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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Vector Geometry 方法对 2016—2018 年的高度计资料进行涡旋识别, 并使用细尺度参

摘要

数化方法和 Argo 数据计算了涡旋附近的海洋内部扩散率, 分析了北太平洋的涡旋对海洋内部混合
的影响。结果显示, 研究区域在涡旋影响下的平均扩散率比无涡旋影响下的值大 6%, 并且气旋涡增
强了 600—1200m 深度的混合, 对 600—900m 深度的混合影响最大, 可达 18%; 反气旋涡明显增强了
300—900m 深度的混合, 但对 900—1200m 深度的混合没有明显影响。随着与涡旋中心距离的增大,
涡旋外围混合扩散率缓慢减小, 涡旋内部混合扩散率变化不明显, 此结果与 2014 年 3—10 月在 24°
—36°N、132°—152°E 区域的一个个例分析结果一致。此外, 随着涡旋强度的增大, 海洋内部混合明
显增强。统计结果表明, 在研究区域, 90%的扩散率值在 105.5—104m2/s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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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不同性质的海水在相邻区域彼此渗透,

al, 2011; Wu et al, 2011)。混合的另一个重要的能量来

形成性质均一的新的水团, 这一过程称为海水混合。

源是海表风应力的能量输入。研究发现, 风驱动的混

海水混合包含分子混合、湍流混合和对流混合三种形

合(Munk et al, 1998; Wunsch, 1998)和风产生的近惯

式。通过海洋中的跨等密度面湍流混合, 进行海水间

性波(Alford, 2001)对全球能量平衡有着重要影响。上

热量、盐量和动量的交换过程, 对海洋中不同尺度的

层海洋混合的季节变化受到海表风应力的影响较大,

运动都有重要影响, 因此关于湍流混合的研究意义

变化幅度随水深增加而减小(Jing et al, 2010, 2011;

重大。基于一维垂向对流扩散平衡方程, Munk(1966)

Wu et al, 2011)。另外, 有研究发现卡特里娜飓风过后,

指出, 为了维持深海的层结, 全球海洋的平均扩散率

近 惯 性 剪 切 升 高 从 而 增 强 了 湍 流 混 合 (Jing et al,

4

2

至少要达到 10 m /s。但是 Gregg(1987)和 Ledwell 等

2015)。随着 Argo 数据的积累, Wu 等(2011)、Whalen

(1993)的研究发现扩散率在远离边界的大洋内区仅为

等(2012)、Li 等(2014)、Zhu 等(2018)分别计算了南大

5

2

10 m /s。之后的一些研究发现, 在粗糙的海底地形,

洋、全球、西北太平洋、热带太平洋等海域的混合扩

例如海山(Kunze et al,1997)、峡谷(Carter et al, 2002)

散率的空间分布, 加深了我们对海洋混合的认识。

以及海脊(Klymak et al, 2004)等处混合明显增强, 扩
4

2

散率可达 10 m /s 甚至更大。

根据 Chelton 等(2011)的统计结果, 中尺度涡旋
在全球海洋中广泛存在。研究表明, 除地形外, 中尺

前人的研究表明, 地形和海表风应力输入等对

度涡背景场也是影响内孤立波传播和变形的重要因

海洋内部混合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粗糙地形处, 内潮

素(Liao et al, 2012)。并且有研究表明涡旋对海洋内部

耗散强, 海洋内部混合增强(Kunze et al, 2006; Jing et

混合产生了一定影响, Cheng 等(2018)研究发现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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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 存在一个比较大的跨等密度面混合扩散率, 而该

(1) 沿东西方向的速度分量 v 必须满足在远离

位置的涡动能也达到最大值。Jing 等(2013)研究夏威

涡旋中心两侧的符号相反, 随着距中心点的距离增

夷海时间序列(Hawaii Ocean Time series, HOT)的温

大, v 的值线性增加;

盐深(Conductivity-Temperature-Depth, CTD)数据发现,

(2) 沿南北方向的速度分量 u 必须满足在远离

在 300—600m 水深上, 气旋涡对混合的影响不明显,

涡旋中心两侧的符号相反, 随着距中心点的距离增

而反气旋涡明显增强了混合, 且混合的季节性变化

大, u 的值线性增加。速度分量 u 的旋转方向必须与 v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反气旋涡的季节性变化的调节。

相同;

Yang 等(2017)通过对南海北部 3 个暖涡的研究发现,
涡旋边缘的混合扩散率比涡旋中心高 5—7 倍。本文

(3) 找到选定区域内速度的最小值点近似为涡
旋中心;

利用 Argo 剖面观测资料, 从统计意义上研究海洋涡

(4) 近似涡旋中心点附近的速度矢量必须具有

旋对不同深度的混合的影响以及涡旋的旋转方向、强

相同的旋转方向, 即两个相邻速度矢量的方向必须

度、与涡旋中心的距离对海洋内部混合的影响。

在同一个象限或相邻的两个象限内(通过南北和东西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资料介绍
本文选取了 CMEMS 提供的海表面高度异常(sea

轴来定义四个象限: 第一象限包括从东到北的方向,
第二象限包括从北到西的方向, 第三象限包括从西
到南的方向, 第四象限包括从南到东的方向)。
约束条件中用到两个参数 a 和 b: 一个用于第一、

level anomaly, SLA)数据(http://marine.copernicus.eu/)

第二和第四约束条件, 一个用于第三个约束条件。参

进行海洋涡旋识别。该 SLA 数据是 TOPEX/Poseidon、

数 a 确定了有多少个网格点用于检验沿着东西轴向

Jason-1、ERS-1 和 ERS-2 等高度计的融合产品, 已经

速度 v 分量和沿着南北轴向速度 u 分量的增加情况。

减去了 20a(1993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的平均海表

此外, 参数 a 也决定着绕涡旋中心的曲线(四条边界

面高度。文中选取数据的空间范围为 10°—40°N、

线), 沿该曲线可以观察速度矢量的方向变化。涡旋的

140°W—140°E, 时间范围为 2016—2018 年, 空间分

旋转方向可以由 v 的东西向变化来确定, 如果通过中

辨率为 1/4°×1/4°, 时间分辨率为 1d。

心后 v 的符号从负到正(由东向西), 那么则为反气旋

本文使用的温盐数据来自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

式涡旋; 反之则为气旋式涡旋(以北半球为例, 南半

心(http://www.argo.org.cn/)提供的 Argo 实测资料。该

球相反)。参数 b 用来确定局地速度最小值的分布区

资料选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与上述海表面高度异常

域(以网格点表示)。在算法中, 参数 a 和 b 的取值是

数据相同, 并对温盐数据剖面的分辨率和测量水深

弹性的, 以便用来设定涡旋检测的最小尺度, 并使算

进行筛选, 共筛选出位于涡旋附近, 平均分辨率不大

法可以适用于不同分辨率的网格(Dong et al, 2009)。

于 10m 以及水深不小于 1200m 的 Argo 剖面 2064 个。

参考 Liu 等(2012)和 Ma 等(2014), 本文选取 a=3, b=2。

最后使用细尺度参数化方法来估算海洋内部混合的

针对海洋涡旋探测, 除了本文用到的 VG 方法,

扩散系数, 进而评估海洋涡旋对跨等密度面混合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如 Okubo-Weiss(OW)方法等。

影响。特别地, 我们还使用了 2014 年 3—10 月在 24°

Nencioli 等(2010)的研究表明, VG 方法比 OW 方法探

—36°N、132°—152°E 区域观测的沿着涡旋轨迹的

测的结果具有更高的成功率以及更低的多余率, 因

Argo 数据(Xu et al,2016,2017)作为个例进行分析, 该

此本文采用 VG 方法探测研究区域的涡旋。

数据同样可以从中国 Argo 实时资料中心进行下载。

1.3

1.2

基于应变的细尺度参数化方法
基于内波理论的细尺度参数化方法(Polzin et al,

涡旋识别方法
Nencioli 等人在 2010 年提出一种基于地转流异

1997; Kunze et al, 2006; Wu et al, 2011)将厘米尺度的

常场的向量几何算法(vector geometry, VG)探测海洋

湍流混合过程与大洋中的温盐及流速观测数据建立

涡旋, 这种方法将涡旋直观的定义为一个区域, 在这

起联系。假设海洋内部 10—100m 的剪切或应变变化,

个区域速度场表现为一个旋转流。也就是说, 该区域

主要是由内波过程导致的, 通过非线性波-波相互作

的特点是速度矢量围绕一个中心顺时针或者逆时针

用, 将能量稳定地从大尺度传输到小尺度, 在这种尺

旋转。根据涡旋速度场的特性, VG 方法探测的涡旋中

度下, 由于剪切或对流不稳定性, 最终内波破碎并驱

心可以通过以下四个约束条件进行确定:

动海洋内部跨等密度面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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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面扩散系数 K 的表达式(Kunze et al,2006)为:
K  K0

GM

利用 VG 方法共探测出 2016—2018 年期间北太

2

 z2

h2 ( R ) j ( f / N ) ,

 z2

其中, K0=0.5×105m2/s, <  z2 >和

GM <

(1)

 z2 >分别代表观

测和 Garrett-Munk(GM; Garrett et al, 1979)模型得到
的应变方差, h2(Rω)和 j(f/N)分别为参数化方案中关于
内波结构和纬度影响的修正项,
h2 ( R ) 

1 R ( R  1)
R  1

6 2

,

(2)
(3)

N0=5.24×103rad/s, f 为科里奥利频率, f30 表示南北纬
30°的科里奥利频率。由于 Argo 剖面缺少速度数据,
无法对 Rω 直接进行计算, 本文选取 Rω=7(Jing et al,
2011; Zhu et al, 2018)。
本文将 300—1200m 深度上的剖面分割为 300m
长度的子剖面, 每段子剖面上的垂向应变  z 的计算
公式为:
,
(4)
N2
其中, N2 是由位势密度的垂直差分得到, N 2 是对子
剖面内的位势密度进行二次拟合得到的层结的均值。
参考 Jing 等(2011)和 Wu 等(2011), 本文利用多窗谱方
法估计出每段子剖面内应变的垂向波数谱 φ(k), 考虑
到谱估计的方差和偏差, 选取时频带宽积 n=2, 这表
示能够分辨的最小波数为 kmin=2π×n/300=0.042/m。再
经过垂向波数空间上的积分, 得到应变方差:


kmin

区域的气旋涡要远多于反气旋涡。图 1 展示了 2018
年 1 月 1 日在研究区域探测出的涡旋, 图中标记的红
色圆圈代表涡旋的中心位置, 从图中可以看出西北
太平洋的涡旋明显要多于东北太平洋。我们共筛选出

 (k )dk ,

率不大于 10m 且水深不小于 1200m)14580 个, 并采用
度面扩散系数, 即图 2 所示, 为了方便绘图, 对扩散
率 K 采用对数坐标即 log10K。图中显示在西北太平洋
有较高的扩散率, 可能是由于粗糙地形或风的近惯
性能量输入的影响, 海洋涡旋对其也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在太平洋东部, 扩散率整体较低, 但在夏威夷
附近海域扩散率增大, 可能内潮的运动增强了局地
的混合。上述结果表明该区域的扩散率水平分布与
Zhu 等(2018)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查找出位于涡旋
附近(剖面距涡心小于 2 倍涡旋半径)的 Argo 剖面
2064 个(图 3), 对这 2064 个剖面数据进行详细分析,

N2  N2

kmax

旋, 共有 2248 个气旋涡, 1076 个反气旋涡, 表明研究

细尺度参数化方法计算 300—1200m 深度上的跨等密

其 中 , Rω 表 示 剪 切 / 应 变 方 差 比 , N 是 浮 力 频 率 ,

 z2

平洋区域(10°—40°N/140°W—140°E)SLA≥5cm 的涡

该区域在 3a 中所有符合条件的 Argo 剖面(平均分辨

farccosh( N / f )
j( f / N ) 
,
f30 arccosh( N 0 / f30 )

z 

探讨海洋涡旋对海洋内部混合的影响。
经过计算, 该区域平均扩散率为 3.25×105m2/s,
在 没 有 涡 旋 影 响 的 情 况 下 平 均 扩 散 率 为 3.24×
105m2/s, 在 涡 旋 影 响 下 的 平 均 扩 散 率 为 K =3.44×
105m2/s, 比无涡旋影响下的值大 6%。结果显示, 涡
旋对混合扩散率的影响较小, 导致此现象出现的原
因可能是在开阔大洋中, 海洋涡旋选择了垂向剪切
最小的模态(Zhang et al, 2013)。下面将详细讨论气旋
涡与反气旋涡对混合的影响。

(5)

2.1

同时, 为了避免对方差的低估, 垂直波数的积分
上限最大波数 kmax 应满足<  z2 >≤0.1, 从而得到最大
波数 kmax。
对于 GM 模型的应变方差 GM<  z2 >的计算也采用
相同的积分区间, 具体计算公式如公式(6)(Kunze et
al,2006):
πE bj  kmax
k2
 z2  0 
(6)
dk ,
kmin ( k  k ) 2
GM
2
其中, E0=6.3×105 是一个无量纲常数, b=1300m 表示
温跃层的垂直尺度, j′=3 表示参考模数, k′=πj′N/bN0 表
示与 j′相对应的参考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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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旋附近扩散率计算
为了直观的观察距涡旋中心的距离对海洋内部

混合的影响, 将 2016—2018 年 10°—40°N、140°W—
140°E 区域位于涡旋附近 Argo 数据计算的垂直平均
扩散率按相对涡旋中心的位置绘制在同一张图上,
并将气旋涡和反气旋涡分开研究, 如图 4 所示。图 4
展示了涡旋附近扩散率(log 10K, 扩散率 K 的单位为
m 2 /s)的变化, 图中不同颜色的点表示不同的扩散率
值。图 4a 中气旋涡附近共有 1205 个 Argo 剖面, 图
4b 中反气旋涡附近有 859 个剖面。涡旋附近的扩散
率平均值如表 1 所示, 根据( K
K

CE

CE –

K

AE )

/ K , 其中

表示气旋涡影响下的扩散率平均值, K

AE

表示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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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1

娟等: 北太平洋涡旋对基于细尺度参数化的海洋内部混合的影响

2018 年 1 月 1 日在 10°—40°N、140°W—140°E 区域的涡旋分布

Eddies distribution in the region of 10°—40°N/140°W—140°E on January 1, 2018
注: 红色圆圈表示涡心的位置; 背景为地转流场

图2
Fig.2

2016—2018 年 10°—40°N、140°W—140°E 区域 300—1200m 深度垂直平均扩散率空间分布图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vertical average diffusivity at the depth of 300—1200m in the region of
10°—40°N / 140°W—140°E (2016—2018)

图3
Fig.3

2016—2018 年位于涡旋附近的 Argo 剖面计算的垂直平均扩散率空间分布图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vertical average diffusivity calculated by Argo profiles near the eddy (2016—2018)

251

252

海

洋

与

湖

51 卷

沼

反气旋涡影响下的扩散率平均值, K 表示整个计算

虚线到黑色虚线之间, 1<d≤2)的值大 24%; 而在反气

区域涡旋影响下的扩散率平均值, 我们计算出受气

旋涡影响下仅大 5%。以上结果表明在距离涡旋中心

旋涡影响产生的扩散率要比受到反气旋涡影响产生

较近时, 扩散率较大, 且气旋涡影响下的混合扩散率

的 扩 散 率 大 5%; 同 样 地 , 根 据 ( K
K

CE(

K

值, K

d≤ 1

d ≤ 1–

K

1<d ≤ 2)/

对距涡心的距离更为敏感。

表示距涡心不大于涡半径的扩散率平均

图 5 表示扩散率在不同量级上的分布直方图, 图

1 个涡半径且不大于 2 个

中的红色数字表示每个量级范围内的个数, 简单的

1<d ≤ 2 表示距涡心大于

涡 半 径 的 扩 散 率 平 均 值 ), 计 算 出 在 气 旋 涡 影 响 下 ,

计算发现 90%的扩散率值在 105.5—104m2/s 范围内,

距涡心不大于涡半径(图 4a 紫红色虚线及以内, d≤1)

即两条紫红色虚线之间的范围, 图中蓝色虚线为平

的扩散率平均值比 1—2 个涡半径之间(图 4a 紫红色

均扩散率 K 所在的位置。

图4

气旋涡(Cyclonic Eddy, CE, a)与反气旋涡(Anticyclonic Eddy, AE, b)附近的 Argo 相对涡旋中心的位置
以及对应的垂直平均扩散率

Fig.4

The position of Argo near cyclonic eddies (CE, a) and anticyclonic eddies (AE, b) relative to the eddy
center and the corresponding vertical average diffusivity
注: 紫红色和黑色虚线分别表示归一化半径为 1 和 2 的圆

表1

Tab.1

涡旋附近垂直平均扩散率的均值(单位: m2/s)

The mean of vertical average diffusivity near the eddy (unit: m2/s)

涡旋类型
气旋涡
反气旋涡

均值 K E
3.51×10

5

3.32×105

K d ≤1

K1 d ≤2
5

3.32×105

3.43×105

3.27×105

4.15×10

注: K E 表示气旋涡或反气旋涡影响下的扩散率平均值; K d ≤1 表示距涡心不大于涡半径的扩散率平均值; K1 d ≤2 表示距涡心大于 1 个涡
半径且不大于 2 个涡半径的扩散率平均值

2.2

涡旋对海洋内部混合的影响
我们计算了 2018 年涡旋附近的扩散率垂直剖面,

计算深度为 300—1200m, 每 300m 片段计算一个值。

在 600—900m 深度上混合扩散率增大最为明显, 比
无涡旋影响下的扩散率约大了 18%; 反气旋涡加强
了 300—600m 以及 600—900m 深度上的混合, 分别

将每个剖面上的扩散率进行垂直平均, 研究涡旋对

比无涡旋情况下的扩散率值增大了 3%和 5%, 但它对

不同深度上的混合的影响以及涡旋的旋转方向、强

900—1200m 深度的混合没有明显的影响。

度、距涡心的距离对海洋内部混合的影响。

表 2 的结果与 Jing 等(2013)关于夏威夷海时间序

表 2 给出了在气旋涡和反气旋涡影响下不同深

列 ALOHA 观测站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 但在细节上

度的平均扩散率, 结果显示, 随着深度增加, 混合扩

有所区别。Jing 等研究结果显示, 在 300—600m 深度,

散率减小; 气旋涡对 300—600m 深度的混合影响不

反气旋涡影响下的混合比无涡旋影响下的混合增强

明显, 但明显增强了 600—1200m 深度上的混合, 且

了 53%, 但本文的结果仅增强了 3%; 在 600—9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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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剖面集中在 0.05—0.6m 涡旋强度范围内。拟合
结果表明, 距涡心的距离对海洋内部混合的影响较
小, 涡旋强度对其影响较大。

图5
Fig.5

扩散率在不同量级的分布直方图

The histogram of diffusivity distribution at various orders
of magnitude

图6
Fig.6

注: , 红色虚线之间的数量占总数的 90%; 蓝色虚线表示平均扩散
率K

表2
Tab.2

距涡心的距离对扩散率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distance from the eddy center on
diapycnal diffusivity

注: 灰色点表示基于 Argo 剖面计算的扩散率; 蓝色实线表示分段

(反)气旋涡影响下不同深度的平均扩散率
(单位: m2/s)

线性拟合结果; 红色实线表示二次拟合结果; 虚线表示对应的
95%置信区间

The average diffusivity at different dept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nti-)cyclonic eddy (unit: m2/s)
平均扩散率

涡旋情况
300—600m

600—900m

900—1200m

无涡旋

3.73×105

3.12×105

2.87×105

有涡旋

3.79×105

3.52×105

3.00×105

气旋涡

3.74×105

3.70×105

3.09×105

反气旋涡

3.84×105

3.27×105

2.87×105

深度, 气旋涡影响下的混合比无涡旋影响下的混合
增强了 8%, 而本文中增强了 18%。因为本文是对

图7

北 太 平 洋 (10°— 40°N、 140°W— 140°E)的 统 计 结 果
进行分析, 与 Jing 等(2013)在 ALOHA 观测站的研
究区域相差较大, 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也是可以
理解的。

Fig.7

涡旋强度对扩散率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nsity of the eddy
on diapycnal diffusivity

注: 灰色点表示基于 Argo 剖面计算的扩散率; 两条蓝色实线表示
线性拟合结果; 红色实线表示二次拟合结果; 虚线表示对应的
95%置信区间; 图中横坐标用海表面高度异常(sea level anomaly,
SLA)的值表示涡旋强度

图 6 展示了距涡旋中心的距离对扩散率的影响,
图中蓝色和红色实线分别表示分段线性和二次拟合
2.3

距离涡心 1 个涡旋半径以内, 扩散率随着距离的增大

个例分析
我们处理并分析了 2014 年 3—10 月所观测的沿

没有显著变化; 而在 1 个涡旋半径以外, 扩散率随着

着涡旋轨迹的 Argo 数据, 该数据主要分布在 24°—

距离的增大而微弱减小。

36°N、132°—152°E 区域。首先, 我们先利用 VG 方

结果, 虚线表示对应的 95%置信区间。图中显示, 在

我们用海表面高度异常 SLA 的数值大小来表示

法探测出 2014 年 3—10 月该区域的海洋涡旋, 部分

涡旋强度, 如图 7 所示, 随着强度增大, 扩散率很明

探测结果如图 8 所示。图中显示 VG 方法探测出了该

显呈现出增大的趋势, 图中曲线含义与图 6 中相同,

区域大部分的涡旋, 但是也会把个别涡旋边缘的点

5

4

2

拟合曲线主要在 10 —10 m /s 范围内变化, 并且大

识别成涡心, 这是 VG 方法本身的缺陷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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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1—6 日在 24°—36°N、132°—152°E 区域的涡旋分布

The eddy distribution in the region of 24°—36°N/ 132°—152°E from April 1 to 6, 2014, respectively
注: 红色圆圈表示涡旋中心的位置; 背景为地转流场

统计结果显示, 在 24°—36°N、132°—152°E 区

区 域 的 扩 散 率 比 整 个 北 太 平 洋 区 域 (10° — 40°N 、

域探测出气旋涡附近的 Argo 剖面仅有 31 个, 而反气

140°W—140°E)的变化更明显, 平均扩散率也要高于

旋涡附近有 400 个, 说明当时 Argo 是投放在反气旋

整个北太平洋区域的平均值。Xu 等(2017)的研究表明

涡(暖涡)中, 并随着涡旋的运动来测量数据剖面。图

伊豆-小笠原脊(Izu-Ogasawara Ridge)的存在使得地

9 中标注的绿色五角星即投放位置, 对照图 8 发现对

形对混合影响较大, 增强了周围的海洋混合。

应的位置确实是一个反气旋涡。该区域涡旋影响下的
平均扩散率为 7.01×105m2/s, 对表 3 中的数值进行计
算发现在气旋涡影响下的扩散率是反气旋涡影响下
的近 3 倍。由于此区域气旋涡与反气旋涡附近的剖面
个数相差较大, 且气旋涡距离地形较近, 因此不能表
明气旋涡对海洋内部混合的影响大于反气旋涡的影

表3

24°—36°N、132°—152°E 区域涡旋附近垂直平均扩
散率的均值(单位: m2/s)

Tab.3

The mean of vertical average diffusivity near the eddy
(24°—36°N/132°—152°E) (unit: m2/s)

涡旋类型

均值 K E

K d ≤1

K1 d ≤2

气旋涡

1.71×10–4

8.82×10–4

1.47×10–4

反气旋涡

6.23×10–5

7.10×10–5

5.62×10–5

响。另外, 由于气旋涡附近剖面很少, 下文将不再分
析气旋涡对混合的影响。反气旋涡影响下, 与涡心距

由于该个例是在同一个反气旋涡中观测得到的

离不大于涡半径的扩散率要比距离 1—2 个涡半径的

Argo 剖面数据, 涡旋强度相差不大, 因此我们将只

值大 24%。综上所述, 涡旋内部对混合的影响要明显

分析距涡心的距离对混合的影响。图 11 展示了距涡

大于涡旋外围产生的影响。

旋中心的距离对扩散率的影响, 图中蓝色和红色实

与表 1 的结果相比, 在 24°—36°N、132°—152°E

线分别表示分段线性和二次拟合结果, 虚线表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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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 95%置信区间。图中显示, 在距离涡心 1 个涡旋
半径以内, 扩散率随着距离的增大没有显著变化; 而
在 1 个涡旋半径以外, 扩散率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微弱
减小。综上所述, 个例分析结果与北太平洋的统计结
果基本一致。

3

结论
本文基于 VG 方法利用 2016—2018 年的高度计

资料进行涡旋识别, 并基于细尺度参数化方法利用
Argo 数据计算涡旋附近的扩散率, 分析了北太平洋
图9

涡旋附近垂直平均扩散率空间分布(24°—36°N、
132°—152°E)

Fig.9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ertical average diffusivity
near the eddy (24°—36°N/132°—152 °E)

注: 灰色线表示–3000m 等深线, 绿色五角星表示 Argo 投放位置

(10°—40°N、140°W—140°E)区域涡旋对海洋内部混
合的影响。另外还研究了 2014 年 3—10 月在 24°—
36°N、132°—152°E 区域的涡旋对海洋内部混合的影
响。经初步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图 10

24°—36°N、132°—152°E 区域气旋涡(a)与反气旋涡(b)附近的 Argo 相对涡旋中心的位置
以及对应的垂直平均扩散率

Fig.10

The position of Argo near cyclonic eddies (a) and anticyclonic eddies (b) relative to the eddy center
and the corresponding vertical average diffusivity (24°—36°N/132°—152°E)
注: 紫红色和黑色虚线分别表示归一化半径为 1 和 2 的圆

图 11
Fig.11

距涡心的距离对扩散率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distance from the eddy center on diapycnal diffusivity

注: 灰色点: 基于 Argo 剖面计算的扩散率; 蓝色实线: 分段线性拟合结果; 红色实线: 二次拟合结果;
虚线: 对应的 95%置信区间; 距离: 归一化的距涡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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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涡旋影响下, 北太平洋区域在 2016—2018
年的平均扩散率比无涡旋影响情况下的值大 6%, 结
果显示涡旋对混合扩散率的影响较小。
(2) 在 2016—2018 年, 研究区域(10°—40°N、
140°W—140°E)气旋涡的个数多于反气旋涡的个数。
通过研究涡旋影响下不同深度的扩散率发现, 涡旋
整体对 600—900m 深度上的混合影响最大; 气旋涡
增强了 600—1200m 深度的混合, 对 600—900m 影响
最大, 可达 18%; 反气旋涡明显增强了 300—900m 深
度的混合, 对 900—1200m 的混合影响不明显。
(3) 拟合结果发现, 随着距涡心的距离增加, 涡
旋外围的混合扩散率缓慢减小, 而涡旋内部的混合
扩散率变化不明显; 随着涡旋强度的增大, 扩散率明
显增大。表明距涡旋中心的距离对海洋内部混合的影
响较小, 涡旋强度对内部混合的影响较大。另外, 统
计结果表明, 北太平洋区域 90%的扩散率值分布在
10–5.5—10–4m2/s 范围内。
本文主要是基于 VG 涡旋识别方法和细尺度参
数化方案, 得出北太平洋 3a 中涡旋对混合产生的影
响的统计结果。文章使用 VG 方法识别涡旋, 会将个
别的涡旋边缘识别成涡心, 可能会对最终结果产生
影响。我们使用基于应变的细尺度参数化方法计算混
合扩散率, 细尺度方法是基于大洋内波 GM 谱提出的,
可能无法正确计算海洋涡旋影响下的跨等密度面扩
散率, 这对于最后的结果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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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EDDY ON OCEAN INTERNAL MIXING IN NORTH PACIFIC BY
FINE-SCALE PARAMETERIZATION
CHEN Juan,

LI Shao-Feng,

CAO An-Zhou,

SONG Jin-Bao

(Ocean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Zhoushan 31602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vector geometry method, eddy in North Pacific was identified with altimeter data in 2016—2018,

and the ocean internal diapycnal mixing diffusivity near the eddy was calculated by fine-scale parameterization and the
Argo data. The influence of the eddy on the internal mixing was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diffusivity of the
study region with the eddy influence was 6% greater than that without the eddy influence. The cyclonic eddy enhanced the
mixing in 600—1200m depth in maximum at 600—900m depth where the average diffusivity reached 18%. The mixing at
300—900m depth was enhanced greatly by anticyclonic eddy, but the effect at 900—1200m was not obvious. With the
distance increase from the eddy center, the diffusivity outside the eddy decreased gradually but inside the eddy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The result has been verified in a case study in the region of 24°—36°N / 132°—152°E from March to
October 2014. Moreover,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eddy intensity, the diapycnal mixing was enhanced largely. Statistics
show that 90% of the diffusivity was in the range of 10–5.5—10–4m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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