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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国家气候中心业务监测中使用的月时间尺度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指数存在的问题，利用 ＮＣＥＰ／

ＮＣＡＲ月平均再分析资料，对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强度指数、脊线指数和西伸脊点４种指数重新进行定

义和计算，重建了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逐月历史时间序列。面积指数、强度指数采用真实的面积和体积进行定义和计

算，脊线指数则同时利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和纬向风切变线进行定义，且不仅仅局限于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充分考虑

了西太平洋副热带地区高压系统对我国夏季降水的影响作用。选取其中两个相对独立的指数———脊线指数与西

伸脊点，通过对这两个指数的９种组合类型的构建，最大程度上涵盖了我国东部夏季降水各种雨型的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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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称副高）是影响东

亚天气气候最主要的环流系统之一，我国的地理位

置决定了受副高影响很大，其位置和面积（强度）的

变化对我国汛期降水有重要影响［１］。每年夏季，副

高的季节内变化决定我国东部汛期雨带的几次向北

推移［２４］，而其年际变化决定我国东部旱涝的出

现［５７］，副高等气候因子的年代际变化则为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长江中游夏季异常多雨提供了有利的气候

背景［８］。近年来，长江流域的灾害性天气频繁出现，

如１９９８年夏季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２００３年７月

中下旬江南地区的持续高温酷暑天气。这些异常天

气气候事件均与副高活动有密切关系［９１１］。因此，

副高活动一直是我国气象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而

建立一套能够真实、客观反映副高状态（包括面积大

小、强弱、东西和南北位置）变化的监测指数也就成

为非常必要的工作。

国家气候中心一直开展对副高的气候监测，并

有相应的监测指数描述和业务规定［１２］。但目前业

务中使用的副高指数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用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夏季副高的面积指数、脊线指数和西

伸脊点分别与长江流域５个代表站的夏季总降水量

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２７，－０．２３和

－０．２８，均未达到０．０５显著性水平，可见其相关不

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副高对长江流域夏季降水影响

不显著，而是用来表征副高的指数存在以下问题：①

受当时资料质量的限制，指数的定义标准是针对

５°×１０°的菱形网格资料进行定义和计算的；②指数

所使用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数据已经进行了多次切

换，从天气图上读取数据格点到不断改进的天气模

式，不同模式数据之间的切换并没有做过系统性误

差订正；③根据指数定义标准对资料分辨率的要求，

只能将现有的高分辨率数据插值成５°×１０°的菱形

网格进行计算，分辨率大大降低，这样的处理可能将

副高本身的一些特征信息丢失，甚至由于插值不当

而表现出虚假特征；④指数的定义标准使用资料单

一，仅仅考虑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而未考虑其他大气环

流场等数据信息。用这样空间分辨率低、且没有经

过均一化处理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单一资料计算副高

指数，难以准确刻画出副高的本质特征，而以这样的

副高指数去研究其与东亚或我国气候异常关系，必

然会出现一些误导信息，甚至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因

２０１１０８２５收到，２０１２０４２０收到再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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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必要对副高指数定义标准进行调整和完善，用

质量较好的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重建与更新

副高各种指数将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利用目前广泛使用的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月平均再分析资料，重新定义副高指

数，并重建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逐月副高的面积指数、强

度指数、脊线指数和西伸脊点的历史时间序列；使得

重建指数既能真实体现出副高本身的气候变化特

征，又对资料的分辨率依赖性降低，可以充分利用资

料高分辨率的优势，为我国夏季雨带监测与预测工

作提供更加真实、客观的信号。

１　资　料

本文使用资料包括：①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国家气候

中心整理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业务资料，其分辨率为

５°×１０°的菱形格距，范围为１０°～８５°Ｎ，０°～１７０°Ｅ，

１８０°～１０°Ｗ，共５７６个格点；②国家气候中心整理

的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逐月副高面积指数、强度指数、脊

线指数、西伸脊点的历史时间序列［１３］；③１９５１—

２０１０年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 月平均再分析资料，包括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和５００ｈＰａ纬向风场，分辨率为

２．５°×２．５°
［１０］。本文气候平均态取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

各要素的平均值。

２　重建的副高指数定义标准

本文所定义的副高是指出现在西北太平洋上的

副热带高压系统，其范围大小在５００ｈＰａ高空天气

图上用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在１１０°Ｅ～１８０°范围内所

包围的区域来表示。重建的各指数定义标准如下：

面积指数　在１０°Ｎ以北１１０°Ｅ～１８０°范围

内，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上所有位势高度不小于

５８８ｄａｇｐｍ 的格点围成的面积总和。

强度指数　在１０°Ｎ以北１１０°Ｅ～１８０°范围

内，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上所有位势高度不小于

５８８ｄａｇｐｍ 的格点围成的面积与该格点高度值减去

５８７ｄａｇｐｍ差值的乘积的总和。

脊线指数　在１０°Ｎ以北１１０°～１５０°Ｅ范围

内，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所包围的副热带高压体内纬向

风狌＝０，且狌／狔＞０的特征线所在纬度位置的平均

值；若不存在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则定义５８４ｄａｇｐｍ

等值线范围内纬向风狌＝０，且狌／狔＞０的特征线所

在纬度位置的平均值；若在某月不存在５８４ｄａｇｐｍ等

值线，则以该月的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历史最小值代替。

西伸脊点　在９０°Ｅ～１８０°范围内，５８８ｄａｇ

ｐｍ最西格点所在的经度。若在９０°Ｅ以西则统一计

为９０°Ｅ；若在某月不存在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则以

该月的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历史最大值代替。

在定义脊线指数时，在１１０°～１５０°Ｅ范围内只

有１个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网格点的孤立副高体时，不予考

虑；或者只有１个纬度的经线与副高体内的纬向风

切变线相交时，也不予考虑。在定义西伸脊点时，在

９０°Ｅ～１８０°范围内对于只有１个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网格点

的孤立副高体，不予考虑。

将两套标准进行对比，可以看到重建的面积指

数不再用格点数表示，而是改用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

所包围的实际面积表示，不再依赖于资料的分辨率，

使得不同分辨率的数据计算得到的面积指数具有可

比性。重建的强度指数则相当于副高的体积，用每

个格点的面积作为底，而该格点高度值与５８７ｄａｇ

ｐｍ的差值作为高，然后将所有底和高的乘积的总

和作为强度指数，一方面消除了该指数对资料分辨

率的依赖，同时也更形象地表现出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体。重建的脊线指数做了较大调整，业务中使

用的定义是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体东西向的中心轴线作为脊线位置，而重建的脊线

指数则同时考虑５００ｈＰａ的高度场和纬向风场，以

纬向风狌＝０，且狌／狔＞０的特征线代替副高体内

东西向的中心轴线作为副高脊线；更重要的是，重建

标准中放宽了对脊线的规定范围，当５００ｈＰａ高度

场上不出现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时，则定义５８４ｄａｇ

ｐｍ等值线内纬向风狌＝０，且狌／狔＞０的特征线。

这是因为在实际的业务监测中发现，尽管当５００ｈＰａ

高度场上副高体很弱或不存在时，西太平洋副热带

地区上空仍然存在位势高度相对偏强的大气环流系

统，它的南北位置变化依然会对我国东部降水产生

较大的影响，因此在业务监测中需要将其考虑进来。

这样的调整将使得脊线在有的月份并不一定在副热

带高压体东西向的中心轴线上，甚至有的时候没有

副高体出现时，仍然有副高脊线存在，这是业务指数

不曾出现的新情况，但却可以更好地把握副高对我

国降水雨带位置的影响［１４１５］。重建标准对西伸脊点

的定义基本没有调整。考虑到以上４个副高指数已

经可以完整地表征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体的状态

（面积大小、强弱、南北和东西位置）变化，因此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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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指数中不再对副高的北界位置进行定义。

３　重建指数与业务指数对比

依据本文的定义标准，本文利用ＮＣＥＰ／ＮＣＡＲ

再分析资料重建了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４种副高指数的

历史时间序列。由于定义的调整以及所使用资料的

不同，重建的副高指数与业务中所使用的指数必然

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因此通过对比分析这两套副

高指数的基本气候特征，试图证实重建副高指数的

客观性与合理性。

３．１　副高气候平均态的比较

本文以夏季（６—８月平均）为例，首先给出分别

计算重建副高指数与业务指数的两套资料得到的夏

季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的气候平均态（图１）。这两套资

料除了在空间分辨率上不同外，其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值

强度也有一定差别。由图１可以看到，由 ＮＣＥＰ／

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得到的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所包围

的副高带面积明显比业务资料所得到的副高带面积

偏小，其中在西太平洋副热带地区更为显著；而极区

的低涡则比业务资料中高许多，也就是说，ＮＣＥＰ／

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得到的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无论在

低纬度还是高纬度地区，整体比业务资料中的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低，副高体面积偏小，强度偏弱。

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副高指数的气候平均值，它对

预报员判断副高的状态变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表１列出了重建的１—１２月４种副高指数的气

候平均值，并与业务中所用指数的平均值进行比较。

由于重建的面积和强度指数不再用格点数表示，而

是计算副高体所包围的实际面积值和体积值，因而

与原有的面积和强度指数不属于同一量级，不方便

直接比较。不过图１已经直观地表现出业务所用面

图１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夏季北半球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单位：ｄａｇｐｍ）

（ａ）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ｂ）国家气候中心业务资料

Ｆｉｇ．１　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ｆｒｏｍ１９７１ｔｏ２０００（ｕｎｉｔ：ｄａｇｐｍ）（ａ）ＮＣＥＰ／ＮＣＡＲ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ＮＣＣ

表１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１—１２月平均副高指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犿狅狀狋犺犾狔犠犲狊狋犲狉狀犘犲狉犮犻犳犻犮犛狌犫狋狉狅狆犻犮犎犻犵犺（犠犘犛犎）犻狀犱犻犮犲狊犪狏犲狉犪犵犲犱犳狉狅犿１９７１狋狅２０００

副高指数 分类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面积指数
重建 １３ １３ １８ ２１ ２７ ６４ ５６ ５３ ５１ ５２ ３８ ２７

业务 ８ ８ １１ １３ １７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１ ２１ １６ １３

强度指数
重建 ２７ ２６ ３４ ３２ ３８ １２８ １１９ ９９ １１６ １０６ ７１ ４７

业务 １４ １４ １９ ２２ ２９ ４５ ４０ ３８ ３９ ３８ ２９ ２３

脊线指数
重建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７ １８ ２２ ２６ ２９ ２６ ２３ ２０ １７

业务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４ １５ ２１ ２５ ２７ ２５ ２１ １９ １６

西伸脊点
重建 １５８ １３９ １４５ １３４ １４０ １３２ １３６ １３７ １３４ １２４ １３１ １３９

业务 １３１ １２３ １１７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８ １２４ １２４ １１５ １０６ １１５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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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指数和强度指数要比重建的偏强一些。由于

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偏低，重建的西伸脊点在大多数月

份表现为比业务上使用相应指数偏东１０～３０个经

度。尽管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中的５００ｈＰａ高

度场比业务资料偏弱，重建的脊线指数平均值在所

有月份却较业务上使用的相应指数均偏北１～３个

纬度，这个特征说明，重建的副高脊线定义标准对指

数起到了比较显著的调整作用。

３．２　副高最大值及最小值的比较

重建的定义标准中规定，当副高体不存在或不

出现５８４ｄａｇｐｍ等值线时，副高西伸脊点和脊线指

数分别以相应月份的历史最大值或最小值代替，因

此重建指数的历史最大值和最小值对指数也有一定

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这两套指数的历史最大值及

最小值（表２）发现，由于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

中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相对较弱，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

所围成的副高体相对偏小，因此重建的西伸脊点最

大值除了２月和４月，在其他月份中均表现出较业

务指数偏东５～３０个经度；但两套西伸脊点指数最

小值差别却相对较小，在大多数月份为９０，这是由

于定义标准中将西伸脊点的最小值规定为９０。对

于脊线指数，尽管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 再分析资料中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上副高体整体偏弱，但重建的脊线指

数最大值和最小值却几乎均较业务中的脊线指数偏

北１～３个纬度，其中９月脊线最小值两者相差６个

纬度。重建脊线指数的这种特征在比较气候平均值

时就有所体现，主要是由于重建标准中对脊线位置

的定义做了较大调整，侧重考虑纬向风切变的影响，

且不存在副高体时，还需要考虑５８４ｄａｇｐｍ等值线

范围内的纬向风切变线。

表２　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１—１２月副高指数的最大值及最小值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狓犻犿狌犿犪狀犱犿犻狀犻犿狌犿狅犳狋犺犲犿狅狀狋犺犾狔犠犘犛犎犻狀犱犻犮犲狊犳狉狅犿１９５１狋狅２０１０

副高指数极值 分类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脊线指数

最大值

重建 １８ １７ １７ １９ ２２ ２６ ３２ ３４ ３０ ２５ ２２ ２０

业务 １７ １７ １６ １９ ２１ ２７ ３０ ３４ ３０ ２６ ２４ １９

脊线指数

最小值

重建 １３ 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４ １８ ２２ ２０ ２３ １９ １８ １４

业务 １１ １１ １０ １０ １２ １７ ２１ ２０ １７ １８ １５ １３

西伸脊点

最大值

重建 １７０ １４８ １６８ １６０ １７２ １７０ １７８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７５ １６８ １６２

业务 １５５ １５５ １５５ １６６ １４９ １４０ １６０ １５３ １６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西伸脊点

最小值

重建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１０５ １１０ ９０ ９５ ９０ ９８ ９０

业务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５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３．３　两套副高指数的相关分析

表３给出了两套副高指数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１—

１２月逐月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副高指数的定义标

准虽有较大改动，但所有指数的相关系数在各个月

份均远远超过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相关系数超过

０．２６），４种副高指数的平均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７３，

０．８０，０．５６和０．５４。这表明尽管重建的指数做了较

大调整，并利用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资料重新计算，

但在变化趋势上还是保持了与业务指数较好的一致

性；更重要的是，重建指数克服了对资料分辨率过分

依赖的缺陷，实现了不同分辨率资料所计算的副高

面积指数和强度指数具有可比性，其中对脊线位置

的定义标准同时考虑高度场和纬向切变的作用。

　　同时也需要注意，两套副高脊线指数在７月的

相关系数只有０．３３，而西伸脊点在１０月的相关系

数也只有０．３９，相对较低，导致其相关系数偏低的

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下面以７月脊线指数为例分

析两套指数的差别。

　　图２为７月副高脊线指数的历史时间序列，这

表３　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两套副高指数的相关系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狅犳狋狑狅狊犲狉犻犲狊狅犳狋犺犲

犿狅狀狋犺犾狔犠犘犛犎犻狀犱犻犮犲狊犳狉狅犿１９５１狋狅２０１０

月份 面积指数 强度指数 脊线指数 西伸脊点

１月 ０．７４ ０．８３ ０．５４ ０．６９

２月 ０．６８ ０．８３ ０．５８ ０．６２

３月 ０．７０ ０．８０ ０．４０ ０．６２

４月 ０．７３ ０．７７ ０．４０ ０．５２

５月 ０．６５ ０．６８ ０．５７ ０．４７

６月 ０．７４ ０．７８ ０．７１ ０．６２

７月 ０．７４ ０．８４ ０．３３ ０．５０

８月 ０．７４ ０．８３ ０．６７ ０．４７

９月 ０．７０ ０．７９ ０．７６ ０．４７

１０月 ０．７６ ０．８０ ０．７１ ０．３９

１１月 ０．７６ ０．７７ ０．６０ ０．５０

１２月 ０．８１ ０．８５ ０．５１ ０．６２

是所有月份中两套脊线指数相关系数最小的月份。

可以看到，重建的脊线指数普遍较业务指数偏北，例

如１９７８年７月，重建的脊线指数为３２，比业务脊线

指数偏北多达１０个纬度；而该时期的雨带也显著偏

北（图３ａ），主要出现在我国黄淮北部到华北地区。

也有重建脊线指数较业务指数明显偏南的年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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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１９９９年７月，重建的脊线指数为２５，较业务指数

偏南４个纬度；但此时的雨带则明显偏南（图３ｂ），

主要位于长江以南的大范围地区。由此可见，尽管

重建的脊线指数在某些特殊的月份与业务指数差异

较大，但它与我国东部地区雨带位置存在更加合理

的对应关系。

图２　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７月副高脊线指数的历史时间序列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ＷＰＳＨｒｉｄｇｅ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ｅｓｉｎＪｕｌｙ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１０

图３　我国７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 （ａ）１９７８年，（ｂ）１９９９年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ｌｙ （ａ）１９７８，（ｂ）１９９９

　　综上所述，导致两套指数不一致的原因有两方

面因素：①两套指数所使用的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强度

有一定差别，导致在某些具体时间段，５８８ｄａｇｐｍ所

围成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体出现较大偏差，各个

月份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也就出现相应的差别，其中

用来刻画副高位置的脊线指数和西伸脊点表现相对

敏感；②重建标准对面积指数、强度指数采用真实面

积和体积进行定义和计算，而对副高脊线指数则同

时利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和纬向风切变线定义，并不

局限于５８８ｄａｇｐｍ等值线，充分考虑西太平洋副热

带地区高压系统对我国夏季降水的影响作用。

３．４　副高脊线与夏季雨带位置的关系比较

副高的状态（面积大小、强弱、东西和南北位置）

变化与我国夏季雨带位置旱涝分布、冬季的冷暖等

关系密切，尤其是副高脊线指数。研究表明，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脊线的南北移动是决定梅雨位置和强

度的重要因子［１６１８］。但目前业务监测中使用的副高

脊线指数却并不能很好地表现出与我国夏季长江流

域降水的对应关系，其相关并不显著（图４ａ），这与

业务中所用的副高脊指数的定义标准以及所用的业

务数据有很大关系，导致脊线指数不能真实地反映

副高的变化特征，并给业务监测预测工作带来一定

的虚假信息。而重建的副高脊线指数与我国长江及

其以南地区的降水则表现出很好的负相关关系（图

４ｂ），达到０．０５显著性水平（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不小

于０．３６），表明副高偏南时，夏季雨带则多停滞于长

江流域，有利于长江及以南地区降水偏多；而副高偏

北时，雨带将随之北抬，长江流域夏季降水也相应偏

少。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重建的副高指数能更加真实

客观地体现出副高本身的气候变化特征。

　　图５给出了６月、７月和８月副高脊线与同期

我国降水的相关分布。从图５可以清楚地看到重建

的脊线指数所表征的副高在不同月份对我国东部

夏季雨带的影响作用：６月副高脊线的南北异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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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夏季副高脊线指数与我国夏季降水的相关分布

（阴影区为相关系数达到０．０５显著性水平的区域）（ａ）业务指数，（ｂ）重建指数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ＰＳＨｒｉｄｇｅ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ｅｓ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７１ｔｏ２０００（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ｄｅｎｏｔｅ

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ｓｔｏｆ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ｉｃｅｓ，（ｂ）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ｉｎｄｉｃｅｓ

图５　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６—８月副高脊线指数与我国同期降水的相关分布

（阴影区为相关系数达到０．０５显著性水平的区域）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ＰＳＨｒｉｄｇｅ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ｅｓ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ｎｅ，ＪｕｌｙａｎｄＡｕｇｕｓ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ｈａｄｅｄａｒｅａｓｄｅｎｏｔ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ｓｔｏｆ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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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华南和江南中部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与江淮

地区降水呈正相关关系，即６月副高脊线偏南，则华

南和江南中部降水偏多，而江淮地区降水偏少；７月

与６月有很大差别，副高脊线与我国长江流域及江

南北部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即７月副高脊线偏南对

应长江流域降水偏多；８月随着副高脊线的二次北

跳，其显著负相关区也较７月略向北抬，但相关程度

降低，另外，副高脊线还与我国西藏及西南北部地区

呈典型的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副高异常引起其他

大气环流系统（如低纬地区印缅槽）异常而表现出来

的间接影响。而业务中所使用的副高脊线指数与我

国东部地区同期降水的相关关系要远远低于重建的

副高脊线指数，其指示意义不显著。重建的副高脊

线指数与我国夏季不同月份的雨带位置都表现出很

好的相关关系，改善了业务指数指示性不强的缺陷。

４　重建的副高指数与夏季降水的关系

４．１　副高指数间的相关性

表４给出了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逐月的重建副高指

数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到，副高的面积指数和强

度指数的强弱趋势基本一致，其相关系数达到０．９７；

而面积指数、强度指数和西伸脊点的变化趋势则相

反，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７５和－０．６７，远远超过０．０１

表４　重建的副高指数间的相关系数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犪犿狅狀犵狋犺犲

狉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犲犱犿狅狀狋犺犾狔犠犘犛犎犻狀犱犻犮犲狊

副高指数 面积指数 强度指数 脊线指数 西伸脊点

面积指数 １．００ ０．９７ ０．３８ －０．７５

强度指数 １．００ ０．３６ －０．６７

脊线指数 １．００ －０．１６

西伸脊点 １．００

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副高异常偏强偏大时，其西

伸明显，反之位置则易偏东。４个指数中表征副高

位置的两个指数———脊线指数与西伸脊点的相关程

度最差，其相关系数仅为－０．１６，表明这两个指数的

相对独立性强，综合考虑这两个副高指数可以在最

大程度上表征副高的气候变化特征。副高面积指数

与西伸脊点的高相关性，使得在考虑副高东西位置

的同时，兼顾副高范围和强弱的变化。因此，为了进

一步研究副高位置与我国夏季主要雨带的关系，下

面将选取这两个指数构建副高指数的９种不同的组

合类型，从而分析副高的变化特征对我国夏季降水

异常分布的指示作用。

４．２　重建的副高指数与我国夏季降水的关系

以副高西伸脊点的距平值作为横坐标，而脊线

指数的距平值为纵坐标，从而构建出以副高两个位

置指数表征的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夏季副高的九分类图

（图６）。定义副高西伸脊点较气候态分别偏西和偏

图６　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夏季副高脊线和西伸脊点距平组合的九分类图

（Ⅰ：偏北偏西；Ⅱ：偏北；Ⅲ：偏北偏东；Ⅳ：偏东；Ⅴ：偏南偏东；Ⅵ：偏南；Ⅶ：偏南偏西；Ⅷ：偏西；Ⅸ：正常）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ｎｉｎ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

ＷＰＳＨｒｉｄｇ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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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５个经度之内、脊线指数较气候态分别偏北和偏

南０．５个纬度之内为正常年份，其他依次为偏北偏

西、偏北、偏北偏东、偏东、偏南偏东、偏南、偏南偏

西、偏西年份。副高的九分类图可以反映出其两个

基本特征：①副高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呈现出显

著的年代际转折，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以前，几乎所有年

份夏季副高都偏东，而８０年代后副高则西伸显著；

②当副高偏北时，则西伸脊点正常至偏东的概率较

大，在近６０年的历史序列中仅２００６年表现为夏季

副高偏北偏西的异常特征；而当副高偏南时，则西伸

脊点正常至偏西的概率较大，出现异常偏东的年份

仅有４年。下面通过对副高９种类型下我国夏季降

水异常特征的合成图分析证实，此种对副高的分类

方法具有较好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图７为夏季副高９种类型所对应的我国夏季降

水异常分布图，可以看到，我国东部雨带随着副高位

置不同类型的分布而表现出相应的分布特征。

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只有２００６年夏季的副高位置表现

出偏北偏西的特征（Ⅰ类），而在这种类型下东部夏

季降水呈现南北两条的雨带，分别位于我国江南—

华南地区和江淮—黄河之间，而长江流域降水异常

偏少。当副高以偏北特征为主时（Ⅱ类），与Ⅰ类副

高相比，我国北部的雨带明显北抬至黄河以北，并与

东北雨区相连，而江南地区的雨带范围和强度都明

显减弱。若副高不仅偏北且偏西（Ⅲ类），则北部雨

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成为主雨带，南部雨带则几

乎减弱消失，夏季降水转变为北多南少型。当副高

以异常偏西为主要特征时（Ⅳ类），与Ⅲ类副高相比，

我国北部的雨带位置又有所南移，且在江淮—江南

地区又出现一条新雨带，再次呈现两条雨带的分布

特征，且雨带范围较大，与Ⅰ类副高所对应的夏季雨

带位置存在显著不同。而当副高位置南落，呈现偏

南偏东的特征时（Ⅴ类），我国东部雨带也随之南移，

同时北部的雨带减弱消失，但在我国西部地区出现

另一条东北—西南向雨带。若副高表现为以偏南为

主要特征时（Ⅵ类），此类型下的夏季雨带则基本以

图７　夏季副高九分类对应的夏季降水异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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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为界，呈现出典型的南多北少型。若副高

不但偏南且偏西时（Ⅶ类），与Ⅵ类副高相比较，主雨

带则北抬至长江—江淮之间，华北和华南地区降水均

异常偏少，自北向南表现为负正负的分布特征。当

副高北抬至以偏西为主要特征时（Ⅷ类），雨带则也随

之略向北移，主要位于江淮—黄河之间，同时华南东

部—江南南部也出现较弱的雨区。而当副高处于气

候平均位置时（Ⅸ类），则我国夏季降水主要在江南、

华南地区，但比Ⅵ类副高所呈现的雨带范围显著偏

小。可见，我国夏季降水雨带位置与副高位置的确

存在很好的对应关系，脊线位置的南北异常直接决

定夏季主雨带的南北分布，而西伸脊点的东西匹配

特征则影响雨带的影响范围或是否出现次雨带。

以上分析说明，副高的南北和东西位置异常对

我国夏季降水存在重要的影响作用，两个位置指数

不同组合的９种类型在最大程度上涵盖了我国东部

夏季降水的各种雨型的分布特征，它为进一步认识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与夏季主要雨带的关

系提供了科学基础。

５　小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目前广泛使用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月平均

再分析资料，针对目前国家气候中心业务监测中使

用的基于业务模式数据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指数

存在的问题，对副高面积指数、强度指数、脊线指数

和西伸脊点４种指数进行重新定义和计算，重建了

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逐月的副高４种指数的历史时间序

列，并通过与业务指数进行比较，体现出这套重建的

副高指数具备以下优点：

１）重建的副高指数既能够很好地描述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体的气候变化特征，又克服了副高指

数对资料分辨率过分依赖的缺陷，实现了不同分辨

率资料所计算的副高指数具有可比性，使得该指数

在业务监测和预测中的应用更加客观和科学。

２）重建的副高指数在有些月份与业务指数表

现出不一致，一方面是由于两套指数所使用的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资料在分辨率和强度上有一定差

别，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重建指数的定义有所调整，尤

其是脊线指数利用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和纬向风切变线

定义，充分考虑了西太平洋副热带地区高压系统对

我国夏季降水的影响作用。而它与我国夏季长江流

域降水的显著相关也进一步证实了重建指数能够更

加真实客观地表现副高的气候变化特征。

３）副高的南北和东西位置异常对我国夏季降

水有重要影响，通过构建副高两个位置指数的９种

组合类型，在最大程度上涵盖了我国东部夏季降水

的各种雨型的分布特征，为进一步认识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位置异常与夏季主要雨带的关系提供了科

学基础。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指数的重建能够给气候监

测诊断和预测工作提供更加客观准确的信息，尤其

对西伸脊点的判断实现客观化，减少了预报员对资

料的整理和计算工作。这项工作已在气候监测业务

工作中初步实现实时监测。从本文对两套副高指数

基本特征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重建指数能够较为

客观、真实地反映副高与我国夏季雨带的关系。而

综合考虑副高南北和东西位置的九分类方法，与三

类雨型［９］或四类雨型［１９］相比较，能更好地与副高的

异常特征对应起来，从而为夏季降水预测工作提供

更为准确和合理的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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