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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高低层大气环流、ＯＬＲ（向外长波辐射）、ＣＭＡＰ降水、ＳＳＴ（海表温度）等资料分析了孟加拉湾地区３—５

月多年气候平均大气环流及不同要素的演变特征，定义了一个新的孟加拉湾夏季风（ＢＯＢＳＭ，下同）爆发指标为孟

加拉湾地区（５°Ｎ—１５°Ｎ，９０°Ｅ—９７．５°Ｅ）８５０ｈＰａ和２００ｈＰａ纬向风区域平均的变化同时满足 Ｕ８５０＞３ｍ·ｓ－１和

Ｕ２００＜－５ｍ·ｓ－１，并持续５天的第一天即作为ＢＯＢＳＭ爆发日期．该季风指数有明确的天气学意义，可以反映孟

加拉湾低层西南风持续稳定和南亚高压在青藏高原建立早晚的特征．文章进一步分析了ＢＯＢＳＭ 爆发的年际特征

及其前兆海洋信号特征，结果表明：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ＢＯＢＳＭ爆发的平均日期为５月１０日，季风爆发有显著的年际

波动，爆发最早在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１日）和最晚在１９６８年（６月１日），年代际尺度上表现为由爆发偏晚至偏早的变化

趋势；ＢＯＢＳＭ爆发早（晚）与热带印度洋地区８５０ｈＰａ的越赤道气流和西风异常加强（减弱），以及２００ｈＰａ青藏高

原南亚高压的季节性建立偏早（晚）等密切联系；前期冬季赤道西太平洋的海温冷（暖）变化对ＢＯＢＳＭ 爆发早（晚）

有很好的指示意义，前期冬季海温偏高（低）有利于季风偏早（晚），其影响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热源变化激发纬向垂

直环流及其热带印度洋和太平洋低层环流异常，进而影响季风爆发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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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亚洲季风是全球最显著的季风系统，包含东亚

季风和南亚季风两个独立的子系统，受两个季风系

统的共同影响，亚洲大部分地区呈现出非常明显的

季风气候特征，主要表现为冬夏季节风向的反向变

化以及干湿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因此，亚洲季风活动

异常及其对气候的影响一直是大气科学努力探究的

重点．

南亚西南夏季风是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区域水汽

的主要来源，对中国部分地区雨季开始期的早晚，以

及汛期旱涝均起着十分重要的调控作用．南亚季风

存在着季节内、年际、年代际等多种时间尺度的变化

（Ｗｅｂｓｔｅｒａｎｄ Ｙａｎｇ，１９９８；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过去的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

对夏季南亚季风爆发之后季风强弱的研究，例如

Ｗｅｂｓｔｅｒ和Ｙａｎｇ（１９９２）利用南亚区域高低层垂直

纬向风切变定义的南亚季风指数，李崇银和张利平

（１９９９）利用高低层散度差定义的季风指数等主要用

来衡量南亚季风的强弱变化，而对于冬夏季节转换

期间南亚夏季风爆发特征及其判断指标的研究还比

较少．季风爆发是季风季节内变化最主要的特征之

一，对主汛期季风的季节进程，以及对初夏工农业生

产均有重要影响．关于亚洲夏季风爆发时间的研究，

最初的成果指出５月中旬季风最早在南海爆发，平

均日期在５月第４候，然后逐步向北和向西推进

（ＴａｏａｎｄＣｈｅｎ，１９８７；陈隆勋等，１９９１；丁一汇和马

鹤年，１９９６）．但随着更多观测资料和再分析资料的

应用，人们对亚洲季风爆发推进过程的认识逐渐深

入，何金海和朱乾根（１９９６）发现５月份苏门答腊强

对流中心向西北移动到中南半岛，表明中南半岛和

孟加拉湾地区的夏季风对流建立；朱伟军等（１９９７）

发现孟加拉湾西南季风在４月上旬爆发，其时间明

显早于南海季风；Ｌａｕ等（１９９８）观测到１９９７年和

１９９９年在南海季风爆发之前孟加拉湾地区就有强

烈的季风低压出现；Ｗｕ和Ｚｈａｎｇ（１９９８）明确指出

１９８９年亚洲季风爆发包含３个连续的阶段，即首先

是孟加拉湾季风的爆发，然后是南海季风，最后整个

南亚季风才爆发；晏红明等（２００３）的研究表明，与南

海相比，孟加拉湾的纬向西风最早出现，并且在整个

夏季风期间存在最大的西南风中心；吕俊梅等

（２００６）探讨了气候平均状况下亚洲季风各子系统的

季节演变特征，发现亚洲夏季风于５月２候首先在

中南半岛南端及其毗邻的安达曼海爆发．孟加拉湾

季风是南亚季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的很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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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孟加拉湾及中南半岛地区的环流不仅最早出

现季节转换，对亚洲其他区域季风的季节转换还有

十分重要的影响，刘屹岷等（２００３ａ）的研究发现孟加

拉湾地区的夏季风爆发引起的潜热加热作用以及中

南半岛上空对流的强弱对于改变区域环流，促进其

他区域的季风爆发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深入认

识ＢＯＢＳＭ爆发的气候特征，进而定义更加客观合

理的ＢＯＢＳＭ爆发的判断指标是准确预测亚洲夏季

风爆发的关键因素之一．

关于 ＢＯＢＳＭ 爆发的判断标准，Ｍａｏ和 Ｗｕ

（２００７）利用对流层中高层经向温度梯度的转换时间

作为指标来衡量孟加拉湾季风爆发，但对流层中高

层经向温度梯度的季节性反转实质上反映的是亚洲

地区大尺度环流的突变特征，并不单纯反映孟加拉

湾地区的局地环流特征；邢雯和黄菲（２０１３）利用

８５０ｈＰａ孟加拉湾东部（５°Ｎ—１５°Ｎ，９０°Ｅ—１００°Ｅ）

区域平均的纬向风三天滑动平均持续１５天大于

２ｍ·ｓ－１的开始日期定义为ＢＯＢＳＭ 爆发日期，这

一定义需要在较长时间之后才能确定季风爆发日

期，从气象服务的时效性角度而言存在一定的不足．

鉴于ＢＯＢＳＭ在亚洲夏季风爆发中的重要作用，及

其对亚洲地区降水的重要影响，有必要进一步对其

爆发指标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南亚区域，

特别是孟加拉湾区域冬夏季风转换期间的大气环

流、对流、水汽、降水等要素突变的气候特征，在此基

础上定义简单合理的ＢＯＢＳＭ 爆发判断指标．并根

据判断指标进一步分析孟加拉湾季风爆发的年际特

征，以及前期海洋信号因子对季风爆发的影响．

１　资料及方法

本文利用１９４８—２０１５年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和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的高低层经向风和纬向风、气温、比

湿等日平均和月平均再分析资料，网格分辨率为

２．５°×２．５°（Ｋａｌｎａ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的

地面长波辐射（ＯｕｔｇｏｉｎｇＬｏｎｇ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ＬＲ）资

料，资料分辨率为２．５°×２．５°（Ｌｉｅｂｍａｎｎａｎｄ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６）；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美国国家海洋气象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ＮＯＡＡ）和

气象预报中心（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ＣＰＣ）的

ＣＭＡＰ降水资料，资料分辨率为２．５°×２．５°（Ｘｉｅａｎｄ

Ａｒｋｉｎ，１９９７）；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英国 Ｈａｄｌｅｙ中心提供

的海表温度 ＨａｄＩＳＳＴ（ＨａｄｌｅｙＣｅｎｔｅｒＳｅａＩｃｅａｎｄ

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资料分辨率为１°×１°

（Ｒａｙ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多年气候平均统一采用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的３０年气候平均值．

使用回归分析、合成分析以及相关分析等诊断

方法进行分析，显著性检验采用狋检验方法．

２　孟加拉湾季风的季节转换特征及爆

发指标定义

２．１　季节转换特征

要建立能够合理衡量ＢＯＢＳＭ 爆发的判断指

标，我们必须首先系统了解冬、夏季风季节转换期间

３—６月孟加拉湾地区大气环流以及能够表征季风

活动的不同物理量场的演变特征．我们知道，冬、夏

季风季节转换最主要的本质特征是大尺度高低层风

系的显著变化．图１分别为亚洲区域冬季１月和夏季７

月多年气候平均高低层风场，可以看到在８５０ｈＰａ，冬

季１月偏东风气流从西北太平洋经孟加拉湾和阿拉

伯海在索马里附近转向进入南半球，赤道印度洋附

近有明显的低压环流，中心位于赤道东印度洋；夏季

７月南亚区域的环流刚好相反，来自南半球的越赤

道气流在索马里附近转向为西南气流进入北半球，

该西南气流流经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进入中国和西

北太平洋地区．２００ｈＰａ冬、夏季节南亚区域的环流

变化与赤道附近高压脊区南北位置的变化密切联

系，冬季１月高压脊位置偏北，脊线位于５°Ｎ—１０°Ｎ，

１０°Ｎ以北为西风带，５°Ｎ以南为东风带；夏季７月高

压脊区的位置南移到１０°Ｓ—１５°Ｓ附近，５°Ｓ—２５°Ｎ

被东风气流替代，青藏高原为南亚高压控制．就孟加

拉湾区域而言，冬、夏季低层８５０ｈＰａ的环流差异非

常显著，冬季为东风和夏季为西风；而２００ｈＰａ冬季

高压脊区刚好位于孟加拉湾区域，经向南风分量明

显，夏季转为明显的东风气流，纬向风分量比较

明显．

由于冬、夏季节低层纬向风季节差异特征显著，

我们首先考察南亚区域不同纬度低层８５０ｈＰａ纬向

风的变化（图２），可以清楚看到三个特征：（１）孟加

拉湾地区５°Ｎ—１２．５°Ｎ范围内东风转西风的特征

非常明显，转换的关键季节在４月中下旬；而２．５°Ｎ

以南和１５°Ｎ 以北东、西风季节转换特征不明显，

３—５月孟加拉湾区域均为纬向西风控制，特别在

１７．５°Ｎ附近．（２）同纬度上孟加拉湾东部纬向西风

最早出现，然后分别向东、西方向扩展，其中１２．５°Ｎ

８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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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冬季１月和夏季７月低层８５０ｈＰａ和２００ｈＰａ多年气候平均风场（单位：ｍ·ｓ－１）

（ａ）１月８５０ｈＰａ；（ｂ）７月８５０ｈＰａ；（ｃ）１月２００ｈＰａ；（ｄ）７月２００ｈＰａ．

Ｆｉｇ．１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ｉｎｄ（ｕｎｉｔ：ｍ·ｓ
－１）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ａｎｄ２００ｈＰａｉ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ａｎｄＪｕｌｙ

（ａ）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ｉ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ｂ）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ｉｎＪｕｌｙ；（ｃ）２０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ｉｎＪａｎｕａｒｙ；（ｄ）２０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ｉｎＪｕｌｙ．

孟加拉湾东部纬向西风出现的时间最早，于４月上

旬出现．（３）尽管印度洋不同纬度上东、西风季节转

换的时间有差异，但总体而言转换后的纬向西风在

４月均表现为强度偏弱且间断不稳定，直到５月上

旬当纬向西风达到一定强度之后才表现为比较稳定

的特征．

伴随冬夏季风季节转换，除了低层的纬向风变

化，其他要素也会发生显著的季节转换或突变．根据

以上不同纬度纬向风季节转换的特征，进一步分析

纬度５°Ｎ—１５°Ｎ范围内不同要素的变化．图３分别

为不同要素沿５°Ｎ—１５°Ｎ的时间经度剖面，可以看

到在该纬度范围的印度洋区域，除θｓｅ外，ＯＬＲ、高低

层散度差、降水的季节突变特征较为显著，最早出现

突变的区域在孟加拉湾东部．ＯＬＲ低于２３０Ｗ·ｍ－２

的区域最早于４月下旬出现在孟加拉湾东部，表明

孟加拉湾东部区域对流活动加强的时间最早（图

３ａ）；孟加拉湾东部高、低层散度差在４月上旬末之

后出现稳定的正散度差，表明孟加拉湾东部低层辐

合和高层辐散的强度最先出现加强（图３ｂ）．但季节

转换期间水汽增加最明显的区域并不出现在孟加拉

湾东部，而是出现在中南半岛和南海附近（图３ｃ）．

伴随对流活动、低层辐合高层辐散的加强以及低层

水汽的增加，孟加拉湾中东部的候累积降水量在４

月中旬也首先超过５ｍｍ·ｄ－１（图３ｄ）．

从以上不同经度各要素的演变可以看到，孟加

拉湾东、西部地区不同要素的演变特征存在一定差

异，其中，不同要素在东部地区季节转换的时间最

早，然后逐渐东传至孟加拉湾西部，因此，在讨论孟

加拉湾季风爆发活动时最好将东西部分开考虑比较

合理．由于以上不同要素在孟加拉湾东部转换的时间

最早，本文仅选取孟加拉湾东部（５°Ｎ—１５°Ｎ，９０°Ｅ—

９７．５°Ｅ）进一步研究孟加拉湾高低层季风的演变特征．

图４分别为孟加拉湾东部（５°Ｎ—１５°Ｎ，９０°Ｅ—

９７．５°Ｅ）不同要素区域平均随高度的变化，可以看到

各要素不仅有明显的季节转换特征，高低层变化差

异也非常显著．纬向风变化表现为以４００ｈＰａ为界，

以下为东风转西风和以上为西风转东风，转换的关

键季节在４月份．４００ｈＰａ之下的西风首先于４月

初出现在１０００ｈＰａ，之后逐渐向上传播，５月上旬传

播至８００ｈＰａ附近；之上的西风转东风最先于３月

下旬末出现在４００ｈＰａ，然后逐渐向上传播，４月中

旬传播至５０ｈＰａ．尽管４月是东西风转换的关键时

段，但转换之后的东西风强度均比较弱且不稳定，仅

当５月上旬高层２００～１００ｈＰａ东风强度稳定超过

５ｍ·ｓ－１时，高层东风和低层西风才得以稳定维持．此

外，４００～５０ｈＰａ夏季出现的东风可能与高层５０ｈＰａ

９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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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８５０ｈＰａ纬向风（单位：ｍ·ｓ－１）沿纬度（ａ）２．５°Ｎ、（ｂ）５°Ｎ、（ｃ）１０°Ｎ、（ｄ）１２．５°Ｎ、

（ｅ）１５°Ｎ和（ｆ）１７．５°Ｎ的时间经度剖面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ｕｎｉｔ：ｍ·ｓ
－１）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ａｌｏｎｇ（ａ）２．５°Ｎ，

（ｂ）５°Ｎ，（ｃ）１０°Ｎ，（ｄ）１２．５°Ｎ，（ｅ）１５°Ｎａｎｄ（ｆ）１７．５°Ｎ

之上的东风逐渐下传有一定的联系（图４ａ）．

季节转换关键期孟加拉湾东部经向风的活动主

要表现为对流层高层３００～１００ｈＰａ经向风的风向

转变，５月上旬该高度的经向风由南风转为北风，并

在之后逐渐加强；而在低层，风向的转变刚好相反，

仅出现在８５０ｈＰａ层以下，于４月下旬由北风转变

为南风，并在５月中旬之后逐渐加强并稳定维持，最

大经向南风位于近地面层（图４ｂ）．

θｓｅ能很好反映大气中水汽的变化，一直以来作

为季风气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得以广泛使用．

图４ｃ为季节转换期间θｓｅ的时间高度剖面，可以看

到θｓｅ大于３４０°Ｋ的两个水汽大值区域分布在８５０ｈＰａ

以下和４５０ｈＰａ以上．虽然随着夏季风的建立，高低

层的水汽均有所增加，但在整个季节转换期间８５０～

４５０ｈＰａ层的θｓｅ均低于３４０°Ｋ，水汽最大值区集中在

近地面层（图４ｃ）．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徐嘉行和

冯国柱（１９８２）利用７００ｈＰａθｓｅ＞３４０°Ｋ，并结合温度

露点差的变化来定义西南夏季风爆发；冯瑞权等（２００１）

也利用８５０ｈＰａθｓｅ＞３３５°Ｋ和纬向风＜２ｍ·ｓ
－１来定

义南海夏季风爆发．但从图３ｃ不同纬度上θｓｅ的变

化来看，θｓｅ最大值中心出现在南海而非孟加拉湾地

区，孟加拉湾东部θｓｅ的季节突变也不是十分明显，

因此θｓｅ在孟加拉湾地区并不是一个能够很好表征

季风爆发的指标．

孟加拉湾东部地区对流层中上层温度梯度

（ＴＧ）的季节转换主要出现在７５０～２００ｈＰａ，ＴＧ由

负转正的时间出现在５月上旬，由高层逐渐向低层

传播，其中，ＴＧ正、负大值区域主要位于对流层中

上层５００～２００ｈＰａ（图４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注意到季节转换期间孟加

拉湾区域不同要素均表现出明显的季节转换或突变

特征，其中在孟加拉湾东部出现转换或突变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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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ＯＬＲ（单位：Ｗ·ｍ－２）、（ｂ）高低层散度差２００～８５０ｈＰａ（单位：１０－５ｓ－１）、（ｃ）８５０ｈＰａθｓｅ（单位：°Ｋ）、

（ｄ）ＣＭＡＰ候降水（单位：ｍｍ·ｄ－１）沿５°Ｎ—１５°Ｎ的时间经度剖面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ａ）ＯＬＲ（ｕｎｉｔ：Ｗ·ｍ
－２），（ｂ）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ｕｎｉｔ：１０

－５ｓ－１）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ｈＰａ

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ｃ）θｓｅ（ｕｎｉｔ：°Ｋ）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ｄ）ＣＭＡＰｐｅｎｔａ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ｍｍ·ｄ
－１）ａｌｏｎｇ５°Ｎ—１５°Ｎ

最早．另外，尽管不同要素出现季节转换或突变的时

间差异较大，但５月上旬末各要素的转换基本结束

并稳定维持．以上特征表明在气候平均状态下，

ＢＯＢＳＭ爆发时间有可能出现在５月上旬．

２．２　犅犗犅犛犕爆发的判断标准

根据冬夏季风转换关键期孟加拉湾地区不同要

素演变的气候特征，可以找到一个既简便，又能够很

好地衡量ＢＯＢＳＭ爆发的指标．图５为孟加拉湾东

部对流层中上层（５００～２００ｈＰａ）ＴＧ、ＯＬＲ距平（原

始值减去２３０Ｗ·ｍ－２）、８５０ｈＰａ纬向风（Ｕ８５０）、

２００ｈＰａ纬向风（Ｕ２００）和经向风（Ｖ２００）、高低层散

度差（ＤＩＶ）区域平均４—６月的演变，可以看到各要

素变化均经历了符号反转、不稳定波动、持续加强和

稳定维持的过程．Ｕ２００和ＤＩＶ在４月上旬就出现

了符号反转，但之后一段时间出现不稳定波动，直到

４月下旬才保持稳定变化，其中Ｕ２００稳定下降的趋

势比较明显，特别是５月１日当Ｕ２００＜－３ｍ·ｓ
－１

之后的下降趋势更加稳定；Ｖ２００出现符号反转的时

间最晚（５月１１日），并在５月１５日之后北风才稳

定维持；Ｕ８５０在４月２６日符号反转之后也出现了

稳定的上升，但５月６日之后的上升趋势更加显著

和稳定；ＯＬＲ距平变化比较类似于 Ｕ８５０，４月２６

日首次发生符号反转，之后出现不稳定波动，至５月

６日之后稳定下降；ＴＧ季节变化的差异特征最明

显，４月２９日符号反转之后就稳定维持，并与Ｕ８５０、

ＯＬＲ距平、ＤＩＶ的变化类似，５月６日之后出现了

更加显著和稳定的上升趋势．图５中５月６日各要

素的变化形成一个类“喇叭口”形状，该日期似乎是

不同要素的突变点，之前各要素的变化比较平稳，而

之后各要素上升或下降的趋势更加显著和稳定．此

外，从图５我们注意到，５月６日各要素的变化均达

到一定强度，表明在不同要素变化达到一定强度之

后的稳定性会更好．因此，从多年气候平均的情况来

看，ＢＯＢＳＭ 爆发的时间有可能出现在５月６日或

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现有的工作通过不同标准得到

的ＢＯＢＳＭ 爆发气候平均日期存在一定的差异，

Ｍａｏ和 Ｗｕ（２００７）用ＴＧ＞０持续１０天定义的日期

是５月２日，邢雯和黄菲（２０１３）用 Ｕ８５０三天滑动

平均大于２ｍ·ｓ－１持续１５天定义的日期是５月５

日，均在５月６日之前，而柳艳菊和丁一汇（２００７）用

Ｕ８５０＞０和ＯＬＲ＜２３０Ｗ·ｍ
－２定义的爆发日期为

５月２候，在５月６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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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孟加拉湾东部（５°Ｎ—１５°Ｎ，９０°Ｅ—９７．５°Ｅ）（ａ）纬向风（单位：ｍ·ｓ－１）、（ｂ）经向风（单位：ｍ·ｓ－１）、（ｃ）θｓｅ（单位：°Ｋ）、

（ｄ）ＴＧ（单位：１０－６Ｋ·ｋｍ－１）区域平均的高度时间剖面图

Ｆｉｇ．４　Ｈｅ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ｕｎｉｔ：ｍ·ｓ
－１），（ｂ）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ｕｎｉｔ：

ｍ·ｓ－１），（ｃ）θｓ（ｕｎｉｔ：°Ｋ）ａｎｄ（ｄ）ＴＧ（ｕｎｉｔ：１０
－６Ｋ·ｋｍ－１）ｏｖｅ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ａｙｏｆＢｅｎｇａｌ（５°Ｎ—１５°Ｎ，９０°Ｅ—９７．５°Ｅ）

比较图５中的不同要素，ＴＧ和ＤＩＶ的计算相

对复杂；ＯＬＲ资料不能及时获取，目前能够获取

ＯＬＲ资料的年限仅为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用该要素来

定义就无法得到长时间系列的季风爆发日期；高低

层纬向风计算比较简单，且风速达到一定强度后比

较稳定，持续加强的趋势也比较明显．为了使判断

ＢＯＢＳＭ爆发的指标简单易算，客观合理，并能够同

时反映孟加拉湾东部区域各个要素的季节变化特

征，本文选取高、低层孟加拉湾东部纬向风区域平均

的风速达到某一个阈值来定义ＢＯＢＳＭ爆发的判断指

标．参考图５中５月６日及前后２天高、低层８５０ｈＰａ

和２００ｈＰａ纬向风的强度来设定判断阈值，定义当

８５０ｈＰａ和２００ｈＰａ纬向风的变化同时满足Ｕ８５０＞

３ｍ·ｓ－１和Ｕ２００＜－５ｍ·ｓ
－１并持续一段时间，同

时达到标准的第一天即作为ＢＯＢＳＭ 爆发的日期．

那么具体需要持续多少天作为判定标准比较合理？

从图５看到在多年气候平均状态下高低层纬向风达

到以上标准后就稳定维持，但具体分析某一年逐日

Ｕ８５０＞３ｍ·ｓ
－１和 Ｕ２００＜－５ｍ·ｓ

－１变化时，发

现达到该标准后的一段时间高低层纬向风的波动是

比较大的．为了确定合适的持续时间，我们分别计算

并对比分析了Ｕ８５０＞３ｍ·ｓ
－１和Ｕ２００＜－５ｍ·ｓ

－１

持续１～１０天时所确定的 ＢＯＢＳＭ 爆发时间（图

略），发现如果持续时间为１～２天，则所确定的

ＢＯＢＳＭ爆发日期在某些年份比较早，最早１９９９年

在３月上旬季风就爆发，１９８５、１９８７、１９９２年季风也

于３月中下旬就爆发，显然是不合理的；持续３～４

天时得到的ＢＯＢＳＭ 爆发日期虽然有所推迟，但在

很多年份（１９６５、１９６８、１９６９、１９７０、１９７１、１９７５、１９７６、

１９８５）的爆发日期与持续５天及以上时的爆发日期

相比差异很大；而持续５～１０天时确定的爆发日期

差异却很小，几乎是一致的，表明选取当 Ｕ８５０＞

３ｍ·ｓ－１和Ｕ２００＜－５ｍ·ｓ
－１同时满足并持续５

天的标准是比较合适的．因此，定义当８５０ｈＰａ和

２００ｈＰａ纬向风同时满足Ｕ８５０＞３ｍ·ｓ
－１和Ｕ２００＜

－５ｍ·ｓ－１并持续５天，同时达到标准的第一天即

作为ＢＯＢＳＭ的爆发日期作为ＢＯＢＳＭ爆发的判断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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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孟加拉湾东部（５°Ｎ—１５°Ｎ，９０°Ｅ—９７．５°Ｅ）各要素区域平均的逐日变化

其中：ＤＩＶ（空心圆，黑色，１０－５ｓ－１）；Ｕ８５０（实心圆，红色，ｍ·ｓ－１）；ＴＧ（空心方框，绿色，１０－６Ｋ·ｋｍ－１）；

ＯＬＲ（十字，紫色，Ｗ·ｍ－２）；Ｕ２００（空心圆，黄色，ｍ·ｓ－１）；Ｖ２００（实心方框，蓝色，ｍ·ｓ－１）．

Ｆｉｇ．５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ｏｖｅ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ａｙｏｆＢｅｎｇａｌ（５°Ｎ—１５°Ｎ，９０°Ｅ—９７．５°Ｅ）

ＤＩＶ（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ｈｏｌｌｏｗｃｉｒｃｌｅｓ，１０－５ｓ－１）；Ｕ８５０（ｒｅｄ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ｆｉｌｌ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ｓ，ｍ·ｓ－１）；ＴＧ（ｇｒｅｅ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ｈｏｌｌｏｗ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ｓ，

１０－６Ｋ·ｋｍ－１）；ＯＬＲ（ｐｕｒｐｌ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ｃｒｏｓｓｅｓ，Ｗ·ｍ－２）；Ｕ２００（ｙｅｌｌｏｗ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ｈｏｌｌｏｗｃｉｒｃｌｅｓ，ｍ·ｓ－１）；Ｖ２００（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

ｆｉｌｌｅｄ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ｓ，ｍ·ｓ－１）．

３　ＢＯＢＳＭ爆发的年际变化及其环流

差异

３．１　犅犗犅犛犕爆发的年际变化

根据以上标准，我们计算了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ＢＯＢＳＭ

爆发日期（图６），可以看到ＢＯＢＳＭ 爆发早晚的年

际差异比较大，１９９９年季风爆发最早（４月１１日），

１９６８年季风爆发最晚（６月１日），季风爆发最晚和

最早的日期相差近５０天．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ＢＯＢＳＭ

爆发的多年气候平均日期（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为５月

１０日，比 Ｍａｏ和 Ｗｕ（２００７）的多年气候平均日期５

月２日晚８天，比邢雯和黄菲（２０１３）的多年气候平

均日期５月５日晚５天，与柳艳菊和丁一汇（２００７）的多

年气候平均日期５月２候比较接近．以ＢＯＢＳＭ爆发日

期≥１个标准差（１０．２天）和≤－１个标准差（１０．２天）

来定义季风爆发的早晚，则１９６６、１９８２、１９８４、１９９１、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为季风爆发早年；１９６３、

１９６８、１９７４、１９８３、１９８５、１９８７、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为

季风爆发晚年．ＢＯＢＳＭ 爆发不仅表现出明显的年

际差异，由偏晚到偏早的年代际趋势也比较显著，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之前季风爆发主要以偏晚为主，之后

以偏早为主，１９９３年之后的２２年中只有８年季风

爆发为偏晚，其中仅有２０１０年偏晚１０天以上，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ＢＯＢＳＭ 爆发日期的年际波动非常

小，连续６年孟加拉湾季风爆发仅偏离气候平均值

±１—２天．

Ｍａｏ和 Ｗｕ（２００７）、邢雯和黄菲（２０１３）按各自

的标准分别计算了１９５８—２００１年和１９７９—２００８年

的ＢＯＢＳＭ爆发日期，对比本文结论与他们的结论，

本文定义季风爆发偏早的１９８２、１９８４、１９９９年和爆

发偏晚的１９６３、１９８３、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与 Ｍａｏ和 Ｗｕ

（２００７）的结果一致，季风爆发偏早的１９８２、１９８４、

１９９９年和爆发偏晚的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与邢雯和黄菲

（２０１３）的结果比较一致．１９９９年是比较特殊的年

份，ＢＯＢＳＭ 爆发显著偏早，本文指标、Ｍａｏ和 Ｗｕ

（２００７）、邢雯和黄菲（２０１３）的结果非常一致，均表明

１９９９年ＢＯＢＳＭ在４月中旬初爆发，是ＢＯＢＳＭ 爆

发异常最早的年份．

但在有的年份不同标准对ＢＯＢＳＭ爆发日期的

判断结果却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季风爆发显著偏晚

的１９６８年，本文的季风爆发日期是６月１日，Ｍａｏ

和 Ｗｕ（２００７）的结果却明显偏早，季风于４月２９日

爆发．此外，不同标准对１９８５年ＢＯＢＳＭ 爆发日期

的判断结果差异也较大，本文结果表明爆发偏晚（５

月２０日爆发），Ｍａｏ和 Ｗｕ（２００７）、邢雯和黄菲

（２０１３）的结果却是ＢＯＢＳＭ 爆发偏早（４月中下旬

爆发）．进一步分析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８５年逐旬８５０ｈＰａ

和２００ｈＰａ风场的演变，发现低层索马里越赤道气

流（５°Ｓ—５°Ｎ，４０°Ｅ—５０°Ｅ的经向风区域平均），以

及孟加拉湾地区西南气流稳定建立的时间与本文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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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爆发的日期比较吻合，高层２００ｈＰａ南亚高压在

青藏高原建立的时间也与本文的结果非常一致．而

Ｍａｏ和 Ｗｕ（２００７）、邢雯和黄菲（２０１３）定义的季风

爆发日期之后南亚高压还未移到青藏高原，青藏高

原南侧的东风并未建立，ＴＧ所反映的对流层温度

梯度的变化也表明在５月上中旬出现了较明显的正

负波动，索马里越赤道气流在４月底（１９８５年）或５

月初（１９６８年）也未完全建立（图７）．对比结果表明本文

图６　本文判断标准定义的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ＢＯＢＳＭ爆发日期（月和日）

Ｆｉｇ．６　ＢＯＢＳＭｏｎｓｅｔｄａｔ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９６１ｔｏ２０１５（ｍｏｎｔｈａｎｄｄａｙ）

图７　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８５年孟加拉湾东部（５°Ｎ—１５°Ｎ，９０°Ｅ—９７．５°Ｅ）不同要素逐日变化

其中：Ｕ８５０（实心圆，红色，ｍ·ｓ－１）；Ｕ２００（十字，蓝色，ｍ·ｓ－１）；ＴＧ（实心方框，绿色，１０－６Ｋ·ｋｍ－１）；

索马里越赤道气流（空心圆，橙色，ｍ·ｓ－１）．

Ｆｉｇ．７　Ｄａｉ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ｏｖｅ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ａｙｏｆＢｅｎｇａｌ（５°Ｎ—１５°Ｎ，９０°Ｅ—９７．５°Ｅ）ｉｎ１９６８ａｎｄ１９８５

Ｕ８５０（ｒｅｄ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ｆｉｌｌ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ｍ·ｓ－１）；Ｕ２００（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ｃｒｏｓｓ，ｍ·ｓ－１）；ＴＧ（ｇｒｅｅ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ｆｉｌｌｅｄ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１０－６Ｋ·ｋｍ－１）；

Ｃｒｏｓｓ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ｆｌｏｗｉｎＳｏｍａｌｉａ（ｏｒａｎｇ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ｈｏｌｌｏｗｃｉｒｃｌｅ，ｍ·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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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的判断标准不仅能够很好地反映低层８５０ｈＰａ西

南夏季风环流稳定建立的特征，也能够很好地反映

南亚高压季节性西移至青藏高原特征，相对而言是

比较合理的．

３．２　犅犗犅犛犕爆发早、晚的环流差异

由于ＢＯＢＳＭ 爆发早晚的１个标准差是１０．２

天，相对于季风爆发的气候平均日期５月１０日，在

季风爆发早年季风一般在５月１日之前爆发，爆发

晚年一般在５月２０日之后爆发，因此，可以通过考

察季风爆发早晚年４月和５月风的差值来了解季风

爆发早晚年的环流差异特征．图８为ＢＯＢＳＭ 爆发

早晚年４月和５月高低层合成风场的差值，可以看

到季风爆发早年和晚年南亚区域高、低层环流变化

的差异非常显著．首先来看低层８５０ｈＰａ的环流变

化，发现差异最显著的区域在热带印度洋和南海，季

风爆发早年４月，赤道印度洋中东部地区有明显的

异常西风，其两侧在南北印度洋有异常气旋对，中南

半岛东南部也为异常气旋环流，索马里出现由南

向北的异常越赤道气流；５月印度洋赤道附近的异

常西风北抬至１０°Ｎ附近，８０°Ｅ和１０５°Ｅ附近出现

由南向北的异常越赤道气流，索马里异常越赤道气

流显著加强，近似于东西向的异常低压带北抬至

１５°Ｎ—２０°Ｎ附近，三个异常气旋中心分别位于阿拉

伯海北部、孟加拉湾北部及南海．ＢＯＢＳＭ 爆发晚年

上述区域的环流形势刚好相反．由于低层越赤道气

流强弱与南半球环流变化密切联系，从ＢＯＢＳＭ 爆

发早晚年南半球环流变化的差异可以看到，季风爆

发早年４月澳大利亚有明显的东南气流，该东南气

流向西流动至南印度洋中部１０°Ｓ附近，对加强气旋

对中的南印度洋气旋和索马里越赤道气流有明显的

作用；５月澳大利亚地区出现高压环流，澳大利亚高

压北侧至南印度洋赤道附近的东南或偏东气流相应

也明显加强，对索马里、８０°Ｅ和１０５°Ｅ越赤道气流

的加强有重要影响．季风爆发晚年南半球的环流变

图８　ＢＯＢＳＭ爆发早晚年４月和５月８５０ｈＰａ和２００ｈＰａ距平合成风（单位：ｍ·ｓ－１）的差值场

（ａ）４月８５０ｈＰａ；（ｂ）５月８５０ｈＰａ；（ｃ）４月２００ｈＰａ；（ｄ）５月２００ｈＰａ．

Ｆｉｇ．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ｎｄ（ｕｎｉｔ：ｍ·ｓ
－１）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ＯＢＳＭｏｎｓｅｔ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ｌａｔｅｙｅａｒｓａｔ８５０ｈＰａａｎｄ

２００ｈＰ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ＡｐｒｉｌａｎｄＭａｙ

（ａ）８５０ｈＰ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ｎｄｉｎＡｐｒｉｌ；（ｂ）８５０ｈＰ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ｎｄｉｎＭａｙ；（ｃ）２００ｈＰ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ｎｄｉｎＡｐｒｉｌ；

（ｄ）２００ｈＰ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ｎｄｉｎＭ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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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利于赤道附近越赤道气流的加强．

高层２００ｈＰａ环流变化差异最显著的区域主要

集中在南亚和东亚东部，季风爆发早年４月，华南上

空为异常反气旋环流，其南侧在南海—孟加拉湾—

印度半岛为明显的异常东风，５月异常反气旋西移

至青藏高原上空，其南侧的异常东风气流进一步加

强，并向西扩展．该异常反气旋环流的活动与南亚高

压的季节性变化密切联系，季风爆发早年南亚区域

上空异常反气旋环流的变化有利于南亚高压在青藏

高原上空建立早．季风爆发晚年高层２００ｈＰａ的环

流变化刚好相反，有利于青藏高原上空南亚高压建

立偏晚．

与ＢＯＢＳＭ爆发早晚年大气环流异常变化密切

联系的水汽输送也出现显著差异．图９为季风爆发

早晚年４月和５月整层水汽输送和通量散度距平

场，可以看到季风爆发早年４月孟加拉湾地区的水

汽输送辐合非常显著，水汽主要来源于南半球经赤

道西印度洋地区越赤道进入北半球的气流；５月孟

加拉湾地区的水汽辐合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北部，但

强度不如４月份明显，水汽不仅来源于印度洋地区

的越赤道气流，还来源于南海地区．季风爆发晚年的

４月和５月孟加拉湾大部分地区为水汽辐散区，水

汽输送明显比季风爆发早年偏弱．从相应季风爆发

早晚年４月和５月降水差值场（图１０）可以看到季

风爆发早年孟加拉湾地区降水明显比季风爆发晚年

降水偏多，特别是４月降水偏多的幅度比较大，而５

月降水显著偏多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南海和菲律宾

附近．

比较图９和图１０可以看到ＢＯＢＳＭ 爆发早晚

年，降水的偏多和水汽输送辐合区的变化比较一致．

４月水汽输送散度辐合的大值区位于孟加拉湾，相

应降水显著偏多区域也位于孟加拉湾，５月水汽输

图９　ＢＯＢＳＭ早晚年４月和５月整层水汽输送距平（单位：ｋｇ·ｓ
－１·ｍ）及通量散度距平合成场（单位：１０－５ｋｇ·ｓ

－１·ｍ２）．

距平场中矢量为水汽输送，阴影区为水汽输送通量散度

（ａ）爆发早年４月；（ｂ）爆发晚年４月；（ｃ）爆发早年５月；（ｄ）爆发晚年５月．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ｖａｐ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ｎｉｔ：ｋｇ·ｓ
－１·ｍ）ａｎｄＦｌｕｘ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ｕｎｉｔ：１０

－５ｋｇ·ｓ
－１·ｍ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ＢＳＭｏｎｓｅｔ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ｌａｔｅｙｅａｒｓｉｎＡｐｒｉｌａｎｄＭａｙ．Ｖｅｃｔｏｒｓｄｅｎｏｔｅｖａｐ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

ｄｅｎｏｔｅｖａｐ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ＥａｒｌｙｙｅａｒｓｉｎＡｐｒｉｌ；（ｂ）ＬａｔｅｙｅａｒｓｉｎＡｐｒｉｌ；（ｃ）ＥａｒｌｙｙｅａｒｓｉｎＭａｙ；（ｄ）ＬａｔｅｙｅａｒｓｉｎＭ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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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ＢＯＢＳＭ爆发早晚年４月（ａ）和５月（ｂ）降水差值场（单位：ｍｍ·ｄ－１）．阴影区为通过０．０５显著性检验的区域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ｕｎｉｔ：ｍｍ·ｄ
－１）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ＯＢＳＭｏｎｓｅｔ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ｌａｔｅｙｅａｒｓ

ｉｎ（ａ）Ａｐｒｉｌａｎｄ（ｂ）Ｍａｙ．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ｐａｓｓ０．０５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ｅｓｔ

送辐合的大值区位于南海和菲律宾附近，降水显著

偏多的区域也主要集中在南海及菲律宾地区．与此

相反，在水汽辐散显著的区域，降水偏少也比较明

显．李汀和琚建华（２０１３）比较了孟加拉湾西南季风

与南海热带季风的气候特征，指出ＢＯＢＳＭ 建立与

索马里越赤道气流转向的西南气流逐渐加强和热带

印度洋赤道辐合带（ＩＴＣＺ）的逐渐北抬密切联系，而

南海夏季风爆发却与东亚大槽的一次替换过程伴随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突然东撤和西太平洋ＩＴＣＺ的

突然北跳有关．从本文季风爆发早晚年４月和５月

水汽输送辐合辐散显著区域的变化，以及降水差异

显著区域的变化可以看到，４月孟加拉湾降水和５

月南海降水的多少似乎有一致性的关系．ＢＯＢＳＭ

和南海夏季风是相互联系的，刘屹岷等（２００３ａ，

２００３ｂ）研究表明孟加拉湾季风气旋所释放出的凝

结潜热有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撤出南海地区和

南海夏季风的建立；戴新刚等（２００２）分析了印度夏

季风和东亚夏季风环流的遥相关关系，提出了印度

东亚遥相关型（ＩＥＡ）的概念，指出ＩＥＡ型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副高脊西伸的东西经度或夏季中国大陆上

空的平均位势高度距平的变化．初夏４月和５月孟

加拉湾和南海降水的一致性变化也进一步表明了

ＢＯＢＳＭ和南海夏季风之间的相互联系．

４　ＢＯＢＳＭ爆发早晚的前兆海洋信号

特征

热带ＳＳＴ尤其是赤道中东太平洋ＳＳＴ的异常

变化是影响全球气候年际变化的最强信号，同时由

于海陆热力差异是季风产生和维持的主要原因，前

期ＳＳＴ变化对后期ＢＯＢＳＭ 爆发早晚的影响是非

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图１１为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ＢＯＢＳＭ爆

发日期与前一年８月至同年４月ＳＳＴ的相关，可以看

到ＢＯＢＳＭ爆发与前一年８月—同年３月赤道西太

平洋地区的ＳＳＴ有显著的负相关，与同年１—４月

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的ＳＳＴ有明显正相关．比较两

个区域正、负相关区的变化，赤道西太平洋地区显著

的负相关区有很好的持续性，负相关一直从前一年

的８月持续至同年３月，且相关强度逐渐加强，２月

赤道西太平洋的负相关中心超过０．５；在赤道中东

太平洋地区，１１月出现弱的正相关，然后逐渐加强，

同年２—３月的正相关最显著，中心超过０．４．相比

之下，由于赤道西太平洋地区的ＳＳＴ变化对孟加拉

湾季风爆发有持续影响，且影响信号出现的时间比

较早，因此该区域的ＳＳＴ变化对季风爆发更具有指

示意义，当前期赤道西太平洋海温偏低有利于

ＢＯＢＳＭ爆发晚，反之则有利于ＢＯＢＳＭ爆发早．

为了进一步分析前期ＳＳＴ异常对后期大气环

流的影响，根据赤道西太平洋ＳＳＴ显著相关的区

域，选取冬季区域（１０°Ｓ—２０°Ｎ，１２０°Ｅ—１４０°Ｅ）平均

ＳＳＴ定义为冬季西太平洋ＳＳＴ 指数 ＷＰＳＳＴ．从

ＷＰＳＳＴ指数回归的后期春季３月、４月和５月热带

地区（１０°Ｓ—１０°Ｎ）平均纬向垂直风场可以看到，冬

季赤道西太平洋ＳＳＴ变化与后期春季热带纬向环

流异常有密切联系，当赤道西太平洋ＳＳＴ偏暖时，

Ｗａｌｋｅｒ环流出现显著异常，在热带太平洋和热带印

度洋分别存在一个顺时针和一个逆时针方向的异常

环流圈，两个异常环流圈的下沉支分别位于赤道太

平洋中东部和赤道西印度洋地区，异常上升气流在

８０°Ｅ—１００°Ｅ比较显著．当赤道西太平洋ＳＳＴ偏冷

时，异常纬向环流的变化刚好相反（图１２）．纬向环

流的异常变化必然会引起热带印度洋地区高低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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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根据冬季 ＷＰＳＳＴ指数回归的３月（ａ）、４月（ｂ）和

５月（ｃ）１０°Ｓ—１０°Ｎ平均纬向垂直风场的剖面．由浅至

深的阴影区分别表示０．０５、０．０２和０．０１显著性检验

的区域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ｚｏｎ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ｗｉｎｄａｌｏｎｇ

１０°Ｓ —１０°Ｎｉｎ （ａ）Ｍａｒｃｈ，（ｂ）Ａｐｒｉｌ，（ｃ）Ｍａｙｏｎ

ＷＰＳＳＴｉｎｄｅｘ．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ｄａｒｋｓｈａｄｅｓａｒｅ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ａｓｓ０．０５，０．０２ａｎｄ０．０１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ｅｓｔ

流的显著异常，图１３为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 ＷＰＳＳＴ指

数与低层８５０ｈＰａ风的相关，可以看到冬季热带西

太平洋ＳＳＴ的变化与后期春季热带低层风场的显

著异常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以冬季热带西太平洋暖

ＳＳＴ变化为例，根据Ｇｉｌｌ（１９８０）理论，当冬季热带西

太平洋ＳＳＴ偏暖时，受该热源影响，后期在热源西

北侧（即南海附近）会激发出异常气旋，在其西侧（即

热带东印度洋—加里曼丹岛附近）激发出异常西风

和东侧（赤道中西太平洋地区）激发出异常东风，相

应在热带东印度洋两侧的孟加拉湾和东南印度洋出

现异常反气旋对，索马里附近出现较弱的异常偏南

风（图１３ａ）；４月赤道东印度洋异常西风稍北抬，并

向西扩展至热带西印度洋，索马里附近异常偏南气

流加强，热带东印度洋异常西风两侧仍维持异常气

旋对（图１３ｂ）；５月热带印度洋地区的异常西风加强

北抬，控制阿拉伯海中南部和孟加拉湾大部，并导致

索马里附近由南向北的异常越赤道气流进一步加

强，孟加拉湾北部的异常气旋维持（图１３ｃ）．比较图

１３中各月相关场的变化发现，差异最明显的是阿拉

伯海和孟加拉湾地区的异常西风，以及索马里附近

由南向北异常越赤道偏南气流的逐渐加强．以上异

常气流与冬季风向夏季风转换期间多年气候平均流

场的变化一致，表明热带西太平洋异常暖ＳＳＴ引起

的环流变化有利于夏季风环流建立偏早，相应有利

于ＢＯＢＳＭ爆发偏早．与此相反，热带西太平洋异常

冷ＳＳＴ引起的环流变化刚好相反，不利于ＢＯＢＳＭ

建立偏早．将图１３与图８ａ和图８ｂ进行比较，可以

看到在印度洋地区 ＷＰＳＳＴ与风场的相关和季风爆

发早晚年的差值风场非常相似，进一步表明了冬季

西太平洋ＳＳＴ对ＢＯＢＳＭ爆发的重要影响．

５　结论和讨论

本文首先通过对季节转换期间南亚区域多年气

候平均高低层大气环流、对流层中上层温度梯度、低

层对流活动、水汽输送、降水等演变特征的分析，定

义了ＢＯＢＳＭ爆发的判断标准，并进一步分析了季

风爆发的年际特征，以及海洋外强迫因子对ＢＯＢＳＭ

爆发早晚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１）冬夏转换关键季节孟加拉湾区域５°Ｎ—

１２．５°Ｎ范围东风转西风特征非常明显，并具有一定

的突变性．此外，孟加拉湾东风转西风的变化有一定

差异，在东部地区的转换比西部地区偏早．

（２）利用孟加拉湾东部区域（５°Ｎ—１５°Ｎ，９０°Ｅ—

９７．５°Ｅ）高、低层纬向风，定义了ＢＯＢＳＭ 爆发指标

为：当８５０ｈＰａ和２００ｈＰａ纬向风的变化同时满足

Ｕ８５０＞３ｍ·ｓ
－１和 Ｕ２００＜－５ｍ·ｓ

－１，并持续５

天时，同时达到标准的第一天即作为ＢＯＢＳＭ 爆发

日期．该指标具有明确的天气学意义，不仅反映孟加

拉湾地区低层西南气流稳定活动的特征，同时还反

映了青藏高原上空南亚高压建立的早晚．

（３）ＢＯＢＳＭ爆发有显著的年际和年代际特征．

年代际尺度上表现为明显的由爆发偏晚至偏早的变

化趋势；季风爆发的年际波动较大，相对季风爆发的

多年气候平均日期５月１０日，季风爆发最早在１９９９

年（４月１１日），爆发最晚在１９６８年（６月１日）．

９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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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年冬季 ＷＰＳＳＴ指数分别与（ａ）３月、（ｂ）４月和（ｃ）５月８５０ｈＰａ风场的相关．

图中矢量表示０．０５显著性检验的区域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ＰＳＳＴ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ｉｎ（ａ）Ｍａｒｃｈ，（ｂ）Ａｐｒｉｌ，ａｎｄ（ｃ）Ｍａｙｆｏｒ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Ｖｅｃｔｏｒｓｐａｓｓ０．０５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ｅｓｔ

　　（４）ＢＯＢＳＭ爆发早晚与热带印度洋地区低层

８５０ｈＰａ的越赤道气流和西风异常，以及高层２００ｈＰａ

南亚高压等的季节性变化密切联系．季风爆发早年

４—５月低层８５０ｈＰａ北印度洋赤道附近的纬向西

风、索马里和８０°Ｅ附近的越赤道气流显著加强，孟

加拉湾北部有异常气旋，高层２００ｈＰａ青藏高原至

华南为正高度距平场，有利于南亚高压的季节性西

移偏早，季风爆发晚年上述地区的环流变化相反．

（５）ＢＯＢＳＭ爆发与前期西太平洋ＳＳＴ变化密

切联系，特别是与前期冬季ＳＳＴ变化显著相关．前

期冬季ＳＳＴ偏高有利于季风偏早，反之有利于季风

偏晚．ＳＳＴ对后期环流影响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热源

变化激发热带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纬向垂直环流

和低层水平环流异常，进而影响ＢＯＢＳＭ爆发早晚．

亚洲季风是全球最显著的季风系统，包含东亚

季风和南亚季风两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的子系

统．孟加拉湾季风是南亚季风的重要部分，由于其爆

发后可通过潜热加热改变区域环流，对亚洲季风的

０７３４



　１１期 晏红明等：孟加拉湾夏季风爆发的判断指标及其年际特征

季节进程和我国初夏降水的异常变化有重要影响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ＴａｍｕｒａａｎｄＫｏｉｋｅ，２０１０）．从本

文的分析来看，孟加拉湾东西部地区的风场变化呈

现一定的差异，东部地区环流的季节转换明显比西

部地区偏早，因此本文选取孟加拉湾东部地区作为

研究区域来定义ＢＯＢＳＭ 爆发指标，并分析了影响

季风爆发的热带海洋前期信号因子，发现前期西太

平洋ＳＳＴ的变化对初夏南亚区域高低层环流有重

要影响．我们知道海陆热力差异的季节变化是季风

产生的原始驱动力，海洋或陆地任何一方的热力变

化均会影响季风活动．亚洲夏季风爆发时，低纬度南

暖北冷的温度分布逆转为北暖南冷，这一转换与海

洋和陆地的热力变化密切联系．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琚建华和罗会邦（１９８１）研究就指出影响南亚夏

季风的热源在青藏高原和孟加拉湾．近年来，Ｗｕ等

（２０１２）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的热力作用对亚洲夏季风

的爆发有锚定作用，使得ＢＯＢＳＭ 首先在孟加拉湾

爆发；李奎平等（２０１３）的研究表明了孟加拉湾春季

ＳＳＴ增暖对其夏季风爆发的影响，指出ＳＳＴ增暖会

通过诱导季节内振荡进入孟加拉湾，进而影响

ＢＯＢＳＭ 爆发．本文研究也进一步表明了热带海温

变化对ＢＯＢＳＭ爆发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之

前的工作不同的是我们发现前期西太平洋地区的

ＳＳＴ变化对ＢＯＢＳＭ 影响最为明显．海洋和陆地特

别是青藏高原的热力变化差异比较复杂，两者的协

同作用究竟会怎样影响季风活动？包括对季风的爆

发、活跃或中断等的影响，目前关于不同热力因子协

同影响的分析还比较少，值得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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