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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用 Ｈ４０ °Ｎ－Ｈ６５ °Ｎ

要

即 ４０ °Ｎ 和 ６５ °Ｎ 纬圈平均位势高度的差来定义西风指数 可以很好

地反映温带地区西风的强弱 西风环流强的年份 北半球气温通常偏高 主要是中纬度大
陆变暖明显 这可能与中高纬度西风强时 向北的经向热量输送也加强有关 在长期变化
的趋势上

１９５０ 年代以前北半球偏暖时期的指数偏低 而偏冷时期的指数偏高

但近 ３０

多年来 伴随全球加速变暖 西风指数也持续加强 这是否与温室效应的加强有关还有待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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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言

１９３０ 年代后期 Ｒｏｓｓｂｙ 最早提出西风指数（ｚｏｎａｌ ｉｎｄｅｘ）的概念 并用 ３５ °Ｎ 和 ５５ °Ｎ
纬圈平均海平面气压差代表北半球温带地区（３５ ５５ °Ｎ）西风的强弱 Ｎａｍｉａｓ 后来进一
步提出指数循环的概念，温带西风强时称为 高指数 环流 弱时则称 低指数 环流
早期人们主要是从天气学的角度来研究西风指数的变化的 由于指数循环的时间尺度约
４ ６ 周 所以月平均西风强度的变化所反映的是时间尺度更长的西风变率 不过 从
１９７０ 年代到 １９８０ 年代初 人们更多注重研究赤道海洋及大气的影响 对中纬度大气环
流有所忽略 西风指数的研究一度受到冷落 但近来大家逐渐认识到 西风环流指数的
强弱 反映了中高纬大气环流的基本状态 这种状态对高纬与中低纬之间大气质量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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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热量的交换 及与半球及全球气候异常均有密切的联系 如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等（１９９８）［１］
基于北半球大气环流的分析 提出了北极涛动的概念 实际上也是反映中纬度地区的西
风变化 他们的研究表明北极涛动与北半球温度变化之间有密切关系［２］ 其他一些反映
中纬度区域尺度纬向风的环流系统，如北大西洋涛动等与北半球气候的关系也引起重视
［３，４］
本文将利用再分析资料 分析北半球冬季西风环流指数与海平面气压及 ５００ ｈＰａ
位势高度的联系 并讨论其变率与北半球温度变化之间的关系

２ 西风环流指数与 ５ ０ ０ ｈ Ｐ ａ 位势高度及海平面气压的关系
自 Ｒｏｓｓｂｙ 的工作之后 人们提出过多种 0.4
U
如 0.2
西 风 环 流 指 数 的 定 义 形 式
［５］
Ｌｏｒｅｎｚ（１９５１） 指出的 由于大气质量在不 0.0
同纬度带间交换造成的气压变化 在 ６５ °Ｎ -0.2
U
和 ３５ °Ｎ 这两个地区有最好的一致性 建议 -0.4
用这两个纬度的气压差代表西风 后来也有 0.4
H
H
用 ４０ °Ｎ 与 ６０ °Ｎ 来代表 此外 一些作者 0.2
更是直接使用纬向风 纬向风（ｕ）的变化在中 0.0
纬度和高纬度表现出反号的特征［６，７］ 丁敏芳 -0.2
等［８］曾用 ３５ °Ｎ 和 ５５ °Ｎ 上纬向风的差值来代 -0.4 9 0 8 0 7 0 6 0 5 0 4 0 3 0 2 0 1 0 0 N
表西风指数（即 Ｕ３５ °Ｎ－Ｕ５５ °Ｎ） 虽然这些西风指
图 １ ５００ ｈＰａ 纬圈平均冬季纬向风（Ｕ）
数形式上有变化 但并无本质上差别 大尺
与位势高度（Ｈ）奇异值分解（ＳＶＤ）
度的纬向风基本上是地转风 与高度场之间
的第一对模态 纵坐标为无量纲值
Fig.1 Predominant mode in covariability
关系密切 图 １ 是北半球冬季纬圈平均 ５００
between the zonal-mean 500 hPa
ｈＰａ 位势高度与纬向风的奇异值分解（ＳＶＤ）
height (H) and wind (U), shown
as SVD#1.
的第一对模态 可见西风指数的强弱用位势
高度（Ｈ４０ °Ｎ－Ｈ６５ °Ｎ）或纬向风（Ｕ３５ °Ｎ－Ｕ５５ °Ｎ）都能较好表示 ５００ ｈＰａ 位势高度上的这两种西风
指数相关达－０．９０ ５５ °Ｎ 西风与（Ｈ４０ °Ｎ－Ｈ６５ °Ｎ）相关系数达 ０．９６ 因此 本文分析中选择
用 Ｈ４０ °Ｎ－Ｈ６５ °Ｎ 代表西风环流指数
图 ２（图 ３）是标准化的西风指数与 ５００ ｈＰａ 位势高度（海平面气压）间的回归系数
即当西风指数增加一个标准差时 对应的各格点高度（气压）变化 西风环流强的时候
极地及相邻的高纬度地区 ５００ ｈＰａ 位势高度和海平面气压都下降 中纬度地区则上升
不过中纬度变化最突出的地区是北太平洋及北大西洋和邻近的部分大陆地区 由于西风
指数强调的是纬圈平均状况 因此很容易认为它与槽脊的变化没有关系 但从最初定义
西风指数时就发现 西风基本气流的强弱与大气环流的定常波有密切联系 图 ２ 和图 ３
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在西风增强的情况下 东亚大槽变弱 高度增加 １０ ２０ ｇｐｍ
北美大槽也存在同样量级的减弱 因此 在高空西风气流更为平直 Ｗａｌｌａｃｅ 等［９］曾对
比西风指数强弱状况下的高空与地面环流差异指出 强西风时地面大气涛动 如北大西
洋涛动 增强 同时在高空一些大气遥相关也增强（如东大西洋型 西大西洋型 西太
平洋型） 这些特点在图 ２ 中也有体现 同时在图 ３ 海平面气压与西风指数的关系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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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 除北大西洋涛动加强外 在亚洲大陆中高纬西伯利亚高压的强度减弱 中心区
域的强度减弱 １ ２ ｈＰａ 此外 图 ２ 和图 ３ 进一步说明西风环流在地面与高空都有大
体相似的结构 这反映了大尺度大气运动的正压性 不过 高空环流的纬向特征更为明
显 而海平面气压的变化受下垫面差异的影响和限制 区域性更明显

图 ２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与西风指数间的回归系数 即
当西风指数加强一个标准差单位时相应的位
势高度的变化量（ｇｐｍ） １９５８ １９９８ 年
Fig. 2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500 hPa
height and westerly index in association with
zonal index changes by unit standard
deviations in gpm(1958 1998).

图 ３ 海平面气压（ＳＬＰ）与西风指数间的
回归系数，即当西风指数增加一个
标准差单位时相应的海平面气压
的变化量（ｈＰａ） １９５８ １９９８ 年
Fig.3 Same as Fig.2 but for sea level
pressure and in unit of hPa.

３ 西风环流与北半球温度变化的关系
很早人们就发现 高指数环流盛行的年份北半球地面气温通常偏高 图 ４ 是西风指
数与北半球地面气温或海面温度的回归系数 当西风指数增加一个标准差时 欧亚大陆
的大部分地区气温都偏高 ０．２５ °Ｃ 以上 而大陆腹地则高达 ０．７５ °Ｃ 以上 北美大陆的
东南部 也偏高 ０．２５ °Ｃ 以上 负的区域主要在北美东北部及格陵兰 温度下降幅度超
过 ０．２５ °Ｃ 以上 但温度偏低的区域范围远比偏高的范围小 因此 总的来看当西风环
流强时 北半球地面气温偏高
Ｎａｍｉａｓ 曾经认为 当西风指数高时 中纬加强的西风环流将会阻止高纬度和低纬
度地区之间的热量交换 在极地及副极地由于辐射冷却 温度将会变得更低 而中纬度
地区温度会升高 但后来人们认识到情况没有这么简单 实际上在南北向的热量输送过
程中 包括较大尺度的定常波及天气尺度的瞬变波 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１０，１１］ 而这
些涡旋的活动与西风气流间也存在紧密的联系 Ｌｉｍｐａｓｕｖａｎ 等 ［１０］最近的模拟研究发
现 与西风环流有关的涡旋活动在北半球主要是定常波 在南半球主要是天气尺度的瞬
变波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４）［１１］在简单的两层大气环流模式中 人为地将西风指数加强或减
弱 结果发现涡旋活动的动量输送与西风指数的强弱之间 是一个正反馈关系 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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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风指数强时 由定常波造成的向高纬度地区的热量输送也加强 中心在 ４０ ５０ °Ｎ
因此 当西风指数加强时 与之相伴随的经向热量输送也加强 由于输送的极大值在
４０ ５０ °Ｎ 很显然由此必然造成相邻的 ５０ ６０ °Ｎ 地区的气温比其它纬度升高更显著
因此 高纬与中低纬度间的温度距平梯度会加大 统计表明 高纬（５０ ６０ °Ｎ）与中纬
度（３０ ４０ °Ｎ）间温度距平的梯度与北半球平均温度距平的相关系数达 ０．６９ 这相当于
温度距平梯度变化 １ 个标准差时 与之相应的北半球平均温度的变化可达 ０．１２ °Ｃ 即
当温度距平梯度增加 １ °Ｃ 时 北半球平均温度偏高 ０．１７ °Ｃ 反之亦然
温度与西风环流的上述关系在更长时间尺度上是否也存在呢 通常人们认为在气
候偏暖时期赤道与极地之间的温差变
小 那么中 高纬地区对流层西风会减
弱 近一个世纪以来 北半球及全球温
度除有线性的变暖趋势外 还有显著的
年代际的波动 北半球在 １９４０ １９５０
年代是一个比较温暖的时期 从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年代更是加速变暖；而在
１９２０ 年代及以前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年代则
是较偏冷的时期 与温度的这种低频冷
暖波动相对应 实际观测的纬向环流的
变化是怎样的呢
１９５０ 年代以前因为缺乏高空资料
图 ４ 地面气温或海面温度与西风指数间的回归
考虑用近地面气压来代替 分析表明
系数，即当西风指数增加一个标准差单位时
１０００ ｈＰａ 纬向环流的变化与高空的变
相应温度的变化量（°Ｃ）（１９５８ １９９８ 年）
化有很好的一致性 ４０ °Ｎ 与 ６５ °Ｎ 海
Fig.4 Same as Fig.2 but for surfare temperature in
unit of °C.
平面气压的差 与 ５００ ｈＰａ 西风指数的
相关达到 ０．８８（４１ 年资料） 所以用 ４０
°Ｎ 与 ６５ °Ｎ 海平面气压的差序列能较好反映近百年来的近地面西风指数的变化 所用海
平面气压资料（１８７３ １９９５ 年 北半球 ５ °纬度×１０ °经度）由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
究组（ＵＥＡ／ＣＲＵ）提供 １９９５ 年以后由再分析资料续补 图 ５（实线）是其 ２１ 年滑动平均序
列 显然 ２０ 世纪以来西风指数的低频特征具有非常明显的阶段性 在 １９３０ 年代初以前
是一个较强的时期 而从 １９３０ 年代中期开始到 １９６０ 年代是较弱的时期 从 １９７０ 年代
开始则是强烈的增强阶段 比较一下西风指数的长期变化与北半球温度的低频变化 可
以很清楚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在 １９５０ 年代以前 二者的低频变
化基本上是反位相的 即气温偏冷的阶段 西风环流偏强 而气温偏暖的时期 西风环
流则偏弱 在 １９５０ 年代以后二者的低频变化有很好的一致性 尤其是 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
二者都有强烈的上升趋势 图 ５
这说明温度与西风环流在年代际尺度上的关系发生
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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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tude (N)

hPa

Cel. Degree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三十
多年来的观测事实显示 随着全
b
2
0.3
球气温加速变暖 北半球中 高
纬冬季西风指数也同样呈显著增
强趋势 从 １９５８ 到 １９９８ 年的 ４１
0
0.0
个冬季资料显示西风指数趋势为
＋４．３ ％／１０ ａ 信度水平达 ９９ ％
当然可能是大气环流本身的年代
-0.3
a
-2
际变化 也可能由于全球温室效
应加强造成变暖引起 还可能与
其它外部强迫如太阳活动的作用
190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有关 也可能是这些因素共同作
图 ５ 北半球冬季地面气温（虚线）及 ４０ °Ｎ 与 ６５ °Ｎ
用的结果 但是考虑到大气环流
海平面气压差（实线）的 ２１ 年滑动平均序列
Fig.5 Temperature(a) and SLP(b) difference
的内部变率及太阳活动等在 ２０ 世
between 40 °N and 65 °N, shown as the
纪中都是存在的 如果没有其它
results of 21-year running average.
因子的话 西风指数与温度的这
种关系应该仍然保持稳定才对
因此 有理由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温室效应的加强方面 图 ６ 是冬季纬圈平均高度与纬向
风在最近的暖期（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共 １９ 年平均）与冷期（１９６０／１９６１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
共 ２０ 年平均）间的差异 可见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温带地区与高纬高度场之间的梯度加大
与此对应的是 ５０ ６０ °Ｎ 地区纬向西风的增强 Ｆｙｆｅ 等［１４］利用加拿大气候模拟与分析
中心的耦合环流模式（ＣＣＣｍａ）进行了全球变暖的瞬变模拟 结果发现在全球变暖的情况
下 北极涛动和南极涛动更多出现正的位相 这意味着中 高纬西风也将随之增强 虽
90
然目前并不能完全排除其它因素对西风
a)
b)
80
环流的影响 但有的研究表明 温室效应
70
很可能是导致近 ３０ 年来西风指数持续加
60
强的一个主要因子
50
当然 西风环流与温度的关系实际上
40
是相互制约的 大尺度平均环流满足热成
30
风关系
因此风的变化主要与温度的经向
20
［１５］
梯度有关 ＩＰＣＣ 的报告（１９９５） 中曾指
10
500hPa
1000hPa
出 全球纬圈平均看 温度的变暖在不同
0
-15
0
15
-1
0
1
时段有明显不同的结构特征 １９５０ 年代
Height(gpm)
u ( m/s)
以前中纬度地区温度变暖不明显 很多时
候是负距平 但从 １９５０ 年代开始中纬度
图 ６ 冬季纬圈平均高度（ａ）与纬向风（ｂ）在
明显增暖 而从 １９７０ 年代后期 特别是
暖年期与冷期间的差异，暖期取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 则是从高纬到低纬度同
１９９８ 年共 １９ 个冬季平均，冷期取
［１６］
时增暖 Ｇｉｔｅｌｍａｎ 等 曾计算了 ５０ ５５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９ 年 ２０ 个冬季平均
Fig.6 Difference of geopotential height (a) and
°Ｎ 和 ３０ ３５ °Ｎ 纬圈平均地面温度 发现
zonal wind (b) between the warm and the
cold period. Warm period is 1980 1998,
and the cold period is 1960 1979.

２期

龚道溢等 冬季西风环流指数的变率及其与北半球温度变化的关系研究

１０９

虽然单独看这两个纬度带的温度都有很相似的变化特征 但二者的差表现出显著的趋势
变化 从 ２０ 世纪初到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呈下降趋势 而从 １９５０ 年代后期以来呈强烈的上
升趋势 这种变化与西风指数的变化是一致的 因此 研究全球变暖等各种强迫下 热
量在不同纬度间如何重新分配和改变 对于我们了解西风环流异常 进而了解相关的区
域气候响应特征非常重要

４ 结论与讨论
用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 再分析资料对 ５００ ｈＰａ 纬圈平均的纬向风（ｕ）及位势高度进行的奇异
值分解分析表明 用位势高度（Ｈ４０ °Ｎ－Ｈ６５ °Ｎ）或纬向风（Ｕ３５ °Ｎ－Ｕ５５ °Ｎ）都能较好表示西风指数
的强弱 近来比较强调的北极涛动也能比较好地反映西风强度 １９５８ 到 １９９８ 年期间
西风指数与北极涛动指数间能相互解释 ６５．５ ％的方差 不过 一些研究也指出 北极
涛动可能最主要的还是反映北大西洋涛动的变化［１７］ 因此 从物理意义上看 西风指数
更清晰而且代表的空间尺度也更大
西风指数与北半球温度的回归分析表明 当西风指数加强一个标准差时 欧亚大陆
的大部分地区气温都要偏高 ０．２５ °Ｃ 以上 大陆腹地则高达 ０．７５ °Ｃ 以上 北美大陆的
东南部也偏高 ０．２５ °Ｃ 以上 负的区域主要在北美东北部及格陵兰 温度下降幅度超过
０．２５ °Ｃ 以上 但温度偏低的区域范围远比偏高的范围小 西风指数强的年份 北半球
平均气温也偏高 主要是中纬度大陆变暖明显 这可能与中高纬度西风强时 向北的经
向热量输送加强有关
在 １９５０ 年代以前 西风指数与北半球温度的低频变化基本上是反位相的 气温偏
冷的阶段西风环流偏强 而气温偏暖的时期西风环流则偏弱 但近 ３０ 多年来 伴随全
球加速变暖 西风指数也持续加强 这是否与温室效应的加强有关还需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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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ILITY OF THE WINTER ZONAL INDEX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NORTHERN
HEMISPHERIC TEMPERATURE
CHANGES
GONG Dao-yi１, WANG Shao-wu２
(1.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dominant modes of northern hemispheric zonally-mean wind (u) and 500 hPa
geopotential height in winter demonstrate two centers with opposite sign. Thus the zonal index
can be defined as H４０ °Ｎ H６５ °Ｎ or U３５ °Ｎ U５５ °Ｎ, i.e., the difference in geopotential height (or
zonal wind) between 40 °N and 65 °N (or between 35 °N and 55 °N). In this paper the zonal
index of H４０ °Ｎ H６５ °Ｎ is applied. This kind of zonal index correlate with westerly of 55 °N at
0.96. The anomalous variation of the westerly can impact the winter surface temperature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high-index years, the northern continent becomes warmer and during
the low-index years become colder. The changes in temperature are more significant over the
middle-high latitudes.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zonal index and the meridional heat flux show
that there are more heat transporting to the higher latitudes through the intensified eddies
activity with the stronger westerlies. On the interdecadal time scale, the temperature and zonal
index vacillate out of phase before the 1950s, i.e., the low-index associate with warmer periods
and high-index with colder periods. But during the last three decades, both the northern
hemispheric mean temperature and zonal index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s. Analysis
indicates the increasing greenhouse effect may trigger the recent positive trend in zonal index.
Key words: zonal index; variability; temper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