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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拉格朗日方法探究黑潮近岸分支流
在 2019 年春季的起源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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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OMS (regional ocean modelling system)模式模拟出 2019 年春季东海以及临近海域的

环流结构和温盐分布。利用拉格朗日方法定量地研究了 2019 年春季黑潮近岸分支流在台湾以东起源
的深度在 100—450 m 范围内, 平均深度约 260 m。通过针对台湾海峡流和台湾以东黑潮强度的敏感
性实验, 进一步得出结论, 增大(减小)的台湾以东黑潮流速会减小(增大)黑潮近岸分支流的强度。而
增大(减小)的台湾海峡流流速会增大(减小)黑潮近岸分支流的强度。同时, 增大(减小)的台湾以东黑
潮流会减小(增大)黑潮近岸分支流起源的平均深度。增大(减小)的台湾海峡流流速也会减小(增大)黑
潮近岸分支流起源的平均深度。相关结论可为台湾东北黑潮入侵东海变化规律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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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潮是世界上著名的西边界流, 当黑潮流经台

(2018a)基于化学指标验证了黑潮近岸分支流和黑潮

湾东北时, 黑潮主流会向东偏折。由于西倾的等压面

离岸分支流的存在。关于黑潮近岸分支流的路径, 前

失去了台湾岛的支撑, 黑潮会发生地转调整, 部分黑

人基于东海大面观测得到的温度和盐度数据以及模

潮水会形成分支入侵东海(苏纪兰, 2001)。由于黑潮

式模拟结果已经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黑潮近岸分支

水所携带的营养盐等物质极大的影响东海生态环境

流源于台湾以东黑潮次表层, 在台湾东北处黑潮与

和渔业生产(Chen et al, 1996, 1999;Liu et al, 2000),

陆架碰撞, 黑潮次表层水会在靠近台湾岛一侧直接

因此, 针对黑潮水入侵东海的结构和季节变化前人

向西入侵至东海陆架。而后大致沿着 122°E 经向断面

做了大量工作。苏纪兰等(1990)发现黑潮次表层水常

向北入侵至 60 m 等深线处, 而后折向东北, 大致沿

年可侵入东海陆架, 而黑潮表层水只在秋冬季较明

着 60 m 等深线继续向长江口附近入侵(Yang et al,

显。Guo 等(2006)基于嵌套的数值模式同样发现黑潮

2011, 2012; Xu et al, 2018; Zhou et al, 2018b)。关于黑

次表层水全年占据着东海陆架底层。Yang 等(2012)

潮近岸分支流的形成机制, Yang 等(2018b)提出一种

基于夏季东海大面观测和模式模拟结果发现黑潮次

地形 β 螺旋机制, 很好地解释了黑潮近岸分支流的形

表层水经台湾东北入侵东海存在两个分支: 分别是

成原因以及在台湾东北的三维结构。针对黑潮近岸分

黑 潮 近 岸 分 支 流 (the Nearshore Kuroshio Branch

支流的起源问题, Yang 等(2012)通过水团分析等方法

Current, NKBC) 和 黑 潮 离 岸 分 支 流 (the Offshore

指出夏季黑潮近岸分支流源于台湾以东 120—250 m

Kuroshio Branch Current, OKBC)。其中黑潮近岸分支

深的黑潮次表层水。赵瑞祥等(2014)也通过水团分析

流可向北入侵至浙江近岸以及杭州湾区域。Zhou 等

的方法说明春季和夏季黑潮近岸分支流的起源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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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0—350 m 深的黑潮次表层。但仅利用温盐指标

站位点。DH3 断面包含 DH3-1, DH3-2, DH3-3, DH3-4,

的水团分析方法只能给出黑潮近岸分支流大致的起

DH3-5, DH2-6 共 6 个站位点。各个断面中的站位点

源深度, 无法清晰地说明黑潮近岸分支流具体的起

间距大约为 34 km。每处站点都利用 Seabird911 直读

源区域。利用拉格朗日(Lagrangian)方法可以清晰地

式温盐深仪观测获得了温度盐度随深度的数据。

跟踪显示水团的起源和路径。拉格朗日方法是一种观

1.2

察流体运动的方式, 注重描述单个粒子在空间上随

模式介绍
为了研究黑潮近岸分支流的起源深度, 本文通

时间的运动过程, 因此可以跟踪、反演和分析海洋水

过 ROMS 模式(Shchepetkin et al, 2005)对东中国海以

团的起源以及其运动轨迹。近年来基于高分辨率数值

及临近海域进行了高分辨率数值模拟。ROMS 模式是

模式的拉格朗日方法发展成熟, 在研究黑潮路径以

基于自由表面、随体坐标系以及原始三维方程组建立

及黑潮入侵方面得到广泛应用(Yang et al, 2012; 刘

的海洋模式, 是研究区域海洋学中常用的海洋模式,

晓 辉 等 , 2015; 陈 毓 敏 等 , 2019)。 因 此 , 本 文 基 于
拉格朗日方法, 对黑潮近岸分支流在台湾以东具体

并且在研究黑潮入侵东海方面应用广泛(Yang et al,
2011, 2012, 2018b; Xu et al, 2018; Hu et al, 2020; Yan
et al, 2021) 。 本 文 模 拟 的 区 域 范 围 如 图 1a 所 示

的起源深度进行了研究。

(117°—135°E, 22°—42°N), 模式垂向分层为 28 层。

ROMS (regional ocean modelling system)模式, 利用

1

模式表层和底层进行了加密, 表层加密系数  S  4 ,

研究数据和方法

底层的加密系数  B  0.1 。Guo 等(2006)指出, 要准确

观测数据来源和站位位置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 2019 年 5 月 19—20

模拟黑潮路径和流态, 模式计算网格的分辨率要低

日, 在东海海域展开了温盐大面观测。断面的走向以

水平分辨率。模式所采用的地形数据来自英国海洋数

及站点的详细位置如图 1 所示。本次航次调查包含

据 中 心 发 布 的 海 洋 通 用 水 深 图 集 (the general

DH2 和 DH3 两条断面。其中 DH2 断面共包含 DH2-1,

bathymetric chart of the oceans, GEBCO), 水平分别率

DH2-2, DH2-3, DH2-4, DH2-5, DH2-6, DH2-7 共 7 个

达到 0.5 ′×0.5 ′。

1.1

图1
Fig.1

于 10 km。因此, 本文中的模式采用 1/18 °×1/18 °的

模式模拟区域范围以及观测断面站位位置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Kuroshio subsurface water intrusion into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observation section

注: a: 模式模拟区域范围以及黑潮次表层水入侵结构; 红色虚线: 东海大面观测的两条断面 DH2、DH3; 红色实线: 台湾海峡和台湾以东
黑潮断面 TS、ET; , NKBC 和 OKBC 分别代表黑潮近岸分支流和黑潮离岸分支流; b: 2019 年 5 月观测站位分布; 2-1 至 2-7 代表 DH2 断面
的站位点; 3-1 至 3-6 代表 DH3 断面的站位点; K1 代表拉格朗日粒子释放断面; K2 断面代表判断黑潮近岸分支流的断面; 灰色实线分别
代表 60、100 以及 200 m 等深线; 水深数据来源于 ETOP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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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模式稳定性, 本文首先进行了气候态

和气候态的长江净流量。在模式运行 20 a 达到稳定

模拟。本文利用 World Ocean Atlas 2013(WOA13)数据

后, 我们把气候态模式最后一个月的月平均结果作

集中 1 月的温度和盐度数据作为模式初始场的温度

为初始条件, 利用 NCEP CFSV2 数据和 HYCOM3.1

盐度。初始场中的海表面高度和流速皆设置为零。采

模式数据进行了 2017—2019 年的后报模拟。模式的

用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 the

详细配置可以参考 Yan 等(2021)。

Climate Forecast System version 2 (NCEP CFSv2)数据
集中各月多年平均(2011—2019 年)的净太阳短波辐
射、长波辐射、降水率、海表面 10 m 风场、海表面
气压、海表面温度、相对湿度等数据作为驱动场, 同
时采用 HYCOM3.1(hybrid coordinate ocean model 3.1)

2

观测与模式结果

2.1

观测结果
2019 年 5 月期间东海大面观测的温盐结果如图

2a—2d 所示, DH2 和 DH3 断面的底层整体被低温高

模式数据中各月多年平均(2015—2019 年)的温度、盐

盐水占据。前人的研究(赵瑞祥等, 2014; Xu et al, 2018;

度、流场数据作为模式的开边界条件来驱动模式。模

Yang et al, 2018a; Zhou et al, 2018b)已经证实东海底

式还加入了来自 TPX07 数据(Egbert et al, 2002)的 8

层低温高盐水来自黑潮近岸分支流和黑潮离岸分支

个主要的天文分潮(M2, S2, N2, K2, K1, O1, P1, 和 Q1)

流入侵携带的黑潮次表层水, 并说明黑潮近岸分支

图2
Fig.2

2019 年 5 月观测温盐分布以及模式模拟的 5 月 19—21 日 3 d 平均温盐分布

Distributions of salinity and temperature in the East China Sea observed in May 2019 and the results of the modeling for 19—21
M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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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和黑潮离岸分支流会在约 28°N 以北东海底层海域

踪粒子。示踪粒子在深度方向上从 50—450 m 每间距

形成明显的分支。通过 2019 年 5 月东海大面观测, 我

10 m 释放, 水平方向上 122°—122.6°E, 每间隔 0.05°

们得到和前人较为一致的结果。在 DH3 断面, 虽然

释放。在靠近台湾岛区域(122°—122.05°E), 受地形影

断面底层盐度没有出现明显的高盐核心结构, 但

响, 122°E 处示踪粒子释放至 150 m 深, 122.05°E 处示

DH3-1 至 DH3-3 区间以及 DH3-4 至 3-6 区间底层存

踪粒子释放至 300 m 深。Xu 等(2018)通过模式模拟结

在两个明显的低温核心, 这是由于黑潮近岸分支流

果发现, 黑潮次表层水从台湾以东黑潮入侵达到浙

和离岸分支流开始分离形成的。而在 DH2 断面清晰

江近岸的时间大约为 1.5 个月。因此为了探究观测期

的存在着两个低温高盐核心。其中由黑潮近岸分支流

间 DH2 断面黑潮近岸分支流所形成的低温高盐核心

形成的高盐低温核心(站位 DH2-1 至 DH2-4 范围内)

水的起源, 本文中拉格朗日示踪粒子释放的时间为

存在于约 60 m 等深线的东海陆架底层。而黑潮离岸

2019 年 4 月 10 日, 每处每间隔 0.05 d 释放 1 个示踪

分支流的高盐低温核心位于 DH2-6 站位以东。基于

粒子, 直至释放 100 个示踪粒子, 整个断面共计释放

观测得到的温盐结果, 相较 DH3 断面, DH2 断面由黑

48 800 个示踪粒子。示踪粒子释放约 1.5 个月至 2019

潮近岸分支流形成的低温高盐核心更加显著。根据观

年 5 月 30 日, 我们统计了示踪例子到达 K2 断面的示

测结果, 本文选取 DH2 断面中 DH2-4 以西至岸界区

踪粒子数, 并反演了它们的起源位置。

间 K2(图 1b 所示)作为判别黑潮近岸分支流的断面。

到达 DH2 断面黑潮近岸分支流范围的部分示踪

模式结果
经过 2017—2019 年的后报模拟, 本文采用后报

粒子轨迹如图 3 所示。轨迹很好地再现了黑潮近岸分

模式结果中 2019 年 5 月 19—21 日 3 d 平均的 DH2

潮与陆架碰撞而后向西偏折, 在靠近台湾岛北部区

断面和 DH3 断面的温盐分布(图 2e—2h)与观测结果

域入侵至东海陆架, 而后向北入侵至 60 m 等深线,

进行对比。后报模拟结果中近岸海域表层长江冲淡水

继而向东北沿着 60 m 等深线向杭州湾区域运动, 这

向外延伸范围和强度与观测存在差别, 我们考虑是

与前人的结论基本一致(Yang et al, 2012)。而后, 我们

因为在后报模式中采用的气候态长江冲淡水流量与

统计了这些示踪粒子的起源区域, 如图 4 所示。拉格

实际长江冲淡水流量存在差异引起的。但是 DH2 断

朗日示踪粒子实验结果显示黑潮近岸分支流起源位

面 60 m 等深线附近的高盐低温核心以及离岸海域

置水平上主要在台湾以东 122.1°—122.5°E 范围内,

DH2-6 站位以东的低温高盐核心都被较好地模拟出

起源深度主要在 100—450 m 之间, 与赵瑞祥等(2014)

来。DH3 断面近岸区域底层温度低于离岸区域的冷水

通过水团分析得到的结果较为一致, 说明起源区的

核心(DH3-1 至 DH3-3 区间)也被较好地模拟出来, 断

位置真实可信。

2.2

支流入侵路径。其源于台湾以东黑潮, 在台湾东北黑

面底层温盐分布与观测较为一致。模式结果中 5 月的
DH2、DH3 断面的温盐垂直变化也与观测较为一致。
不仅如此, 模式中主要断面的流量大小以及季节变
化同样得到验证, 具体内容参考 Yan 等(2021)。因为
我们主要关注模式对于东海陆架底层由黑潮近岸分
支流形成的近岸低温高盐核心的模拟, 而模式较好
地将其温盐分布特征模拟出来。因此, 本文认为后报
模式较为准确的模拟出了 2019 年 5 月期间的黑潮近
岸分支流结构, 可以进一步用于探究黑潮近岸分支
流的起源。

3 黑潮近岸分支流在 2019 年春季的起源深度
本文在成功模拟 2019 年 5 月东海环流结构和温
盐分布的基础上, 通过拉格朗日方法研究黑潮近岸
分支流的起源。选取台湾以东纬向断面 K1 (图 1b, 断
面范围位置: 122°—122.5°E, 24.9°N)释放拉格朗日示

图3
Fig.3

代表黑潮近岸分支流的示踪粒子轨迹

Trajectories of tracer particles representing the Nearshore
Kuroshio Branch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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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影响因子对黑潮近岸分支起源深度
的影响
前人的研究说明黑潮近岸分支流会极大地受到

台湾以东黑潮和台湾海峡流的影响(Yang et al, 2018a;
Yan et al, 2021)。黑潮近岸分支流的起源深度又会受
到黑潮和台湾海峡流怎样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 本文设计了一系列敏感性试验(表 1)。通过改变
台湾以东黑潮流速和台湾海峡流的流速的强弱, 利
用拉格朗日方法来探讨不同台湾以东黑潮强度和台
湾海峡流强度对黑潮近岸分支流的起源深度的影响。
黑潮减弱实验中, 我们通过减弱台湾以东南边界黑
图4

代表黑潮近岸分支流的示踪粒子的起源分布

潮流入部分的流速使 ET 断面(如图 1a 所示) 4—5 月

Fig.4 The origin and distribution of tracer particles
representing the Nearshore Kuroshio Branch Current

份黑潮流量减弱至控制实验结果中同期的 0.8 倍, 其

同时本文发现不同深度黑潮近岸分支流的起源

增大台湾以东南边界黑潮流入部分的流速使 ET 断面

粒子数量不同。为了直观展现黑潮近岸分支流的主要

4—5 月份黑潮流量减弱至控制实验结果中同期的 1.2

起源深度, 本文提取了代表黑潮近岸分支流的示踪

倍, 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在台湾海峡流减弱实验中,

粒子数量随深度的分布情况(图 5 所示)。代表黑潮近

我们通过减弱南边界以及西边界中台湾台湾海峡流

岸分支流的示踪粒子总数为 1 396 个, 其中黑潮近岸

流入部分的流速使 TS 断面(如图 1a 所示) 4—5 月份

分支流起源的平均深度为 265.7 m, 主要的入侵深度

台湾海峡流流量减弱至控制实验结果中同期的 0.8 倍,

大致在 200—300 m 区间内。

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在台湾海峡流增强实验中, 我们

他条件保持不变。同理, 黑潮增大实验中, 我们通过

通过增大南边界以及西边界中台湾台湾海峡流流入
部分的流速使 TS 断面 4—5 月份台湾海峡流流量增大
至控制实验结果中同期的 1.2 倍, 其他条件保持不
变。每个实验中示踪粒子释放的空间和时间规则与前
文一致, 在粒子释放后, 统计了 5 月 30 日之前到达
K2 断面的示踪粒子总数、示踪粒子平均深度以及示
踪粒子数随深度的分布。
实验结果如图 6 所示, 台湾以东黑潮减弱实验中
(图 6a), 代表黑潮近岸分支流的示踪粒子总数增大至
图5
Fig.5

黑潮近岸分支流起源深度分布

The depth distribution of tracer particles representing the
Nearshore Kuroshio Branch Current

表1
Tab.1

1 698 个, 示踪粒子平均深度增加至 268.9 m。与此相
对的, 台湾以东黑潮增强实验中(图 6b), 代表黑潮近

敏感性实验的控制条件

Control conditions of the sensitivity experiment

敏感性试验

控制条件

控制实验

保持 2019 年期间正常的驱动条件以及边界条件

黑潮减弱

4—5 月台湾以东黑潮断面(ET)流量减弱至 0.8 倍, 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黑潮增大

4—5 月台湾以东黑潮断面(ET)流量增大至 1.2 倍, 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台湾海峡流减弱

4—5 月台湾海峡断面流量(TS)减弱至 0.8 倍, 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台湾海峡流增大

4—5 月台湾海峡断面流量(TS)增大弱至 1.2 倍, 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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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分支流的示踪粒子总数减小至 922 个, 示踪粒子平

子总数减小至 1 222 个, 示踪粒子平均深度增加至

均深度减小至 254.5 m。这说明黑潮减弱会增强黑潮

266.5 m。与此相对的, 台湾海峡流增强实验中(图 6d),

近岸分支流的强度, 同时增大黑潮近岸分支流的起

代表黑潮近岸分支流的示踪粒子总数增大至 1 786 个,

源的平均深度。而黑潮增强会减弱黑潮近岸分支流的

示踪粒子平均深度减小至 255.6 m。这说明台湾海峡

强度, 同时减小黑潮近岸分支流的起源的平均深度。

流流速减弱会减弱黑潮近岸分支流的强度, 同时增

关于台湾海峡流的敏感性试验结果如图 6c, 6d

大黑潮近岸分支流的起源的平均深度。而台湾海峡流

所示。与黑潮影响黑潮近岸分支流的起源不同。当台

增强会增强黑潮近岸分支流的强度, 同时减小黑潮

湾海峡流减弱(图 6c), 代表黑潮近岸分支流的示踪粒

近岸分支流起源的平均深度。

图6
Fig.6

敏感性实验中黑潮近岸分支流的起源深度分布

The depth distribution of tracer particles representing the Nearshore Kuroshio Branch Current in the sensitivity experiment

敏感性实验中代表黑潮近岸分支流的粒子数量变

的变化同样也是是非线性的, 台湾海峡流流速增大

化以及平均起源深度变化的定量化结果如表 2 所示。

20%较台湾海峡流流速减弱 20%对黑潮近岸分支流的

从结果可以看出, 台湾以东黑潮流速变化与黑潮近岸

强度和平均起源深度影响更大。同时可以发现, 同等

分支流强度以及平均起源深度的变化是非线性的, 黑

幅度变化下的黑潮流速和台湾海峡流流速对黑潮近岸

潮流速增大 20%较黑潮流速减弱 20%对黑潮近岸分支

分支流的强度和平均起源深度的影响是不同的, 其中

流的强度和平均起源深度影响更大。同时, 台湾海峡

黑潮的影响效果更强。以上结果说明黑潮流速相较台

流流速变化与黑潮近岸分支流强度以及平均起源深度

湾海峡流对黑潮近岸分支流的影响可能更加重要。

表2
Tab.2

敏感性实验中黑潮近岸分支流起源深度和粒子数量的变化

Depth of origination of Nearshore Kuroshio Branch Current and the number of particle number in sensitivity experiment

敏感性试验

粒子数量(个)

起源深度(m)

粒子数量变化(个)

起源深度变化(m)

控制实验

1 396

265.7

黑潮减弱

1 698

268.9

+302

–3.2

黑潮增大

922

254.5

–474

+11.2

台湾海峡流减弱

1 222

266.5

–174

–0.8

台湾海峡流增大

1 786

255.6

+39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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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利用 ROMS 模式成功模拟出了 2019 年 5 月

东海以及临近海域环流结构和温盐分布。基于 2019
年 5 月期间东海大面观测的温盐结果, 我们定义了沿
DH2 断面, 站位 DH2-4 以西至岸界区间为判断黑潮
近岸分支流的断面。通过拉格朗日示踪粒子实验, 我
们得到了 5 月期间黑潮近岸分支流的示踪粒子数, 并
反演得到了粒子的起源区域, 得到以下结论:
(1) 黑潮近岸分支流起源水平上主要在台湾以
东 122.1°—122.5°E 范围内, 起源深度在 100—450 m
之间, 主要的入侵深度大致在 200—300 m 区间内。
黑潮近岸分支流起源的平均深度约为 260 m。
(2) 针对台湾以东黑潮强度和台湾海峡流强度
的敏感性试验显示黑潮流速减弱会增强黑潮近岸分
支流的强度, 同时增大黑潮近岸分支流的起源深度。
而黑潮增强会减弱黑潮近岸分支流的强度, 同时减
小黑潮近岸分支流的起源深度。
(3) 台湾海峡流减弱会减弱黑潮近岸分支流的
强度, 同时增大黑潮近岸分支流起源的平均深度。而
台湾海峡流增强会增强黑潮近岸分支流的强度, 同
时减小黑潮近岸分支流起源的平均深度。
本文基于观测和模式模拟, 通过拉格朗日方法
确定了黑潮近岸分支流主要的起源位置。同时发现了
黑潮和台湾海峡流对其的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
对研究黑潮水入侵东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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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OMS (regional oceam modeling system) model, the circulation structure and temperature and
salt distribution of the East China Sea in the spring of 2019 were simulated. The Lagrangian method was used to study
quantitatively the specific origination depth of the nearshore Kuroshio branch current (NKBC) east of Taiwan Island in
spring 2019 during which the NKBC flowed at a depth of 100—450 m, on average of about 260 m. By conducting sensitive
experiments on the intensities of the Taiwan Strait current and the Kuroshio east of Taiwan, we found that a strong (weak)
Kuroshio in east of Taiwan could reduce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the NKBC. A strong (weak) Taiwan Strait current could
increase (decrease) the intensity of the NKBC. At the same time, a strong (weak) Kuroshio in east of Taiwan could
decrease (increase) the average dep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NKBC; and a strong (weak) Taiwan Strait current could also
reduce (increase) the average depth of the origination of NKBC. The findings can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Kuroshio intrusion into the East China Sea.
nearshore Kuroshio branch current; Lagrangian method; origin; Kuroshio; Taiwan Strait Current
Key wo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