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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位涡外部源汇是驱动大气环流的原动力。文中详细介绍了地表位涡制造和位涡密度强迫的联系，讨论了不同坐标

系中位涡密度方程的特点及其在应用中应当注意的问题。还以２００８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为例，探讨了青藏高原地表

位涡密度强迫及东传对下游地区对流性天气发生的影响，拟由此揭示青藏高原位涡密度强迫激发中国东部激烈天气发生的

一种新机制。伴随着青藏高原地表正位涡密度的东传，下游地区对流层中高层出现纬向正绝对涡度平流，气旋性环流增强，

从而促使低空南风发展，为南方地区提供充沛的水汽条件。另外，南风的增强有利于低空经向负绝对涡度平流的加强，从而

使南方地区高、低空形成绝对涡度平流随高度增大的大尺度环流背景，有利于上升运动的发展。上升运动的加强又促进低空

南风气流的增强，使高、低空绝对涡度平流随高度增大的环流背景进一步增强，最终导致降水的产生。

关键词　位涡密度，绝对涡度平流，青藏高原，降水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４３３

１　引　言

众所周知，青藏高原对中国东部、南部、甚至是

北部的降水均具有重要影响（Ｔａｏ，ｅｔａｌ，１９８１；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Ｙａｓｕｎａｒ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多年来，

广大气象学者对青藏高原影响中国降水的成因和机

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

果。青藏高原作为抬高的热源，在其动力和热力作

用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天气系统（如青藏高原低

涡和切变线等），这些天气系统不仅是青藏高原降水

的主要来源，其发展和东移也常常给下游地区带来

灾害性天气过程（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２０１７；Ｗ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Ｎ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如１９９８年长江流域出现了罕见的持续性暴

雨和洪涝灾害过程，而大部分暴雨的发生是由青藏

高原发展东移的低涡或切变线造成的（师春香等，

２０００）。另外，青藏高原地区是中尺度对流云团活跃

区（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３；江吉喜等，１９９６；Ｙａｓｕｎａｒ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一些对流云团在合适的环

流条件下发展东移往往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暴雨的

发生（卓嘎等，２００２；过仲阳等，２００３；傅慎明等，

２０１１）。

青藏高原在夏季是一个巨大的热源，中国东部

地处东亚季风区，夏季炎热多雨，环流异常所引起的

洪涝灾害也往往多发，因此，青藏高原对中国东部降

水影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夏季。尽管如此，青藏高

原影响中国冬季降水异常的研究也给予了相当的重

视。２００８年初中国南方遭遇了５０年来最为严重的

持续性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这场灾害持续时间超过

２０ｄ，多达２０个省（区、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截

至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４日，因灾死亡１２９人，紧急转移安

置１６６万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１５１６．５亿元（陶诗

言等，２００８）。陶诗言等（２００８）指出这次低温雨雪冰

冻灾害主要由４次天气过程组成，分别是１月１０—

１４日、１８—２２日、２５—２９日和１月３０日—２月２

日。欧亚大陆异常的大气环流是造成本次事件的主

要原因。丁一汇等（２００８）认为这次低温雨雪冰冻灾

害是多种因素在同一时段、同一地区相互配合和叠

加的结果：冬季强拉尼娜事件为冷空气的入侵提供

了气候背景场，欧亚大陆持续性的环流异常直接导

致暴雪的发生，孟加拉湾和中国南海地区暖湿气流

的北上是雨雪天气形成和持续的必要条件。另外，

气象学者还探究了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施宁等，

２００８；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东亚冬

季风（顾雷等，２００８）、东亚高空急流（张春艳等，

２０１３；Ｌ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左群杰等，２０１７）、华南准静

止锋（陶祖钰等，２００８）以及青藏高原与本次事件的

联系。Ｂａｏ等（２０１０）和李来芳等（２０１１）利用数值模

式发现青藏高原变暖有利于南支槽的发展和加强，

进而有利于水汽向中国南方输送。陶诗言等（２００８）

发现雨雪冰冻灾害期间，不断有从高原西侧过来的

高空高位涡扰动移到华南上空的静止锋上，诱发低

层静止锋锋生产生降水。Ｓｕｎ等（２０１０）也有类似发

现，他们指出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８日之后青藏高原上空

对流系统异常活跃且频繁东移影响中国。南方４次

雨雪天气过程中后３次事件均伴随着青藏高原对流

云团的东移。孙建华等（２００８）指出在造成危害最大

的第３次雨雪天气过程中共有３次高原对流的东

移。由此可见，青藏高原与２００８年南方低温雨雪冰

冻灾害的发生有密切联系。那么，为什么雨雪冰冻

灾害期间高原上空对流异常活跃呢？这一问题亟待

解决。

为了探讨上述问题，文中引入位势涡度（简称位

１７８马婷婷等：青藏高原地表位涡密度强迫对２００８年１月中国南方降水过程的影响Ⅰ：资料分析　 　　　 　　　　　　　　　



涡）的概念。位涡是一个既能反映大气热力作用又

能反映大气动力作用的物理量，它可以较好地指示

大尺度大气运动的特征以及移动和发展规律

（Ｈｏｓｋｉｎ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５；Ｈｏｓｋｉｎｓ，１９９７；Ｈｕｏ，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Ｂｒａｃｅｇｉｒｄｌ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被广泛应用于天气分析和研究工作中。一般

而言，位涡的分布呈现出由低纬度向高纬度、由低层

向高层增大的特征，边界层内尤其是近地表附近位

涡值很小。这使得早期对位涡异常的研究多集中在

中高纬度、对流层中高层，而近地表附近常以位温异

常代替位涡异常进行研究。随着位涡理论的不断应

用和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Ｈｅｌｄ，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Ｋｏ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５；Ｅｇｇ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指出，自由大气中的位涡与地表位涡具有密切

联系，地表制造的位涡输送到自由大气中，影响自由

大气中位涡的收支。Ｓｈａｗ （１９３０）和 Ｈｏｓｋｉｎｓ

（１９９１）根据大气中等熵面的分布将大气划分为上层

空间、中层空间和下层空间。热带对流层顶以上的

等熵面构成了上层空间；热带对流层顶以下且不与

地面相交的等熵面构成了中层空间；而下层空间则

由全部与地表相交的等熵面构成。根据位涡定理

（Ｈａｙｎ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７），上层空间和中层空间中的等

熵面不与地表相交，整个等熵面内不存在净位涡的

制造，而下层空间中则存在位涡的制造或消亡。

Ｈｏｓｋｉｎｓ（１９９１）研究了下层空间中位涡的收支情

况，认为从长期气候平均的角度来看，摩擦作用所造

成的位涡异常应与非绝热加热所引起的位涡异常抵

消，在这一约束条件下南半球西风带控制区应出现

地表非绝热冷却。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等（２００３）定义的“广义

位涡”为传统位涡和地表制造位涡之和，并在此基础

上分析了耗散气流过山时，在山脉背风坡一侧出现

的地表“涡旋对”如何影响等熵面中的位涡。然而，

由于边界层内气象要素分布较自由大气中复杂、再

分析资料对地表和边界层内气象要素的描述过于粗

糙，地表位涡的制造和影响并没有得到深入探讨和

应用。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地表位涡密度强迫与地

表位涡制造的联系，以２００８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

灾害为例，试图从青藏高原东部地表位涡密度强迫

的角度理解青藏高原对流活动异常活跃的原因，通

过高原地表位涡密度的东移传播影响下游地区的降

水来揭示青藏高原影响中国东部激烈天气的一种新

机制。

２　原理与数据

２．１　不同坐标系下的位涡与位涡密度

位涡（犘）是单位质量的气块绝对涡度矢量与位

温梯度的点乘积（Ｅｒｔｅｌ，１９４２）：犘＝αξａ·θ。其

中，α为气块的比容，ξａ 为三维绝对涡度，θ为位温。

描述大气运动的位涡方程最早由Ｅｒｔｅｌ（１９４２）提

出，形式为

ｄ犘
ｄ狋
＝α（ξａ·θ＋×犉·θ） （１）

式中，θ为非绝热加热（θ＝ｄθ／ｄ狋）；犉为动量摩擦，其

纬向和经向分量分别表示为犉狓＝ατ狓／狕和犉狔＝

ατ狔／狕。其中，τ狓 和τ狔 分别为纬向和经向地表风应

力，计算公式分别为τ狓＝ρ犆Ｄ｜犞｜狌和τ狔＝ρ犆Ｄ｜犞｜狏；ρ

为气块的密度；犆Ｄ 为拖曳系数，根据经验在计算中

取为２×１０－３；｜犞｜＝ 狌２＋狏槡
２为１０ｍ风速。计算

中，摩擦层的高度取为１０００ｍ，因此，计算动量摩擦

时Δ狕为１０００ｍ。

引入位涡密度犠，令

犠 ＝ρ犘 ＝ξａ·θ （２）

根据 Ｈａｙｎｅｓ等（１９８７），犠 为单位体积内位涡总量，

本文中称之为位涡密度（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将式（２）代入式（１）并应用连续方程，则有

ｄ犘
ｄ狋
＝α
ｄ犠
ｄ狋
＋犠

ｄα
ｄ狋
＝α（

ｄ犠
ｄ狋
＋犠·犞）

＝α（ξａ·θ＋×犉·θ） （３）

方程两边消去α整理各项后即可得到位涡密度方程

ｄ犠
ｄ狋
＝－犠·犞＋ξａ·θ＋×犉·θ（４）

上式表明在笛卡尔坐标系下，大气的辐合辐散、非绝

热加热和摩擦是大气位涡密度的源和汇。与位涡式

（１）相比，在绝热无摩擦的大气中，位涡守恒，而位涡

密度不守恒，位涡密度的变化还需要考虑大气密度

的变化，大气内部的辐合能够制造位涡密度。

进一步化简式（４），应用矢量运算关系·

（Φ犃）＝Φ·犃＋犃·Φ可得位涡密度的局地变

化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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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

狋
＝－·［犠犞－θ×犉－ξａθ］ （５）

上式表明，位涡密度的局地变化由位涡密度通量的

辐合辐散、摩擦和非绝热加热作用所决定。

由于位涡（犘）在不同坐标系下的形式不同，位

涡密度（犠）及其局地变化方程在不同坐标系下的形

式也会有所差异。鉴于等熵坐标系和等压坐标系是

位涡分析中常用的两种坐标系，接下来将着重导出

位涡密度（犠）及其局地变化方程在这两种坐标系下

的形式。

在等熵坐标系下，位涡（犘）的形式为 犘＝

ξａ·θ

ρθ
，其中ρθ＝－

１

犵

ｄ狆
ｄθ
为等熵坐标系内大气的

“密度”（Ｈｏｌｔｏｎ，２００４）。引入位涡密度：犠＝ρθ犘，

则在等熵坐标系下恒存在如下关系：犠＝ξａ·θ＝

ξａ·犽＝犳＋ζθ，表明等熵坐标系下位涡密度在数值

上与等熵绝对涡度相等（Ｒｏｓｓｂｙ，１９４０；Ｈｏｓｋｉｎｓ，ｅｔ

ａｌ，１９８５；Ｈａｙｎ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７）。同理利用该关系式

和等熵坐标系下的连续方程可以得到等熵坐标系下

位涡密度的局地变化方程

犠

狋
＝－θ·［（犳＋ζθ）犞－犉×犽＋

θ
犞

θ
×犽］

（６）

其中，在等熵坐标系下，位涡密度通量的辐合辐散项

（－·（犠犞））在垂直方向的分量（－


θ
［（犳＋ζθ）

θ］）

与非绝热加热项（·（ξａθ））的垂直分量（


θ
［（犳＋

ζθ）θ］）刚好抵消，摩擦项×犉·θ＝×犉·犽＝

θ·（犉×犽）。因此，笛卡尔坐标系下三维的位涡密

度局地变化方程在等熵坐标系下化简为沿等熵面的

二维位涡密度局地变化方程。式（６）表明在等熵坐

标系下，位涡密度的局地变化与等熵面内位涡密度

通量的水平辐合辐散、摩擦和非绝热加热作用有关。

等压坐标系是大气分析中最常用的坐标系。对

于固定在几何空间内截面积为δ犃 的小六面体，在

不同坐标系下根据质量守恒原理有：δ犕 ＝ρ狕δ狕δ犃

＝（－
δ狆
犵
）δ犃＝ρ狆（－δ狆）δ犃，因此，等压坐标系下大

气“密度”ρ狆 ＝－ρ狕
ｄ狕
ｄ狆
＝犵

－１，位涡（犘）和位涡密度

（犠）在等压坐标系下的形式为

　

犘狆 ＝－犵ξ犪狆·狆θ＝－犵［犽×
犞犺

狆
·狆犺θ＋

（犳＋ζ狆）
θ
狆
］

犠狆 ＝－ξ犪狆·狆θ＝－［犽×
犞犺

狆
·狆犺θ＋

（犳＋ζ狆）
θ
狆

烅

烄

烆
］

对比等压坐标系下的位涡和位涡密度可以发现，与

等熵坐标不同，等压坐标系下的位涡密度保留了位

涡的动力和热力属性，且分布与位涡分布相似。同

理可以得到等压坐标系下位涡密度的局地变化方程

犠

狋
＝－犞·狆犠 －ξ犪狆·狆θ－狆θ·狆×犉

（７）

上式表明，等压坐标系下，位涡密度的局地变化与位

涡密度平流、非绝热加热和摩擦作用有关。在绝热

无摩擦情况下，式（７）简化为
犠

狋
＋犞·犠 ＝

ｄ犠
ｄ狋

＝０，表明在等压坐标系中质块的位涡密度（Ｗ）是

守恒的。即绝热无摩擦大气中沿着质块移动的轨

迹，质块的位涡密度是守恒的。这一特征在形式上

与绝热无摩擦情况下质块位涡守恒的特征相似。但

是由于在绝热场合，质块的移动轨迹位于同一等熵

面上，因此等熵位涡是严格守恒的；而在等压坐标中，

只有当质块的垂直速度为０（ω＝ｄ狆／ｄ狋＝０）时，沿着

等压面移动的质块其位涡密度才守恒。这意味着在

大气准水平运动的场合，等压面位涡密度分析有助

于揭示大气运动的动力和热力特征。但是在天气过

程激烈发展的场合，上升运动往往发展强烈。因此，

在进行等压位涡密度分析时不仅要分析水平位涡密

度输送，还必须进行垂直位涡密度输送的诊断。

２．２　地表位涡制造与位涡密度的联系

仿照 Ｈｏｓｋｉｎｓ（１９９１）分析等熵面内位涡收支的

方法，在任意等熵面θｓ内对质量加权的位涡进行积

分，并利用高斯定理将面积分转化为沿积分边界的

线积分可得



狋∫
犛

ρθ犘ｄ狊＝


狋∫
犛

犠ｄ狊＝－∮
Γ

［（犳＋ζθ）犞－

犉×犽＋θ
犞

θ
×犽］·狀ｄ犾 （８）

式中，犛为等熵面θ狊 上积分的总面积；Γ为积分边

界；ｄ犾为边界Γ 的单位增量，当线积分方向取逆时

针方向时为正；狀为单位矢量，垂直于ｄ犾并指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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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上式阐明了地表位涡制造与位涡密度的联

系，即等熵面内质量加权的位涡增量与等熵面边界

位涡密度通量的分布有关。对于上层空间和中层空

间中的等熵面而言，由于等熵面不与地表相交，也就

没有边界（Γ→０），积分结果必然为０，即在这些等熵

面内位涡是守恒的。而下层空间中等熵面与地表相

交，积分结果与交界上的位涡密度输送、摩擦和非绝

热加热作用的大小有关，即在这些等熵面的边界处

存在位涡的制造。此外，式（８）还表明，等熵面内总

位涡密度的变化由位于等熵面边界处的总位涡密度

通量的辐合辐散所决定：边界处位涡密度的变化可

以借助总位涡密度通量的辐合辐散向等熵面内部扩

散，从而影响大气内部的环流和热力结构。

将积分边界Γ等分为犖 等份，则Γ＝∑
犖

狀＝１

Γ狀，

式（８）变形为



狋∫
犛

犠ｄ狊＝∑
犖

狀＝１∫
Γ狀

犃ｄ犾 （９）

式中，犃＝－［（犳＋ζθ）犞－犉×犽＋
θ
犞

θ
×犽］·狀，表示

等熵面边界上的位涡密度通量沿边界的法向分量。

在地转平衡的框架下，犞
θ
＝－

犚

犳狆

狆
θ
犽×犜。因

此，地表加热对犃的贡献可以表述为

犃犙 ＝－（θ
犞

θ
×犽）·狀＝－

犵
犳θ狕

θ
θ
θ狀 （１０）

式中，θ狕 为静力稳定度；θ狀 为地表位温梯度，表示斜

压性。式（９）、（１０）于是表明在地表斜压性越强的区

域，表面加热对地表位涡制造的贡献越多。

假设某一时刻与地表相交的最底层的等熵面为

θ１，最顶层的等熵面为θ犕，则对式（９）从θ犾 到θ犕 进

行空间积分便可得到该时刻地表总的位涡制造

犌ｔｏｔａｌ（θ犾，θ犕）＝∫
θ犕

θ犾

［
狋∫

犛

犠ｄ狊］ｄθ＝∑
犖

狀＝１∫
θ犕

θ犾

［∫
Γ狀

犃ｄ犾］ｄθ

＝


狋
犞

犘ｄ犿 （１１）

式中，ｄ犿＝ρθｄ狓ｄ狔ｄθ。由于与地表相交的等熵面总

是随时间变化的，因此犌ｔｏｔａｌ为时间的函数。从式

（９）—（１１）可以看出，犃的值越大，犌ｔｏｔａｌ的值越大，表

明地表位涡制造的总量与等熵面边界的位涡密度通

量、摩擦和非绝热加热作用的大小有关。此外，地表

位涡制造的总量还与积分区域内等熵面的密集程度

（犃犙）有关，积分区域内等熵面越密集（θ狀 的值越

大），犃的值越大，地表位涡制造也越多。

２．３　数　据

所用数据为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ＭＥＲＲＡ２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Ｅｒ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逐日再分析资料（Ｇｅ

ｌａｒ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

全球模拟和同化办公室推出，包括模式层、气压层和

地表各要素场，时间分辨率为３ｈ。为了凸出青藏

高原地表位涡密度强迫的作用，根据Ｓｕｎ等（２０１０）

的发现，１月１８日之后青藏高原上空对流系统异常

活跃且频繁东移影响中国，文中将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８

日—２月２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这一时段内

各要素与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气候态的差异来分

析青藏高原地表位涡密度强迫在这次雨雪冰冻灾害

中的作用。

根据２．２节中介绍的地表位涡制造理论，虽然

从等熵坐标的角度理解地表位涡制造及位涡密度强

迫相对比较容易，但在等熵坐标系下计算地表位涡

密度困难重重。这主要与等熵面在边界层内的分布

较为复杂有关。比如：由于地表强烈的加热冷却作

用使得与地表相交的等熵面在边界层内呈现出较大

的倾斜；边界层内的湍流混合作用有时会使地面附

近形成常通量层，此时等熵面几乎垂直于地面；有的

地区大气会出现静力不稳定的位温层结（θ／狕＜

０），位温随高度不单调变化，使得等熵坐标无法应

用。这些都给准确的计算地表位涡密度带来挑战。

此外，由于等熵面与地表相交，在等熵面边界处计算

位涡密度的局地变化式（６）时，需要同时用到地表数

据和大气数据。由于目前大部分再分析资料只给出

几个典型层次的等熵面资料，要得到地表每个格点

上的位涡密度倾向需要进行大量的插值计算，由此

引入的计算误差很难估计。笛卡尔坐标系和等压坐

标系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为了尽量避免误差的引

入，将位涡、位涡密度和位涡密度的局地变化方程推

广到混合σ狆 坐标系，以便于利用 ＭＥＲＲＡ２资料

提供的模式层数据直接计算位涡密度倾向方程中的

各项。在得到模式最底层位涡密度倾向后，利用坐

标转换关系得到其他坐标系下的位涡密度倾向。σ

狆坐标系下位涡、位涡密度和位涡密度倾向方程形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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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狆ｓ为地表气压；σ 为混合σ狆 坐标系下的三

维梯度算子：σ＝


狓
犻＋


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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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

３　地表位涡密度强迫对２００８年初南方雨雪

冰冻灾害的影响

　　图１分别给出了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２月５日沿

２８°—３４°Ｎ平均的３０５Ｋ等熵面上位涡密度、位涡

密度纬向平流和降水随时间的演变。从位涡密度的

分布（图１ａ）可以看出，以青藏高原东部约１０３°Ｅ为

界，以西主要为负位涡密度的分布，以东以正位涡密

度的分布为主，表明青藏高原东部对位涡密度的分

布起到了某种调控作用。在青藏高原东部约１０５°Ｅ

的地区存在位涡密度的大值中心，该中心以西为纬

向负位涡密度平流分布，以东为纬向正位涡密度平

流分布（图１ｂ），表明位涡密度随时间向下游传播。

１月初，正、负位涡密度交替出现，纬向位涡密度平

流相对较弱，降水并不明显。１月１０日开始，高原

东部正位涡密度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均有加强，并持

续向下游传播。伴随着正位涡密度的持续东传，整

个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期内中国南方的４次主要降水

过程清楚地展现出来，分别为１月１０—１４日、１８—

２０日、２５—２９日和１月３０日—２月２日，与陶诗言

等（２００８）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４次降水过程中后

３次过程均伴随着较强的纬向正位涡密度平流，表

明这次事件中南方降水的发生与高原东部位涡密度

的东传有一定的联系。１月１８日之后青藏高原东

部一直维持正位涡密度的分布，正位涡密度的强度

图１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２月５日沿２８°—３４°Ｎ平均的３０５Ｋ等熵面（ａ）位涡密度犠（１０－５ｓ－１）、

（ｂ）纬向位涡密度平流（色阶，单位：１０－１０ｓ－２）和降水（等值线，单位：ｍｍ）的时间经度剖面

（白色缺测区域表示该处等熵面位于地面以下）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ＰＶＤ，１０－５ｓ－１）ａｎｄ

（ｂ）ｚｏｎａｌＰＶＤ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ｉｎｇｓ，１０－１０ｓ－２）ｏｎ３０５Ｋｉｓｅｎｔｒｏｐ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２８°－３４°Ｎ

ｆｒｏｍ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ｔｏ５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８．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ｓｉｎ（ｂ）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ｍ）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ａｒｅ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３０５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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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１０—１４日的强，这与Ｓｕｎ等（２０１０）发现１８日

之后高原上空对流系统异常活跃有很好的对应。

　　为了进一步探讨雨雪期内高原及南方地区位涡

密度的异常，分别将雨雪期内３０°—３６°Ｎ及１１０°—

１２０°Ｅ平均的位涡密度与气候态的位涡密度进行对

比（图２）。可以看出，冬季多年平均的位涡密度在

对流层中低层分布很小（图２ａ），在青藏高原东部

７００ｈＰａ附近存在一大值中心，中心强度达到０．６×

１０－７（Ｋ·ｍ·ｓ）／ｋｇ左右。受这一中心和西风气流

的影响，下游地区８５０—６００ｈＰａ位涡密度的分布相

对较大，使得中国东部（１１０°—１２０°Ｅ）南方地区

２５°—３５°Ｎ出现位涡密度的相对大值分布（图２ｂ）。

这一特征在１月１８日—２月２日尤其明显（图２ｃ、

ｄ），青藏高原附近的位涡密度大值中心显著增强，强

度达到１．２×１０－７（Ｋ·ｍ·ｓ）／ｋｇ左右，其下游地区

８５０—５００ｈＰａ位涡密度也随之加强。南方地区在

３０°—３５°Ｎ 附近８５０—５００ｈＰａ形成了位涡密度的

大值中心，这一中心南侧以偏南风上升运动为主，北

侧以偏北风下沉运动为主。从两个时期位涡密度的

差异来看（图２ｅ、ｆ），雨雪冰冻灾害期内，青藏高原东

部６００ｈＰａ附近存在显著的位涡密度正异常中心

（图２ｅ），该中心强度向东逐渐减弱。位涡密度正异

常所伴随的异常气旋式环流使得１１０°Ｅ以东对流层

中低层出现显著的异常上升运动，这从位涡密度强

迫的角度解释了１月１８日之后高原附近对流活动

增强的原因。正位涡密度异常中心在３３°Ｎ，７００—

６００ｈＰａ达到最大（图２ｆ），向低空一直延伸至华南

低纬度地区，对应着华南准静止锋区。其南侧伴随

着较强的南风异常和上升运动异常，有利于暖湿气

流进入南方地区，为降水的发生提供充沛的水汽条

件。正位涡密度异常中心的南侧２５°Ｎ附近７００ｈＰａ

以上为负位涡密度异常区。

　　从等压坐标系下位涡密度的局地变化方程（式

（７））可以看出，位涡密度的局地变化与位涡密度平

流、非绝热加热和摩擦作用有关。如图１所示，从青

藏高原东移的位涡密度必然会通过平流作用引起南

方地区局地位涡密度的增大。此外，雨雪冰冻灾害

期内南方降水区内大量的潜热释放必然也会引起大

气位涡密度的变化。那么，图２ｃ所示的南方地区对

流层中低层正位涡密度异常主要是由什么作用引起

的呢？

图３是根据等压坐标系下位涡密度方程（式

（７））计算的位涡密度平流项和非绝热加热项的诊断

结果，由于大气中的摩擦力较小，这里忽略了摩擦项

的贡献。可以看出，位涡密度平流项在气候态（图

３ａ）和雨雪冰冻灾害期（图３ｃ）内的分布相似，均表

现为３０°Ｎ附近南方地区７００ｈＰａ以下为负位涡密

度平流区，以上为正位涡密度平流区，只是雨雪冰冻

灾害期内正、负位涡密度平流的强度均较气候态大。

雨雪期内南方地区高空正位涡密度平流有两个中

心，一个位于３３°Ｎ附近７００—５００ｈＰａ，另一个中心

位于５００ｈＰａ以上（图３ｅ）。与气候态相比，这两个

正中心在雨雪期内仍然存在，７００—５００ｈＰａ的正位

涡密度平流中心对应着青藏高原地表制造并东传的

位涡密度，对雨雪期内对流层中下层正位涡密度异

常有重要贡献，而５００ｈＰａ以上的中心对应着高层

大气位涡密度的输送。与雨雪期内中高层正位涡密

度平流加强对应，２５°Ｎ附近低空８５０ｈＰａ的负位涡

密度平流也有所加强。非绝热加热项的分布在气候

态和雨雪期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其在雨雪期内的强

度大于气候态。从气候态（图３ｂ）来看，８５０ｈＰａ以

下大气主要以非绝热加热为主，最强的非绝热加热

中心位于地表３０°Ｎ以南的中国南海及华南沿海地

区，对流层低层非绝热加热随高度递减，对应着负位

涡密度的制造。８５０ｈＰａ以上大气以非绝热冷却为

主，但强度较弱，对应的位涡密度制造也较弱。雨雪

冰冻灾害期内（图３ｄ和３ｆ），南方地区对流层高、低

空非绝热加热均有增强。其中，由于南方降水区内

凝结潜热的释放，２５°—３０°Ｎ对流层中高层非绝热

加热增加显著，在非绝热加热中心的下方对应着正

位涡密度制造，这一 特征 在 ２５°Ｎ 低空 ８５０—

７００ｈＰａ尤其明显。另外，地表附近３０°Ｎ以南低空

非绝热加热的增强导致了２５°Ｎ以南近地表附近负

位涡密度的增强，而２５°Ｎ以北近地表附近以正位

涡密度异常为主。

　　通过对比位涡密度平流项和非绝热加热项可以

看出，图２ｆ所示的南方地区３３°Ｎ附近７００ｈＰａ以

上正位涡密度异常主要由位涡密度平流作用引起。

进一步分析经向和纬向位涡密度的输送（图４）可以

看出，正位涡密度的输送主要与纬向位涡密度平流

有关。从纬向位涡密度平流的气候态分布（图４ａ）

可以看出，南方地区３０°Ｎ附近的高空存在较强的

正位涡密度平流中心，该中心一直向低空延伸到

８５０ｈＰａ。在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期间（图４ｄ），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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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位涡密度（色阶，单位：１０－７（Ｋ·ｍ·ｓ）／ｋｇ）、位温（等值线，单位：Ｋ）和风场（矢量，单位：ｍ／ｓ，垂直分量扩大

了５０倍）的垂直剖面（ａ、ｃ、ｅ）沿３０°—３６°Ｎ平均的经度剖面，（ｂ、ｄ、ｆ）１１０°—１２０°Ｅ平均的纬度剖面
（ａ—ｂ．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平均，ｃ—ｄ．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日平均，ｅ—ｆ．位涡密度和

风场在两个时期的差异（ｃ－ａ，ｄ－ｂ）；打点区域表示位涡密度差异大于三倍标准差）

Ｆｉｇ．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ＶＤ（ｓｈａｄｉｎｇｓ，１０－７（Ｋ·ｍ·ｓ）／ｋ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Ｋ），

ａｎｄ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ｓ，ｍ／ｓ，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ｄｂｙ５０）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ａ，ｃ，ｅ）３０°－３６°Ｎａｎｄ（ｂ，ｄ，ｆ）１１０°－１２０°Ｅ
（ａ－ｂ．１９８０－２０１７Ｊａｎｕａｒ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ｃ－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ｏｒｍｐｅｒｉｏｄ，ｅ－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ＰＶＤ

ａｎｄｗｉ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ｐｅｒｉｏｄｓ（ｃ－ａ，ｄ－ｂ）；ｔｈｅｄｏｔｔ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ｅ）ａｎｄ（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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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沿１１０°—１２０°Ｅ平均的（ａ、ｃ、ｅ）位涡密度平流项（色阶，单位：１０－１３（Ｋ·ｍ）／ｋｇ）和

位涡密度（等值线，单位：１０－７（Ｋ·ｍ·ｓ）／ｋｇ）、（ｂ、ｄ、ｆ）非绝热加热项（色阶，单位：１０－１３（Ｋ·ｍ）／ｋｇ）

和非绝热加热（等值线，单位：１０－５Ｋ／ｓ）的纬度高度分布（ａ、ｂ．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平均，

ｃ、ｄ．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日平均，ｅ、ｆ．两个时期的差异（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日平均减１９８０年—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平均））

Ｆｉｇ．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ｃ，ｅ）ＰＶＤ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ｒｍ（ｓｈａｄｉｎｇｓ，１０－１３（Ｋ·ｍ）／ｋｇ）ａｎｄ

ＰＶ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１０－７（Ｋ·ｍ·ｓ）／ｋｇ），ａｎｄ（ｂ，ｄ，ｆ）ｄｉａｂａｔｉｃｈｅａｔｉｎｇｔｅｒｍ（ｓｈａｄｉｎｇｓ，１０－１３（Ｋ·ｍ）／ｋｇ）

ａｎｄｄｉａｂａｔｉｃ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１０－５Ｋ／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１１０°－１２０°Ｅ

（ａａｎｄｂ．Ｊａｎｕａｒ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ｃａｎｄｄ．ｔｈｅｓｔｏｒｍｐｅｒｉｏｄ，ｅａｎｄ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ｐｅｒｉｏｄｓ（ｔｈｅｓｔｏｒｍｐｅｒｉｏｄｍｉｎｕｓＪａｎｕａｒ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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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沿１１０°—１２０°Ｅ平均的（ａ、ｄ、ｇ）纬向位涡密度平流（色阶，单位：１０－１３（Ｋ·ｍ）／ｋｇ）和

风场（矢量，单位：ｍ／ｓ）、（ｂ、ｅ、ｈ）经向位涡密度平流（色阶，单位：１０－１３（Ｋ·ｍ）／ｋｇ）和

风场（矢量，单位：ｍ／ｓ）、（ｃ、ｆ、ｉ）水平位涡密度平流（色阶，单位：１０－１３（Ｋ·ｍ）／ｋｇ）和

位涡密度（等值线，单位：１０－７（Ｋ·ｍ·ｓ）／ｋｇ）的纬度高度剖面

（ａ—ｃ．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平均，ｄ—ｆ．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日平均，ｇ—ｉ．两个时期的差异）

Ｆｉｇ．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ｄ，ｇ）ｚｏｎａｌＰＶＤ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ｉｎｇｓ，１０－１３（Ｋ·ｍ）／ｋｇ）ａｎｄ

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ｓ，ｍ／ｓ），（ｂ，ｅ，ｈ）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ＰＶＤ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ｉｎｇｓ，１０－１３（Ｋ·ｍ）／ｋｇ）ａｎｄ

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ｓ，ｍ／ｓ），（ｃ，ｆ，ｉ）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ＶＤ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ｉｎｇｓ，１０－１３（Ｋ·ｍ）／ｋｇ）ａｎｄ

ＰＶ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１０－７（Ｋ·ｍ·ｓ）／ｋｇ）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１１０°－１２０°Ｅ

（ａ－ｃ．Ｊａｎｕａｒ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ｄ－ｆ．ｔｈｅｓｔｏｒｍｐｅｒｉｏｄ，ｇ－ｉ．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ｐｅｒｉｏｄｓ）

涡密度平流在高低空均大幅度加强，并在３０°Ｎ上

空７００—５００ｈＰａ形成一个较强的中心，该中心对应

着青藏高原地表增大并东传的位涡密度。从两个时

期的差异（图４ｇ）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对流层高低空

正位涡密度平流的加强是分离开来的：高层正位涡

密度平流的加强位于５００ｈＰａ以上，与高层大气位

涡密度平流有关，而低层正位涡密度平流的加强主

要位于７００—５５０ｈＰａ。经向位涡密度平流的分布

与纬向位涡密度平流的分布刚好相反，在南方地区

３０°Ｎ附近的上空以负位涡密度平流的输送为主（图

４ｂ、ｅ），负位涡密度平流在高低空也有两个中心，分

别位于５００ｈＰａ以上和７００ｈＰａ附近。有意思的是

该负位涡密度平流中心的强度和位置在７００ｈＰａ以

上基本与纬向正位涡密度平流中心相当，而７００—

８５０ｈＰａ负位涡密度平流的中心要强于正位涡密度

平流中心（图４ｃ、ｆ和ｉ）。那么，这种经纬向正、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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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密度平流的配置有什么作用呢？

　　图２ｄ、ｆ显示雨雪冰冻灾害期间，南方地区对流

层中低层上升运动显著加强，进一步探讨这一变化

对位涡密度局地变化的影响（图５）则可发现，与纬

向和经向位涡密度平流相比，垂直方向的位涡密度

平流在气候态和雨雪期内均相对较弱（图５ａ、ｂ）。

从气候态的分布来看，南方地区对流层主要以正位

涡密度平流输送为主（图５ａ）。雨雪期内上升运动

引起的正位涡密度平流在２２°—３０°Ｎ 附近８５０—

７００ｈＰａ显著增大（图５ｂ、ｃ），这主要与雨雪期内

８５０—５００ｈＰａ位涡密度和上升运动的显著加强有

关，该正位涡密度平流的强度稍弱于水平负位涡密

度平流（图４ｆ、ｉ）的强度，导致该地区总位涡密度平

流为负值分布（图３ｃ、ｅ）。此外，３２°Ｎ 附近６５０—

５００ｈＰａ垂直方向的正位涡密度平流加强，该正位

涡密度平流与水平方向的正位涡密度平流（图４ｆ、ｉ）

共同造成了７００—５００ｈＰａ的正位涡密度平流（图

３ｃ）及正位涡密度平流异常（图３ｅ）。由此可见，在

这种上升运动发展显著的强烈天气过程中，进行等

压位涡密度分析时不仅要考虑水平位涡密度输送，

还必须进行垂直位涡密度输送的诊断才能得到正确

的推论。

图５　沿１１０°—１２０°Ｅ平均的垂直方向位涡密度

平流（色阶，单位：１０－１３（Ｋ·ｍ）／ｋｇ）、

位涡密度（等值线，单位：１０－７（Ｋ·ｍ·ｓ）／ｋｇ）和

风场（矢量，单位：ｍ／ｓ）的纬度高度剖面

（ａ．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平均，

ｂ．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日平均，

ｃ．两个时期的差异（雨雪期－气候态））

Ｆｉｇ．５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ＶＤ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ｉｎｇｓ，１０－１３（Ｋ·ｍ）／ｋｇ），

ＰＶ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１０－７（Ｋ·ｍ·ｓ）／ｋｇ），ａｎｄ

ｗｉ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ｓ，ｍ／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１１０°－１２０°Ｅ

（ａ．Ｊａｎｕａｒ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ｂ．ｔｈｅｓｔｏ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ｃ．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ｔｗｏ

ｐｅｒｉｏｄｓ（ｔｈｅｓｔｏｒｍｐｅｒｉｏｄｍｉｎｕｓ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ａ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雨雪期内南方地区对

流层７００—５００ｈＰａ位涡密度显著增大，有利于该地

区气旋性环流的加强和上升运动的发展。位涡密度

的增加与纬向位涡密度的输送有密切关系，垂直运

动作为二级环流对位涡密度的增加也有正贡献。纬

向位涡密度的输送可以追溯到青藏高原东部地表位

涡密度的增长和东传。由此可见，２００８年１月中旬

到２月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与青藏高原东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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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密度的增长和东传有密切联系。那么，是什么作

用引起青藏高原东部位涡密度的增长呢？位涡密度

的东传又是如何影响南方降水的呢？

４　位涡密度强迫及影响南方降水的机制

图６分别给出了气候态和雨雪期内地表位涡密

度倾向的分布及二者的差异，可见位涡密度倾向的

分布较为凌乱。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出在沿海及

青藏高原大地形处位涡密度倾向的值比较大，这些

地区往往是等位温线分布相对较为密集的区域，根

据式（１１），表明这些地区是地表位涡制造的关键区。

从两个时期的差异场（图６ｃ）可以看出，雨雪期内正

位涡密度倾向异常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北部、东

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其中，青藏高原地区正位涡密

度倾向的异常强度大于其他区域。因为青藏高原位

于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区的上游，且地势高耸，正位涡

密度倾向异常区已经位于海拔３０００ｍ 左右的高

度，等熵面与高原侧边界相交，从而使得这里成为地

表位涡密度强迫的源地。这也解释了图１所示高原

东部１０３°Ｅ以西为负位涡密度分布、以东为正位涡

密度分布的原因。

图６　地表位涡密度倾向在（ａ）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和（ｂ）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日的分布　　

及（ｃ）位涡密度倾向在两个时期的差异（雨雪期－气候态）　　

（单位：１０－７Ｋ／ｓ２；黑色等值线　　

代表海拔高度为３０００ｍ）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ＶＤ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ｆｏｒ（ａ）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ｂ）ｔｈｅｓｔｏ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ｃ）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１０
－７Ｋ／ｓ２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０００ｍ）　　

　　进一步探究动力因子和热力因子在地表位涡密

度倾向异常中的作用可以发现（图７），位涡密度通

量的辐合辐散项对地表总位涡密度倾向的贡献最大

（图７ｂ），尤其是青藏高原东部２６°—３４°Ｎ的正位涡

密度倾向大值区，该项是正位涡密度异常的唯一贡

献项。非绝热加热项的作用相对较弱（图７ｃ），但该

项是华南沿海地区正位涡密度制造的重要贡献项，

此外，青藏高原南坡也有较强的非绝热加热制造的

正位涡密度异常。摩擦的作用在３项中最弱（图

７ｄ），对地表总位涡密度制造的贡献很小。

　　根据矢量运算关系，地表位涡密度通量的辐合

辐散项可以分解为地表大气辐合辐散项和地表位涡

密度平流项：－·（犠犞）＝－犠·犞－犞·犠。

对比这两项的贡献可以看出（图８），大气辐合辐散

项对青藏高原东部的正位涡密度倾向贡献最大（图

８ｂ），这主要与该处地表大气有较强的辐合有关（图

８ｄ），而位涡密度平流的作用在该处为负贡献（图

８ｃ）；沿海地区位涡密度倾向的分布主要受位涡密度

平流作用的控制（图８ｃ）。

以上分析表明，雨雪期内由于高原东部近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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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日（ａ）地表总位涡密度倾向、（ｂ）位涡密度通量的辐合辐散项、

（ｃ）非绝热加热作用和（ｄ）摩擦作用所引起的地表位涡密度倾向的分布 （单位：１０－７Ｋ／ｓ２）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１８Ｊａｎｕａｒｙｔｏ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８ｏｆ（ａ）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ＶＤ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ＶＤ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ｂ）ＰＶＤｆｌｕｘ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ｄｉａｂａｔｉｃｈ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１０
－７Ｋ／ｓ２

大气强烈的辐合作用，使得南方降水区的上游地区

青藏高原东部地表出现正的位涡密度强迫，这有利

于高原地区气旋性环流的增强和对流系统的发展。

由于青藏高原地势较高，在西风气流的作用下，高原

地表的正位涡密度强迫沿对流层中下层向下游传

播。那么，东传的正位涡密度如何引起南方降水的

发生呢？

　　前文提到，在等熵坐标系下，位涡密度本质上就

是等熵绝对涡度，而等压坐标系下，位涡密度保留了

位涡的动力和热力属性，因此，在这两个坐标系下，

位涡密度的东传必然伴随着绝对涡度的东传。因

此，雨雪期内南方地区对流层中高层出现了正绝对

涡度平流（图９ａ），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５００ｈＰａ以

下正绝对涡度平流的出现与青藏高原地表位涡密度

的增强和东传有关，虽然该处相对涡度的强度分布

与高层相差不大（图９ｂ），但由于风速随高度增加的

缘故，该处的绝对涡度平流要较高层稍小。伴随着

正绝对涡度平流的增加，南方地区对流层中高层绝

对涡度增加，气旋式环流增强，有利于３０°Ｎ附近低

空辐合和偏南风气流的发展。此外，雨雪期内南方

地区相对涡度的空间分布表现为以２８°Ｎ为界，以

北为正相对涡度分布，以南为负相对涡度分布，在

正、负相对涡度之间是西风气流最强的区域。由于

正相对涡度的大值中心位于３０°Ｎ以北，低空偏南

风气流的出现有利于３０°Ｎ以南的低空经向负绝对

涡度平流的加强（图４）。如此，与图４所示的位涡

密度平流配置相似，南方地区对流层高低空出现绝

对涡度平流随高度增加的大尺度环流背景，有利于

上升运动的发展。上升运动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了

低空的辐合和偏南风气流，使得低空经向负绝对涡

度平流不断加强，高低空绝对涡度平流随高度增加

的环流背景进一步增强，在这种不断加强的抽吸作

用下，上升运动和低空辐合不断加强，与偏南风气流

带来的充沛水汽相配合，促成南方降水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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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日（ａ）地表位涡密度通量的辐合辐散项（－·（犠犞），单位：１０－７Ｋ／ｓ２）、
（ｂ）大气辐合辐散项（－犠·犞，单位：１０－７Ｋ／ｓ２）、（ｃ）位涡密度平流项（－犞·犠，单位：１０－７Ｋ／ｓ２）

和（ｄ）大气辐合辐散（·犞，单位：１０－６ｓ－１）的分布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１８Ｊａｎｕａｒｙｔｏ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８ｏｆ（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ＶＤｆｌｕｘ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ｅｒｍ（－·（犠犞），１０－７Ｋ／ｓ２），（ｂ）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ｅｒｍ（－犠·犞，１０－７Ｋ／ｓ２），
（ｃ）ＰＶＤ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ｒｍ（－犞·犠，１０－７Ｋ／ｓ２），ａｎｄ（ｄ）ａｉｒ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犞，１０－６ｓ－１）

图９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８日—２月２日１１０°—１２０°Ｅ平均的（ａ）绝对涡度平流（色阶，单位：１０－１０ｓ－２）、绝对涡度
平流随高度的变化（等值线，单位：１０－１２ｓ－２·ｈＰａ－１）和风场（矢量，单位：ｍ／ｓ）；（ｂ）相对涡度（色阶，单位：１０－５ｓ－１）和

温度（等值线，单位：℃；红色和蓝色等值线分别为雨雪期内和气候态的０℃等温线）的纬度高度剖面

Ｆｉｇ．９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ｉｎｇｓ，１０－１０ｓ－２）ａｎｄｉｔ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１０－１２ｓ－２·ｈＰａ－１），（ｂ）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ｓｈａｄｉｎｇｓ，１０－５ｓ－１），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ｒｅｄａｎｄｂｌｕ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０℃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ｔｈｅｓｔｏｒｍ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Ｊａｎｕａｒ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ｍｅａｎｆｒｏｍ１９８０ｔｏ２０１７）ｆｏｒ１１０°－１２０°Ｅｆｒｏｍ１８Ｊａｎｕａｒｙｔｏ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８

３８８马婷婷等：青藏高原地表位涡密度强迫对２００８年１月中国南方降水过程的影响Ⅰ：资料分析　 　　　 　　　　　　　　　



　　图９还表明雨雪期内淮河以南地区，８５０ｈＰａ

以下北风盛行，为冷平流；以上南风盛行，为暖平流。

从对流层温度的分布（图９ｂ）可以看出，雨雪期内南

方地区近地面温度偏低，地面０℃等温线位于２７°Ｎ

附近，较气候态的０℃等温线南移了约１０个纬距。

２４°—３２°Ｎ对流层低层暖湿气流造成８５０—７００ｈＰａ

温度较高，比９５０—９００ｈＰａ的温度高约３Ｋ，形成

逆温层。对流层低层这种温度的分布也有利于南方

地区降雪和冻雨的形成。

５　小结与讨论

在位涡理论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地表位涡制

造和位涡密度强迫的联系，并利用再分析资料从观

测的角度分析了青藏高原地表位涡密度强迫的增强

和东传引起下游地区降水发生的机制，主要得到以

下几点结论：

大气的辐合辐散、非绝热加热和摩擦是大气位

涡密度的源和汇。在绝热无摩擦的大气中，位涡守

恒；而位涡密度不守恒，大气内部的辐合能够制造位

涡密度。当采用等压坐标系时，位涡密度守恒，并保

留了位涡的动力和热力属性。在等熵坐标系下，位

涡密度的本质是等熵绝对涡度。

青藏高原东部地表大气的辐合能够引起正位涡

密度强迫的增大。由于高原地势高耸，等熵面与高

原侧边界相交，使得这里成为地表正位涡密度强迫

的源地。正位涡密度强迫在风场的作用下容易向下

游传播，影响中国东部的天气。

伴随着青藏高原东部正位涡密度强迫的东传，

下游南方地区对流层中层绝对涡度增加，气旋式环

流增强，有利于低空辐合和偏南风气流的发展，为降

水提供充沛的水汽条件。另外，低空偏南风气流的

出现有利于经向负绝对涡度平流的加强，使得对流

层高低空出现绝对涡度平流随高度增加的大尺度环

流背景，有利于上升运动的发展。正因为激烈天气

过程中上升运动发展显著，因此在进行等压位涡密

度分析时不仅要分析水平位涡密度输送，还必须进

行垂直位涡密度输送的诊断。上升运动的发展能够

进一步加强低空的辐合和偏南风气流，使得低空经

向负绝对涡度平流不断加强，高低空绝对涡度平流

随高度增加的环流背景进一步加强。在这种不断加

强的抽吸作用下，上升运动不断发展增强，从而促成

南方地区降水的产生。

文中从资料分析的角度提出了青藏高原影响

２００８年南方地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发生的一种新

机制，文中提出的青藏高原东部近地表大气辐合有

利于正位涡密度强迫的增大及正位涡密度强迫的东

传引起下游降水的机制将利用数值模式另文加以验

证（于佳卉等，２０１８）。２００８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

害是多个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图４ｇ和图９所

示，对流层高层位涡密度和绝对涡度的输送对上升

运动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相关的数值

模拟研究将在于佳卉（２０１８）中给出。另外，因为高

原地区边界层高度比平原地区高（李国平等，２００５），

拖曳系数也偏大（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如何准确计算摩

擦项还须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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