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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贯穿流荷载中尺度过程能量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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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南海海洋再分析产品 REDOS(Reanalysis Dataset of the South China Sea)和风场资

料 CCMP(Cross-Calibrated, Multi-Platform), 通过能量诊断探讨了越南沿岸南海西边界流(南海贯穿
流主体部分)区域夏季(6—9 月)涡流相互作用的年际变化特征以及平均流对中尺度过程的贡献。结果
显示, 在季风和西边界强流、南海贯穿流的共同影响下, 越南沿岸东向急流和双涡结构的能量分布和
收支有显著的年际差异。尽管涡动能(EKE, Eddy Kinetic Energy)和涡动有效势能(EPE, Eddy available
Potential Energy)的量级基本一致, 但二者在水平和垂向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 这与夏季风影响
下的南海西部边界流, 越南离岸流的上层海洋密度梯度、流速大小和剪切导致的斜压、正压不稳定
性等因素相关。同时随着深度的增加, 密度梯度变化相对水平速度剪切对海洋涡流过程的影响逐渐
凸显。EKE 能量收支分析表明, 压强与风应力主要做正功, 是维持 EKE 稳定的主要能量来源, 而
EKE 平流项既可以促进涡旋的增长, 也会造成涡旋的消耗, 对 EKE 的年际变率影响比较显著。正压
不稳定导致的能量转换主要影响南海西部边界流区域, 并存在显著年际变化, 并且在风和平均流的
影响下, 沿贯穿流方向存在显著空间分布差异。越南离岸流正异常年, 整体呈现平均流向涡旋传递能
量; 负异常年, 出现 EKE 反哺平均动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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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太平洋-印度洋水体交换中的南海分支, 南

Nan 等(2011)均发现南海海盆东部产生的中尺度涡旋

海贯穿流是沟通南海与邻近大洋的重要形式, 海盆

存在西向的运动。南海东北部的中尺度涡旋沿陆坡以

尺度环流受 β 效应影响在南海西边界得到强化, 与北

Rossby 波形式(Wang et al, 2008)或者被平均流输运

部吕宋海峡入流、南部卡里马塔海峡和民都洛海峡的

(Zu et al, 2013)向西南运动。Yang 等(2013)指出中尺

出流共同构成了南海贯穿流, 并且在南海主要以西

度涡旋能量的源和汇在南海西边界增强。Cheng 等

边界流的形式体现(Wang et al, 2006; Qu et al, 2006;

(2010)发现南海大部分区域的 EKE 变化与风应力没

Yu et al, 2007; 王东晓等, 2013)。南海上层大尺度环

有显著的直接相关性, 认为风应力旋度导致的平均

流受季风影响, 有显著季节和年际变化。Sverdrup 平

流通过正压、斜压不稳定性向涡旋的能量传递可能是

衡与斜压 Rossby 波调整可以较好解释上层环流的季

调制南海中尺度涡旋的重要原因 Jia 等(2005)。Nan

节变化(Liu et al., 2001; Yang et al, 2002)。Zhuang 等

等(2011), Zu 等(2013)也指出冬季黑潮入侵流的正压、

(2010a)发现南海贯穿流在沿海盆北部、西部陆坡的区

斜压不稳定性也是南海东北部涡旋产生的重要原因。

域, 有较高的涡能量并伴随着较高的正压、斜压能量

王东晓等(1996)基于两层半模式对南海多涡结构的研

转换, 这意味着这些区域有较强的涡流相互作用。

究指出, 南海环流的研究需要关注能量学机制以及

对 于 南 海 的 中 尺 度 涡 旋 活 动 , Wang 等 (2003),

不同尺度运动的相互作用, 南海环流中多涡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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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与演变, 同南海大尺度环流以及中尺度涡旋之
间的能量交换过程关系紧密, 而中小尺度的涡旋起
到了能量串级的交换与转化作用。因此, 研究南海西
边界流区域, 即南海贯穿流主体组成区域的涡流相
互作用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夏季西南季风时期, 南海环流的主要特征是越
南沿岸的东向离岸流和偶极子双涡结构。此时, 南海
西边界流从南向北流经中南半岛时不再继续向北流
动, 转而成为东北向的急流, 将南海分为北部的气旋
式涡旋和南部的反气旋式涡旋, 两者之间形成东向
离岸流(曾庆存等, 1989; 方文东等, 1998; Fang et al,
2002, 2012; 王东晓等, 2013)。不少研究发现越南离岸
流与风应力旋度零线有紧密的联系, 认为局地风场
是影响越南离岸流位置以及双涡结构变化的重要因
素(Shaw et al, 1999; Wu et al, 1999; Cai et al, 2007;
Xiu et al, 2010; Wang et al, 2010)。Li 等(2014)和 Quan
等(2016)的分析, 均明确表示越南离岸流的年际变化
受 ENSO 调制下的风场强迫影响, 在厄尔尼诺事件的
发展年夏季, 加强的西南风会导致强的越南离岸流,
其离岸位置向其平均位置以南偏移; 而在衰退年夏
季, 减弱的西南风使得越南离岸流强度减小, 其离岸
位置向平均位置以北偏移, 且向北偏离时的偏离平
均位置的幅 度更大。然 而一些研究 分析(Xiu et al,
2010; Hu et al, 2011; Li et al, 2014; Chen et al, 2014)
发现局地风场并非首要因素, 海盆尺度环流的不稳
定、Rossby 波的不稳定等非线性过程和边界层动力
过程对双涡结构也具有重要影响。为进一步揭示受南
海贯穿流等大尺度环流牵制作用下的流场变化对中
尺度涡旋环流过程的调制, 本文将利用平均流和涡
旋的机械能收支方法来进行分析。
由 Lorenz(1955)最早提出的平均流和涡旋的机械
能收支四箱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大气海洋环流能量收
支的研究中(Böning et al, 1992; Beckmann et al, 1994),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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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
本文主要使用的海洋资料为 1/10°分辨率的南海

再分析数据 REDOS(Reanalysis Datase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Zeng et al, 2014)。REDOS 资料是利用多尺
度三维变分同化方法(3DVAR)将观测资料[包括: 卫
星观测的海表高度起伏 SSHA, 海表温度 SST, Argo
(Array for Real-time Geostrophic Oceanography)、世界
海洋数据集 WOD09(World Ocean Database 2009)和航
次观测海洋温度、盐度等]同化到南海区域海洋模式
当中获得的。南海区域环流数值模型是利用
ROMS(Regional Ocean Modelling System)建立的, 再
分析产品选择与风场资料同时间段的 1992—2011 年
的日平均结果用于本文的分析, 关于该再分析数据
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考 Zeng 等(2014)。分析使用的日
平均大气风场资料来源于 1/4°分辨率的海表风产品
CCMP (Cross-Calibrated Multi-Platform)(Atlas et al,
2011)。通过模式和卫星高度比对得知, 再分析数据
REDOS 可以较好的再现南海夏季 6—9 月的海表高度
变化和南海西部越南沿岸偶极子的双涡中尺度过程
(李晗等, 2017)。
1.2

能量诊断
能量诊断分析可以展示涡流相互作用过程中的

能量变化, 揭示环流与涡旋演变的机制, 有助于更加
深入的认识平均流与涡旋等中尺度过程间的相互作
用与关系。Lorenz(1955)首先提出了大气有效位能的
估算方式以及平均流和涡旋机械能收支的四箱模型,
根据该模型, 流体总动能可以分解为平均流动能和
涡旋动能之和, 二者可以通过正压(斜压)不稳定性进
行能量转换, 这一模型从能量学角度提供了涡-流相
互作用的机理。根据 Lorenz(1995)理论, 海洋中机械
能守恒的四箱模型可以用图 1 表示。
Böning 等(1992)在运用理想化北大西洋模型研

并陆续被应用于研究南海局部海区涡流相互作用的

究涡旋动力的过程中估算了不同纬度、不同分辨率模

相关工作中(Zhuang et al, 2010a; Zu et al, 2013; Geng

式下海洋平均环流与涡旋机械能收支的四箱模型的

et al, 2016)。能量学诊断分析方法是大气、海洋中探

量值, 探讨了涡旋与平均流之间的能量转换及二者

究涡流相互作用的有效手段, 在强流区域具有良好

的相互作用。随着高性能数值计算的发展, Von Storch

的实用性, 可以更好地通过定性、定量的分析, 探究

等(2012)利用真实全球海洋模型估算出了海洋能量收

平均流和涡旋的相互作用。

支的四箱模型, 并与大气环流的能量收支四箱模型

通过能量学诊断分析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夏季越

进行比较, 指出了两个系统在动力驱动上的不同机

南沿岸的偶极子与东向离岸强流、南海西边界流、南

制。由于四箱模型中涡旋与平均流的能量转换项可以

海贯穿流的相互作用, 及其如何调制和影响大尺度

很好解释涡-流相互作用, 该方法也被成功应用到了

平均流和中尺度涡旋活动。

南极绕极流区、黑潮和湾流等强西边界流区域的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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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E 转换。由于本文重点关注平均流和涡旋的相互作
用过程, 因此图 1 中表示平均势能和平均动能之间能
量转换的 T1 和表示 EPE 与 EKE 之间能量转换的 T3
项不做讨论。
浮力频率表达式为
N 2( z )  

g 
0 z

,
其中 N 为浮力频率, g 为重力加速度, ρ0 为气候态平均
图1

海洋机械能收支四箱模型简图(根据 Böning et al,
1992)

Fig.1

The sketch of the mechanical energy budget box model
(according to Böning et al, 1992)

注: T1、T2、T3、T4 分别代表平均动能、平均势能、EKE 和 EPE
之间能量的的相互转换和传递。绿色表示能量耗散, 橙色表示
驱动

与涡旋演变及相互作用的研究当中(Ivchenko et al,
1997; Treguier, 1992; Xue et al, 1993; Zu et al, 2013;
Kang et al, 2015)。根据这些工作, 单位质量的 EKE

密度,  为水平平均密度。

2
2.1

结果与分析
夏季南海西部边界流区域环流涡度变化与风应
力旋度的关系
南海夏季风及其风应力旋度的变化是影响夏季

越南东向离岸流和偶极子双涡结构变化的重要因子
(Wang et al, 2006; Chen et al, 2014; Li et al, 2014)。然
而, 图 2 所示 1992—2011 年海表面风应力旋度和海
洋上层涡度气候态平均显示双涡结构的发展与风应

和 EPE 可定义如下:
EKE 
EPE  

1 2
(u'  v' 2 )
2
,
g ' 2
2  (  / z )

.
其中, u′=u– u , v′=v– v , u 和 v 分别是纬向速度和经向
速度, u 和 v 分别是 1992 至 2011 年 6—9 月纬向速度
和经向速度的气候态平均, g 为重力加速度,  为海
水密度,   (x, y, z, t)=  (x, y, z, t) – b (z), b (z)为
1992 至 2011 年 6—9 月 南 海 西 部 108°—118°E,
8°—16°N 的时间平均和空间水平方向平均的背景密

力旋度存在不一致。图 2 中海洋上层涡度和风应力旋
度结果均为纬向 109.5°—114°E、垂向 0—150m 之间
的平均值在 9°—14°N 经向方向的分布。该图可以大
致反映越南沿岸夏季偶极子的双涡结构及对应风应
力旋度在 6—9 月随时间的在经向的移动。对风应力
旋度而言, 在该区域 6 月以负旋度为主导, 随后正旋
度出现, 二者在 7—8 月份逐渐增强, 风应力旋度零
线有向南移动的趋势, 最终于 9 月下旬几乎被正旋度
占领。而海洋上层涡度并没有完全跟随风应力旋度变
化, 6 月份 9°—14°N 之间涡度以正值为主, 被气旋涡
占领, 随着时间推移, 反气旋涡出现, 并随着气旋涡

度,       ,  是该区域  的时间平均,  是位

一起逐步北移, 在 8 月份形成强且显著的双涡偶极子

势密度的时间平均和空间水平方向平均。

结构, 于 9 月下旬减弱并南移, 环流涡度零线的运动

图 1 中分别代表势能和动能间涡流相互作用的
斜压不稳定 T2 项和正压不稳定 T4 项表示为:
T2  

g

 (  )
z

u' '  v' ' 

(
)
x
y

,
v u
u'u' u
v'v' v
 u'v' (  ) 
T4  [
]
x
x y
y

方向由南向北再向南。这说明, 从气候态平均的角度
来看, 伴随越南离岸流出现的双涡结构最初由气旋
涡旋主导, 随后双涡稳定持续发展, 最终又被气旋式
涡旋主导, 双涡结构也因此呈现先向北、后向南的移
动。其中 8—9 月份的南移与 Li 等(2003)和 Zhuang
等(2010b)对双涡结构演变的结论基本一致。因此, 可

.
T2 项表示平均势能和 EPE 之间的转换, 正值表示由

以初步认为涡旋的演变除了受到风应力旋度影响,

于密度梯度造成斜压不稳定, 使平均势能向 EPE 转

除此之外, 1992—2011 年逐年平均的海流涡度与

换。T4 项表示平均动能和 EKE 之间的转换, 正值表

海表风应力旋度也显示风应力旋度变化对偶极子变

示由于水平速度剪切造成正压不稳定, 平均动能向

化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说明其他海洋环流过程对偶

同时也被其他海洋过程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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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9°—14°N 间海洋上层环流涡度(a, 单位: /s)和海表面
风应力旋度[b, 单位: kg/(m2s2)]在 1992—2011 年各年 6—9
月, 109.5°—114°E 之间的气候态平均值, 其中环流涡度为
垂向 0—150m 的平均
Fig. 2 Meridional distribution of climatology vorticity of the
current (a, unit: /s) and wind stress curl [b, unit: kg/(m2s2)] along
9°—14°N. The average value from June to September between
109.5°—114°E, in which the current vorticity is the average for
0—150m depth
注: 箭头为零线的大致变化趋势

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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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2011 年 6—9 月 109.5°—114°E、垂向 0—150m
平均环流涡度(单位: /s)和海表面风应力旋度[单位:
kg/(m2s2)]的年际变化

Fig 3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the current vorticity (unit: /s)
and wind stress curl [unit: kg/(m2s2)] averaged from June to
September between 109.5°—114°E
注: 图中填色部分为环流涡度, 等值线为风应力旋度。蓝色箭头
表示海洋气旋涡与反气旋涡的大致分界, 红色箭头为海表面风场
的风应力旋度零线大致分布

在 40—70m 达到最大值(图 5); 二者在 40—500m 水
深处量值近似, 500m 以深的海区 EPE 大于 EKE。EPE
的分布与离岸急流主轴较为一致, 幅度较窄, 并且主
要分布在上层, 在温跃层附近达到最大。EPE 的空间

极子变化的调整(图 3)。整体来看, 双涡结构的分布

分布与双涡结构有关, 在主轴两侧分布不同极性的

确实受到风应力旋度的影响, 且双涡的分界位置约

涡旋, 导 致 温跃 层 不同 变化 (暖 涡 诱 发温 跃 层下 降,

位于风应力旋度零线以北 1°, 与 Li 等(2014)的结果类

冷涡导致上升), 因而产生温跃层在主轴南北两侧的

似。但对于单独某一年而言, 双涡结构并不一定与风

倾斜, 并且在主轴区达到最大, 形成 EPE 大值中心。

应力旋度的分布一致, 如 1997、2000、2006 年等, 这

而 EKE 的分布范围非常宽, 除了主轴, 在其两侧由

说明风应力旋度整体上对双涡结构具有显著贡献,

于中尺度涡的存在也分布非常强烈的 EKE。这说明

但 并 不 能 完 全 解 释 涡 旋 的 年 际 变 化 , 根 据 Cai 等

EKE 在向下发展过程中逐步转化和耗散, 而 EPE 则

(2007)、Gan 等(2008)利用模式模拟的结果, 越南离岸

在次表层逐步增加后以相对较慢的速度衰减; 随着

流作为双涡结构的分界线, 除受风应力旋度影响外,

深度的增加, 斜压不稳定的贡献逐渐大于正压不稳

还显著受到地形、非线性平流项等因素的影响。

定的贡献。

Zhuang 等(2010a, b)和 Yang 等(2013)均发现南海海盆

斜压不稳定(T2)主要受密度梯度空间变化的影

西边界流区域是平均流与涡旋相互作用和能量交换

响, EPE 是密度层结在扰动过程中储存的有效位能;

较强的区域, 由此可见除了风应力旋度变化, 以南海

正压不稳定(T4)通常发生在流速具有较强的水平切

贯穿流为主体的大尺度环流特征也通过平流输运、

变 的 海 域 , 可 以 将 平 均 动 能 (MKE, mean kinetic

正、斜压不稳定性的能量转化调制该海区的中尺度涡

energy)转化为 EKE。严格来讲, 当 T2＞0 时发生斜压

旋。因此本文着重通过能量诊断分析平均流与涡旋能

不稳定, 平均有效势能(MPE, mean available potential

量交换对南海西部夏季双涡结构演变的贡献。

energy)向 EPE 转化能量, T4＞0 时发生正压不稳定,

2.2

夏季南海西部中尺度 EKE、EPE 以及正压、斜

MKE 向 EKE 转化能量, 但二者小于零时不能完全认

压不稳定的气候态特征
夏季南海西部的 EKE、EPE 高值主要集中在越

为能量的传递方向发生改变(Kang et al, 2015)。二者

南沿海的西边界流影响区域(图 4)。EKE 随深度增加

体现涡流相互作用的重要指标。T4 与 T2 的空间分布

而减小, 最大值在表层; EPE 随深度先增加后减小,

并不如 EKE 和 EPE 集中且平滑, 而是空间密集正负

可以较好地体现平均能与涡能之间的转换过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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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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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E(左列)与 EPE(右列)在 20m、50m 和 150m(上、中、下行)处 6—9 月的气候态平均值, 单位均为 m2/s2

Climatology mean of the EKE (left) and EPE (right) averaged from June to September at the depths of 20 (upper), 50 (middle),
and 150m (lower) (unit: m2/s2)

交替分布的。这是由于在涡旋生命周期内与平均流相

得到的结论相吻合。

互作用的过程中, 它们的发生时间不长, 强度变化较

气候态平均的正压、斜压不稳定分布图(图 7)中

大。通过计算斜压不稳定与二者绝对值之和的百分比,

T2 所示, 最大值分布与图 5a 中 EPE 的分布十分类似,

并选取 20m、75m 和 600m 作为代表层(图 6), 可初步

而 T4 则没有与图 5b 中 EKE 的分布有较好的匹配关

查看 T2 与 T4 在不同深度上在涡流相互作用过程中

系, 可以推测, EPE 主要受到斜压不稳定的影响, 而

的相对影响。结果显示, 在 20m 处, T4 的贡献占绝对

EKE 的影响因素更复杂。图 7c 所示的 T2 和 T4 的剖

主导, 约有 80%的平均能通过正压不稳定向涡能转

面图与图 5c 中 EKE 与 EPE 的剖面有一定相似性, 不

化; 在 75m, T2 的比例明显上升, 与正压不稳定相当,

同的是, 正压不稳定仅在 30m 以上和 150—400m 间

但在越南离岸流附近则主要发生斜压不稳定, 这与

占主导, 其余深度斜压不稳定更强。这主要与该海区

EPE 在这一深度的空间分布相似, 说明斜压不稳定对

的层结和浮力频率有关。浮力频率是流体在垂向上自

EPE 的变化具有较大贡献; 而在 600m 处, 几乎全部

由振动频率的度量, 可以表征层化海洋的稳定性。当

区域均为斜压不稳定主导, 说明密度的空间扰动在

浮力频率的平方大于零, 海洋层结是稳定的; 而当其

中下层对海洋的涡流相互作用具有显著贡献, 与图 5

小于零时, 海洋的层结是不稳定的, 不稳定时海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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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容易发生对流和混合(Gill, 2016)。可以认为, 当 N2

力 频 率 与 利 用 WOA2009 计 算 的 约 位 于 (9.789°N,

数值均为正时, 数值越小则密度的垂向梯度越小,

112.944°E) 处 的 浮 力 频 率 基 本 类 似 ( 图 8), 这 与

层结的稳定性降低。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不稳定

Shang 等(2015)基本一致。该点位于 REDOS 计算区

与正压、斜压不稳定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正压、斜

域内, 可以作为参照。可以看到, 二者在海洋次表层

压不稳定是一种动力不稳定, 而浮力频率表征的是

50—300m 出现峰值, 随后迅速减小, 对于 150m 以

静力不稳定。对于海洋而言, 由于海洋上层动力过

下的海域, 浮力频率单调递减的特征表明, 由于深

程复杂多变, 以动力不稳定为主导, 而越往下层,

层海洋密度相对均匀, 密度的较小的变化就容易导

静力不稳定作用逐渐凸显。其中红色空心圆点显示

致斜压不稳定, 使得斜压不稳定在下层逐渐成为动

的由 REDOS 资料得到的夏季(6—9 月)水平平均浮

力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图5

110°E 断面处 EPE (a)、EKE(b)的深度-纬度分布以及气候态平均垂向分布(c), 单位均为 m2/s2

Fig.5 Distributions of EPE (a) and EKE (b) along the 110°E section (c); and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the EKE and EPE averaged for
109.5°—114°E and 9°—14°N (unit: m2/s2)注: (a,b) 图中横坐标为纬度, 纵坐标为水深, (c)图中区域平均范围为 109.5°—114°E,
9°—14°N

图6
Fig.6

6—9 月气候态平均斜压不稳定在 20m、75m 和 600m 处占正压不稳定与斜压不稳定之和的百分比

The ratio of climatological mean of the baroclinic instability to the sum of baroclinic and barotropic instability at 20m, 75m, and
600m
注: 图 a、b、c 分别表示 20m、75m 和 600m 在 6—9 月的气候态平均, 黑色等值线为 60%, 白色等值线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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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10°E 断面斜压(a)、正压(b)不稳定分布和区域气候态平均垂向分布图(c), 单位均为 m2/s3
Fig.7

Same to Fig. 5 but for T2 and T4 (unit: m2/s3).

注: a、b 中横坐标为纬度, 纵坐标为水深, c 中区域范围为 109.5°—114°E, 9°—14°N

T4 单独进行解释, 需要同时考虑 EKE 收支中的压强
做功 PW、风应力做功 WW、EKE 的平流输运、耗散
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李晗等(2017)利用南海夏季越南
离岸流的强度划分离岸流的正负异常年(选取越南离
岸流区域海流进行垂向积分, 以平均动能指数大于
0.02m2/s2 为正异常, 小于 0.01m2/s2 为负异常), 本研
究计算了正异常年与负异常年 EKE 的收支差别, 从
而探讨平均流对涡旋年际变化的调制作用。其中正异
常年为 1992、1994、1997、1999、2002、2004、2005、
2009 和 2011 年, 负异常年为 1995、1996、2006 和
2010 年, 1993、1998、2000、2001、2003、2007 和
2008 年为正常年。能量平衡示意图中(图 9), 红色数
值表示平均能向涡能传递的大小, 能量的单位为
1014J, 能量转化的单位为 107W。这一量级比前人的
计算略小(Von Storch et al, 2012;
图8
Fig.8

浮力频率的垂向变化(修改自 Shang et al, 2015)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buoyancy frequency(Modified
from Shang et al, 2015)

Chen et al, 2014;

Kang et al, 2015), 这是由于本文计算的区域为南海
西边界流和越南东向激流区域, 并非前人所选的黑

注: 线条为利用 WOA2009 计算的约位于 9.789°N, 112.944°E 处的
结果, 红色圆圈为利用 REDOS 资料计算的 0—50m 的浮力频率。
二者单位均为/s

潮、湾流等强流区。

2.3

南海西部边界流不稳定调制中尺度过程的年际

差异。平均流能量在正异常年较强, 涡能量在正、负

变化
从前文可知, EKE 的空间分布和变化特征无法由

异常年相差不大, 而二者之间的能量转换在正、负异

由图 9、10 可知, 根据越南离岸流的强度定义的
正异常年与负异常年之间确实存在涡流相互作用的

常年差别显著。正异常年, 整体呈现平均流向涡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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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能量; 负异常年, 涡流能量的相互转化明显减小,
甚至出现 EKE 反哺平均动能的情况, 这与湾流和黑
潮在离岸向东流动后 EKE 补偿平均动能的情况类似
(Chen et al, 2014; Kang et al, 2015)。风场的做功始终
为正, 且量级较为稳定, 虽然其变化与 EKE 的大小
变化趋势一致, 但在正、负异常年的变化量不如涡流
相互作用能量转换的变化量值大, 说明 EKE 的变化
并不是直接由风能做功造成的。压强做功的水平辐散
项始终为 EKE 提供能量, 尽管其量值最大, 正、负异
常年的变化却比较小。EKE 平流项虽然量值较小, 但
其在正、负异常年的变化非常大, 在正异常年可以促
进涡旋能量的增长, 负异常年也会造成涡旋能量的
耗散, 对 EKE 的变化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Xiang 等
(2016)也表明平流作用可以使双涡结构发生剧烈的季
节内变化。此外, 摩擦耗散的消耗作用显著, 年际差
异也较大。虽然没有对能量平衡示意图中的所有变量

图9
Fig.9

正异常年份能量平衡示意图

Sketch of mechanical energy budget in the positive
anomaly years

注: 蓝色矩形表示能量, 蓝色折角形表示能量之间的相互转化,
红色为本文计算的正压不稳定(T4)和斜压不稳定(T2), 黑色为本
文未计算的 T1 和 T3, 蓝色箭头表示能量传递的方向, 其中虚箭
头表示的方向为可能的方向, 弯曲的箭头表示不完全等同, 绿色
表示能量的衰减项, 橙色表示能量的输入项。能量的单位为 1014J,
能量转化的单位为 107W

进行一一计算, 但通过对 EKE 收支的计算, 显而易
见, 南海贯穿流以及夏季越南东向急流的平流能量
输运对该区域的中尺度涡旋活动的能量变化有重要
的作用。

3

讨论
为进一步探讨涡流相互作用的正压、斜压不稳定

对 EPE 和 EKE 年际变化差异的影响, 除了前文所采
取的越南离岸流的动能(李晗等, 2017)作为分类指标
外, 我们进一步根据涡旋分类, 探讨气旋式涡旋与反
气旋式涡旋对夏季南海西部涡流相互作用的影响。
Kuo 等(2011)利用数值模式模拟探讨了气旋涡与反气
旋涡在与强的西边界流(黑潮)进行相互作用时的涡旋

图 10
Fig.10

负异常年份能量平衡示意图

Same to Fig. 9, but for the negative anomaly years
注: 各部分含义同图 9

形态与能量转化的差异, 指出气旋涡会向平均流转
化能量, 而反气旋涡则会从平均流吸收能量。
计算 109.5°—114°E, 9°—14°N 范围内 0—150m
垂向平均涡度, 并求空间平均值, 得到区域涡度指数
VOR(图 11), 这可以表征局地涡旋受气旋涡(正)还是
反气旋涡(负)主导。可以看到在 1992—2011 年间, 大
多数年份局地主要为反气旋式涡旋, 尤其是在
1992—2000 年几乎都是如此, 而在 2001—2011 年则
气旋与反气旋涡旋主导的情况大致相当。选取
±2×10–10/s 作为分类标准, 大于 2×10–10/s 为气旋式涡
旋主导, 小于–2×10 –10 /s 为反气旋式涡旋主导, 二者
之间为气旋与反气旋相当的情况。按照这样的标准,
得到气旋式涡旋主导的年份有 2001、2003、2005 和
2010 年, 反气旋式涡旋主导的年份有 1992、1993、

图 11
Fig.11

涡度指数

Current vorticity index (unit: /s)

注: 109.5°—114°E, 9°—14°N 范围内 0—150m 的空间平均涡度, 两
条红色虚线表示作为气旋涡主导(上)和反气旋涡主导(下)的分界
线, 其上为气旋涡主导, 其下为反气旋涡主导, 二者之间为气旋
涡与反气旋涡相当。单位为/s

6期

姚景龙等: 南海贯穿流荷载中尺度过程能量学诊断

1994、1995、1996、1998、2004、2009 和 2011 年,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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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分别为反气旋涡主导、气旋涡主导和二者

旋与反气旋涡旋相当的年份为 1997、1999、2000、2002、

相当的情况下 EKE、EPE、T4 和 T2 的空间分布特征。

2006、2007 和 2008 年。这一分类与越南离岸流的正

EKE 大值区在反气旋涡主导时, 偏南且分布广泛; 在

负异常年份(正异常年为 1992、1994、1997、1999、2002、

气旋涡主导时, 偏北且分布收窄; 双涡相当时则介于

2004、2005、2009 和 2011, 负异常年为 1995、1996、

二者之间。正压不稳定在反气旋涡主导和双涡相当时

2006 和 2010 年, 1993、1998、2000、2001、2003、

的强度和空间分布几乎一致, 在气旋涡主导时强度

2007 和 2008 年为正常年)(李晗等, 2017)并不一致, 说

明显减小, 但空间分布也基本一致。对比不同情况下

明除越南离岸流和风应力旋度的强度外, 还有其他

EKE 的 差 异 , 可 知 正 压 不 稳 定 对 夏 季 南 海 西 部 的

因素共同影响双涡结构涡旋特征的年际变化。

EKE 贡献是有限的, 主要集中在越南东南沿岸。

图 12
Fig. 12

不同涡旋特征下的 EKE, EPE 与正压、斜压不稳定分布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the EKE, EPE, T4 and T2 in different eddy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Fig. 11

注: 上两排为 EKE 和 EPE, 单位均为 m2/s2, 下两排为正压不稳定和斜压不稳定, 单位均为 m2/s3。从左到右的三列图分别代表反气旋涡
主导、气旋涡主导和双涡结构相对均衡时的分布

EPE 大 值 区 在 反 气 旋 涡 主 导 时 , 向 东 延 伸 过

在涡流相互作用中失去能量, 而反气旋涡则趋于获

114°E; 在气旋涡主导时, 则明显向北延伸, 且强度

得能量, 这可能解释为什么 T2 的正极值大致分布在

减弱; 双涡相当时的空间分布与强度介于二者之间。

越南离岸流以南的反气旋涡位置, 且在反气旋涡主

斜压不稳定在强度上的差异与正压不稳定十分类似,

导和双涡相当时, 都会出现显著的反气旋涡, 导致这

主要区域分布在越南东南, 在反气旋涡主导和双涡

一区域的斜压不稳定都较强;而在气旋涡主导时, 反气

相当时的强度差异很小, 在气旋涡主导时强度明显

旋涡很弱甚至消失, 使斜压不稳定变得很小。这里可

减小。根据 Kuo 等(2011)年利用模式模拟中尺度涡与

以看到, EPE 与斜压不稳定的空间分布并不是完全一

西边界流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来看, 气旋涡倾向于

致的, 说明斜压不稳定不能完全反映 EPE 的变化,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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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E 的转化以及扩散效应都会影响 EPE 的大小, 但从
图中来看, 已经基本可以认为斜压不稳定是影响 EPE
的最主要因素, 这与前文的讨论相吻合。通过以上分
析可以认为, 气旋涡与反气旋涡的相对强弱也会显著
影响越南离岸流与双涡结构区域的涡流相互作用。

4

结论
本文利用 1992 至 2011 年 6—9 月的南海海洋再

分析产品 REDOS 和风场资料 CCMP, 探讨了夏季南
海西部涡流相互作用的年际变化特征, 从能量学角
度分析平均能与涡能之间的相互转化, 并以 EKE 为
代表探讨影响其变化的各做功项的年际变化及影响,
主要结论如下:
(1) 涡旋的气旋、反气旋特征显著影响涡流相互
作用: EKE 极值主要沿越南离岸流分布, EPE 极值在
正异常年集中在 12°N 附近, 负异常年向南北分散。
尽管 EKE 与 EPE 的量级基本一致, 前者比后者略大,
但两者的强度年际变率明显不同, EKE 变率较小而
EPE 变率较大。随着深度增加 EKE 逐渐减小, 能量
逐步转化和耗散; 而 EPE 随深度增加先增加后减小,
在次表层达到最大后以相对较慢的速度衰减。这表明
随着深度的增加, 密度扰动相对水平速度剪切对海
洋的影响逐渐凸显。
(2) 平衡收支分析表明, 风应力主要对 EKE 做正
功, 是 EKE 的稳定能量来源; 压强做功的水平散度
项的贡献主要是促进涡旋能量增加, 而 EKE 平流既
可以为促进涡旋的增长, 也会造成涡旋的消耗, 其量
值虽然小于压强和风应力做功, 但其年际变化量最
大, 对 EKE 的年际变化影响是显著的, 说明平均流
的年际变化在海洋中尺度能量的变化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 正压不稳定的贡献主要在南海西部沿岸, 影响
范围较窄。在正异常年, 涡流能量显著较强, 相互之
间的能量转化也较多, 整体呈现平均流向涡旋传递
能量; 负异常年, 涡流能量减弱, 伴随的相互转化也
减小, 甚至出现 EKE 反哺平均动能的情况。
本文利用数值模式产品对南海西部环流区域(南
海贯穿流的主体组成部分)的涡流相互作用过程开展
了探讨和研究, 但是目前为止仍局限于南海夏季过
程。冬季过程南海贯穿流的影响仍然不清楚, 这也将
成为未来工作进一步开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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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SOUTH CHINA SEA THROUGH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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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nalysis Datase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REDOS) and the wind data from CCMP (Cross-Calibrated,
Multi-Platform) were used with energy diagnostic to study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eddy-mean flow intera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 (the main par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roughflow (SCSTF)) in summer
from June to September.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joint effects of monsoon wind,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 and SCSTF,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s of the mechanic energy distribution, the budget of the Vietnam eastward offshore jet, and the
dipole structure are distinct. Although the Eddy Kinetic Energy (EKE) and Eddy available Potential Energy (EPE) are in
the same order of magnitude,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s are different obviously. This is related to the barotropic and
baroclinic instability caused by the density gradient and horizontal velocity shear of the SCS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
influenced by summer monsoon. Compared with the horizontal velocity shear, the impact of the density gradient on
eddy–mean-flow interaction increases gradually with depth. The energy budget of EKE shows that pressure and wind stress
do mainly a positive work to increase the EKE, while the advection term could either increase or dissipate the EKE, and it
has a larger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The energy transfer caused by the barotropic instability affects mainly
the region along the SCS western boundary current, and it has a distinct interannual variation with an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 along the SCSTF. In the positive anomaly years of the Vietnam offshore jet, the kinetic energy transfers from
mean flow to eddy, while in the negative anomaly years, the transfer direction is opposite.
Key words
South China Sea throughflow; dipole structure at Vietnam; energy diagnostic; eddy-flow inter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