高偏西年，

孟加拉湾异常反气旋发展不利于孟加拉湾西南水汽

输送，这一环流变化与图３ｃ所反映的副高偏西年西

南地区降水偏少是一致的；相反，负异常试验所反映

的孟加拉湾异常气旋发展则有利于孟加拉湾水汽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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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这一环流变化与图３ｂ所反映的副高偏东年西南

地区降水偏多也是比较匹配的．

５　结论和讨论

副高是控制中国天气气候变化的大尺度环流系

统，初夏副高位置偏南，其东西位置的异常变动对中

国南方地区的降水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在前期

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初夏副高东西变动对

中国南方降水的影响及其影响的可能机理，得到以

下几点结论：

（１）初夏副高东西变动对中国南方东西部地区

降水的反相变化有重要影响，当副高偏东（西）时，中

国西南降水偏多（少），华南地区降水偏少（多）．

（２）初夏副高东（西）变动时，低层西北太平洋地

区为异常气旋（反气旋）环流，８０°Ｅ和１２０°Ｅ附近越

赤道气流、南海夏季风、东亚夏季风和南亚夏季风加

强（减弱）．另外，副高的东西变动还与中纬度地区对

流层高层丝路波列的变化有一定联系．

（３）副高东西变动时引起华南和西南地区降水

反相变化的原因不同：华南地区降水直接受副高东

西变化影响，而西南地区降水除了与副高东西变动

有关，还与青藏高原大地形动力作用的影响有关．副

高偏东时，副高北侧低层的异常东风从华南向西流

动的过程中，在西南地区受高原地形抬升作用的影

响，西南地区低层出现气流沿地形抬升，在气流抬升

辐合作用下，西南地区降水偏多；与此相反，副高偏

西时，其北侧的异常偏西风气流从高原向东流动过

程中，在西南地区沿高原下沉，气流下沉引起的气流

辐散导致西南地区降水偏少．

（４）初夏副高东西变动时影响西南和华南地区

的水汽输送来源是不同的，西南地区主要受８０°Ｅ附

近从南印度洋越赤道气流水汽输送的影响，而华南

主要受副高南侧偏东气流从热带西太平洋地区输送

水汽的影响，１２０°Ｅ附近越赤道气流水汽输送主要

影响热带季风槽区的降水变化．

（５）初夏副高东西变动与前期１—３月西北太平

洋和赤道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温显著相关，前期西北

太平洋暖海温和赤道西太平洋冷海温有利于副高偏

西，反之有利于副高偏东．数值模拟结果在一定程度

证实了前期西太平洋地区海温偶极异常对后期副高

东西变动的影响．

大气环流变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本文分

析表明在副高东西变动背景下，中国南方东西部地

区的降水呈现出反相变化的关系，尽管影响这两个

区域的主要因子和系统有所差异，但与副高东西变

动和周围大气环流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副高

北侧盛行偏西风，南侧盛行偏东风，副高的东西变动

会改变其南北两侧东西风的强度，进而影响热带亚

洲夏季风和中纬度西风带的强弱．另外，副高内部主

要以气流下沉辐散为主，副高东西变动在西北太平

洋地区造成的辐合辐散异常会直接影响东亚地区的

经向环流和纬向环流的变化．正是由于这些环流异

常导致了中国南方东西部地区的降水差异．通过本

文的研究，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首先，季风槽和梅雨锋是分别存在于热带和副

热带地区的两个低值系统，其变化刚好相反．初夏６

月副高位置偏南，副高偏东变化与１２０°Ｅ赤道附近

的越赤道气流显著加强有关，加强的越赤道气流转

为偏西风后，仅活动于热带地区，在季风槽活动加强

的同时，减弱了副高南侧的东风和北侧梅雨锋的活

动，进而减弱了华南地区的降水．我们知道越赤道气

流与南半球的大尺度环流变化密切联系，在越赤道气

流和副高变化的相互联系中，以越赤道气流为桥梁，

南半球的环流变化对初夏副高的影响，以及对副热带

梅雨锋的影响作用如何？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其次，本文的分析发现初夏６月副高的东西变

动与前期西北太平洋海温变化显著相关，我们计算

了海温指数ＳＳＴＩＤＸ正负异常年海温距平合成（图

略），发现ＳＳＴＩＤＸ正负异常年赤道印度洋和中东

太平洋地区的海温也出现了明显的异常，而且这两

个海区海温的变化幅度比西北太平洋地区海温的变

化幅度还大，但在分析初夏副高东西指数与前期海

温变化的关系时，前期印度洋和赤道中东太平洋地

区的海温与后期初夏副高东西变化的关系却不明

显．Ｚｈｏｕ等（２００９）分析指出在年代际尺度上副高西

伸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温的增暖有关；袁媛等

（２０１８）最近的分析也表明印度洋和赤道中东太平洋

海温增暖对副高西伸的影响．但我们注意到这些研

究所定义的副高东西变动均是基于５００ｈＰａ高度，

高度场和海温场本身就存在明显的年代际特征，它

们之间的关系中是否年代际变化的影响要大一些等

问题还不清楚，因此，在去除了两者的年代际变化之

后，副高东西变动和热带海温的关系还值得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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