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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中回顾了近 10 a来吴国雄等在青藏高原影响亚洲夏季气候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通过分析东西风交界面

的演变证明 , 由于青藏高原的春季加热 , 亚洲季风区对流层低层冬季盛行偏东风转变为夏季偏西南风最早发生在

孟加拉湾东部 ,与其相伴随的激烈对流降水出现在其东面 。因此孟加拉湾东部至中印半岛西部是亚洲季风最早爆

发的地区。同时也指出盛夏伊朗高原和青藏高原加热所激发的同相环流嵌套在欧亚大陆尺度的热力环流中 ,从而

加强了东亚的夏季风 ,加剧了中西亚的干旱;并通过其所激发的波动对夏季东亚的气候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文中

还比较了夏季南亚高压的伊朗模态和青藏模态性质的异同及其对亚洲夏季降水异常分布的不同影响。

关键词:青藏高原加热 , 东西风交界面(WEB), 亚洲季风爆发 , 东亚气候格局 , 南亚高压双模态。

1　引　言

　　20世纪 50年代以前 ,关于大地形对大气环流

和气候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机械作用 。

Queney[ 1]利用线性化方程 ,给出几个临界尺度来区

分地形波的不同特征 ,证明气流流经不同空间尺度

的山脉 ,将分别激发出重力波 、重力惯性波和 Ross-

by 波 。该研究是对地形爬坡研究的系统总结 。50

年代初 ,Bolin[ 2]和叶笃正[ 3]对地形绕流效应的研究

表明 ,青藏高原冬季对西风气流的分支作用是形成

东亚大槽的重要原因。顾震潮[ 4] 指出冬季环绕青

藏高原的北支和南支西风气流在下游的汇合导致了

强大的东亚急流的形成。在此期间新生的大气环流

的数值模拟也局限于研究大地形的机械作用在西风

带槽脊分布形成中的作用[ 5] 。

1957年 ,叶笃正等
[ 6]
和 Flohn

[ 7]
分别发现青藏

高原夏季是大气运动热源 。自此以后 ,许多学者研

究了青藏高原加热场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青藏高原

热源对天气 、气候的影响
[ 8]
。以青藏高原的机械和

热力强迫作用为核心的青藏高原气象学成为重要的

天气 、气候研究领域 。

在“九五”和“十五”期间 ,吴国雄等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 ,把 Ertel位涡理论
[ 9]
引进高原研究中 ,从

位涡-位温观点[ 10]出发 ,利用新的再分析数据和数

值模拟来证明高原加热状况所驱动的上空大气运动

犹如一巨大气泵 ,调节着亚洲季风的变化
[ 11]
。结果

表明:青藏高原在夏季不仅是重要的热源 ,而且是重

要的负涡度源[ 12] ,该青藏高原上空的涡源所激发的

Rossby 波波列影响着亚洲乃至北半球的大气环流

异常[ 13] 。

众所周知 ,亚洲季风的爆发常伴有副热带高压

(以下简称副高)形态的强烈调整
[ 14]
。本文第 2节

回顾了北半球大气环流由冬到夏的季节转换期间 ,

副热带高压脊面形态的变化 ,证明其断裂首先出现

在孟加拉湾东部至中印半岛西部 ,并指出其年际变

化与青藏高原加热状况密切相关 。第 3节分析了盛

夏高原加热对亚洲气候格局的影响 ,并探讨了其原

因 。第 4节分析盛夏南亚高压的趋热特征 ,以及其

双模态与亚洲气候异常的对应关系。若干结论和讨

论在第 5节给出。

2　青藏高原加热与季节转换

叶笃正等
[ 15]
早在 1958年就指出了大气环流的

双元性(冬季型和夏季型)及季节转换的突变性 ,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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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季节转换期间(4月第 3候 ～ 6月第 2候)850 ～ 200 hPa副高脊线(粗曲线)和 OLR(阴影)叠加图

(图中数字表示等压面 ,阴影区由浅到深分别表示 OLR值小于 230 , 215和 200 W/m2 的深对流区)

Fig.1　Projections(thick curves)of the WEB and OLR(shading)from the third pentad of April to the

second pentad of June.Thick curves deno te the subtropical anticyclone ridgelines on various isobaric

surfaces(indica ted by the numbers in legend).Shaded areas indicate the regions with different OLR

values in W/ m2:light(between 230 and 215), heavy(betw een 215 and 200), and very heavy(<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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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玉等[ 16 , 17]把副热带高压脊面(WEB)随高度的倾

斜与经向温度梯度联系起来 ,考察了副高脊面垂直

倾斜的时空演变 ,证实关于亚洲夏季风首先爆发于

孟加拉湾东部至中印半岛西部(90 ～ 100°E)地

区[ 18～ 20] 。这种季节转换是由于春季青藏高原加热

导致沿高原东侧经度上海-陆热力差异最早改变而

造成的。

　　冬季 ,副高脊面随高度增加向南(暖区)倾斜 ,夏

季脊面在亚洲季风区低层是断裂的 、高层向北(暖区)

倾斜。在季节转换期间 ,副高脊面由南倾转变为北

倾。当副高脊面与地面垂直成轴(季节转换轴)时 ,冬

夏季环流发生交替。图 1 是季节转换期间(4月第 3

候至 6 月第 2候)副高脊面投影与 OLR的时间演

变
[ 21]
。在4月第 5和 6候 ,显著的特点是500 hPa 等

压面以上的副高脊线在 90 ～ 100°E 区间内比较密

集 ,表示此处经向温差小 、脊面比其他经度南倾幅度

小 ,但整个对流层副高脊面仍保持冬季形态。低于

215 W/m
2
深对流区仅限于 5°N 以南和 80°E 以东 。

5月第 1候 ,副高脊面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 500 hPa

以上各层脊线在 90°E和 105°E 构成两个交点 D 和

C ,这两个交点就是毛江玉等
[ 16]
所定义的“季节转换

轴” 。两轴之间的脊面转为向北倾斜 ,标志着夏季型

副高形成 。在低层 , 850 hPa 副高带在孟加拉湾地

区彻底断裂 ,孟加拉湾(BOB)季风槽生成 ,盛行风向

从冬季的偏东风变为偏西南风。5月第 2 候 ,伴随

副高脊面北倾幅度的增加和 700 hPa 脊线的断裂 ,

深对流在 BOB东部和中印半岛全面发展起来 ,表明

亚洲夏季风首先在此处爆发。之后 ,季节转换轴 D

缓慢向西推进 ,而 C 却快速向东移动。由于对流活

动的加强 ,500 hPa脊线于 5月第 3候断裂 ,副高脊

面北倾幅度增大 ,季风槽加深并向东扩展 , 850 hPa

副高脊随之东撤 。5 月第 4 候 ,季节转换轴 C 到达

南海东北部 , 400 hPa 脊线断裂 ,与此同时 , 850 hPa

槽前西南风沿着槽底进入南海 ,导致南海深对流爆

发 。6月初 ,当季节转换轴 D 稳定在印度半岛中西

部时 ,南亚季风爆发 。由此表明亚洲夏季风分阶段

先后在孟加拉湾东部和中印半岛西部(BOB)、南海

(SCS)及南亚建立[ 17 ～ 21] 。该季风建立进程与副高

脊面的反转 、季节转换轴的建立存在着很好对应关

系 。因此 ,除了低层风场反向和准同时性的降水出

现以外 ,亚洲夏季风爆发的另一特征是副高脊面倾

向的反转和当地季节转换轴的建立[ 22] 。

图 2是 4月第 6 候至 5月第 3 候孟加拉湾(90

～ 100°E)季风爆发期间温度局地变化和温度脊的气

压-纬度剖面图[ 23] 。由图可见 5 月第 2候对流层中

上层(200 ～ 500 hPa)温度脊轴从副高脊轴 (u=0)

图 2　孟加拉湾夏季风爆发期间(4月第 6候 ～ 5月第 3候)温度局地变化(0.1 K/ d)和温度

脊沿 90 ～ 100°E 的垂直分布(粗实线表示副高脊轴 ,粗虚线表示温度脊轴 ,阴影区表示地形高度)

Fig.2　P ressure-la titude cross sections(90-100°E)of the local temperature tendency(0.1 K / d)and

warm temperature ridge(right panels)during the BOB monsoon onset(from sixth pentad of April to

the third pentad of May).Thick solid line deno tes g eopotential height ridg e.Thick dashed line deno tes

w arm temperature ridge.Shading indicates orographic al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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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突然跳到副高脊轴北侧。季风爆发前(4月第 6

候以前),温度脊处在 5 ～ 10°N 之间 ,温度脊附近的

局地增温率是 0.05 K/d;但是 ,青藏高原上空的增

温率都在 0.1 K/d以上 ,从而在原温度脊的北边生

成新的温度脊 ,造成温度脊北移 。5月第 1 , 2 候对

流层上层温度脊在 18°N 形成 ,副高脊随之显著向

北倾斜。其后 ,增温中心位于高原上空。5 月第 3

候温度脊完全处在副高脊北侧 。可见在气候平均的

意义上 ,青藏高原加热作用促进了季风环流的突变 。

　　毛江玉等[ 17]指出季节转换的热力基础是副高

脊面附近经向温度梯度的反转 ,并提出用脊面附近

区域平均的对流层中上层(200 ～ 500 hPa)大气经向

温度梯度作为表征亚洲夏季风爆发的指数 。图 3给

出 1980 ～ 1998年孟加拉湾东部地区(BOB)夏季风

爆发日期序列与 400 hPa 月平均温度场的相关分

布[ 23] 。2到 4月份 ,青藏高原附近的正相关区非常

显著 , 3月份青藏高原西部的相关系数达到 0.8以

上 ,这些统计事实表明高原上空热状况异常与 BOB

季风爆发的关系非常密切 ,春季青藏高原加热异常

对于后期 BOB季风爆发具有显著的影响 。

图 3　1980 ～ 1998 年孟加拉湾东部季风爆发日期序列与 400 hPa 月平均温度场的时滞相关

(阴影区表示显著性信度检验超过 95%的区域)

Fig.3　Lagged correlations between time series of the onset da te of the BOB summer

monsoon and monthly mean 400 hPa temperature from January to April.The

cor rela tions are based on the period 1980-1998.Critical positive(negative)

values of the co rrelation at the 95% confidence lev el are shaded dark(lig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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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藏高原对亚洲副热带地区夏季气候分

布型的影响

　　20世纪 40年代以来 ,大量研究成果已经揭示

了地形机械强迫对冬季大气环流的重 要作

用[ 1 ～ 5 , 24 ,25] 。然而 ,副热带地区的夏季环流却更多

地受到热力强迫的影响 ,并且相对其他纬带而言 ,副

热带地区环流的形成机制就更为复杂[ 25 , 26] 。吴国

雄等[ 27]指出 ,由于沿东西风交界处(WEB)相对涡

度平流很弱 ,使用简化的位涡方程可以简化副热带

问题的讨论。还由于外界强迫项直接出现在 Ertel

位涡方程中 ,用以研究青藏高原加热的气候效应尤

为方便。

3.1　夏季亚洲副热带地区非绝热加热和环流的基

本特征

　　图 4 给出了 1980 ～ 1999 年 7 月平均的沿

32.5°N亚洲大陆非绝热加热及其各分量的高度-经

向剖面 ,垂直方向取 σ坐标。高原上空对流层低层

垂直扩散是非绝热加热最主要的分量 ,强度最大可

达10 K/d ,随高度增加迅速减弱 ,到 500 hPa 附近

(高原上空 σ=0.8)消失。高原上空的潜热加热几

乎存在于整个对流层 ,但与中国东部地区不同 ,其最

大加热层次不是位于对流层中高层 ,而是出现在对

流层低层 ,反映夏季高原上空旺盛的浅积云对流活

动 。同时 ,由于高原上空辐射冷却的强度不足以平

衡感热或潜热加热的任何一项 ,导致高原上空的气

柱成为强大的大气热源 。高原西侧亚洲内陆地区降

水稀少 ,潜热加热几乎为零 ,但近地层感热和中高层

的辐射冷却造成这里近地层为较弱的大气热源 ,其

上为大气冷源(热汇)。高原东侧东亚季风区上空的

大气热源几乎完全取决于深对流加热 ,中低层的辐

射冷却强度只有大陆中西部的一半左右 ,感热加热

也远小于大陆中西部地区。因此 ,就自由大气而言 ,

夏季副热带亚洲大陆西部为大气冷源 ,东部为大气

热源 ,最强的大气热源出现在高原上空 。感热加热

是夏季高原上空近地层非绝热加热的基本形式 , 潜

图 4　气候平均的 7 月沿 32.5°N 的非绝热加热垂直廓线

(a.感热加热 , b.潜热加热 , c.辐射冷却 , d.总非绝热加热;等值线间隔为 1 K/ d ,

零线略去。垂直方向为 σ坐标 , σ=0.9和 σ=0.1在高原上空分别相当于 540 和 60 hPa)

Fig.4　July mean profile of the individual and total diabatic heating rate along 32.5°N

(a.sensible heat ing ,b.latent heating , c.radiat ion cooling , d.total diabatic heating;The contour

intervals are 1 K/ d w ithout zero lines.The layers σ=0.9 and σ=0.1 represent about 540 and

60 hPa , respectively , over 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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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加热在中高层则占主要地位 。

　　根据热力适应理论[ 28] ,高原上空这种非绝热加

热的空间非均匀分布会激发出一个近地层浅薄低压

和中高空深厚的南亚高压
[ 29 ,30]

。图 5表示 7 月平

均的沿 32.5°N亚洲大陆经向风分量和垂直速度的

气压-经度剖面。从该图可看到无论是伊朗高原上

空还是青藏高原上空都有明显的表层浅薄的气旋式

环流及高空深厚的反气旋式环流 。两个反气旋中心

分别位于 60和 90°E处 ,对应着下面将要提到的南

亚高压双模态。Wu和 Liu
[ 31]
指出 ,夏季副热带大

陆及其邻近的海域上空的大气的主要加热呈现为

LO -SE-CO-D四叶型加热:大陆西部以西的洋面上

图 5　气候平均的 7月沿 32.5°N的经向风剖面(a)和垂直速度剖面(b)

(等值线间隔分别为 2 m/ s和 3×10-2 Pa/ s ,图中阴影部分代表地形)

Fig.5　Longitude-pressure section of July mean (a)meridional wind and(b)ver tical

v elo city along 32.5°N.The contour intervals are 2 m/ s in(a)and

3×10-2 Pa/ s in(b).The terrain is shown in shaded areas

空以长波辐射冷却(LO-)为主;大陆西部上空以表

面感热加热(SE-)为主;大陆东部上空以深对流凝

结潜热加热(CO-)为主;而大陆东部以东的洋面上

空存在双主加热(D-),即长波辐射冷却和深对流

凝结潜热加热。该 LO-SE-CO-D四叶型加热所激发

出的大陆尺度环流在低层为气旋式 ,在高层为反气

旋式。这种大陆尺度的背景环流在图 5a 中可明显

看到 。在 110°E 以东及 30°E以西的大陆东 、西两侧

对流层中高层和对流层低层的风向相反:高原以西

低空盛行北风 ,高空盛行南风 ,而高原以东情况正好

相反 ,低空南风 ,高空北风 。也就是说夏季亚洲副热

带地区的环流可以简单地看成是伊朗高原和青藏高

原加热所激发的热力环流嵌套在亚洲大陆尺度的热

力环流上而形成的。这两种尺度的热力环流都是以

低空的气旋式环流和高空的反气旋式环流为主要特

征。低空北风和高空南风最大风速中心出现在 20°

E附近亚洲大陆西边界 ,次级中心出现在 60°E附近

高原西侧。另一方面 ,低空南风和高空北风中心则

出现在 115°E 附近的大陆东边界 ,次级中心出现在

100°E 附近高原东侧(图 5a)。由于夏季沿该副热带

涡度平流项 V· ζ相对为小项可以略去 ,定常的涡

度收支方程于是可简化为

βν+(f +ζ) · V ≈0

因此热力环流的东侧低空 ·V<0 ,为气流辐合区;

高空 ·V>0 ,为气流辐散区。低层抽吸和高层辐散

效应导致这里上升运动强烈(图 5b),偏南暖湿气流在

这里辐合上升 ,伴有较多的降水。同理 ,热力环流西

侧低空为偏北干冷气流与辐散 , 高空为偏南风和辐

合 , 为下沉运动区 ,造成这里气温高 , 降水少 , 气候

干燥。因此图 5b中的上升运动分布与图 5a中的环

流分布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对应着扎格罗斯山脉(50°

E), 苏莱曼山脉(70°E)及青藏高原各有 3 组下沉—

上升运动 , 且最强的中心均在近地层。而30°E以西

及 110°E以东的广大地区则分别有大范围的下沉和

上升运动 , 且中心均在自由大气中。这种大陆尺度

的上升/下沉运动因与地形强迫的上升/下沉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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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相叠加而变得很强 。因此在北非和中亚形成高温

干旱气候 , 而在东亚形成潮湿多雨的季风气候 。

3.2　山脉波对局地气候型的调节作用

图 6给出了 7月平均的亚洲地区 500 hPa流场

和垂直速度场 ,沿 32.5°N 的降水纬向分布 ,位温以

及由垂直速度表示的大气定常波纬向分布。

500 hPa上亚洲大陆副热带地区由西向东共有 4个

上升运动中心(图6b),分别位于高原西南部85°E

图 6　7 月气候平均的 500 hPa流场和垂直运动场(a ,阴影表示垂直速度 ,单位:10-2Pa/ s),沿

32.5°N 的降水(b ,单位为 mm/ d),以及位温(K ,实线)和由垂直速度表示的大

气定常波的纬向分布(c ,阴影部分表示地形)

Fig.6　July mean(a)500 hPa streamline and ver tical velocity fields;(b)precipita tion along

32.5°N and(c)pressure-long itude sections of potential temperature and steady a tmospheric

w ave denoted by vertical velocity along 32.5°N.Vertical velocity is in unit of ×10-2Pa/ s ,

precipitation is in unit of mm/ day.Topog raphy in bottom panel is deno ted by shad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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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 、高原东南部 100°E附近 、中国东部 115°E附近

以及日本南部 130°E 附近 , 每个上升中心相距约

15°,其位置对应于降水峰值区域(图 6b)和波动的

波峰(图 6c)。段安民
[ 32]
的研究证明 , 地表加热激

发出的波动在垂直方向是减幅的 ,而深对流激发的

波动最大振幅在自由大气中 。从图 4和 6c 可以看

出 , 伊朗高原和青藏高原地表有很强的感热加热 ,

其所激发的扰动振幅随高度迅速减小 。而在东亚地

区 , 最大加热在对流层中上层 , 波动的最大振幅也

在对流层上层。由此也可看出与青藏高原相联系的

夏季加热分布对高原及其下游地区的局地气候分布

型也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

图 7　1980～ 1994年盛夏 7 , 8月共 180 个候的 100 hPa南亚高压中心频数分布(a),

以及合成的 100 hPa青藏高压(b)和伊朗高压(c)环流分布

(180个候中共有 77个青藏高压型 , 62个伊朗高压型)

Fig.7　(a)The longitude-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SAH major center during midsummer

from the pentad mean data.Fo r 15 summers there are totally 180 pentads involved in the

statistics.The 100 hPa streamline composite co rresponding to the Tibetan Mode(TM , b)

and the I ran Mode(IM , c).77 TM cases , and 62 IM cases are included in 1980-1994

July-August pent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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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藏高原对夏季南亚高压双模态的动力

和热力作用

　　南亚高压是夏季位于青藏高原上空对流层上层

的行星尺度的副热带高压系统 。南亚高压的东西振

荡是盛夏高层副热带环流的一个明显特征 ,陶诗言

和朱福康
[ 33]
最早指出夏季南亚高压有围绕青藏高

原作往返振荡的趋势 。罗四维等[ 34]利用多年历史

天气图资料以 100°E 为界划分了东部型 、西部型和

带状型南亚高压 ,该分型被广泛地应用于天气学分

析中 ,并明确地将东 、西部型高压的相互转换称为南

亚高压的东西振荡 ,这种振荡基本上是一种中期天

气过程 ,具有明显的天气学意义 。后来朱抱真和宋

正山
[ 35]
通过资料分析依据南亚高压在不同的经度

位置对高原地区的降水和积云对流以及印度季风的

影响 ,划分了伊朗型高压以及以 90°E为界的东型青

藏高压和西型青藏高压。

　　关于南亚高压东西振荡的机制 ,主要存在两种

看法:一种看法强调了热力作用 ,认为青藏高原的加

热作用使副热带流型发生调整 ,并在东部平原潜热

加热的影响下 ,导致南亚高压发生东西振荡[ 36 ,37] 。

另一种看法强调了环流之间的相互作用 ,认为当南

亚高压周围的环流发生调整 ,就会导致南亚高压产

生东西振荡[ 38] 。张可苏等[ 39]通过转盘试验发现南

亚高压的形成原因主要是热力的 ,而它的大范围移

动的主要原因是动力的 。

最近 ,张琼等[ 40 ,41] 通过对 NCEP/NCAR 的月

平均和候平均资料的统计分析发现 ,夏季南亚高压

的一个主要气候特征是南亚高压中心在经度位置上

的双模态分布(图 7)。从逐候统计结果来看 ,南亚

高压中心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和伊朗高原上空 ,而

很少出现在 70 ～ 80°E ,依此将南亚高压划分为青藏

高原模和伊朗高压模 ,图 7b和 7c分别是合成的青

藏高压和伊朗高压的环流场 。他们指出气候意义上

的南亚高压双模态与以往天气学意义上的南亚高压

的东西振荡无论从时空尺度还是维持的物理机制均

图 8　对应于 77 个青藏高压型(a , b)和 62 个伊朗高压型(c , d)的垂直环流和位温异常的沿 30°N的气压-经度剖面合成

(a , c.垂直纬圈环流 , b , d.位温异常)

Fig.8　The pressure-lo ngitude cross sections composed fo r the TM (a and b , along 30°N)and the IM (c and d , along

32.5°N).a and c are vertical circulation , ωis amplified 150 times when plotting;b and d are potential temperature

anomalies , unit is K.77 TM cases , and 62 IM cases6 are included in 1980-1994 July-August pent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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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的不同。

　　从图 8可以看到青藏高压和伊朗高压在垂直结

构上的异同点 ,其共同的特征体现在位温的垂直异常

结构(图 8b , d),在 100 hPa处高压中心是冷中心 ,而

200 hPa以下是暖气柱 ,即高层的高压中心总是处于

暖气柱上空 ,体现了其“趋热性”。所不同的是 ,青藏

高原上空的暖气柱对应强的上升气流(图 8a),而伊朗

高原上空的暖气柱对应下沉气流(图 8c)。

　　张琼等
[ 41]
还通过对热力学方程各项的诊断发

现 ,青藏高原上空气柱的加热主要来自于强的非绝热

加热 , 尤其是近地层加热(图 9b),上升冷却对此有补

偿作用(图9a)。在伊朗高原上空对流层低层的加热

来自于地表非绝热加热(图9d),但对流层中高层气柱

的增暖主要由绝热下沉增温造成(图9c)。因此 ,南亚

高压双模态的维持主要决定于青藏高原以及周围地

区上空大气的热力状况 ,双模态之间发生相互转换的

图 9　对应于 77 个青藏高压型(a , b)和 62个伊朗高压型(c , d)的垂直

对流项和非绝热加热项沿 30°N的气压-经度剖面合成

(a , c.垂直对流项 , b ,d.非绝热加热项)

Fig.9　The pressure-longitude cross sections composed for the vertical advection(a, c)and

diabatic heating(b , d)terms in thermodynamic equation along 30°N for the TM case(a, b)

and IM case(c, d), unit is K/ day.77 TM cases , and 62 IM cases are included in 1980-

1994 July-August pentads

机制还有待于通过数值试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陶诗言和朱福康[ 33] 指出 , 夏季南亚高压与

500 hPa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进退有紧密联系 ,二

者有相向和相背而行的趋势。相向而行是指南亚高

压东部型建立过程中 ,西太平洋副高也有一次西伸北

上过程。反之 ,相背而行是指南亚高压西部型建立过

程中 ,中国大陆东部的西太平洋副高常向东南撤 。张

琼等
[ 41]
通过再分析资料进一步拓宽了这一对应关

系 ,指出对应于南亚高压的双模态的分布 , 500 hPa环

流图上不仅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东西分布存在差

异 ,伊朗副高的东西分布也存在差异 ,导致整个亚澳

季风区出现大范围的气候异常。如图 10 所示 ,当南

亚高压偏东呈青藏高压模态时 ,孟加拉湾地区和青藏

高原南部 、中国南海 、以及长江流域至日本南部地区

降水偏多 ,印度和朝鲜半岛地区的降水偏少(图 10a)。

当南亚高压偏西呈伊朗高压模态时 ,降水异常的分布

正好相反(图 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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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对应于 77个青藏高压型(a)和 62个伊朗高压型(b)的降水异常分布
Fig.10　Composite of the precipitation anomalies for the TM (a)and the IM (b),
77 TM cases , and 62 IM cases are included in 1980-1994 July-August pentads

5　讨论和结论

冬季东 、西风的交界面(WEB)在低纬呈纬向分

布。该面低层在亚洲夏季风爆发时发生断裂 ,在断裂

带处出现西风槽 ,其偏西风代替了冬季的偏东风 ,出

现盛行风向逆转。在该西风槽东侧的西南风向北输

送大量水汽 ,导致激烈降水发生 ,夏季风爆发。因此

季风爆发以WEB面断裂处的西风槽取代冬季盛行东

风 ,以及在西风槽东部出现激烈降水为特征。根据气

候平均资料分析 ,亚洲季风首先于 5月上旬在孟加拉

湾东部至中印半岛西部爆发 ,然后于 5月中旬达中国

南海 ,最后于 6月上旬出现在印度西岸 ,这 3个阶段

持续约 1个月。亚洲季风于孟加拉湾东部首先爆发

与其北侧青藏高原在春季的明显加热有关。这一结

论是针对气候平均而言。由于季风爆发还受到多种

因素 ,尤其是大气低频振荡的影响 ,因此对于不同年

份 ,其爆发时间和地点应有不同 。

盛夏季节副热带大陆的加热使大气低层出现低

压 ,高层出现高压 ,于是大陆东部受上升运动控制 ,西

部受下沉运动控制 。高原强烈的地表加热也使高原

上空出现浅薄的表层低压和深厚的中上层高压 ,因此

高原及其东侧为上升运动 ,西侧为下沉运动。副热带

的环流因而表现为在洲际尺度的热力环流上迭加同

位相的高原热力环流 ,从而加剧东亚的夏季风气候及

中亚的干热气候。

盛夏亚洲大陆上空的南亚高压具有双模态:青

藏模态和伊朗模态 ,两者均具有趋暖性的特征。然而

青藏模态以上升运动和非绝热加热为特征 ,而伊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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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则以下沉运动和绝热加热为特征。青藏模态对应

着孟加拉湾地区和青藏高原南部 、中国南海 、以及长

江流域至日本南部地区降水偏多 ,印度和朝鲜半岛地

区的降水偏少;而伊朗模态对应着相反的降水异常分

布 ,至于其原因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迄今为止关于青藏高压对天气 、气候影响的研究

大都是定性的。由于有关季风区海-陆-气相互作

用的认识还很有限 ,关于高原及其加热特征是如何影

响天气 、气候的问题更知之不多。因此利用青藏高原

的加热特性进行气候预测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此

外 ,对高原在其他不同季节的热力特征及其与大气环

流的联系 ,以及青藏高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和影响等

研究也相对贫乏。全面开展青藏高原的天气气候动

力学研究以改善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仍将是今后长

期间内大气科学工作者的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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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PROGRESS IN THE STUDYON THE IMPACTSOF

TIBETAN PLATEAU ON ASIAN SUMMER CLIMATE

Wu Guoxiong　Mao Jiangyu　Duan Anmin　Zhang Qi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tmospheric Science and 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LASG)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e recent progresses in the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Tibetan Plateau on Asian summer climate in the last decade are

reported.By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westerly to the north and easterly to the south(WEB), it

is shown that due to the strong heating over Tibetan Plateau in spring , the overturning in the prevailing wind direction

from easterly in winter to westerly in summer occurs firstly over the eastern Bay of Bengal(BOB), accompanied with

vigorous convective precipitation to its east.The area between East BOB and western Indochina Peninsula thus becomes

the area of the earliest Asian monsoon onset , which is referred as BOB monsoon in short.It is shown that the summer-

time circulations f riggered by the thermal forcing of Iran Plateau and Tibetan Plateau are embedded in phase with the con-

tinental-scale circulation forced by the diabatic heating over the Eurasian Continent.As a result the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is intensified and the droaught climate over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 areas is enhanced.These together with

the perturbations friggered by the Plateau and associated heating exert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the climate patterns over

Asia.Furtherm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betan mode of the summertime South Asian High a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Iran mode.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corresponding to each of the bimodality of the South Asian High , the rainfall

anomaly distributions over Asia possess different patterns.

Key words:Tibetan Plateau Heating , Westerly-easterly-boundary (WEB), Asian monsoon onset , Climate pat-

tern over East Asia , Bimodality of the South Asian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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