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气象学报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１
第 ３９ 卷 第 １ 期
Ｆｅｂ．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郑怡，杨晓霞，孙晶． 台风“温比亚”（１８１８ ）造成山东极端强降水的成因分析［Ｊ ］． 海洋气象学报，２０１９，３９ （１ ）：１０６１１５．
ＺＨＥＮＧ Ｙｉ，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ｘｉａ，ＳＵＮ Ｊｉｎｇ． Ｃａｕｓ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ｈｅａｖ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ＲＵＭＢＩ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３９ （１ ）：１０６１１５． ＤＯＩ：１０． １９５１３ ／ ｊ． ｃｎｋｉ． ｉｓｓｎ２０９６３５９９． ２０１９． ０１． ０１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台风“ 温比亚” （ １８１８） 造成山东极端强降水的成因分析

郑怡，杨晓霞，孙晶

（山东省气象台，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３１）

摘要：利用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区域自动气象观测站及常规气象观测资料，结合
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逐日 ６ ｈ 再分析资料（０ ２５° × ０ ２５° ），对 ２０１８ 年 １８ 号台风“温比亚”及其残骸长时间
影响山东引发特大暴雨的成因进行分析发现：１）此次极端降水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受台风外围
螺旋云系、倒槽和变性后温带气旋冷锋影响，其中弱冷空气与台风倒槽相互作用对强降水的产生
和维持起到了重要作用。２）“温比亚”缓慢北上过程中，强降水落区从台风东侧逆时针转至其北部
倒槽附近，并逐渐远离台风中心，台风强度逐渐减弱。３）冷空气在对流层中层与台风倒槽相互作
用，中层冷暖平流增强形成锋区，斜压不稳定能量增强，暖湿空气在锋区附近上升，并与低层倒槽
辐合上升运动相配合，引发了倒槽附近特大暴雨的发生。４）此次过程中，低空急流稳定维持，源源
不断地将水汽自东海输送至台风倒槽附近，水汽输送集中在 ８００ ｈＰａ 以下，８５０ ｈＰａ 水汽通量辐合
强度大于８×１０ ｇ·ｃｍ ·ｈＰａ ·ｓ 区域与暴雨落区的形态和位置对应良好。５ ）对流层中层的
弱冷空气和低层的强暖湿气流促进了对流不稳定层结的发展和维持，低层强风速带在鲁中山区迎
风坡强迫抬升不断触发中尺度对流系统，在中高层气流引导和地形作用下产生“列车效应”，也是
此次过程中局地特大暴雨产生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温比亚；极端降水；冷空气；中尺度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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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北上的台风强度将逐渐减弱，带来的强风、暴雨
引言
和风暴潮等灾害也趋于减轻［ ］，但是，移向较高纬
台风是产生暴雨的主要天气系统，经常带来极 度地区的台风往往受到中纬度斜压系统影响，一些
端性降水，造成严重灾害［］。预报台风暴雨最重要 减弱后的台风仍会造成强的风雨（例如 ７５０３ 号、
的两个因素是雨强和降雨落区，而影响台风暴雨落 ９７１１ 号台风等）。由于登陆台风与中纬度系统相互
区的主要因子是台风涡旋内部结构、台风周围环境 作用是较复杂的过程，其机理仍不很清楚［ ］。目
大气影响以及台风下垫面强迫作用［］。近几十年 前，登陆台风造成的暴雨，仍然是业务预报中的难
来，国内外学者对台风暴雨机理开展了深入探讨， 点。本文利用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区域自
涉及引发暴雨的气候背景［ ］到多尺度动力、热力 动观测站及常规观测资料，结合 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 逐日
机制等方面［ ］。同时，针对登陆北上后强度长期 ６ ｈ 再分析资料（０ ２５° × ０ ２５°），对 ２０１８ 年 １８ 号台
维持甚至加强的台风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陈 风“温比亚”在登陆北上过程中引发山东特大暴雨
联寿和孟智勇［ ］，陈联寿等［ ］研究表明，潜热释放 的成因进行分析，以期对以后这类台风暴雨的预报
和斜压位能释放是近海或登陆热带气旋加强和维 提供参考。
持的两个主要能源。李英等［ ］研究发现，登陆后长
期维持的热带气旋仍能够从外界获得动能和水汽 １ “温比亚”移动路径及给山东带来的降水
补充来支持积云对流发展。钮学新等［ ］对影响登
陆台风降水量的主要因素分析表明，热带气旋强度
２０１８ 年 １８ 号台风“温比亚”生成于我国东海洋
是影响台风降水中心强度的主要因素之一，冷空气 面，８ 月 １７ 日 ０４ 时（北京时，下同）以热带风暴强度
入侵可大幅度增加热带气旋外围及倒槽的降水量。 登陆上海浦东（登陆前短暂增强至强热带风暴），登
陈见等［ ］发现超强台风“尤特”残留低涡与季风涌 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１８ 日 １４ 时
相互作用获得潜热能是“尤特”残涡复苏并造成特 在河南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１９ 日 ０５ 时在河南东
大暴雨的主要能量来源。在登陆台风降水预报方 部转向东北方向，１９ 日 ２０ 时左右“温比亚”进入山
面，任福民和向纯怡［ ］提出开展动力 － 统计相似预 东省单县，２０ 日 ０５ 时，在黄河口附近进入渤海，２０
报，探索减小数值模式降水预报误差将是很有潜力 日 ０７ 时强度有所加强（图 １ａ）。台风移动异常缓慢
的研究方向。由于下垫面摩擦及水汽供应减弱，登 （约 １０ ｋｍ·ｈ ），受其外围影响，鲁东南地区 １７ 日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ａｉｒ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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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５

６－１１

１２－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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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开始产生降水。从 １７ 日 １７ 时开始至 ２０ 日 １４
时，对山东影响达 ６９ ｈ，导致山东大部地区产生暴雨
至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山东全省平均总降水量
达 １３５ ５ ｍｍ，突破 １９５１ 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
过程降水量极值。在鲁西南的济宁、鲁中南部的泰
安及东营至潍坊一带出现 ２５０ ｍｍ 以上的特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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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ｂ），泰安徂徕镇土门村雨量达到５１１ ２ ｍｍ，突
破历史极值。此次过程导致潍坊、济宁、菏泽等 １３
市 ８１ 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达 ６１ ６３ 万 ｈｍ ，其中绝收 ３ ７９ 万 ｈｍ ，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 ２１５ １３ 亿元。
２

２

图 １ “温比亚”逐 ３ ｈ 路径（ａ）及过程降水落区分布（ｂ；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ｈｏｕｒ ｔｒａｃｋ （ａ）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ｕｎｉｔｓ：ｍｍ）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ＲＵＭＢＩＡ
２

产生强降水的中尺度系统特征

卫星云图 ＴＢＢ 特征
此次台风残余环流造成的极端降水具有降水
范围广、雨量大，且存在多个强降水中心等特点。
从 ＴＢＢ 所反映的降水云系演变可以看出：“温比亚”
登陆上海浦东时（图 ２ａ），台风中心附近云系密实，
结构基本轴对称，台风东侧外围有发展旺盛的螺旋
雨带，内蒙古一带有明显的西风槽云系呈带状分
布，两云系间基本为晴空区。至 ８ 月 １７ 日 １７ 时（图
台风中心附近仍较为密实，外围螺旋雨带开始
２ｂ），
影响鲁东南地区，随着西风槽与台风系统逐渐移
近，两云系间不断有新的对流云生成（黑框区域
内），新生云团呈窄带状，强度不强。１８ 日 ００ 时至
随着台风逐渐深入内陆，其外围强
０８ 时（图 ２ｃ、
ｄ），
降水云系从东侧逆时针旋转至台风北部，台风中心
南侧云系逐渐消散，环流中心上空晴空区不断扩
大，结合地面观测实况，台风强度减弱，强降水区和
强风速区逐渐远离环流中心（图略），开始出现“空
心”结构［ ］。
１８ 日 １５ 时（图 ２ｅ ），伴随台风与西风槽云系合
并，云系中对流云团发展明显。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在与低空急流相对应的台风东侧，沿急流输送
２．１

２４

方向有强的对流云带发展（图 ２ｅ 中方框），以鲁中
山区南侧迎风坡发展最为旺盛。此后，台风云系持
续减弱，结构松散并逐渐远离台风中心（图 ２ｇ），至
１９ 日 ２０ 时，台风东侧再次出现强对流云带发展
（图 ２ｆ中方框），最强对流区位于东营、潍坊一带，对
应此地区强降水时段。
残余的台风环流云系逐渐呈现
１９ 日夜间开始，
出组织性，开始具有温带气旋逗点状云系特征（图
２ｉ），
２０ 日白天，逗点云系尾部冷锋云系自西向东影
响半岛地区降水。
通过以上 ＴＢＢ 演变特征结合降水落区分析可
知，此次山东极端降水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集中于 １７ 日下午至夜间，鲁东南及鲁中南部地
区受台风外围螺旋云系影响产生降水（图 ３ａ ）；１８
日白天到 １９ 日白天，伴随西风槽东移，冷空气与台
风环流作用，强降水落区主要集中于台风北部倒槽
附近，从西南向东北延伸（图 ３ｂ ）；１９ 日夜间至 ２０
日白天，受变性后的温带气旋影响，主要降水落区
位于半岛一带（图 ３ｃ）。特大暴雨的产生出现在冷
暖空气相互作用的第二阶段，说明台风残余环流与
弱冷空气相互作用是产生极端降水的重要原因。
因此，本文将着重对这一阶段强降水产生原因进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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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温比亚”登陆后 ＴＢＢ 特征分布（阴影，单位：Ｋ；ａ．１７ 日 ０４ 时，ｂ．１７ 日 １７ 时，ｃ．１８ 日 ００ 时，ｄ．１８ 日 ０７ 时，ｅ．１８ 日 １５
时，ｆ．１８ 日 １８ 时，ｇ．１９ 日 ０５ 时，ｈ．１９ 日 ２０ 时，ｉ．２０ 日 ０４ 时）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ＢＢ ａｆｔｅｒ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ＲＵＭＢＩＡ ｌａｎｄｅｄ （ｓｈａｄｅｄ，ｕｎｉｔｓ：Ｋ；ａ． ０４：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７，ｂ． １７：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７，
ｃ． ００：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ｄ． ０７：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ｅ． １５：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ｆ． １８：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ｇ． ０５：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ｈ．２０：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ｉ． ０４：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２０）

图 分阶段降水量分布（单位：ｍｍ；ａ． １７ 日 １７ 时—１８ 日 ０８ 时，ｂ．１８ 日 ０８ 时—１９ 日 ２０ 时，ｃ．１９ 日 ２０ 时—２０ 日 １４ 时）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ｕｎｉｔｓ：ｍｍ；ａ． ｆｒｏｍ １７：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７ ｔｏ ０８：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ｂ． ｆｒｏｍ ０８：
００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ｃ． ｆｒｏｍ ２０：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 ｔｏ １４：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２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 ｔｏ ２０：

３
Ｆｉｇ．３

雷达回波特征
“温比亚”过程共出现 ３ 个特大暴雨中心，分别
位于鲁西南、鲁中南部和鲁中北部附近，分布较为
分散，这与台风过程中中小尺度系统的存在有关。
通过逐时降水量（图略）分析，其中鲁西南小时降水
量以 １０ ～ ２０ ｍｍ 为主，个别时次超过 ５０ ｍｍ，而鲁中
南部和鲁中北部在 １８ 日下午至 １９ 日下午部分时段
降水效率较高，连续多时次出现超过 ５０ ｍｍ 的短时
强降水。
对应雷达回波图也可以看到，１８ 日下午和 １９

２．２

日下午是中尺度系统的两个强盛发展期，自鲁东南
至鲁中南部存在较强带状回波（图 ４ａ、ｃ），两个时期
回波形态存在差异。１８ 日下午，带状回波呈纬向
型，新生回波在东侧生成，回波带逐渐向北移动（图
４ａ）。１８ 日夜间至 １９ 日上午，强对流回波整体较
弱，组织性较差，分散于鲁中山区一带（图 ４ｂ ），１９
日 １４ 时起鲁南至鲁中山区多条强回波带自南向北
发展，呈经向型产生“列车效应”，至 １７ 时回波北段
到达潍坊、东营一带（图 ４ｃ ），回波带强度达到 ５０
并在该地区强烈发展，造成该地区的强降水。
ｄＢ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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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号台风“温比亚”雷达组合反射率（ 日 ： ， 日 ： ， 日 ： ；单位： ）
（ ）（ ：
， ：
， ：
； ： ）

２０１８
１８
ａ．１８
１４ ００ ｂ．１９
１４ ００ ｃ．１９
１７ ２４
ｄＢｚ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ａｄａ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ＲＵＭＢＩＡ １８１８
ａ． １４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 ｂ． １４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 ｃ． １７ ２４ ＢＳＴ ｏｎ
１９ ｕｎｉｔｓ ｄＢｚ

大气环流背景

随着冷涡后部小股冷空气不断南下与台风残
余环流相互作用，低压环流强度持续减弱。至 １９ 日
２０ 时，
５００ ｈＰａ 上台风环流已并入西风带系统，被较
强的西风槽取代（图 ５ｄ），８５０ ｈＰａ 上冷暖平流更加
显著（图 ５ｅ）。伴随着弱冷空气的影响，各层系统间
正压性被破坏，呈现出明显的斜压特征，强降水落
区位于 ７００ ｈＰａ 槽前，中心强度达到特大暴雨，呈块
状位于低层倒槽顶端附近，与环流中心距离较远
（３ ～ ４个纬距）（图 ５ｆ）。
根据以上分析，“温比亚”北上过程中，贝加尔
湖附近冷涡稳定维持导致冷空气频发，不断东移南
下的小股冷空气持续与其北侧倒槽相互作用，是台
风减弱环流倒槽附近强降水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日 ０８ 时，５００ ｈＰａ 贝加尔湖附近有一冷涡维
持，冷涡底部西风槽较为深厚，副热带高压（以下简
称“副高”）西伸与大陆高压合并呈带状盘踞在黄河
流域，将“温比亚”环流与北部冷空气完全隔绝（图
略）。１７ 日 ２０ 时，随着副高与大陆高压断裂，冷涡
后部开始有冷空气伴随短波槽东移南下（图略）。
在此种形势下，１８ 日 ２０ 时，台风已减弱为热带低
压，中心位于河南境内，５００ ｈＰａ 中纬度地区多短波
槽活动，与台风环流不断作用，造成台风环流内冷
区南压（图 ５ａ），８５０ ｈＰａ 上自东北向南存在冷舌，河
南南部有弱冷空气中心，与东南急流带来的暖湿空
气交汇，形成温度锋区（图 ５ｂ）。高低层系统正压性 ４ 冷空气对“温比亚”及降水的影响
相对较强（图 ５ｃ），强降水落区呈带状弯曲位于台风
“温比亚”登陆后强度持续减弱，对比逐 ６ ｈ 降
倒槽附近，６ ｈ 降水量超过 １００ ｍｍ，距离台风中心约
水落区分布（图略）可以发现，倒槽附近暴雨落区范
２ 个纬距。
１７

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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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２０ 时（ａ、ｂ、ｃ）与 １９ 日 ２０ 时（ｄ、ｅ、ｆ）天气形势及降水落区分布（ａ、ｄ 为 ５００ ｈＰａ，ｂ、ｅ 为 ８５０ ｈＰａ；黑线：等高线，
单位：ｄａｇｐｍ；红线：等温线，单位：℃ ；ｃ、ｆ．各层系统配置与过去 ６ ｈ 降水量（填色区；单位：ｍｍ））
Ｓｙｎｏｐｔｉｃ ｃ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２０：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 （ａ，ｂ，ｃ）ａｎｄ ２０：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 （ｄ，ｅ，ｆ ）（ａ，ｄ． 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ｂ，ｅ． ａｔ ８５０ ｈＰａ；ｂｌａｃｋ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ｌｉｎｅ，ｕｎｉｔｓ：ｄａｇｐｍ；ｒｅｄ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ｕｎｉｔｓ：
℃ ；ｃ，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ｅａｃｈ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ｒｅｄ）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６ ｈｏｕｒｓ，ｕｎｉｔｓ：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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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逐渐缩小，山东强降水落区存在逐渐远离台风中
心的趋势，与 ＴＢＢ 特征演变中云系变化特征相吻合
（图 ２）。
为了更好地探究冷暖空气结合对台风强度和
降水的影响，分别沿台风中心和倒槽附近强降水落
区做剖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冷空气影响台风环
流前，台风暖心结构明显，倒槽附近上升运动强盛，
上升高度可达 ２００ ｈＰａ，强 上 升 运 动 中 心 位 于
６００ ｈＰａ左右（１８ 日 ０８ 时，图略）。随着短波槽东
移，带来弱冷空气影响，１８ 日 ２０ 时（图 ６ａ），台风中
心５００ ｈＰａ 以上被西风槽替代，正压结构遭到破坏，
槽后对流层中高层存在干冷空气下沉，同时台风西
侧８００ ｈＰａ以下有明显向台风中心侵入的下沉运动，
台风中心西侧 １１２°Ｅ 附近转为西北风，中心上空上
升运动明显减弱。此时倒槽附近对流层中层同样
伴随弱冷空气侵入至 ８００ ｈＰａ 附近，与倒槽上方

１１１

至７００ ｈＰａ间向下伸展的暖舌间形成锋区，
其东侧暖湿空气沿锋面斜升获得斜压能量，上升运
动中心位于 ４００ ｈＰａ 附近，另一上升中心位于地面
倒槽东侧８００ ｈＰａ附近，对应强降水落区位于倒槽附
近偏东一侧（图 ６ｂ）。
至 １９ 日 ２０ 时，台风中心上空 ５００ ｈＰａ 以下均
为西风槽控制，中心东侧东南急流转为槽前西南气
流，４００ ｈＰａ 以上环流趋于平直，强度进一步减弱
（图 ６ｃ）。而在倒槽强降水落区上方（图 ６ｄ ），对流
层 ５００ ｈＰａ 高 空 槽 东 移，强 的 斜 压 锋 区 位 于
与倒槽相位基本叠加，槽前强上
６００ ～ ４００ ｈＰａ之间，
升运动中心与低层倒槽辐合上升区结合，上升运动
强度加强，范围更加集中，７００ ｈＰａ 附近上升速度中
心达到－２４×１０ ｈＰａ·ｓ ，造成此时段潍坊、东营一
带出现特大暴雨。
２００ ｈＰａ

－３

－１

图 ６ 相当位温和垂直环流纬向剖面（ａ．１８ 日 ２０ 时沿 ３３° Ｎ，ｂ．１８ 日 ２０ 时沿 ３５° Ｎ，ｃ．１９ 日 ２０ 时沿 ３４．８° Ｎ，ｄ．１９ 日 ２０ 时沿
虚线：垂直速度，单位：ｍ·ｓ ；黑线：相当位温，单位：Ｋ；三角形：台风中心位置；粗红线：切变线，粗棕线：槽线）
３７°Ｎ；
Ｆｉｇ．６ Ｚｏｎａｌ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ａｌｏｎｇ ３３°Ｎ ａｔ ２０：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ｂ． ａｌｏｎｇ
３５°Ｎ ａｔ ２０：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ｃ． ａｌｏｎｇ ３４． ８° Ｎ ａｔ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ｄ． ａｌｏｎｇ ３７° Ｎ ａｔ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ｕｎｉｔｓ：ｍ · ｓ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ｕｎｉｔｓ：Ｋ；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ｒｅｄ ｔｈｉｃｋ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ｓｈｅａｒ ｌｉｎｅ；ｂｒｏｗｎ ｔｈｉｃｋ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ｒｏｕｇｈ ｌｉｎｅ）
－１

－１

在此次过程中，台风中心附近冷空气影响到达 流和冷空气的主要结合区，冷空气在对流层中层与
近地层，破坏暖心结构，导致台风强度减弱，台风中 暖湿空气汇合，配合中层不断增强的冷暖平流，形
心附近降水逐渐减弱。而倒槽伸展偏北，是东南急 成锋区，斜压不稳定能量增强，暖湿空气在锋区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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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上升，并与低层倒槽辐合上升运动相配合，共同 经黄海形成水汽通道（图略），登陆后，随着台风北
上和大尺度环流的调整，南海与黄海间水汽通道断
引发倒槽附近特大暴雨。
裂，水汽主要来自东海及黄海中部（图 ７ａ－ｃ）。从水
５ 强降水产生机制
汽通量垂直分布上可以看出，水汽输送主要位于
５．１ 水汽条件
８００ ｈＰａ 以下，
最强输送中心位于 ９５０ ｈＰａ 附近，中
“温比亚”极端强降水的产生离不开充沛的水 心值可达 ３０ ｇ · ｃｍ · ｈＰａ · ｓ （图 ７ｄ ），东南急
汽条件。其水汽源地分为两个阶段，登陆前，水汽 流源源不断地将水汽从东海向山东区域输送，为此
主要来源于孟加拉湾和南海，自南向北输送的水汽 次过程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
－１

图７

比湿、水汽通量及水汽通量散度分布（ａ、ｂ、ｃ）和水汽通量剖面（ｄ）（ａ．１８ 日 ２０ 时，ｂ．１９ 日 ０８ 时，ｃ．１９ 日 ２０ 时；
填色：比湿，单位：ｇ · ｋｇ ；等值线：水汽通量散度，单位：ｇ · ｃｍ · ｈＰａ · ｓ ；箭头：水汽通量，单位：ｇ · ｃｍ ·
蓝线：水汽通量，单位：ｇ·ｃｍ ·ｈＰａ ·ｓ ）
ｈＰａ ·ｓ ；
ｄ．１９ 日 ２０ 时；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ｆｌｕｘ，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ｆｌｕｘ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ｔ ８５０ ｈＰａ （ａ，ｂ，ｃ）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ｆｌｕｘ （ａ．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ｂ． ０８：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ｃ． ２０：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ｃｏｌｏｒｅｄ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ｕｎｉｔｓ：ｇ·ｋｇ ；ｉｓｏ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ｆｌｕｘ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ｕｎｉｔｓ：ｇ·ｃｍ ·ｈＰａ ·ｓ ；ａｒｒｏｗ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ｆｌｕｘ，
ｕｎｉｔｓ：ｇ·ｃｍ ·ｈＰａ ·ｓ ；ｄ． ２０：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ｂｌｕｅ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ｆｌｕｘ，ｕｎｉｔｓ：ｇ·ｃｍ ·ｈＰａ ·ｓ ）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６

－１

－１

－１

－１

－１

－６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对应主要降水时段，山东大部地区 ８５０ ｈＰａ 比
湿维持在 １２ ～ １４ ｇ ·ｋｇ （图 ７ａ － ｃ），超过山东夏季
暴雨预报比湿指标。分析水汽通量散度场可以看
出，１８ 日 ２０ 时，强水汽通量辐合区（大于 ８ × １０ ｇ·
ｃｍ · ｈＰａ · ｓ ）呈窄带状位于倒槽偏东侧，走向
与倒槽基本垂直，中心值为 － ２４ × １０ ｇ · ｃｍ ·
其形态和位置与倒槽过去 ６ ｈ 降
ｈＰａ ·ｓ （图 ７ａ），
水落区尤其是暴雨落区非常吻合（图 ５ｃ）。到 １９ 日
－１

－１

８５０ ｈＰａ
－１

Ｆｉｇ．７

－１

－２

－１

－１

时，水汽辐合区呈逆时针旋转至倒槽附近，中心
强度略有减弱（－ ２０ × １０ ｇ·ｃｍ ·ｈＰａ ·ｓ ）（图
７ｂ），
对应暴雨落区位于鲁西南处呈带状（图略），与
水汽辐合区走势基本一致，大暴雨落区范围减小。
１９ 日 ２０ 时伴随急流再次加强，水汽辐合中心强度
再次增至－２４×１０ ｇ·ｃｍ ·ｈＰａ ·ｓ （图 ７ｃ），呈
块状位于东营、潍坊一带，对应该时段暴雨落区同
样呈块状，并出现特大暴雨中心（图 ５ｆ）。通过以上
０８

－６

－６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第１期

郑怡等：台风“温比亚”（１８１８）造成山东极端强降水的成因分析

与逐 ６ ｈ 降水量的对比可以发现，８５０ ｈＰａ 水汽通量
辐合强度大于 ８ × １０ ｇ · ｃｍ · ｈＰａ · ｓ 的区域
与暴雨落区的形态和位置对应良好，且辐合强度的
变化对降水量多少有一定指示意义，在今后台风降
水预报中可进行参考。
５．２ 不稳定层结
台风环流中的中小尺度系统是产生台风暴雨
的重要因素，中小尺度系统产生的强对流具有降水
效率高、局地性强等特征，是造成强降水中心分布
－６

－２

－１

－１

１１３

不均的重要原因，而强对流的发生离不开有利的环
境条件。此次过程中，除鲁西北外，山东大部地区
５００ ｈＰａ以下存在对流不稳定（图 ８ ），
不稳定中心位
于鲁东南地区，且该地区低层存在假相当位温高能
脊，说明能量条件非常充沛。
这种广泛存在的不稳定层结为强对流的发生
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能量条件，通过上节分析，这
种不稳定层结的形成得益于中层弱冷空气和低层
强暖湿气流的输送。

图 ８ 不稳定层结分布（ａ．１８ 日 ２０ 时，ｂ．１９ 日 ０８ 时，ｃ．１９ 日 ２０ 时；填色：５００ ｈＰａ 与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假相当位温差；虚线：１ ０００
单位：Ｋ）
ｈＰａ 假相当位温；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ａｂｌ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 ２０：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ｂ． ０８：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ｃ． ２０：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ｃｏｌｏｒｅｄ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ｎｄ １ ０００ ｈＰａ；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ｐｓｅｕｄｏ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１ ０００ ｈＰａ；ｕｎｉｔｓ：Ｋ）

动力辐合条件
“温比亚”减弱为热带低压（１８ 日 １４ 时）后仍
给山东带来了显著降水，由散度场来看，该时段倒
槽附近对流层中低层仍有明显的辐合存在，低层辐
合较强，至中层逐渐减弱，高层转为辐散场（图略）。
将 ５００ ｈＰａ 以下辐合区叠加，可看到在 １８ 日 ２０ 时
（图 ９ａ），受冷空气影响，虽该时次倒槽系统正压性
较强，但其倒槽附近辐合区并不集中，呈带状弯曲
位于倒槽两侧（图 ９ｃ），与实况降水分布基本一致；
随着冷空气的不断南下，１８ 日夜间至 １９ 日上午，辐
合区强度减弱（图 ９ｂ），强辐合范围逐渐集中，基本

５．３

图９

位于倒槽附近。至 １９ 日 ２０ 时，随着又一次西风槽
东移影响，辐合区移至鲁中山区西北侧，强度有所
增强，且辐合区的范围和位置与降水落区对应良好
（图 ５ｆ）。
５．４ 地形作用
通过与地形匹配可以发现，１８ 日 １４ 时鲁东南
地区局地强回波走向与此时地面东南偏东盛行风
风向一致（图 １０ａ），而 １９ 日上午低层强风速带减弱
（图 １０ｂ），对流发展也有所减弱，１９ 日下午 １４ 时开
始，随着南支急流的再次北抬，偏南气流与东北强
风速带在潍坊一带形成辐合（图 １０ｃ），此辐合线长

散度场分布（填色为
、 、 、
时， 日 时， 日 时）
（
，
，
， ： ； ：

及

散度叠加，单位：

； 日
，
，
， ：
）

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５００ ｈＰａ ７００ ｈＰａ ８５０ ｈＰａ ９２５ ｈＰａ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１０ －５ ｓ －１ ａ． １８
２０
ｂ．１９
０８
ｃ．１９
２０
Ｆｉｇ．９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ｆｉｅｌｄ ｆｒｏｍ ５００ ｈＰａ ｔｏ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７００ ｈＰａ
８５０ ｈＰａ ９２５ ｈＰａ ａｎｄ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ｕｎｉｔｓ １０ －５ ｓ －１ ａ． ２０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 ｂ． ０８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 ｃ． ２０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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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维持，伴随对流强烈发展。综上，这种“列车效
应”的回波走向与低层强风速带的风向吻合，初始
生成的位置多位于鲁中山区迎风坡处，在这种山脉
抬升作用下，低层强风速带形成风向或风速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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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触发不稳定能量，产生与地形基本正交的中尺
度回波带，引发持续性局地强降水，这也是此次过
程中鲁南和鲁中南部局地特大暴雨的重要影响
因素。

图 １０ 加密自动站小时极大风大于 ６ 级分布（ａ．１８ 日 １４ 时，ｂ．１９ 日 ００ 时，ｃ．１９ 日 １７ 时；填色：地形；蓝线：主要气流流线）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ｕｒｌｙ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ｂｏｖｅ ６ ｇｒａｄｅ ａｔ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 １４：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８，ｂ． ００：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ｃ． １７：
００ ＢＳＴ ｏｎ １９；ｃｏｌｏ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ｈｅｉｇｈｔ；ｂｌｕｅ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触发中尺度对流系统，在中高层气流引导和地形作
用下产生“列车效应”，这也是造成此次过程中局地
针对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７—２０ 日台风“温比亚” 特大暴雨的重要因素。
（１８１８）造成的山东罕见的特大暴雨过程，本文利用 参考文献：
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区域自动观测站及常
规观测资料，结合 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 逐日 ６ ｈ 再分析资 ［１］ 李江南，王安宇，杨兆礼，等．台风暴雨的研究进展［Ｊ］．
热带气象学报，２００３，１９（增刊）：１５２１５９．
料（０ ２５° × ０ ２５°）对其强降水原因进行分析，主要
［２］ 陈联寿，孟智勇，丛春华． 台风暴雨落区研究综述［Ｊ］．
得到以下结论：
海洋气象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４）：１７．
１）此次极端降水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受台风
［
３］ ＲＯＤＧＥＲＳ Ｅ Ｂ， ＡＤＬＥＲ Ｒ Ｆ， ＰＩＥＲＣＥ Ｈ Ｆ．
外围螺旋云系、倒槽和变性后温带气旋影响，其中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冷空气与台风倒槽相互作用对强降水的维持起到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Ｊ ］． Ｊ
了重要作用。
２００１，４０（１１）：１７８５１８００．
Ａｐｐｌ Ｍｅｔｅｏｒ，
２）在“温比亚”登陆后缓慢北上过程中，强降水
［４］ 王咏梅，任福民，李维京，等． 中国台风降水的气候特
征［Ｊ］．热带气象学报，２００８，２４（３）：２３３２３８．
落区从台风东侧逆时针转至北部倒槽附近，并逐渐
［
］
董美莹，陈锋，许娈，等．浙江省热带气旋倒槽暴雨气候
５
远离台风中心，同时，台风中心压强升高，风力减
特征研究［Ｊ］．热带气象学报，２０１７，３３（１）：８４９２．
小，强度逐渐减弱。
６］ ＰＡＬＭ?Ｎ 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Ｋｉｎｅｔｉｃ
［
３）对应主要降水时段，弱冷空气从对流层中层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 Ｈａｚｅｌ ｉｎｔｏ ａｎ
侵入台风倒槽，中层冷暖平流增强形成锋区，暖湿
ｅｘｔｒ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ｍ［Ｊ］． Ｔｅｌｌｕｓ，１９５８，１０（１）：
１２３．
空气沿锋面斜升获得斜压能量，与低层倒槽辐合上 ［７］ ＡＮＴＨＥＳ
Ｒ Ａ．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 ｏｆ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 Ｈａｚｅｌ
升运动相结合，引发了倒槽附近特大暴雨的发生。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Ｍ ］／ ／ ＮＥＷＴＯＮ Ｃ， ＨＯＬＯＰＡＩＮＥＮ Ｅ Ｏ．
４）此次山东极端性降水的水汽源地主要来自
Ｅｘｔｒ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ｒｉｋ Ｐａｌｍéｎ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东海，低空急流稳定维持将水汽输送至台风倒槽附
Ｖｏｌｕｍｅ． Ｂｏｓｔ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０：
２４０２４９．
近，强水汽输送带集中在 ８００ ｈＰａ 以下台风东侧，
［８］ 于玉斌，姚秀萍．对华北一次特大台风暴雨过程的位涡
８５０ ｈＰａ水汽通量辐合强度大于 ８ × １０ ｇ · ｃｍ ·
诊断分析［Ｊ］．高原气象，２０００，１９（１）：１１１１２０．
ｈＰａ ·ｓ 的区域与暴雨落区的形态和位置对应良
颜玲，周玉淑，刘宣飞．１４１０ 号台风 Ｍａｔｍｏ 登陆前后的
好，且辐合强度的变化对降水量多少有一定指征意 ［９］ 动热力结构演变和水汽输送特征分析［
Ｊ ］． 大气科学，
义，在以后台风降水预报中可进行参考。
２０１７，４１（２）：２８９３０１．
５）从对流层中层侵入的弱冷空气和低层的强
［１０］梁军，丛春华，张胜军，等． 变性台风“麦德姆”（１４１０）
暖湿气流输送促进了对流不稳定层结的发展和维
环流中的锋生现象及其对降水的影响［Ｊ］． 海洋气象
持，低层强风速带在鲁中山区迎风坡强迫抬升不断
学报，２０１７，２７（４）：４９５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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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施春红，吴君婧，漆梁波． 两例相似路径台风降水差异 ［１７］陈联寿，罗哲贤，李英． 登陆热带气旋研究的进展［Ｊ］．
的成因及预报分析［Ｊ］． 海洋气象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３）：
气象学报，２００４，６２（５）：５４１５４９．
［１８］李英，陈联寿，王继志． 热带气旋登陆维持和迅速消亡
３６４５．
［１２］朱洪岩，陈联寿，徐祥德． 中低纬环流系统的相互作用
的诊断研究［Ｊ］．大气科学，２００５，２９（３）：４８２４９０．
及其暴雨特征的模拟研究 ［Ｊ ］． 大气科学，２０００， ［１９］钮学新，杜惠良，滕代高，等．影响登陆台风降水量的主
要因素分析［Ｊ］．暴雨灾害，２０１０，２９（１）：７６８０．
２４（５）：６６９６７５．
［１３］张兴强，丁治英，王焱． 高空急流与中纬度系统影响下 ［２０］陈见，赖珍权，罗小莉，等． “尤特”超强台风残留低涡
台风暴雨的研究现状［Ｊ］．气象，２００１，２７（８）：３８．
引发的广西特大暴雨成因分析［Ｊ］． 暴雨灾害，２０１４，
３３（１）：
１９２５．
［１４］ ＷＡＮＧ Ｙ， ＷＡＮＧ Ｙ， ＦＵＤＥＹＡＳＵ Ｈ．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Ｓｏｎｇｄａ （２００４ ）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ｔｌｙ ｌｏｃａｔｅｄ
［２１］任福民，向纯怡．登陆热带气旋降水预报研究回顾与展
ｈｅａｖｙ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Ｊ ］． Ｍｏｎ Ｗｅａ Ｒｅｖ，２００９，
望［Ｊ］．海洋气象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４）：８１８．
１３７（１１）：
３６９９３７１６．
［２２］陆佳麟，郭品文．入侵冷空气强度对台风变性过程的影
响［Ｊ］．气象科学，２０１２，３２（４）：３５５３６４．
［１５］赵宇，李静，杨成芳．与台风“海鸥”相关暴雨过程的水
汽和干 侵 入 研 究 ［Ｊ ］． 高 原 气 象，２０１６，３５ （２ ）： ［２３］李英，陈联寿，雷小途． 变性台风 Ｗｉｎｎｉｅ（９７１１）环流中
４４４４５９．
的锋生现象［Ｊ］．大气科学，２００８，３２（３）：６２９６３９．
［１６］陈联寿，孟智勇．我国热带气旋研究十年进展［Ｊ］． 大气 ［２４］陈瑞闪．试论台风的“空心”现象［Ｊ］． 海洋预报，１９８７，
科学，２００１，２５（３）：４２０４３２．
４（１）：
６８７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