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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印尼沿岸易受气旋生浪和咆哮西风带产生的涌浪的侵蚀, 但其海浪发展及传播机理尚不明确,
给海岸工程建设和防护带来极大困扰。本文基于第三代海浪模式 WAVEWATCH Ⅲ, 采用 CCMP 交叉
校正多平台海洋表面 V2.0 风场(Cross-Calibrated Multi-Platform Ocean Surface Wind Velocity)作为驱动
风场, 建立自整个印度洋至印尼沿岸的三级嵌套海浪模型, 模拟咆哮西风带及热带气旋作用下印尼沿
岸灾害性海浪, 并研究其海浪分布及传播特性。结果表明: (1)咆哮西风带单独作用下, 印尼沿岸盛行南
向海浪, 有效波高等值线沿东北方向平行递减, 海浪谱为多峰, 西南向涌浪占主导地位, 能量集中分
布于 60°—90°范围, 呈现北传特性; (2)咆哮西风带和热带气旋联合作用下, 气旋路径左侧出现涌浪低
值区, 东南向风浪主导, 风浪能量集中分布于 110°—130°范围, 路径右侧西北向风浪和南向涌浪并存,
60°—90°附近涌浪波动能量占主导, 风浪能量集中在 210°附近; 近岸浅水海域涌浪能量主导, 开敞海
域涌浪能量集中在 60°—90°范围, 有掩护海域涌浪能量峰值位于 0°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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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 尼 西 亚 (以 下 简 称 印 尼 )位 于 亚 洲 东 南 部 ,

频率显著高于印度洋其他海域 [8-9], 常年盛行 5~7 级

地跨赤道, 70%以上区域位于南半球, 是全球最大的

西风 [10-11], 产生 4~5 m 高的涌浪[12-14], 且南印度洋涌

群岛国家, 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印尼沿岸海域开敞,

浪呈明显的北传现象[15-16], 影响北印度洋海浪分布与

西临印度洋, 水深大且受南印度洋涌浪影响较大,

传播[17]。南印度洋热带气旋频发且强度较大[18], 显著

沿岸工程常受海浪侵蚀, 其中涌浪为主要因素 [1]。现

影响南印度洋涌浪的传播 [19] 。南印度洋海洋环境恶

阶段, 国内外针对印尼沿岸海浪特性的研究较为少

劣, 缺乏长期实测资料, 根据实测数据研究南印度

见, 一些学者针对印尼某岛屿海岸工程需求开展小

洋至印尼沿岸海域灾害性海浪特性及传播机理难以

区域(如印尼爪哇岛海域 [1-2] , Adipala 海域 [3-5])海浪

实现。现阶段, 采用海浪数值模型进行海浪预报是一

特性研究, 但其海浪发展、传播机理尚不明确, 给

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而目前针对南印度洋至印尼沿

海岸工程建设和防护带来极大困扰。该海域海浪数

岸海浪数值模拟研究比较罕见。研究南印度洋至印尼

值模拟技术的系统性研究比较缺乏, 由于该海域海

沿岸海域海浪模拟技术, 可有效弥补该海域海浪资料

浪条件恶劣, 浮标数据收集困难, 缺乏长期观测资

的空缺, 为海洋灾害预报提供参考依据。

料, 灾害性海浪预报作业难以开展。此外, 印尼沿岸
海域偶有热带气旋产生, 往往掀起巨浪, 严重威胁印

考虑到第三代海浪模式中 WWⅢ模型在控制方
程、模型结构、数值和物理参数处理方法及适用范

尼 沿 岸 居 民 的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 Habibie 等 [6] 利 用
WAVEWATCHⅢ模式(下简称 WWⅢ模式) 模拟分析
飓风作用下印尼海域海浪特性。利用数值模型进行咆
哮西风带和热带气旋影响下印尼沿岸灾害性海浪模
拟和机理研究, 对印尼沿岸地区安全、海浪预报作业
开展和海岸工程及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南印度洋咆哮西风带呈东西带状分布 [7], 大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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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等的优越性, 本文建立 WWⅢ多重嵌套模型, 研

caleb.htm)提供的气旋信息, 热带气旋“Caleb”于 2017

究模拟咆哮西风带和热带气旋作用下南印度洋至印

年 3 月 23 日在 Cocos 岛和 Christmas 岛之间的开阔

尼沿岸灾害性海浪的技术, 并分析该海域海浪特性。

水域形成, 逐渐发展为一级热带气旋, 沿东南偏南

1

方向远离两个岛屿, 风速逐渐增大, 到 24 日 18 时风

海浪模式

速达到最大并以该风速持续运动 24 小时, 最大持续

国际上公认的第三代海浪模式为 SWAN、WWⅢ

风速为 45 km/h, 中心气压为 989 hPa。25 日, “Caleb”

和 WAM, 其中 WWⅢ模式常被用于大尺度海浪模拟,

转为西向运动。28 日, 气旋“Caleb”降级为热带低压,

因其综合考虑了地形、风场、海流、海洋-大气温差、

并于两日后消散, 气旋路径图见图 1。

波浪浅水变形等多种要素, 在风浪预报和后报
大浪的生成传播

[22]

[20-21]

及

等领域获得广泛认可。本文采用的

WWⅢ海浪模式(V5.16)基于能量方程建立, 控制方程
采用波数方向谱的随机相位动谱密度平衡方程, 在应
用于大范围海浪模拟时, 控制方程常采用球面坐标: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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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为波作用密度谱; t 为时间; 为纬度; λ 为经度;

图 1 热带气旋“Caleb”路径图
Fig. 1 Track map of tropical cyclone “Caleb”

2.2

模型设置

2.2.1

研究区域

k 为波数; θ 为波向; S 为输入的总源汇项; σ 为相对圆

为综合考虑印度洋咆哮西风带、热带气旋及季

频率; cg 为波群速度; R 为地球半径; U为流速在纬度

风对印尼沿岸海浪分布特性的影响, 研究范围需将

方向分量; Uλ 为流速在经度方向分量。

整个咆啸西风带至印尼沿岸均包含在内, 为提高计

2

模型设置及验证

算效率, 自此建立自整个印度洋至南印度洋嵌套至

热带气旋“Caleb”

围分别为: 最外层 D1(30°E—140°E, 60°S—30°N),

2.1

印尼沿岸的 WWⅢ三级嵌套模型。三个嵌套区域范

根据联合台风警报中心(JTWC)最佳路径数据集

第 二 层 D2(60°E — 130°E, 30°S — 10°N), 第 三 层

发布的热带气旋数据(http: //www.metoc.navy.mil/

D3(94°E—114°E, 15°S—5°N)空间分辨率逐层递进,

jtwc.html)及澳大利亚极端天气预报中心(http: // australiasevereweather.com/cyclones/2017/tropical_cyclone_

分别为 20′×20′、5′×5′和 1′×1′。印度洋水深地形及三

Fig. 2

层嵌套范围示意图见图 2。

图 2 印度洋嵌套水深地形示意图
Nested water depth schematic diagram in the Indian Ocean (triangle mark as a buoy)
注: a: 最外层(D1); b: 第二层(D2); c: 第三层(D3)。三角标为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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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3.1

驱动风场及水深
模 型 采 用 CCMP 风 场 作 为 驱 动 风 场 (http: //

浮标验证

范围为 78.375°S—78.375°N 和 0.125°E—359.875°E,

采用印度国家海洋信息服务中心(Earth System
Science Organization-Indian National Centre for Ocean
Information Service, ESSO-INCOIS)提供的浮标数据

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分别为 0.25°×0.25°和 6 小

对模型进行验证, 浮标信息见表 1。

data.remss.com/ccmp/v02.0/Y2017/)。该风场空间覆盖

时, 本文采用 2017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的 CCMP
风 场 驱 动 WW Ⅲ 模 型 进 行 海 浪 模 拟 。 水 深 采 用
ETOPO1 地 形 数 据 (https: //maps.ngdc.noaa.gov/

表 1 印度洋浮标信息表
Tab. 1 Buoy inform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浮标名称

经度/°E

纬度/°N

水深/m

viewers/wcs-client/)。

BD11

82.903

14.203

3 291.9

2.2.3

BD14

85.868

6.188

3 875.1

Seychelles

55.872

–4.645

43.1

模型参数设置
模型在频率和方向二维谱空间, 频率分布为

0.041 18~0.790 42 Hz, 频率增量因子为 1.1, 共 32 个
频段, 方向分辨率为 10°。模型 D1 层采用开边界, 忽
略由外部进入计算域的波浪, D2 和 D3 层的边界条件
分别由上一层进行输出。计算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 共 61 天。模型中: 非线性波波相互
作用源项采用 DIA 方法, 底摩擦采用 JONSWAP 参
数方案, 底摩擦及波浪破碎系数等参数取缺省值,
风能输入和耗散源项采用 Ardhuin[23]方案(ST4 方案),
该方案在耗散部分对摩阻风速进行修正, 同时降低
了高风速时的拖曳系数。

2.3

自 2017 年 3 月 20 日 0 时起, 对比浮标观测有效
波高与 WWⅢ模拟有效波高值(图 3), 结合误差表(表
2)可以发现: (1)WWⅢ模拟有效波高值与浮标观测有
效波高值吻合较好, 相关系数均达到 0.95 以上, 且
对 气 旋 过 程 中 波 高 最 大 值 描 述 较 好 。 (2)BD11 和
BD14 浮标位于印度半岛东部, 南向传递过来的海浪
相对损耗较大, 整体模拟有效波高偏小, 偏差值为
负数, 且由于 BD11 浮标南部有小岛掩护, 海浪传播
受阻, BD11 浮标处波高变化相对较小, 模拟得到的
该处有效波高的均方根误差和偏差绝对值均大于

模型验证

BD14 浮标处; (3)Seychelles 浮标位于马达加斯加岛

鉴于南印度洋至印尼沿岸, 尤其是印尼近岸处

北部浅水海域, 海浪模拟值拟合度较高, 相关系数

浮标验证资料较为匮乏, 故采用浮标与卫星结合的

达到 0.9771, 均方根误差仅为 0.120 6 m, 表明模型

方式对模拟结果进行验证。

可以合理模拟近岸海浪。

图3
Fig. 3

浮标观测与 WWⅢ模拟有效波高对比图

Comparison of WWⅢ stimulated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with buoy measurements
注: a: BD11; b: BD14; c: Seychelles

2.3.2

卫星数据对 WWⅢ模型模拟结果进行补充验证, 卫

卫星验证
由于南印度洋至印尼沿岸, 尤其是印尼近岸处

实测海浪数据较少, 采用高精度高覆盖率的 Jason-3
24

星轨迹分布如图 4 所示, 验证结果如图 5 所示, 表 3 为
WWⅢ模拟有效波高与卫星观测有效波高误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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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WWⅢ模拟有效波高与浮标观测有效波高误差表

Tab. 2

出现较大偏差。

Error statistics for the WWⅢ stimulated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with buoy measurements

浮标名

BD11

BD14

Seychelles

均方根误差/m

0.199 9

0.159 1

0.120 6

相关系数

0.952 3

0.979 6

0.977 1

偏差/m

–0.043 8

–0.037 1

0.015 5

观察图 5 和表 3 可知: (1)WWⅢ模拟海浪有效波
高值与 Jason-3 卫星观测值整体变化趋势一致, 数据
吻合度高, 能很好地模拟出大浪峰值, 166 轨道模拟
效果最佳, 均方根误差为 0.342 9 m, 相关系数达到
0.976 5; (2)WWⅢ模拟有效波高值普遍低于卫星观
测有效波高值; (3)由于卫星自身原因及靠近陆地区

图 4 Jason-3 卫星轨迹分布图
Fig. 4 Jason-3 satellite trajectory map

域时, 卫星观测波高存在异常值, 卫星高度计测量

图5
Fig. 5

Jason-3 卫星观测有效波高值与 WWⅢ模拟有效波高观测值对比图

Comparison of the WWⅢ stimulated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with Jason-3 measurements
注: a: 001 轨道; b: 014 轨道; c: 051 轨道; d: 090 轨道; e: 153 轨道; f: 166 轨道

表 3

WWⅢ模拟有效波高与 Jason-3 测量有效波高误差表

Tab. 3

Error statistics for the WWⅢ model stimulated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with Jason-3 measurements

卫星轨迹

Pass001

Pass014

Pass051

Pass090

Pass153

Pass166

均方根误差/m

0.684 6

0.727 7

0.668 2

0.660 1

0.634 6

0.342 9

相关系数

0.753 2

0.870 6

0.955 0

0.860 3

0.943 1

0.976 5

偏差/m

–0.128 3

–0.171 4

–0.210 4

–0.090 2

–0.224 5

–0.100 5

可以发现, 浮标及卫星验证结果均显示: WWⅢ

3

被用于模拟印度洋海域的海浪场, 并进一步对海浪

咆哮西风带影响下印尼沿岸海浪
特性

特性开展研究。

本 节 中 , 将 采 用 WW Ⅲ 模 型 的 谱 分 割 技 术

模型设置合理, 模拟结果与实测值验证良好, 可以

Marine Sciences / Vol. 44, No. 2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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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SEP)实现风浪和涌浪成分的分离, 并据此绘制

表示预测风速 Up 大于当地波浪相速 c=σ/k 的波浪部

混合浪、风浪和涌浪分布图, 以研究印尼沿岸的海浪

分的谱能量, U10 表示海表 10 m 高度处风速, Cmult 为

分布特征。此外, 还将选取不同控制点进行二维海浪

一常数, 默认设置为 1.7, θω 表示平均风向。根据 W

谱的输出, 以研究咆哮西风带影响下印尼沿岸的海

的大小, 将海浪划分为纯风浪(W=1)、混合浪(0<W<

浪能量分布特性。

1)、纯涌浪(W=0)。

WWⅢ海浪模式采用 Hanson 等

[24]

提出的频谱划

分方式, 该方法是将二维能量密度谱中各峰值独立
分区并计算总能量、谱峰能量, 根据波龄识别风浪
(满足 cp ≤ 1.5U10 cos  识别为风浪 ); 相邻涌浪峰值

3.1

海浪分布特性
为研究咆哮西风带单独作用下的印尼沿岸海浪

特性, 取印尼沿岸不受气旋影响的代表时段 2017 年
3 月 15 日至 21 日(气旋“Caleb”来临前)进行计算。无

距 离 满足 f 2 ≤  f 2 或 两 峰 之间 最低 点 大于 峰的

气旋期间, 印度洋处于春季季风转换期, 海表定向

最小因子乘以两个峰之中最小的值, 则合并为同一

风 速 较 小 , 印 尼 沿 岸 (7°S 以 北 )盛 行 西 北 风 , 离 岸

涌浪; 若某分区总能量低于门槛值, 则移除该分区。

(10°S 以南)盛行东南风, 印尼沿岸海浪相对稳定, 海

WWⅢ为实现以上划分方法, 引入风浪系数 W,

浪分布相似, 波高等值线沿岸线向西南方向平行递

进行

增, 分布较为均匀。图 6 为无气旋期间代表时刻印尼

(5)

沿岸海表风场、混合浪场、风浪场、涌浪场, 图中, 矢

U p  CmultU10 cos     ,

(6)

如图所示, U10 表示海表 10 m 高度风速, SWH 表示海

式中: W 表示风浪系数, E 表示波浪谱总能量, E U

p c

W  E 1 E U

Fig. 6

p c

,

量箭头分别表示风速大小和海浪有效波高, 比例尺
浪有效波高。

图 6 2017 年 3 月 19 日 0 时印尼沿岸海表风场、混合浪场、风浪场及涌浪场
Field maps of wind, mixed wave, wind sea, and swell along Indonesia’s coast at 0 o’clock on March 19, 2017
注: a: 风场; b: 混合浪场; c: 风浪场; d: 涌浪场

从图 6 可看出印尼近岸海域盛行西南向海浪,
南向涌浪占主导地位, 7°S 以北的沿岸海域存在较小
的西北向风浪, 10°S 以南为涌浪波高大值区, 出现大
面积无风浪区。

3.2

谱能量分布特性
对印尼沿岸海浪二维海浪谱能量分布特性开展

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咆哮西风带的影响。选取多
个控制点(如图 7 所示)绘制二维海浪能量密度谱, 各
点的坐标及水深见表 4。
图 8 至图 14 分别为无气旋期间各控制点处海浪
能量密度谱, 图中坐标系采用笛卡尔坐标系, 径向

图 7 控制点位置示意图
Position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trol points

表示频率, 单位为 Hz, 间隔 0.1, 圆心箭头指向表示

Fig. 7

风向, 箭头长短表示风速大小, 色标及等值线表示

注: 图中蓝色线为气旋“Caleb”的路径, 红色点为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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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控制点的位置及水深表
Tab. 4 Position and water depth of control points
控制点 经度/°E 纬度/°S
A1

98

能量谱密度, 单位为 m2/(°·Hz), Hs 表示混合浪有效波
高, U10 表示距海表 10 m 高度处风速。

水深/m

位置

13.9

5 582.8

路径左侧 5Rmax 处

浪能量及分布区域较为稳定, 当地风速较大时, 风

无气旋期间, 各控制点能量分布变化较小, 涌

A2

100.199

13.9

5 911.0

路径左侧 Rmax 处

浪能量有所增强。图 8 和图 9 分别为近岸深水点 P1

A3

101.400

13.9

4 939.7

路径右侧 Rmax 处

和 P2 的二维海浪能量密度谱, P1 和 P2 点海浪谱含

A4

103

13.9

5 135.9

路径右侧 5Rmax 处

有 3—4 个峰值, 能量波动主要来自于第一象限, 风

P1

106

7

870.0

印尼近岸深水

向多变, 最大能量峰值均处于 80°附近, 60°—80°范

P2

109

9

3 483.0

印尼近岸深水

围内包含多个涌浪成分, 涌浪能量占主导地位, 呈

P3

101.25

4.3

6.8

印尼沿岸极浅水

较为明显的涌浪特性。P2 点水深大于 P1 点, 同时刻

P4

104.55

6.02

50.5

印尼沿岸浅水

下 P2 点海浪能量高于 P1 点, P2 点风速增强时风浪

P5

105.75

6.40

17.0

印尼沿岸浅水

能量有所增大。

图 8 P1 点二维海浪能量密度谱
Fig. 8 2D directional spectrum of point P1

图 9 P2 点二维海浪能量密度谱
Fig. 9 2D directional spectrum of point P2

图 10 至图 11 为无气旋期间印尼沿岸浅水点 P3、
P4 和 P5 点的二维海浪能量密度谱, 观察这三点的海

浪谱发现三点的海浪能量明显低于深水点, 三点的
能量分布也有一定的区别, 主要为: (1)P3、P4 两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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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谱的能量分布较为类似, 能量波动主要来自于第

特性。(2)P5 点位于有掩护浅水域, 同时期海浪谱能

一、二和四象限, 海浪谱包含 3—7 个峰值, 60°—110°

量低于 P3 和 P4 点, 能量谱为双峰, 峰值方向一致,

范围内包含多个涌浪成分, 10°附近均存在一个较小的

能量密度等值线从坐标系原点沿东(0°)呈辐射状散开,

能量峰值, P4 点相对明显, 最大能量峰值位于 80°—

能量波动主要来自于第一、四象限, 该点风速较小,

90°之间, 风向与浪向夹角较大, 呈较为明显的涌浪

涌浪能量占主导地位, 涌浪能量集中区位于 0°附近。

图 10 3 月 18 日 0 时 P3、P4、P5 三点的二维海浪能量密度谱
Fig. 10 2D directional spectrum of points P3, P4, and P5 at 0 o’clock on March 18

Fig. 11

图 11 3 月 19 日 0 时 P3、P4、P5 三点的二维海浪能量密度谱
2D directional spectrum of points P3, P4, and P5 at 0 o’clock on March 19

图 12 和图 13 为无气旋期间 A2 和 A3 点二维海

(2)沿岸浅水海域: 由于受近岸地形及浅水因素的影

浪能量密度谱, A2 和 A3 点分别位于气旋路径左右两

响, 海浪成分较深水更为复杂, 能量谱包含多个峰

侧 Rmax 处, 观察图 12 和 13, A2 和 A3 点能量谱的能

值, 开敞海域在 90°附近的涌浪能量占主导地位, 有

量分布十分相似, 包含 1—2 个峰值, 能量波动主要

掩护海域在 0°附近涌浪能量占主导地位。

来自于坐标系上半部分, 涌浪能量占主导地位, 涌
浪能量集中分布在 60°—90°范围, 涌浪有效波高最

4

大值为 3.49m。
综上所述, 咆哮西风带单独作用下, 印尼沿岸
盛行南向和西南向浪, 有效波高等值线向东北方向

4.1

咆哮西风带和热带气旋联合作用
下印尼沿岸海浪特性
海浪分布特性

递减, 南向涌浪表现突出, 风浪较小, 其海浪谱分布

为 研 究 热 带气 旋 对 印 尼沿 岸 致 灾 海浪 的 影 响 ,

特性按水深可分为两种情况: (1)深水海域: 海浪能

选取典型气旋“Caleb”作用期间(3 月 22 日至 28 日)

量谱为多峰, 且水深越大能量越高, 能量波动发生

为研究时段, 研究咆哮西风带和热带气旋联合作用

于坐标系上半部分, 呈现向北传递的特性, 涌浪成

下印尼沿岸海浪特性。“Caleb”作用期间, 印尼沿岸

分较为复杂, 60°—90°范围内涌浪能量占主导地位。

(10°S 以北)盛行西北向风, 10°S 以南盛行东南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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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旋沿东南方向移动, 达到最大风速后向西移动, 图

气旋附近风场顺时针偏转, 路径左侧海浪方向不变,

14 为 3 月 23 日 12 时南印度洋海表风场和混合浪场,

仍为东南向浪, 右侧海浪由东南方向顺时针偏转。

Fig. 14

Fig. 12

图 12 3 月 19 日 0 时 A2 和 A3 点密度谱
2D directional spectrum of points A1 and A2 at 0 o’clock on March 19

Fig. 13

图 13 3 月 20 日 0 时 A2 和 A3 点密度谱
2D directional spectrum of points A1 and A2 at 0 o’clock on March 20

图 14 3 月 23 日 12 时南印度洋海表风场、混合浪场
Field maps of wind and mixed wave along Indonesia’s coast at 12 o’clock on March 23
注: a: 风场; b: 混合浪场, 图中比例尺分别为风速和有效波高

图 15 至图 17 为气旋“Caleb”作用期间印尼沿岸

气旋作用过程中, 气旋附近局部海域海浪分布受到

海表风场、混合浪场、风浪场及涌浪场图, 观察可知,

影响, 出现风浪大值区和无涌浪区, 远离气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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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岸海域仍盛行南向和西南向海浪, 南向涌浪突

Fig. 15

出, 具体表现为:

图 15 3 月 22 日 0 时印尼沿岸海表风场、混合浪场、风浪场及涌浪场
Field maps of wind, mixed wave, wind sea, and swell along Indonesia’s coast at 0 o’clock on March 22
注: a: 风场; b: 混合浪场; c: 风浪场; d: 涌浪场

Fig. 16

图 16 3 月 23 日 0 时印尼沿岸海表风场、混合浪场、风浪场及涌浪场
Field maps of wind, mixed wave, wind sea, and swell along Indonesia’s coast at 0 o'clock on March 23
注: a: 风场; b: 混合浪场; c: 风浪场; d: 涌浪场

Fig. 17

图 17 3 月 24 日 0 时印尼沿岸海表风场、混合浪场、风浪场及涌浪场
Field maps of wind, mixed wave, wind sea, and swell along Indonesia’s coast at 0 o'clock on March 24
注: a: 风场; b: 混合浪场; c: 风浪场; d: 涌浪场

22 日, 气旋“Caleb”处于热带低气压状态, 风作

范围的涌浪低值区, 涌浪低值区北部海域为涌浪高

用强度相对较小, 混合浪最大波高为 3.23 m, 气旋

值区, 最大涌浪波高为 2.82 m; 气旋中心右侧盛行

中心左侧风浪明显高于右侧, 且左侧为涌浪低值区,

西北向风浪和南向涌浪, 风浪波高值较大, 受苏门

左侧风浪向北传播, 形成涌浪大值区, 南向涌浪均

答腊岛地形的影响, 南向涌浪传播至近岸地区产生

匀分布整个印尼沿海海域。

局部反向传播的现象。

23 日, 气旋等级加强, 向东南方向移动, 气旋

24 日, 气旋强度进一步增大, 向东南方向移动,

附近混合浪方向发生顺时针偏转。气旋中心左侧东

最大持续风速达 23.15 m/s, 气旋中心左侧海域北部

南向混合浪波高有所增强, 最大波高可达 4.45 m,

仍为涌浪高值区, 气旋中心右侧盛行西北向风浪,

盛行东南向风浪, 最大风浪波高约 4.4 m, 出现较大

且向南进一步传播产生西北向涌浪, 从而出现大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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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反向涌浪区域。

动较小的涌浪成分。A3 点海浪谱为双峰, 峰值频率

4.2

相近, 方向相反, 能量相当, 270°附近涌浪能量最高,

谱能量分布特性
图 18 至图 21 分别为气旋“Caleb”作用期间气旋

路径附近及印尼沿岸各控制点处的二维海浪能量密
度谱, 图中各参数同上文所述。
图 18 为气旋“Caleb”作用期间 A1 至 A4 点二维
能量密度谱, A1 和 A4 分别位于气旋“Caleb”路径左
右两侧距气旋中心 5 倍最大风圈半径处(5Rmax), A2

145°附近风浪能量次之。A4 点海浪谱包含 3 个峰值,
100°和 280°附近两个峰值能量相近, 峰值频率相近,
方 向 相 反 , 风 向 与 浪 向 夹 角 较 大 (>90°), 涌 浪 能 量
主导。
(2) 气旋到达时(图 18e 至 h), A1 和 A2 点海浪谱
包含 3 个峰值, 风向与浪向相近, 120°附近风浪能量

和 A3 分别位于气旋“Caleb”路径左右两侧距气旋中

仍占主导地位, 270°附近涌浪能量削弱, 60°附近出现

心最大风圈半径处(Rmax)。观察四点的海浪谱发现气

新的能量较小的涌浪成分, 谱峰频率约为 0.045 Hz。

旋作用期间四点海浪谱能量升高, 海浪谱为多峰,

A3 点海浪谱包含 5 个峰值, 风向与浪向相近, 270°

涌浪成分较为复杂, 路径左侧风速大, 风浪能量占

附近涌浪能量削弱, 120°附近风浪能量占优, 60°附近

优, 路径右侧涌浪能量突出, 具体表现为:

及第三象限出现多个能量较小的涌浪成分。A4 点风

(1) 气旋靠近时(图 18a 至 d), A1 和 A2 点能量谱

向与浪向夹角较小, 海浪谱为双峰, 100°附近风浪与

为双峰, 峰值频率相近, 峰值方向相反, 能量波动主

280°附近涌浪能量相当, 峰值频率相近, 方向相反。

要来自于第二象限, 风向与浪向相近, 波动能量几

(3) 气旋远离时(图 18i 至 l), A1 和 A2 点风浪能

乎全部由 120°附近风浪提供, 270°附近存在能量波

量峰值减小, 能量集中区顺时针偏转, 第一象限

Fig. 18

图 18 3 月 23 至 24 日 A1 至 A4 点二维海浪能量密度谱
2D directional spectrum of points A1, A2, A3, and A4 between March 23 and March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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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波动增强, 60°附近涌浪能量升高, 涌浪能量占

由图 19 可知, 气旋靠近时, P3 点海浪能量降低,

优。A3 和 A4 点风向与浪向夹角较大(>90°), 涌浪能

海浪谱包含 2—4 个峰值, 能量集中区顺时针偏转,

量主导, 60°附近及 100°附近能量较高, 第三象限存

0°—30°范围风浪能量显著增强, 100°附近涌浪能量

在多个能量较小的涌浪成分。

仍占主导地位。气旋远离时, 能量波动范围由整个坐

图 19 至图 21 为气旋“Caleb”作用期间 P3、P4

标系逆时针缩减至坐标系上半部分, 风浪能量聚集

和 P5 点的二维海浪能量密度谱, 观察三点的能量谱,

区逆时针偏转, 且随风速减小逐渐降低, 60°—90°范

并与无气旋期间海浪谱(图 10 和图 11)进行对比, 得

围涌浪波动成分增加, 各成分能量较无气旋期间有

到各点能量谱分布特性。

所削减, 峰值方向相近, 峰值频率相差较大。

图 19 P3 点二维海浪能量密度谱
Fig. 19 2D directional spectrum of point P3

观察图 20, 气旋靠近时, P4 点海浪谱为双峰, 峰

能量增大, 能量集中区逆时针偏转(向 60°—90°范围

值方向相差约 70°, 峰值频率相近, 约 0.08~0.13 Hz,

偏转), 0°附近波动能量逐步削减, 60°—90°涌浪能量

与无气旋期相比, 能量集中区也发生顺时针偏转, 0°

占主导地位。

附近海浪波动增强, 风浪能量高于涌浪成分, 最大

观察图 21, 气旋作用期间, P5 点海浪谱能量分

风浪有效波高达到 1.63 m。气旋远离时, P4 点海浪谱

布变化很小, 海浪谱包含 1—2 个峰值, 风速变化较

峰值数量增加(含 4 个峰值), 小频率海浪成分增加,

小, 最大风速为 4.5 m/s, 海浪有效波高相对较小,

图 20 P4 点二维海浪能量密度谱
Fig. 20 2D directional spectrum of point P4

图 21 P5 点二维海浪能量密度谱
Fig. 21 2D directional spectrum of point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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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波高为 0.87 m, 能量集中区仍为 0°附近, 峰值

130°范围, 60°附近涌浪能量先减小后增大并占主导

频率相近。气旋靠近时, 第四象限能量波动增强, 出

地位, 路径右侧西北向风浪和南向涌浪并存, 风浪

现较小的风浪波动能量, 气旋离开时, 出现小频率

能量集中区顺时针偏转至 300°附近并逐渐减小, 涌

海浪成分, 风浪能量占主导地位。

浪峰值逐渐向 60°—90°转移, 涌浪成分增加, 能量

综上所述, 咆哮西风带和热带气旋联合作用下,

突出。对于近岸浅水海域: 海浪成分较为复杂, 能量

按照与气旋的相对位置有以下结论: (1)气旋附近海

较深水点低, 能量波动范围较广, 开敞海域在气旋

域海浪显著增强, 浪向呈顺时针旋涡状, 路径两侧

靠近时, 风浪涌浪能量相当, 风浪集中分布于 0°附

形成两个闭合有效波高等值线圈。气旋靠近时, 路径

近, 涌浪能量分布于 60°—90°附近, 气旋远离时, 风

左侧为涌浪低值区, 东南向风浪主导, 风浪能量集

浪能量削弱, 60°—90°范围内涌浪成分增加, 能量增

中分布于 120°附近, 涌浪能量很低; 路径右侧西北

强, 有掩护海域涌浪在 0°附近始终保持较高的能量,

向风浪和南向涌浪并存, Rmax 处风浪集中分布于 120°

当地风速较大时, 风浪能量增强。

附近, 290°附近存在较小的涌浪能量, 5Rmax 处风浪能

本文对印尼沿岸的风涌浪传播特性及海浪谱开

量集区偏转至 300°附近, 90°附近涌浪能量突出。气

展研究, 结果显示现阶段 WWⅢ模型的谱分割技术

旋远离时, 路径左侧风浪逐渐削减, 涌浪主导, 120°

应用于气旋强风区内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今后对

附近风浪能量有所削减, 60°附近涌浪能量突出, 路

于风浪和涌浪的分离机理仍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径右侧西北向风浪和南向涌浪并存, 随风速减小, 风
浪能量逐渐消散, 60°和 100°附近涌浪能量突出。(2)远
离气旋的近岸浅水处仍盛行西南向浪, 有效波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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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onesian coastal areas are vulnerable to cyclone disasters and the Roaring Forties swells. However, th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pagation mechanisms of disastrous waves (especially
swells), which endanger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of coastal structures, remains a problem. Through the
third-generation wave model WAVEWATCH Ⅲ, the present study established a multiple-nested wave model, using
the Cross-Calibrated Multi-Platform Ocean Surface Wind Velocity (CCMP) wind as the forcing wind to simulate
disastrous waves under the Roaring Forties and tropical cyclones along Indonesia coasts, where the distribution and
propagation were studied.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When solely under the effect of the Roaring Forties, Indonesia coasts are prevailed by southern and southwestern waves and significant wave height decreases in parallel
in the northeast direction. With wave spectrum being monomodal and southwestern swells dominating, spectrum
energy accumulates within 60° to 90° and passes toward north. (2) While being simultaneously affected by the
Roaring Forties and tropical cyclones, a low-value area of swells appears in the left side of the cyclone track, and
the area is dominated by the southeastern wind sea, of which the energy accumulates around 110° and 130°.
Northwestern wind sea and southern swells co-exist i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yclone track with dominating swells.
Wind sea energy accumulates around 210°, whereas swell energy accumulates within 60° and 90°. Waves in shallow
water are mainly composed of swells with wave energy accumulating around 60° to 90°. In the sheltered area, the
peak of the swell energy falls around 0°.
(本文编辑: 丛培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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