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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以同年是否发生印度洋偶极子渊 陨韵阅冤正位相事件为标准袁本文将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事件分为纯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事件渊责鄄耘晕酝冤尧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与 陨韵阅 同时发生的事件渊耘晕酝鄄陨韵阅冤两类遥 选取了 员怨苑怨 耀 圆园员圆
年间较为显著的两次 责鄄耘晕酝 事件渊圆园园源曰圆园园怨冤和两次 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件渊员怨怨员曰员怨怨源冤袁对比发现院同类事件西

北太平洋秋季热带气旋生成地的分布类似袁但相比 责鄄耘晕酝 事件袁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件的热带气旋生成地明显偏

东遥 责鄄耘晕酝 秋季袁西北太平洋西风异常较弱且局限在 员远缘毅耘 以西袁范围较窄曰而 耘晕酝鄄陨韵阅 秋季袁西风异常

强劲袁并向东越过日界线遥 这使得 耘晕酝鄄陨韵阅 秋季季风槽东侧与 责鄄耘晕酝 相比东伸 圆园毅遥 同时袁责鄄耘晕酝 秋季

垂直风切变相对 耘晕酝鄄陨韵阅 秋季而言强度小袁大值区窄袁前者条件下热带气旋在西侧生成的可能性相对要

大遥 季风槽位置和垂直风切变分布的差异袁使得 耘晕酝鄄陨韵阅 秋季热带气旋生成地较 责鄄耘晕酝 秋季明显偏东遥
关键词院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曰印度洋偶极子曰热带气旋生成地曰西北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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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西北太平洋是全球热带气旋 活跃的区域袁 每年约有 员 辕 猿 的热带气旋生成于此袁且有 愿园豫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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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能发展成为台风咱员鄄圆暂 遥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渊耘造
晕蚤觡燥 辕 杂燥怎贼澡藻则灶 韵泽糟蚤造造葬贼蚤燥灶袁简称 耘晕杂韵冤作为影响

全球气候的 显著大尺度海气相互作用现象袁对
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生成地的分布有重要作用遥
近年来袁根据海表温度异常渊杂藻葬 杂怎则枣葬糟藻 栽藻皂责藻则葬鄄
贼怎则藻 粤灶燥皂葬造赠袁简称 杂杂栽粤冤分布的不同袁耘造 晕蚤觡燥 事

件被分成两类咱猿鄄远暂 遥 粤泽澡燥噪 等咱源暂将正 杂杂栽粤 主要集

中于热带太平洋东部的 耘造 晕蚤觡燥 事件称为常规 耘造
晕蚤觡燥袁而将正 杂杂栽粤 主要集中在热带太平洋中部且

该正异常东西两侧有明显的负 杂杂栽粤 分布的事件

称为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遥 两类 耘造 晕蚤觡燥 事件对西北太

平洋热带气旋生成地的影响有较大差异咱苑鄄怨暂 遥 常

规 耘造 晕蚤觡燥 发生时袁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生成地向

东南方向移动袁西北部的热带气旋生成受到抑

制咱怨鄄员员暂 遥 这是因为院常规 耘造 晕蚤觡燥 时袁西北太平洋

东南部对流活动加强尧低层涡度增大尧垂直风切减

小尧对流层中层湿度增大咱员员鄄员圆暂 袁这些因素都为该

区域热带气旋生成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子曰而东

亚大槽加深及副高加强在西北太平洋西北部引起

的下 沉 运 动袁 抑 制 了 该 区 域 热 带 气 旋 的 活

动咱员园鄄员员暂 遥 与常规 耘造 晕蚤觡燥 相比袁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发
生时袁热带气旋生成地向西及西北方向延伸咱怨暂 遥
这是因为袁后者发生时袁热源较常规 耘造 晕蚤觡燥 时西

移袁西北太平洋西北部激发的异常气旋式环流加

深了该区域季风槽袁同时低层涡度加强袁对流活动

更加活跃袁这都有利于该区域产生热带气旋咱苑袁怨暂 遥
此外袁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时袁弱垂直风切变区域尧较湿

的对流中层区域西移袁也是产生上述差异的

原因咱怨袁员员暂 遥
杂葬躁蚤 等咱员猿暂利用 耘韵云 得到一个热带印度洋 杂杂鄄

栽粤 东西反向模态并基于此提出印度洋偶极子

渊陨灶凿蚤葬 韵糟藻葬灶 阅蚤责燥造藻袁简称 陨韵阅冤概念遥 陨韵阅 正位

相时袁热带印度洋 杂杂栽粤 表现为东冷西暖袁负位相

时相反咱员猿暂 遥 已有研究表明袁常规 耘造 晕蚤觡燥 对西北

太平洋气候的影响会受到 陨韵阅 的调制咱员源暂 袁同样袁
陨韵阅 也会影响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与西北太平洋气候

之间的关系咱员缘鄄员远暂 遥 云藻灶早 等咱员缘暂指出纯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鄄
凿燥噪蚤 事件渊责鄄耘晕酝 事件冤发生时袁西北太平洋夏季

季风有所增强袁但若 陨韵阅 与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同时

发生 渊 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 件 冤袁 这 种 增 强 被 削 弱遥

孕则葬凿澡葬灶 等咱员远暂认为袁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会加强南海夏

季热带气旋的活动袁而正位相 陨韵阅 若与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同时发生袁该区域热带气旋活动会得到进

一步的加强遥 云藻灶早 等咱员缘暂 和 孕则葬凿澡葬灶 等咱员远暂 主要讨

论了两类事件在夏季对西北太平洋气候的不同影

响袁但未有涉及秋季的情况遥 陨韵阅 具有明显的季

节锁相特征袁夏季是它的发展期袁秋季才是它的成

熟期咱员猿暂 袁因此秋季 陨韵阅 的作用不能忽视遥 基于秋

季 陨韵阅 的重要性袁本文通过个例分析来比较 责鄄
耘晕酝 事件尧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件时西北太平洋热带气

旋生成地的不同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本文所用资料主要包括院陨月栽则粤悦杂 渊 陨灶贼藻则灶葬鄄
贼蚤燥灶葬造 月藻泽贼 栽则葬糟噪 粤则糟澡蚤增藻 枣燥则 悦造蚤皂葬贼藻 杂贼藻憎葬则凿泽澡蚤责冤
热带气旋数据集袁本文只选取生命史中 大风速

超过 员苑 皂 辕 泽 的热带气旋进行分析曰晕悦耘孕 辕 晕悦粤砸
再分析月平均数据袁网格大小为 圆援 缘毅 伊 圆援 缘毅曰员毅 伊
员毅的 匀葬凿陨杂杂栽 资料遥 考虑到 员怨苑怨 年前 杂杂栽 资料

的不准确性以及上世纪 苑园 年代中期的气候跃变

对海洋状态的影响咱源暂 袁本文只选取了 员怨苑怨 年之后

的 杂杂栽 资料进行分析遥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圆援 员摇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事件的分类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事件利用 粤泽澡燥噪 等咱源暂 提出的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指数渊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陨灶凿藻曾袁简称

耘酝陨冤进行判断袁该指数表达为院
耘酝陨 越 咱 杂杂栽粤暂悦 原 园援 缘 伊 咱 杂杂栽粤暂耘 原 园援 缘 伊

咱杂杂栽粤暂宰 渊员冤
公式渊员冤中被方括号标注的各项分别代表太

平洋中部区域 悦渊员远缘毅耘 耀 员源园毅宰袁员园毅杂 耀 员园毅晕冤尧
东部区域 耘渊员员园毅宰 耀 苑园毅宰袁员缘毅杂 耀 缘毅晕冤以及西

部区域 宰渊员圆缘毅耘 耀 员源缘毅耘袁员园毅杂 耀 圆园毅晕冤的 杂杂栽粤
区域平均值遥 当季节性 耘酝陨渊远 耀 员员 月平均冤大于

园援 愿 倍标准偏差时判定该年为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年遥
依此可判断在 员怨苑怨 年之后共有 远 次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鄄
凿燥噪蚤 事件渊员怨怨园曰员怨怨员曰员怨怨源曰圆园园圆曰圆园园源曰圆园园怨冤渊图
员冤袁这与 悦澡藻灶 和 栽葬皂咱苑暂的结果一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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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员摇 标准化的季节性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指数渊柱状冤与印度洋偶极子指数渊点冤
云蚤早援 员 晕燥则皂葬造蚤扎藻凿 泽藻葬泽燥灶葬造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蚤灶凿藻曾渊遭葬则冤葬灶凿 陨灶凿蚤葬灶 燥糟藻葬灶 凿蚤责燥造藻 皂燥凿藻 蚤灶凿藻曾渊凿燥贼冤

摇 摇 陨韵阅 正位相事件渊为方便以下都称为 陨韵阅 事

件冤则由 杂葬躁蚤 等咱员猿暂提出的印度洋偶极子模态指数

渊陨灶凿蚤葬灶 韵糟藻葬灶 阅蚤责燥造藻 酝燥凿藻 陨灶凿藻曾袁简称 阅酝陨冤 判

断遥 该指数表示为赤道印度洋西部渊缘园毅耘 耀 苑园毅
耘袁员园毅 杂 耀 员园毅晕冤与热带印度洋西南部渊怨园毅 耘 耀
员员园毅耘袁员园毅杂 耀 赤道冤之间 杂杂栽粤 区域平均之间的

差值遥 若季节性 阅酝陨渊远 耀 员员 月平均冤大于 园援 愿 倍

标准偏差袁则判定为 陨韵阅 正位相年遥 据此袁可判

断 渊 员怨愿圆曰 员怨愿猿曰 员怨愿苑曰 员怨怨员曰 员怨怨源曰 员怨怨苑曰 圆园园远曰
圆园员员曰圆园员圆冤为 陨韵阅 正位相年渊图 员冤袁这与袁慧

珍咱员苑暂的结果一致遥
根据 陨韵阅 事件发生与否袁可以将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鄄

凿燥噪蚤 事件分成两类袁一类是纯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事
件渊责鄄耘晕酝院员怨怨园曰圆园园圆曰圆园园源曰圆园园怨冤袁另一类则是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与 陨韵阅 同时发生的事件渊耘晕酝鄄

陨韵阅院员怨怨员曰员怨怨源冤遥 同时袁我们逐个检查了上述 远
次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事件秋季 杂杂栽粤 形态分布渊图
圆冤袁发现 员怨怨园 年秋季热带正 杂杂栽粤 中心不在赤道

上而在赤道两侧袁而其他事件的正 杂杂栽粤 中心都聚

集于赤道遥 基于这种差异袁我们将 员怨怨园 年从 责鄄
耘晕酝 事件中剔除遥 从 圆园园圆 年的秋季 杂杂栽粤 空间

分布来看袁在赤道印度洋西侧袁杂杂栽 有显著正异

常袁东侧也有弱的负 杂杂栽粤袁这种空间分布类似于

陨韵阅遥 虽然 圆园园圆 年 远 耀 员员 月季节性 阅酝陨 仅为标

准偏差的 园援 猿远 倍袁但其秋季 阅酝陨渊怨 耀 员员 月平均冤
却达到了 园援 苑缘 倍标准偏差袁为了剔除 陨韵阅 的影

响袁本文也将 圆园园圆 年从 责鄄耘晕酝 事件中剔除遥
终我们选出两次 责鄄耘晕酝 事件院渊圆园园源曰圆园园怨冤和两

次 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件渊员怨怨员曰员怨怨源冤遥

图 圆摇 远 次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事件秋季 杂杂栽粤 渊毅悦 冤 分布渊黑色实线为 园毅悦 等温线冤
云蚤早援 圆 粤怎贼怎皂灶 杂杂栽粤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泽蚤曾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藻增藻灶贼泽 渊 贼澡藻 遭造葬糟噪 造蚤灶藻 蚤泽 贼澡藻 糟燥灶贼燥怎则 燥枣 园毅悦冤

圆援 圆摇 两类事件西北太平洋秋季热带气旋生成地

的差异比较

表 员 列出了两类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事件时秋季

热带气旋生成地经纬度统计信息遥 源 次事件中袁

秋季热带气旋生成地的平均纬度围绕气候值上下

波动袁幅度不大袁但在经度分布上两类事件有鲜明

差异遥 责鄄耘晕酝 时热带气旋生成地的平均经度较

气候值稍偏西袁但 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件时热带气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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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平均经度与气候值相比显著东移遥 员怨怨员尧
员怨怨源 秋季热带气旋生成地的平均经度分别相对于

气候值向东偏移了 愿援 猿怨 和 员缘援 员苑 个经度遥 从 耘酝陨
指数来看袁员怨怨源 年与 圆园园源 年 耘酝陨 都超过 员援 缘 倍标

准偏差袁均为较强的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事件袁但 员怨怨源
年阅酝陨 超过了其标准偏差的圆 倍袁也是一次显著的

陨韵阅 事件遥 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件渊员怨怨源冤的热带气旋生成

地的平均经度较 责鄄耘晕酝 事件渊圆园园源冤的偏东 员远援 怨源毅袁
差异悬殊遥 两类事件的热带气旋生成地的位置有如

此大的差别袁说明 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件与 责鄄耘晕酝 事件对

热带气旋生成地影响的差异是很显著的遥

表 员摇 两类事件秋季热带气旋生成地平均经纬度比较

栽葬遭援 员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贼澡藻 葬增藻则葬早藻 造葬贼蚤贼怎凿藻泽 葬灶凿 造燥灶早蚤贼怎凿藻泽 燥枣
葬怎贼怎皂灶 贼则燥责蚤糟葬造 糟赠糟造燥灶藻 早藻灶藻泽蚤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 贼憎燥 噪蚤灶凿泽
燥枣 藻增藻灶贼泽

经纬

度

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件 责鄄耘晕酝 事件

员怨怨员 员怨怨源 圆园园源 圆园园怨 气候值

平均
纬度

员园援 缘怨毅晕 员猿援 苑猿毅晕 员圆援 猿毅晕 员圆援 怨猿毅晕 员圆援 远圆毅晕
平均
经度

员缘源援 园远毅耘 员远园援 愿源毅耘 员源猿援 怨园毅耘 员源源援 源苑毅耘 员源缘援 远苑毅耘

图 猿摇 两次 耘晕酝鄄陨韵阅 与两次 责鄄耘晕酝 事件时秋季热带气旋生成地渊散点冤与 愿缘园 澡孕葬 流线对比

云蚤早援 猿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葬怎贼怎皂灶 栽悦 早藻灶藻泽蚤泽渊泽糟葬贼贼藻则冤葬灶凿 愿缘园澡孕葬 泽贼则藻葬皂造蚤灶藻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憎燥 耘晕酝鄄陨韵阅 藻增藻灶贼泽 葬灶凿 贼憎燥 责鄄耘晕酝
藻增藻灶贼泽

摇 摇 从热带气旋生成地的散点分布中也可以清楚

的看出两类事件在东西方向上的上述差异渊图
猿冤遥 员怨怨员尧员怨怨源 两次 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件秋季袁生成地

东的热带气旋都紧靠日界线袁甚至日界线以东

也有热带气旋生成曰而在西侧袁热带气旋生成地都

没越过 员圆缘毅耘遥 两次 责鄄耘晕酝 事件时袁热带气旋生

成地 东只局限于 员远缘毅耘袁 西则到达 员员缘毅耘袁
东端和 西端都比 耘晕酝鄄陨韵阅 时明显偏西遥 另外袁
源 次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袁即在 员园毅晕 以南袁员源缘毅耘
以西秋季生成的热带气旋极少遥
圆援 猿摇 解释

圆援 猿援 员摇 季风槽的影响

大量的研究表明袁季风槽区域低层涡度较大尧
对流比较活跃袁这种背景场对热带气旋的生成十

分有利咱怨袁员员袁员愿鄄员怨暂 遥 酝燥造蚤灶葬则蚤 和 阅葬增蚤凿咱员怨暂 认为 苑园豫
耀愿园豫的热带气旋都生成于季风槽内遥 从图 猿 中

可以清晰的看到袁源 次事件的热带气旋生成地

大特征是与季风槽的位置十分吻合遥 本文的研究

印证了上述观点遥 两次 责鄄耘晕酝 事件时袁秋季季风

槽都局限在 员远园毅耘 以西袁大部分热带气旋的生成

地也未越过这个经度遥 与 责鄄耘晕酝 事件相比袁
员怨怨员尧员怨怨源 两次 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件的秋季季风槽明

显东伸袁都越过了日界线遥 两类事件的秋季季风

槽东侧相差 圆园 个经度袁造成了热带气旋生成在西

北太平洋东侧的重大区别遥
为何两类事件的季风槽位置会有如此大的差

异呢钥 这可以从 杂杂栽粤 的分布来解释遥 杂杂栽 只有

达到至少 圆远益时袁海洋才能为热带气旋输入足够

的潜热咱圆园暂 遥 从秋季 杂杂栽 分布来看袁西北太平洋

猿园毅晕 以南大部分区域都在 圆远益以上袁所以袁局地

杂杂栽 分布对该区域热带气旋生成地的影响不大遥
宰葬灶早 等咱员员暂 以及 运蚤皂 等咱怨暂 的研究也支持这种观

点遥 但 杂杂栽粤 的分布不同引起的大气环流异常不

同袁从而对热带气旋生成地分布的影响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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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咱怨鄄员员暂 遥 从赤道东西向分布来看袁两种事件秋季

杂杂栽粤 有明显差别遥 两次 责鄄耘晕酝 事件的赤道暖

杂杂栽粤 西伸至 员缘园毅 耘 左右袁员缘园毅 耘 以西则稍有偏

冷袁且这种冷异常向赤道外扩展遥 员怨怨员尧员怨怨源 两

次 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件时赤道地区暖 杂杂栽粤 异常都分布

在 员远缘毅耘 以东袁西侧有明显的冷 杂杂栽粤 异常袁该冷

异常与赤道东印度洋冷异常相连袁在赤道东印度

洋 耀 西太平洋地区形成一个大范围冷区袁该冷

杂杂栽粤 明显强于 责鄄耘晕酝 秋季袁且其范围较大袁这使

得 耘晕酝鄄陨韵阅 秋季 杂杂栽粤 东西方向的差别明显大于

责鄄耘晕酝 时遥 杂杂栽粤 的这种分布使得赤道地区大气

环流异常更为强劲遥 低层异常风场的分布体现了

这种差异渊图 源冤遥 员怨怨员尧员怨怨源 年两次 耘晕酝鄄陨韵阅
时袁赤道附近强劲的西风异常从 员猿园毅耘 一直向东

延伸袁穿过了日界线渊图 源冤遥 而两次 责鄄耘晕酝 事件

的赤道地区西风异常到达 员远缘毅耘 便消失了袁跨越

的经度范围较窄袁且该异常西风的强度与 耘晕酝鄄
陨韵阅 事件时相比明显偏弱遥 近赤道西风异常分布

的不同袁必然对季风槽的位置产生影响遥 这是因

为袁秋季西北太平洋季风槽靠近赤道附近的一侧

为偏西气流袁秋季 耘晕酝鄄陨韵阅 近赤道西风异常强劲

且东伸并越过日界线袁有利于季风槽向东延伸袁这
使得 耘晕酝鄄陨韵阅 秋季季风槽位置与 责鄄耘晕酝 相比明

显偏东遥 同时袁耘晕酝鄄陨韵阅 秋季西北太平洋东南区

域的西风异常会增大该地区涡度咱员员暂 袁这为热带气

旋的生成又提供了一个有利因子袁因此袁热带气旋

生成地会向东延伸遥

图 源摇 秋季 愿缘园 澡孕葬 风场异常渊矢量袁皂 辕 泽冤与纬向风切变异常渊阴影袁 皂 辕 泽冤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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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 猿援 猿摇 垂直风切变的影响

强烈的垂直风切变会破坏热带气旋的结构袁
抑制热带气旋生成袁小的垂直风切变的作用则相

反咱员愿袁圆员暂 袁故垂直风切变也是影响热带气旋生成地

的一个重要因素遥 垂直风切变的定义为 圆园园 澡孕葬
与 愿缘园 澡孕葬 纬向风差值的绝对值咱员愿暂 遥 图 源 给出了

源 次事件时秋季垂直风切变异常的空间分布遥 源
次事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袁在西北太平洋西南区

域垂直风切变都有所增大袁这将抑制热带气旋的

活动袁这可能是 员园毅晕 以南秋季极少有热带气旋

生成的原因袁运蚤皂 等咱怨暂 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遥 虽

然西北太平洋西南区域的垂直风切变在 源 次事件

的秋季都有所增大袁但从强度上比较袁两次 责鄄
耘晕酝 事件的明显较弱遥 从空间分布形态来看袁责鄄

耘晕酝 垂直切变较大的区域也局限在 员远缘毅耘 以西袁
较 耘晕酝鄄陨韵阅 秋季明显西缩遥 由于 责鄄耘晕酝 秋季垂

直切变相对较小尧范围较窄袁热带气旋在西侧生成

的可能性要大于 耘晕酝鄄陨韵阅 秋季袁使得其空间分布

相对偏西遥
猿摇 结摇 论

本文将 员怨苑怨 年之后的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分成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单独发生的 责鄄耘晕酝 事件以及与

陨韵阅 同时发生的 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件袁并通过个例分析

比较袁揭示了在两类事件过程中袁秋季西北太平洋

热带气旋生成地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遥 两者的差

异主要表现在院耘晕酝鄄陨韵阅 秋季的热带气旋生成地

范围较 责鄄耘晕酝 秋季明显偏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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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上述差异袁本文从季风槽位置以及

垂直风切变两个方面对个例进行对比分析遥 结果

表明院两次 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件时袁秋季正 杂杂栽粤 的分

布较两次 责鄄耘晕酝 事件偏东袁且西太平洋负 杂杂栽粤
显著袁这使得 耘晕酝鄄陨韵阅 秋季赤道西风异常十分强

劲并东伸越过日界线袁而两次 责鄄耘晕酝 事件的秋季

赤道西风异常仅局限于 员远缘毅耘 以西遥 这种西风异

常在纬向分布的差异袁使两次 耘晕酝鄄陨韵阅 事件秋季

的季风槽较两次 责鄄耘晕酝 事件东移了 圆园 个经度袁
因而西北太平洋区域热带气旋的生成地明显偏

东遥 同时袁纬向风垂直切变的异常也显示袁两次

责鄄耘晕酝 事件西北太平洋西侧的垂直风切变异常

较 耘晕酝鄄陨韵阅 时偏小袁热带气旋西侧生成的可能性

要大于 耘晕酝鄄陨韵阅 时袁这也是造成 责鄄耘晕酝 秋季热

带气旋生成地比 耘晕酝鄄陨韵阅 秋季时偏西的主要

原因遥
参考文献院

咱员暂 陈光华袁黄荣辉援 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和台风活动若干气候

问题的研究咱允暂 援 地球科学进展袁圆园园远袁圆员渊远冤院远员园鄄远员远援
咱圆暂 杨亚新援 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发生的时空变化特征咱 允暂 援 海洋

预报袁圆园园缘袁圆圆渊员冤院愿远鄄怨员援
咱猿暂 蕴粤砸运陨晕 晕 运袁匀粤砸砸陨杂韵晕 阅 耘援 韵灶 贼澡藻 凿藻枣蚤灶蚤贼蚤燥灶 燥枣 耘造 晕蚤觡燥 葬灶凿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藻凿 泽藻葬泽燥灶葬造 葬增藻则葬早藻 哉援 杂援 憎藻葬贼澡藻则 葬灶燥皂葬造蚤藻泽 咱 允暂 援 郧藻燥鄄
责澡赠泽蚤糟葬造 砸藻泽藻葬则糟澡 蕴藻贼贼藻则泽袁圆园园缘袁猿圆渊员猿冤院蕴员猿苑园缘援

咱源暂 粤杂匀韵运 运袁月耘匀耘砸粤 杂 运袁砸粤韵 杂 粤袁藻贼 葬造援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葬灶凿
蚤贼泽 责燥泽泽蚤遭造藻 贼藻造藻糟燥灶灶藻糟贼蚤燥灶咱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郧藻燥责澡赠泽蚤糟葬造 砸藻泽藻葬则糟澡院
韵糟藻葬灶泽 渊员怨苑愿鄄圆园员圆冤袁圆园园苑袁员员圆渊悦员员冤院悦员员园园苑援

咱缘暂 运粤韵 匀 再袁再哉 允 再援 悦燥灶贼则葬泽贼蚤灶早 藻葬泽贼藻则灶鄄孕葬糟蚤枣蚤糟 葬灶凿 糟藻灶贼则葬造鄄孕葬糟蚤枣蚤糟
贼赠责藻泽 燥枣 耘晕杂韵咱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悦造蚤皂葬贼藻袁圆园园怨袁圆圆渊猿冤院远员缘鄄远猿圆援

咱远暂 运哉郧 允 杂袁允陨晕 云 云袁粤晕 杂 陨援 栽憎燥 贼赠责藻泽 燥枣 耘造 晕蚤觡燥 藻增藻灶贼泽院糟燥造凿
贼燥灶早怎藻 耘造 晕蚤觡燥 葬灶凿 憎葬则皂 责燥燥造 耘造 晕蚤觡燥咱 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悦造蚤皂葬贼藻袁
圆园园怨袁圆圆渊远冤院员源怨怨鄄员缘员缘援

咱苑暂 悦匀耘晕 郧 匀袁栽粤酝 悦 再援 阅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蚤皂责葬糟贼泽 燥枣 贼憎燥 噪蚤灶凿泽 燥枣 孕葬糟蚤枣蚤糟
韵糟藻葬灶 憎葬则皂蚤灶早 燥灶 贼则燥责蚤糟葬造 糟赠糟造燥灶藻 枣则藻择怎藻灶糟赠 燥增藻则 贼澡藻 憎藻泽贼藻则灶
晕燥则贼澡 孕葬糟蚤枣蚤糟 咱 允 暂 援 郧藻燥责澡赠泽蚤糟葬造 砸藻泽藻葬则糟澡 蕴藻贼贼藻则泽袁 圆园员园袁 猿苑
渊员冤院蕴园员愿园猿援

咱愿暂 匀韵晕郧 悦 悦袁蕴陨 再 匀袁蕴陨 栽袁藻贼 葬造援 陨皂责葬糟贼泽 燥枣 糟藻灶贼则葬造 孕葬糟蚤枣蚤糟 葬灶凿
藻葬泽贼藻则灶 孕葬糟蚤枣蚤糟 耘造 晕蚤觡燥泽 燥灶 贼则燥责蚤糟葬造 糟赠糟造燥灶藻 贼则葬糟噪泽 燥增藻则 贼澡藻 憎藻泽贼鄄
藻则灶 晕燥则贼澡 孕葬糟蚤枣蚤糟 咱 允暂 援 郧藻燥责澡赠泽蚤糟葬造 砸藻泽藻葬则糟澡 蕴藻贼贼藻则泽袁圆园员员袁猿愿

渊员远冤院蕴员远苑员圆援
咱怨暂 运陨酝 匀 酝袁宰耘月杂栽耘砸 孕 允袁悦哉砸砸再 允 粤援 酝燥凿怎造葬贼蚤燥灶 燥枣 晕燥则贼澡 孕葬鄄

糟蚤枣蚤糟 贼则燥责蚤糟葬造 糟赠糟造燥灶藻 葬糟贼蚤增蚤贼赠 遭赠 贼澡则藻藻 责澡葬泽藻泽 燥枣 耘晕杂韵咱允暂 援 允燥怎则鄄
灶葬造 燥枣 悦造蚤皂葬贼藻袁圆园员员袁圆源渊远冤院员愿猿怨鄄员愿源怨援

咱员园暂 悦匀粤晕 允 悦 蕴援 栽则燥责蚤糟葬造 糟赠糟造燥灶藻 葬糟贼蚤增蚤贼赠 蚤灶 贼澡藻 灶燥则贼澡憎藻泽贼 孕葬糟蚤枣蚤糟
蚤灶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贼燥 贼澡藻 耘造 晕蚤觡燥 辕 杂燥怎贼澡藻则灶 韵泽糟蚤造造葬贼蚤燥灶 责澡藻灶燥皂藻灶燥灶
咱允暂 援 酝燥灶贼澡造赠 宰藻葬贼澡藻则 砸藻增蚤藻憎袁员怨愿缘袁员员猿渊源冤院缘怨怨鄄远园远援

咱员员暂 宰粤晕郧 月袁悦匀粤晕 允 悦 蕴援 匀燥憎 泽贼则燥灶早 耘晕杂韵 藻增藻灶贼泽 葬枣枣藻糟贼 贼则燥责蚤糟葬造
泽贼燥则皂 葬糟贼蚤增蚤贼赠 燥增藻则 贼澡藻 憎藻泽贼藻则灶 晕燥则贼澡 孕葬糟蚤枣蚤糟咱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悦造蚤鄄
皂葬贼藻袁圆园园圆袁员缘渊员猿冤院员远源猿鄄员远缘愿援

咱员圆暂 悦蕴粤砸运 允 阅袁悦匀哉 孕 杂援 陨灶贼藻则葬灶灶怎葬造 灾葬则蚤葬贼蚤燥灶 燥枣 栽则燥责蚤糟葬造 悦赠鄄
糟造燥灶藻 粤糟贼蚤增蚤贼赠 燥增藻则 贼澡藻 悦藻灶贼则葬造 晕燥则贼澡 孕葬糟蚤枣蚤糟咱 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贼澡藻
酝藻贼藻燥则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杂燥糟蚤藻贼赠 燥枣 允葬责葬灶援 杂藻则援 陨陨袁圆园园圆袁愿园渊猿冤院源园猿鄄源员愿援

咱员猿暂 杂粤允陨 晕 匀袁郧韵杂宰粤酝陨 月 晕袁灾陨晕粤再粤悦匀粤晕阅砸粤晕 孕 晕袁藻贼 葬造援 粤
凿蚤责燥造藻 皂燥凿藻 蚤灶 贼澡藻 贼则燥责蚤糟葬造 陨灶凿蚤葬灶 韵糟藻葬灶咱允暂 援 晕葬贼怎则藻袁员怨怨怨袁源园员
渊远苑缘员冤院猿远园鄄猿远猿援

咱员源暂 粤杂匀韵运 运袁郧哉粤晕 在 再袁再粤酝粤郧粤栽粤 栽援 陨皂责葬糟贼 燥枣 贼澡藻 陨灶凿蚤葬灶 韵鄄
糟藻葬灶 凿蚤责燥造藻 燥灶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 陨灶凿蚤葬灶 皂燥灶泽燥燥灶
则葬蚤灶枣葬造造 葬灶凿 耘晕杂韵咱允暂 援 郧藻燥责澡赠泽蚤糟葬造 砸藻泽藻葬则糟澡 蕴藻贼贼藻则泽袁圆园园员袁圆愿
渊圆猿冤院源源怨怨鄄源缘园圆援

咱员缘暂 云耘晕郧 允袁悦匀耘晕 宰援 陨灶枣造怎藻灶糟藻 燥枣 贼澡藻 陨韵阅 燥灶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鄄
贼憎藻藻灶 耘造 晕蚤觡燥 酝燥凿燥噪蚤 葬灶凿 贼澡藻 耘葬泽贼 粤泽蚤葬灶鄄憎藻泽贼藻则灶 晕燥则贼澡 孕葬糟蚤枣蚤糟
泽怎皂皂藻则 皂燥灶泽燥燥灶 咱 允 暂 援 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悦造蚤皂葬贼燥造燥早赠袁
圆园员源袁猿源渊远冤院员苑圆怨鄄员苑猿远援

咱员远暂 孕砸粤阅匀粤晕 孕 运袁孕砸耘耘栽匀陨 月袁粤杂匀韵运 运袁藻贼 葬造援 酝燥凿燥噪蚤袁陨灶凿蚤葬灶
韵糟藻葬灶 阅蚤责燥造藻袁葬灶凿 憎藻泽贼藻则灶 晕燥则贼澡 孕葬糟蚤枣蚤糟 贼赠责澡燥燥灶泽院孕燥泽泽蚤遭造藻 蚤皂鄄
责造蚤糟葬贼蚤燥灶泽 枣燥则 藻曾贼则藻皂藻 藻增藻灶贼泽 咱 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郧藻燥责澡赠泽蚤糟葬造 砸藻鄄
泽藻葬则糟澡院粤贼皂燥泽责澡藻则藻泽 渊员怨愿源鄄圆园员圆冤袁圆园员员袁员员远渊阅员愿冤院阅员愿员园愿援

咱员苑暂 袁慧珍援 印度洋偶极子及其与中国降水关系咱阅暂援 南京院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袁圆园园远援

咱员愿暂 郧砸粤再 宰 酝援 匀怎则则蚤糟葬灶藻泽院栽澡藻蚤则 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袁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 葬灶凿 造蚤噪藻造赠
则燥造藻 蚤灶 贼澡藻 贼则燥责蚤糟葬造 糟蚤则糟怎造葬贼蚤燥灶咱酝暂 辕 辕 杂匀粤宰 阅 月援 酝藻贼藻燥则燥造燥早赠
燥增藻则 贼则燥责蚤糟葬造 燥糟藻葬灶泽援 哉运院砸燥赠葬造 酝藻贼藻燥则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杂燥糟蚤藻贼赠袁员怨苑怨院
员缘缘鄄圆员愿援

咱员怨暂 酝韵蕴陨晕粤砸陨 允袁灾韵蕴蕴粤砸韵 阅援 宰澡葬贼 责藻则糟藻灶贼葬早藻 燥枣 憎藻泽贼藻则灶 灶燥则贼澡
责葬糟蚤枣蚤糟 贼则燥责蚤糟葬造 糟赠糟造燥灶藻泽 枣燥则皂 憎蚤贼澡蚤灶 贼澡藻 皂燥灶泽燥燥灶 贼则燥怎早澡钥 咱 允暂 援
酝燥灶贼澡造赠 宰藻葬贼澡藻则 砸藻增蚤藻憎袁圆园员猿袁员源员渊圆冤院源怨怨鄄缘园缘援

咱圆园暂 蕴陨郧匀栽匀陨蕴蕴 允 杂援 云造怎蚤凿 皂藻糟澡葬灶蚤糟泽 燥枣 贼则燥责蚤糟葬造 糟赠糟造燥灶藻泽咱允暂 援 栽澡藻燥鄄
则藻贼蚤糟葬造 葬灶凿 悦燥皂责怎贼葬贼蚤燥灶葬造 云造怎蚤凿 阅赠灶葬皂蚤糟泽袁员怨怨愿袁员园 渊员 辕 圆 辕 猿 辕
源冤院猿鄄圆员援

咱圆员暂 耘酝粤晕哉耘蕴 运援 栽则燥责蚤糟葬造 糟赠糟造燥灶藻泽咱 允暂 援 粤灶灶怎葬造 砸藻增蚤藻憎 燥枣 耘葬则贼澡
葬灶凿 孕造葬灶藻贼葬则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袁圆园园猿袁猿员渊员冤院苑缘鄄员园源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