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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顾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简称南信大) 建校 60 年来季风研究的主要历程以及

在亚洲季风，特别是在东亚季风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

初，中美季风合作、中日季风合作和“南海季风试验”3 次国际季风合作研究的顺利实

施，极大地推进了南信大季风研究团队的组建和壮大，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创新性成

果。团队首先揭示了东亚季风与印度季风环流的差异，提出了东亚副热带季风的明确

概念; 发现了东亚副热带夏季风的建立独立并早于南海夏季风; 揭示了“亚澳大陆桥”
是北半球春季亚洲季风区对流最活跃的地区，其对流的建立和推进对东亚夏季风的建

立至关重要; 较早开展了东亚季风区季节内振荡北传特征和机制的研究并成功应用于

东亚季风区延伸期预报。这些创新性成果的取得为季风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

来，南信大秉承“开放发展、联合发展”的办学理念，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进一步推动

了季风研究。作为国际季风研究的重要力量之一，南信大季风研究团队将始终坚守季

风研究阵地，不断深化季风理论认识、提升季风预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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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风研究历程

季风，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话题。“南风之薰

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

财兮”，“北 风 其 凉，雨 雪 其 雱; 北 风 其 喈，雨 雪 其

霏”。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了对季风的描绘。夏季

盛行偏南风，带来珍贵雨水; 冬季盛行偏北风，送来

纷飞大雪。我国地处亚洲季风区，天气气候深受季

风活动影响，季风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社会

价值。
中国的季风研究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至今

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作为一所以大气科学学科为

特色的高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以下简称南信大)

为季风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南信大已走过 60 个

春秋，其前身是南京气象学院。学校创立初期，重基

础，强实践，以高水平为目标，在艰苦的办学条件下

开拓进取，形成了科教融合的办学模式。改革开放

以后，学校科研工作得到快速而长足的发展。在朱

乾根教授的带领下，学校着力开展了季风研究。在

进行国内季风合作研究的同时，我校季风团队也开

展了国际领域的合作，可以说，季风研究团队是在 3
次国际季风合作中成长起来的。

1983—1993 年开展了中美季风合作研究，期间

共举行了 5 次研讨会。1983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

次专题讨论会确立了主要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1984 年，何金海完成访学任务回国后就立即加入了



何金海，等: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季风研究若干重要进展回顾———明德格物一甲子，科教融合六十载 校庆专栏

朱乾根教授的季风研究团队，潜心开展季风研究。
1985 年 6 月，第二次专题讨论会在美国加州蒙特雷

市召开，朱乾根教授做了题为“印度季风与东亚季

风的环流差异”的报告，首次阐明了东亚季风的独

特特征。第三次专题讨论会于 1987 年 6 月在昆明

举办，会议成立了技术组，陶诗言先生任总顾问，朱

乾根教授任技术组副组长。会上，朱乾根和何金海

分别做了学术报告，朱乾根教授介绍了低频振荡能

量平衡方面的研究工作，何金海则介绍了低频振荡

的传播特征，指出了低频振荡传播的复杂性，特别在

东亚地区存在明显的经向传播。1989 年，第四次专

题讨论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何金海做了

题为“南半球澳大利亚低频冷空气影响东亚夏季

风”的学术报告，受到与会专家的关注。会议讨论

了中美季风合作取得的亮点成果，并对未来几年的

季风研究进行了展望。1993 年 6 月，第五次学术研

讨会在杭州召开( 图 1) ，此次会议盛况空前，除了总

结了此次季风合作的主要成果，还专门讨论了拟开

展的南海夏季风试验，明确了该试验的科学目的和

研究内容。

图 1 第五次中美季风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合影

Fig． 1 Group photo of participants of the 5th PＲC-US
Monsoon Workshop

1993—1999 年的中日季风合作进一步推动了

我校季风研究。何金海任专家组成员和技术组副组

长。期间，朱乾根和何金海两次访问日本气象研究

所，日方的 Murakami 教授到我校进行了为期一个

月的访问，双方在《热带气象学报》( 中、英版) 上合

作发表了题为《TBB 资料揭示的亚澳季风区季节转

换及亚洲夏季风建立的特征》的学术论文 ( 何金海

等，1996a) ，合作主编出版了《亚洲季风研究的新进

展》论文集( 何金海等，1996b) 。上述论文指出，4 月

苏门答腊对流中心沿“亚澳大陆桥”的系统性移动

导致中南半岛对流活跃，进而触发南海-西太平洋热

带夏季风的建立。
1999 年 3 月，第七次中日工作组会议在北京举

行，通过了“合作研究科学成果评述”，总结了双方

合作取得的亮点成果，主要包括青藏高原地气相互

作用的观测和分析、环境条件和积雪( 冰) 对亚洲季

风循环的影响、大尺度季风状况和降水分析、季风数

值试验研究以及东亚季风区水分平衡等。
1996—2002 年，我国与美国、澳大利亚和东南

亚七国合作开展了以丁一汇和李崇银为首席科学家

的南海季风试验。何金海任专家组成员和第一课题

组组长。外场观测期间，成功观测到了南海北部的

早期季风爆发、全面爆发和季风气流北推至江南和

长江流域的过程，以及季风爆发和对流发展过程中

多个对流系统的演变生命史。南海季风试验催生了

多个涉及南海季风的建立和季节进程等方面的新理

论，推进了东亚季风基本理论框架的建立，深化了对

东亚热带季风本质与变化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也

总结和验证了多种南海夏季风指数的应用，为东亚

夏季风的业务监测和预报提供了量化依据。
三次国际季风合作研究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果，这也直接或间接促成了我校季风团队三次荣获

国家级和省级科技进步奖项。1995 年，“东亚季风

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03 年，“中南半

岛地区热力特征对南海季风爆发的影响和机理研

究”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一等

奖; 2010 年，由何金海领衔完成的“东亚季风多尺度

变率与我国旱涝机理研究”获江苏省科学技术一

等奖。
随着三次国际季风合作的顺利开展，我校季风

研究团队不断壮大，涌现出一批勇于攻坚、敢于创新

的学者。他们与国内外季风专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发现东亚副热带

夏季风的建立独立并早于南海夏季风，由此提出我

国汛期应以东亚副热带夏季风及其雨带的建立为标

志，并就东亚副热带季风的若干问题举办了全国研

讨会( 图 2) ; 发现东亚季风雨带推进过程存在“旱涝

并存、旱涝急转”的重要现象; 揭示了“亚澳大陆桥”
是北半球春季亚洲季风区对流最活跃的地区，其对

流的建立和推进与东亚夏季风建立关系密切，等等。
这些创新性科研成果大力推动了季风研究的发展，

也为我国气候预测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自 2006 年以来，我校全面推进开放办学、联合办

学，广招天下英才，先后引进了包括罗斯贝奖章获得

者王斌教授、国际知名季风专家李天明教授在内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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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何金海教授在 2008 年东亚副热带季风研讨会上

做主题报告

Fig．2 Professor He Jinhai was giving the keynote speech
at the East Asian subtropical monsoon workshop
in 2008

位在季风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家。这些专

家的加盟为季风研究带来了新的学术思想，活跃了学

术氛围，培育了一批年轻英才，推动了季风研究。
毫无疑问，南信大季风研究团队是国际季风研

究的重要力量之一，建校以来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

果。以下我们就这些成果进行简要回顾，热烈庆祝

南信大建校 60 周年。

2 主要创新性成果

2. 1 东亚热带夏季风的建立与“亚澳大陆桥”对流

活动

东亚季风包括热带季风和副热带季风( Zhu et
al．，1986) 。早期研究主要关注热带季风，如南海夏

季风的建立过程和特征等。何金海等( 1996b) 基于

云顶黑体温度 ( Temperature of Black Body on the
top of cloud，TBB) 资料首先提出了 4 月苏门答腊对

流中心沿“亚澳大陆桥”( 从苏门答腊到中南半岛的

狭长地带) 的系统性北移导致中南半岛对流活跃，

造成副热带高压在该区域断裂，进而触发南海-西太

平洋热带夏季风建立( 图 3) 。这主要是因为太阳辐

射季节变化造成的“亚澳大陆桥”对流的季节性移

动，也正是热带季风第一推动力的一种表现 ( 曾庆

存和李建平，2002) 。
He et al．( 2006a) 进一步指出了“亚澳大陆桥”

是北半球春季亚洲季风区对流最活跃的地区，其对

流的建立和向北推进与东亚夏季风的建立紧密联

系。北半球冬季，主要对流区位于赤道以南，4 月中

旬以前，中南半岛和印度半岛对大气的加热均以感

热为主。4 月底至 5 月初，苏门答腊地区的热带对

流开始迅速北进并加强，与此同时中南半岛对流开

图 3 TBB 沿海洋大陆“大陆桥”和 中 南 半 岛 西 海 岸

( 100°E、4°S 到 90°E、24°N ) 的时间剖面( 粗实线

表示 TBB 低值轴线或 260 K 等值线，虚线表示高

值轴线，H( L) 分别表示高( 低) 值中心，等值线间

隔为 5 K; 引自何金海等( 1996b) )

Fig．3 Time section ( 100°E，4°S to 90°E，24°N ) of TBB
( contour at an interval of 5 K ) spanning the land
bridge to the west coast of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with the axis of TBB minima or the contour of 260
K denoted by the bold solid line and the axis of
TBB maxima by the dashed line ( ( H ( L) symbol-
izes the TBB maximum ( minimum ) ． From He et
al．( 1996b) )

始活跃并向东西方向扩展，该地区潜热加热和印度

半岛的感热加热所激发的气旋性流场在孟加拉湾地

图 4 以副热带高压断裂时间为参考点合成的 TBB 沿

10° ～20°N 的时间-经度剖面( 阴影区表示 TBB 小

于等于 275 K; 引自何金海等( 2006) )

Fig． 4 Time-longitude cross section of composite TBB
with the splitting dates of the subtropical high belt
as the reference points along 10°—20°N ( Shaded
area indicates that TBB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275
K．From He et al．( 2006) )

区相互叠加，有利于孟加拉湾低涡活动和低槽的形

成，这可能是副高断裂和印缅槽活跃的主要机制

( 图 4) 。伴随着印缅槽前西南气流和赤道印度洋西

风扰动的东传以及南海地区中低纬的相互作用，南

海夏 季 风 建 立 ( Xu et al．，2001，2002; 何 金 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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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He et al．，2003; Wang et al．，2004 ) 。温敏等

( 2004) 进一步利用区域气候模式证实了中南半岛

对流不仅导致副热带高压带在孟加拉湾断裂，同时

由于凝结潜热加热激发的 Ｒossby 波在南海北部形

成有利于冷空气南下的形势，激发南海北部对流爆

发和潜热释放，进而引起高层经向温度梯度反转和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东撤，南海夏季风随之建立。

图 5 以副高带断裂时间为参考点合成的 850 hPa 流场 ( 虚线表示副高脊线，实线表示槽线; 引自 He et al． ( 2006b) ) :

( a) －2 候; ( b) 0 候; ( c) +1 候; ( d) +2 候

Fig．5 Composite streamlines at 850 hPa with the splitting dates of the subtropical high belt as reference points ( Dashed ( solid)

line represents the ridge ( trough) line of the subtropical high．From He et al． ( 2006b) ) : ( a) Pentad －2; ( b) Pentad 0;

( c) Pentad +1; ( d) Pentad +2

He et al．( 2006b) 总结了南海季风建立期间发

生在中南半岛至印度半岛之间的一系列事件，包括

中南半岛对流潜热加热和印度半岛感热加热的相互

叠加、80°E 附近赤道两侧“涡旋对”的出现、斯里兰

卡低涡的北移、孟加拉湾槽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带状

副热带高压的断裂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迅速东

撤等( 图 5) 。南海夏季风的建立不仅是西南风由南

向北推进的过程，而是在此之前首先表现为由西向

东迅速推进的过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南海夏季风

在 20 个纬度 ( 0° ～ 20°N ) 范围内几乎同时建立的

问题。
事实上，副热带高压带断裂、孟加拉湾槽建立和

副热带高压东撤以及南海夏季风建立是一个迅速完

成的过程，且伴随着亚洲大尺度流场和水汽输送场

的季节突变( He et al．，2007a) 。就夏季风建立的源

地来看，苏门答腊地区热带对流 4 月底 5 月初的迅

速北进是亚洲热带夏季风建立的最先征兆，将亚洲

热带夏季风的“首发地”定在中南半岛南端、苏门答

腊北部的周边地区是比较合理的。亚洲热带夏季风

建立过程可以用图 6 来表示。
Liu et al．( 2013) 和 Wang et al．( 2017) 进一步阐

释了南亚高压对南海夏季风建立的重要作用。中南

半岛强烈的深对流活动释放的凝结潜热可以在对流

层上层制造出反气旋性相对涡度，导致南亚高压西

伸加强，并在孟加拉湾南部高空出现“喇叭口”状的

辐散流场，耦合低空汇合流场，进一步促进上升运动

( 图 7) 。对流层上下层的耦合可进一步导致对流层

中低层副热带高压带断裂和印缅槽加深。印缅槽前

西南风将大量水汽输送到槽前的中南半岛地区，反

过来进一步促进中南半岛对流的发展。
“亚澳大陆桥”对流活动对东亚夏季风建立的

重要作用以及亚洲热带夏季风建立“首发地”的确

认，为研究南海-西太平洋夏季风建立机制提供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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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亚洲热带夏季风建立过程示意图( 引自 He et al．( 2006b) )

Fig．6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Asian tropical summer monsoon onset ( From He et al．( 2006b) )

思路。基于以上对南海夏季风建立特征的认识，何

金海等( 2001) 从动力学和热力学相结合的角度提

出了南海季风监测的新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国家气

候中心的监测业务中，还确定了近 40 a 南海夏季风

的建立日期 ( 平均于 5 月中旬建立) 。Wang et al．
( 2007) 进一步比较了南海夏季风槽与东亚副热带

夏季风槽的结构与演变特征，指出二者存在本质区

别。南海夏季风槽主要表现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

西南气流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部的偏东气流辐

合带，对流显著，不具备锋面性质，其建立具有爆发

性和突然性，但其撤退缓慢，建立过程中东西风向逆

转是一个明显的指示因子。这些特征与东亚副热带

夏季风槽的锋面结构与演变有明显区别，进一步说

明了南海夏季风的热带季风属性。
2. 2 东亚副热带夏季风和纬向海陆热力差异

东亚副热带季风的明确概念由我校学者朱乾根

等首先提出。朱乾根、何金海和王盘兴( Zhu et al．，
1986) 通过比较印度季风环流和东亚季风环流，发

现印度季风区主要模态为印度低压( 图 8) 。而东亚

季风区则较为复杂，由三个主要模态构成( 图 9) ，第

一模态( 负位相) 表现为南海低压环流 ( 图 9a) ，其

内的南海季风槽位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南侧，具

有热带季风性质; 而第三模态( 图 9c) 中除了南海季

风槽，还有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北侧的西南风与中

高纬冷空气在副热带地区辐合，它位于高层南亚高

压脊线北侧下方的西风带中，具有明显的副热带季

风性质。因此，东亚季风由两个独立的子系统组成，

即位于南海-西太平洋的热带季风和位于中国大陆-
日本的副热带季风，而印度季风则为单纯的热带季

风( 图 8) 。
随后，陶诗言和陈隆勋给出了东亚季风的完整

环流系统图 ( Tao and Chen，1987) 。Wang and Lin
( 2002) 分析了不同区域季风的特征，也将东亚夏季

风分为两支，其中南海-西太平洋地区被称为“西北

太平洋季风区”，中国大陆-日本的副热带地区被称

为“东亚夏季风区”。Li and Zeng ( 2003) 根据标准

化的季风指数进一步给出了东亚副热带季风的大致

范围。
此时，学术界对东亚副热带季风的存在及其大

致的地理范围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对于东亚副

热带季风的本质等问题还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

种观点认为盛行于副热带地区的季风即为东亚副热

带季风，并未关注其本质特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南

海—西太平洋热带季风向北延伸后形成东亚副热带

夏季风。因此，对于东亚副热带季风的建立时间和

特征等存在较大的争议。
大量观测事实表明，东亚副热带夏季风于 3 月

底 4 月初就已建立( Zhao et al．，2007) 。此时在副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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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孟加拉湾夏季风爆发期间 150 hPa 流场和散度场( 彩色阴影区; 单位: 10－6 s－1 ) 及 500 hPa 至 200 hPa 平均的非绝热加

热场的时间演变( 红色点状表示大于 1. 5 K·d－1 ; A 表示反气旋中心，红色虚线表示南亚高压脊线; 引自 Liu et al．
( 2013) ) : ( a) －15 d; ( b) －12 d; ( c) －9 d; ( d) －6 d; ( e) －3 d; ( f) 0 d; ( g) +3 d; ( h) +6 d

Fig．7 Time evolution of the 150 hPa streamline and divergent field ( color shading; units: 10－6 s－1 ) and the diabatic heating aver-

aged from 500 to 200 hPa ( red stippling，＞1. 5 K·d－l ) during the Bay of Bengal summer monsoon onset period ( The
letter“A”denotes the anticyclone center，and the ridgeline is plotted as a red dashed line． From Liu et al． ( 2013) ) :

( a) －15 d; ( b) －12 d; ( c) －9 d; ( d) －6 d; ( e) －3 d; ( f) 0 d; ( g) +3 d; ( h) +6 d

带地区，对流层低层盛行的冬季偏北风转变为偏南

风，降水距平由负转正 ( 图 10 ) ，日 降 水 率 高 达 6
mm /d，同时经向风垂直切变、冷暖平流、中高层垂

直运动等也都发生了显著的季节转变，冬季控制中

国大陆的冷高压系统性东移至我国东部沿海等( 池

艳珍等，2013) 。这些特征均标志着东亚副热带夏

季风的建立( Qi et al．，2008; 任珂等，2010; 朱志伟和

何金海，2013; Chi et al．，2015) 。
东亚副热带夏季风建立的关键推动力是纬向海

陆热力差异。由冬至夏，东亚大陆( 包括青藏高原)

由冷源转为热源，使得东亚大陆与西太平洋的纬向

热力差异首先在副热带地区由“西冷东暖”转变为

“西暖东冷”( Qi et al．，2008) 。大陆感热加热迫使

低层大陆冷高压东移入海，激发副热带地区低层偏

南风的建立。低层南风一方面输送低纬度热量，维

持“西暖东冷”的形势，另一方面它使得垂直经向风

切变( 低层减高层) 由负转正，产生上升运动，进而

形成降水释放潜热加热中高层大气。如图 11 所示，

此时加热中心位于对流层中高层，强度与热带对流

相当( 黄娇文等，2016) 。通过“热力适应”过程，潜

热加热又加强低层南风，激发高层偏北风的出现，同

时凝结潜热对“西暖东冷”的热力分布也有很强的

正反馈作用 ( 图 12; 朱志伟和何金海，2013; Chi et
al．，2015) 。

事实表明，东亚副热带夏季风雨季建立明显早

于热带夏季风雨季，两者的雨带、强低空辐合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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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979 年 5—7 月印度季风区 700 hPa 逐日流场 EOF
分解的第一模态( 引自 Zhu et al．( 1986) )

Fig．8 The first EOF mode of the daily flow fields at 700
hPa in the Indian monsoon region from May to July
1979 ( From Zhu et al．( 1986) )

垂直运动带均是相互分离的，因此，东亚副热带夏季

风雨带并不是热带夏季风雨带向北推进的结果( 何

图 9 1979 年 5—7 月东亚季风区 700 hPa 逐日流场 EOF 分解的第一模态( a) 、第二模态( b) 和第三模态( c) ( 引自 Zhu et
al．( 1986) )

Fig．9 ( a) The first，( b) second and ( c) third EOF modes of the daily flow fields at 700 hPa in the East Asian monsoon region
from May to July 1979( From Zhu et al．( 1986) )

金海等，2008) 。3 月底到 4 月初，东亚副热带夏季

风雨带首先在江南地区建立( 也有学者称之为“春

雨”) ，并徘徊在华南地区( 包括台湾地区) 形成华南

前汛期。南海夏季风于 5 月中旬建立后，前汛期雨

带向北推进，于 6 月中旬形成江淮梅雨，7 月中旬以

后移至华北、东北地区，形成北方雨季。因此，3 月

下旬至南海夏季风建立前的这一多雨时段，应属于

东亚副热带夏季风的早期阶段，我们对副热带季风

雨季的关注点应从 5 月中旬( 南海夏季风建立) 提

前至 3 月底，这对我国旱涝预测思路是一个新的拓

展( 何金海等，2008) 。
然而，同样位于副热带的北美东部却不具有季

风特征，它的全年雨量分配均匀，不具有“降水显著

季节 变 化”这 一 季 风 区 的 关 键 特 征 ( 常 炉 予 等，

2013 ) 。Hu et al． ( 2020 ) 利 用 大 气 环 流 模 式

CAM5. 1 ( Community Atmosphere Model Version
5. 1) 设计敏感性试验 ( 表 1) 发现，改变海温分布

( ZMSST 试验) 、改变经向热力差异 ( NOSA 试验)

均不能改变北美区域降水的季节演变( 图 13) 。然

而，如果将北美大陆南移，南移的北美大陆由春至夏

出现较强且持续性的感热加热，加强了纬向海陆热

力差异，使得北美地区夏半年降水显著增多，呈现显

著的季节变化，这表明北美地区出现了季风区的关

键特征( 图 13) 。这再次证实了纬向海陆热力差异

是形成副热带季风的关键推动力。
表 1 试验方案( 引自 Hu et al．( 2020) )

Table 1 Description of numerical experiments ( From Hu et

al．( 2020) )

试验名称 方案设计

CTL 控制试验，使用气候态月平均 SST

ZMSST 与 CTL 相同，但使用纬向平均 SST

NOSA 与 ZMSST 相同，但移除了南美大陆

MS06、MS10、

MS14、MS18
与 NOSA 相同，但将北美大陆

向南分别移动 6、10、14 和 18 个纬距( °lat)

综上所述，由于南海-西太平洋热带季风和中国

大陆-日本副热带季风这两支性质截然不同季风子

系统的共存，东亚区域的季风气候极其复杂( He and
Liu，2016) 。位于中国大陆-日本的东亚副热带夏季

风于 3 月底、4 月初在江南地区首先建立，其关键推

动力是东亚大陆( 含高原) 与西太平洋之间的纬向

海陆热力差异。东亚副热带季风建立、季节进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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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气候平均场上东亚副热带地区 ( 27. 5° ～ 32. 5°
N) 500 hPa 海陆热力差异( 实心圆线; 单位: K ) 、
副热带地区( 110° ～140°E，27. 5° ～ 32. 5°N ) 平均

850 hPa 经向风( 空心方块线; 单位: m /s) 和降水

距平( 柱状图; 单位: mm /d; 季节循环已被去除)

的时间演变( 引自 Qi et al．( 2008) )

Fig．10 Climatological evolution of zonal land-sea
thermal contrast at 500 hPa ( solid dotted line; u-
nits: K ) in the East Asian subtropical region
( 27. 5°—32. 5°N ) ，meridional wind at 850 hPa
( line with open square; units: m /s) and precipita-
tion anomalies ( histogram ; units: mm /d; The sea-
sonal cycle is removed ) averaged in the
subtropics ( 27. 5°—32. 5° N，110°—140° E )

( From Qi et al．( 2008) )

强度均对我国雨带的位置和强弱有着显著的影响，

因此，我们应加强对它的分析和预测，其监测时间也

应从 5 月提前至 3 月。
2. 3 东亚副热带季风的盛期与梅雨

如前所述，南海热带夏季风于 5 月中旬建立，由

于热带夏季风的推动，华南前汛期雨带向北推进，于

6 月中旬推进至江淮流域，梅雨季节开始。7 月中旬

雨带北推至华北-东北地区，形成北方雨季( 图 14) 。
大量证据表明，梅雨季节是东亚副热带夏季风的典

型阶段( 盛期) ，其雨量大，强降水频发，容易造成我

国江淮流域大范围洪涝灾害。因此，江淮梅雨一直

是我国气象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我校季风

研究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我校季风研究团队

在梅雨入梅的年际变化、东北冷涡的“气候效应”及

其对梅雨的影响、梅雨期降水分布非均匀性等方面

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气候角度而言，6 月中旬江淮流域入梅，但每

年的入梅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通常入梅时间早，

梅雨期降水多，反之，降水偏少。早在 21 世纪初，徐

海明等( 2001) 基于江苏省气象台入梅标准确定的

图 11 由冬至夏转折点合成的前后各个时期的东亚副

热带地区( 110° ～ 120°E，20° ～ 35°N ) 的加热廓线

( 单位: ℃ /d; 蓝色实线: 1 月; 红色实线: 7 月; 虚

线 1—6 分别为－9、－6、－3、0、3、6 候，其中 0 候

( 约第 18 候) 为亚洲大陆与西太平洋纬向海陆热

力差异由冬至夏时由东暖西冷转为东冷西暖的

时间; 引自黄娇文等( 2016) )

Fig．11 Vertical profile of composite convective heating
( units: ℃ /d) in the East Asian subtropical region
( 20°—35°N，110°—120°E) in different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turning point from winter to
summer ( Blue solid line is January，and red solid
line is July． The dashed lines 1—6 represent the
vertical profiles on－9，－6，－3，0，3 and 6 pentad
relative to the time when the sea-land thermal
contrast between Asian continent and West
Pacific turns from warm east-cold west to cold
east-warm west from winter to summer． From
Huang et al．( 2016) )

江淮梅雨入梅日期，研究了江淮梅雨入梅的年际变

化与前期冬季环流和前期冬春季海温的关系，发现

江淮入梅早晚与前期冬季的北大西洋涛动存在显著

的相关关系。入梅早的年份，其前期冬季北大西洋

涛动强，而入梅晚的年份，则前期冬季北大西洋涛动

弱。同时也发现，江淮梅雨入梅早晚与前期冬春季

的北大西洋海温之间存在较为稳定持续的显著负相

关区。数值试验结果表明，北大西洋海温的异常偏

暖可通过激发类似横跨欧亚大陆的欧亚遥相关型波

列从而对梅雨产生影响( 图 15) 。在这之前，有关中

国东部汛期降水( 梅雨) 年际变化的研究主要关注

印度洋和热带太平洋海温异常的影响，而该研究则

表明中国东部汛期降水异常( 梅雨) 同时也受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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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东亚副热带夏季风建立机理框图( 引自朱志伟和

何金海( 2013) )

Fig．1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echanism for the East
Asian subtropical summer monsoon onset ( From
Zhu and He ( 2013) )

上游北大西洋海温异常的影响，这为后期开展的大

量有关大西洋海温异常影响东亚气候的研究有很好

的启示作用。竺夏英等 ( 2008) 基于长江中下游地

区 10 个观测站的入梅日期构建了一个区域入梅指

数，他们同样也发现入梅日期早晚与前期 1—4 月的

北大西洋中纬度海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江淮梅

雨入梅早晚除了与前期冬春季北大西洋海温异常有

关外，也与前期中太平洋 ENSO ( CP-ENSO ) 的冷暖

位相有关( 汪靖等，2009) ，当前期冬季 2 月和春季

呈现 CP-ENSO 暖( 冷位相) 时，梅雨建立偏晚( 早) ，

而 CP-ENSO 主要通过东亚-太平洋( EAP) 遥相关型

和热带西太平洋异常反气旋影响梅雨的建立。这些

结果对中国梅雨的分析和预报十分有益 ( 徐海明

等，2001; 竺夏英等，2007，2008) 。
梅雨期降水量存在明显的年际变化，降水异常

偏多或偏少可造成江淮流域严重的洪涝灾害或干

旱，如 1954 年、1991 年、1998 年和 2020 年洪涝以及

1958 年和 1994 年干旱。江淮梅雨期降水量的年际

变化既受到来自热带低纬度系统的影响，同时也受

到中高纬天气系统的影响。何金海等 ( 2006) 发现

频繁的东北冷涡活动具有显著的“气候效应”，即东

北冷涡活动异常会引起季节平均气温和降水的异

常，对梅雨期降水存在明显的作用。他们发现梅雨

期东北冷涡与降水量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图 16) ，

东北冷涡越强，梅雨期降水量越多，东北冷涡越弱，

梅雨期降水量也偏少。东北冷涡影响江淮梅雨期降

水的机制可概括如下: 随着东北冷涡的加强南压，它

与西伸的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使得我国

图 13 北美区域平均降水的逐月演变( 观测( OBS) 和试

验 CTL、ZMSST、NOSA 中 北 美 区 域 为 ( 120° ～
70°W，30° ～ 50°N ) ，试验 MS06、MS10、MS14 和

MS18 中 北 美 区 域 分 别 为 ( 120° ～ 70° W，24° ～
44°N) 、( 120° ～ 70° W，20° ～ 40° N ) 、( 120° ～
70°W，16° ～36°N) 和( 120° ～ 70°W，12° ～ 32°N ) ;

引自 Hu et al．( 2020) )

Fig．13 Monthly evolution of regional mean precipitation
over North America based on observations
( OBS ) and experiments ( North America is re-
ferred to the region of ( 30°—50° N，120°—
70°W) in OBS ( NCEP ) and in CTL，ZMSST
and NOSA experiments，and of ( 24°—44° N，

120°—70° W ) ，( 20°—40° N，120°—70° W ) ，

( 16°—36°N，120°—70° W ) and ( 12°—32° N，

120°—70°W) in MS06，MS10，MS14 and MS18
experiments．From Hu et al．( 2020) )

图 14 110° ～ 130° E 平 均 的 降 水 量 ( 阴 影 区; 单 位:

mm /d) 和 850 hPa 风场( 箭矢; 单位: m /s) 的纬

度-时间剖面( 引自 He and Liu( 2016) )

Fig． 14 Latitude-time cross section of precipitation
( shaded areas; units: mm /d ) and 850 hPa
wind field ( arrows; units: m /s) averaged over
110°—130°E ( From He and Liu (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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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北大西洋正海温异常试验与控制试验的 6 月模

式第 10 层( 约 400 hPa) 上差值流场( 引自徐海明

等( 2001) )

Fig．15 Differences in stream field at the 10th model level
( about 400 hPa) in June between the sensitivity
run with positive SST anomalies over the North
Atlantic and the CTL run( From Xu et al．( 2001) )

江淮地区南侧对流层中高层气压梯度力加大，动能

也随之增大，接着通过动能下传致使江淮以南地区

西南低空急流形成，将大量的暖湿气流输送到江淮

地区并与东北冷涡引导南下的干冷空气相互作用，

形成“上干下湿”的不稳定层结，有利于梅雨锋的形

成与维持，在上升运动的触发下，最终导致梅雨量偏

多( 图 17) 。2020 年夏季，长江流域发生了重大的

持续性暴雨与洪水灾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

北冷涡不断地向南输送冷空气，并与北上的季风暖

湿气流在长江流域相遇，造成了长江流域的多次强

暴雨过程。这证实了东北冷涡对梅雨的气候效应。

图 16 1958—2002 年梅雨期东北冷涡强度指数与东亚

地区降水量的相关系数( 阴影区通过 95%置信度

的显著性检验，深色为显著正相关区，浅色为显

著负相关区; 引自何金海等( 2006) )

Fig．16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northeast cold
intensity vortex index and East Asian precipitation
during Meiyu period from 1958 to 2002 ( Shaded
area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95% confidence
level．Dark ( light) shadings represent significantly
positive ( negative ) correlations． From He et al．
( 2006) )

图 17 东北冷涡影响江淮梅雨期降水的概念模型( 引自

王丽娟等( 2010) )

Fig．17 Concept model of how a northeast cold vortex im-
pacts the precipitation over the Yangtze-Huaihe
Ｒiver basin during the Meiyu period( From Wang
et al．( 2010) )

除了上述梅雨期整个江淮流域降水多寡造成洪

涝干旱以外，我国气象工作者还发现，即使在梅雨期

降水正常的年份，降水分布的不均匀也可造成局部

地区的 洪 涝 干 旱 ( 朱 乾 根 等，1992 ) 。竺 夏 英 等

( 2007) 通过对江淮地区 15 个站江淮梅雨期 ( 6—7
月) 降水的经验正交函数 ( EOF) 分析，发现第一特

征向量为前人主要讨论的江淮流域降水整体同位相

的变化，而第二特征向量则反映了梅雨期降水的经

向非均匀分布特征，即梅雨期降水型可明显分为南

涝北旱和南旱北涝型( 图 18) 。大多数南涝( 旱) 北

旱( 涝) 年整个江淮地区的梅雨期降水量接近正常

年份。当江淮梅雨期降水呈南涝北旱型时，同期梅

雨期低层锋区和水汽辐合中心偏南、东亚副热带夏

季风偏弱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 200 hPa 南亚高

压位置偏南; 南旱北涝型时，情况相反。在此基础

上，胡景高等 ( 2013) 进一步指出，我国江淮地区梅

雨期降水空间分布可分为南部型、长江型和江淮型

三种基本型态。在年际时间尺度上，梅雨期降水的

南北反位相特征更加明显; 而长江型梅雨期降水较

其他两个型态而言相对独立。这些梅雨期降水量空

间非均匀分布特征的揭示为国家气候中心梅雨监测

指标 体 系 的 建 立 提 供 了 科 学 依 据。吴 志 伟 等

( 2006) 发现梅雨期降水量在时间上也存在非均匀

特征，会出现“旱涝并存、旱涝急转”的现象，即梅雨

期某一时段特别旱，而另一时段又特别涝，旱涝交替

出现的情形。上述研究结果对梅雨区降水的精细化

监测与预报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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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降水量 EOF 第二特征向量的空间分布( a; 黑色圆点代表在江淮流域选取的 15 个站点) 及对应时间系数变化曲线

( b; 粗实线为趋势线) ( 引自竺夏英等( 2007) )

Fig．18 ( a) The second EOF mode of precipitation and ( b) its corresponding time series，with selected 15 weather stations ( dark
dots) over the Yangtze-Huaihe Ｒiver basin in( a) ，and linear trend( bold solid line) in ( b) ( From Zhu et al．( 2007) )

2. 4 东亚季风与大气季节内振荡

大 气 季 节 内 振 荡 ( 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

ISO ) 一般指时间尺度大于 7～10 d 而小于 90 d 的大

气中所具有的准周期性的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

大气季节内振荡被 Madden and Julian( 1971) 首先在

热 带 发 现，并 命 名 为 Madden Julian Oscillation
( MJO) ( 最近证实最早由中国学者北京大学谢义炳

教授在 1963 年发现; Li et al．，2018) 。人们后来发

现，大气季节内振荡广泛存在于热带至中高纬度、对
流层至平流层，是全球大气运动的基本特征之一。

图 19 1979 年 40～50 d 带通滤波的水汽输送曲线( 实线为南海地区，虚线为 22. 5°N 纬带; 箭头和

三角指示水汽数输送曲线的谷点; 引自何金海和于新文( 1986) )

Fig．19 Time series of the 40—50 d filtered water vapor flux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 solid line) and
at the 22. 5°N ( dashed line) in 1979 ( The arrow and triangle denote the minimum value of the
water vapor flux at the two regions．From He and Yu ( 1986) )

大气季节内振荡能够显著影响东亚季风的建立

和推进以及月季尺度内的“旱涝急转、旱涝并存”。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校何金海与夏威夷大学

Murakami 和 Nakazawa 教授就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有

关亚洲季风的季节内振荡研究，揭示了 40 ～ 50 d 大

气季节内振荡信号表现出显著的北传特征，阐明了

瞬变波动影响季节内振荡北传的动力学机制( Mu-
rakami et al．，1984a) ，同时发现了季风中断与视热

源和水汽汇的季节内振荡活动联系紧密 ( 何金海

等，1984; Murakami et al．，1984b) 。随后，何金海和

于新文( 1986) 进一步聚焦我国东部季风雨带，发现

各纬带的水汽输送都存在不同周期的振荡特征，揭

示了中国南海北部水汽向北传播输送能够影响中国

大陆东部夏季风降水( 图 19) ，南海地区( 平均纬度

18°N) 和 22. 5°N 纬带上的水汽经向输送具有大约

5 d 的位相差。南海地区水汽输送 40 ～ 50 d 振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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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增强过程均对应着一次我国东部大型天气过

程。如 5 月中旬第一次增强过程对应南海季风建

立，6 月中下旬第二次增强过程对应长江流域的梅

雨建立，7 月底第三次增强对应着雨带在华北地区

的稳定和维持。

图 20 90° ～120°E 范围 850 hPa 上 15°N 平均纬向风( a) 、赤道平均经向风( b) 和 30°S 平均温度( c) 的滤波曲线( 引自 He
and Chen( 1988) ) ，以及澳大利亚地区冷空气活动影响北半球东亚夏季风的 5 个关键区示意图( d) 和通过关键区的

在南半球冷空气活动异常初始场下试验积分时段内的经向风扰动的时间-纬度剖面( e) ( 引自何金海等( 1991) )

Fig．20 Filtering curves of 850 hPa parameters at different zonal belts over 90°—120°E，with ( a) 珔u at 15°N，( b) 珋v at the equator

and ( c) 珔T at 30°S ( From He and Chen ( 1988) ) ，( d) diagram of five key region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old air activity
in Australia on the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and ( e) time-latitude cross section of me-
ridional wind anomalies for the five regions during the integration period under the initial field of cold air activity anoma-
ly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 MAS integration minus average integration for the same period ) ( From He et al．
( 1991) )

除了南海地区水汽季节内尺度的输送对中国东

部夏 季 风 降 水 影 响，He ( 1988 ) 和 He and Chen
( 1988) 分别用观测诊断和数值模拟的方法论证了

南半球中高纬度冷空气 40～50 d 季节内振荡活动能

够通过越赤道气流影响中国东部夏季降水的季节内

振荡变化，强调了与澳大利亚高压和马斯克林高压

相联系的南半球冷空气活动是北半球夏季风活动的

来源之一。如图 20 所示，南半球中高纬度温度的季

节内振荡波谷超前于赤道上的南风异常，而越赤道

南风气流又超前于南海地区的纬向西风异常。数值

试验也证实了在有南半球冷空气活动下，经向风扰

动存在显著的北传的特征 ( He et al．，1990; 何金海

和李俊，1991) 。这种南北半球间在季节内尺度上

的超前滞后关系证实了由澳洲冬季风和亚洲夏季风

组成的亚澳季风系统在季节内尺度上的相互联系和

影响。
He and Yang ( 1990) 利用欧洲中心资料发现欧

亚大陆中高纬度大气环流的季节内振荡对东亚夏季

风降水也有显著影响。中高纬度正压结构的低频波

动中的扰动低压异常向东传播，途经地中海、中亚，

最后到达东亚沿岸，最终通过影响东亚夏季风槽从

而调控东亚夏季风季节内降水变率。这种低频波动

类似后来被发现的季节和年际尺度定常罗斯贝波，

即丝绸之路波列( Lu et al．，2002; Enomoto et al．，
2003) 。此外，He et al． ( 2007b) 还讨论了海温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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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季节内振荡的影响，他们利用非地转、斜压的动力

理论模型进行了敏感性试验，发现气候态的高海温

能激发更高频的天气尺度波动，而海温的正异常能

够激发更大尺度、更低频的行星尺度波动，阐明了气

候态海表温度和异常的海表温度各自对大气季节内

振荡传播的影响。该结论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海表

温度影响大气季节内振荡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图 21 东亚地区平均的 700 hPa 相对涡度( 实线) 和降水( 虚线) 联合 EOF 前两个主模态的空间分布( a．第一模态; b．第二模

态) 及其时间系数的功率谱( c．第一模态; d．第二模态) ，以及由两模态时间系数构成的联合监测指数( e; 实心点代表

东亚季风降水的雨带经向位置) ( 引自 He et al．( 2015) )

Fig．21 Spatial patterns of ( a) the first and ( b) the second modes from MV-EOF of the relative vorticity at 700 hPa( solid lines)
and precipitation ( dashed lines) using the non-filtering method．Spectrum of the time series of ( c) the first and ( d) the
second modes ( The red dashed lines indicate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using the red noise significance test) ．( e) Evolu-
tion of bivariate phase distribution determined by the two time series( ISV_1 and ISV_2) for 1979 ( The x-axis is ISV_1，

and the y-axis is ISV_2．The space is divided into eight phases，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meridional positions of the pre-
cipitation anomaly) ( From He et al．( 2015) )

综上，东亚季风受到来自不同源地大气季节内

振荡的影响，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认

识到东亚副热带季风本身也可以作为北半球副热带

的一个重要热源强迫( Zhu and Li，2016) ，在季节内

尺度上对下游北美地区的气候变率产生重要影响

( Yang et al．，2020) 。
随着天气和气候预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大

气季节内振荡信号为预报源的延伸期天气预报和短

期气候预测已成为大气科学领域广泛关注的热点和

前沿。针对东亚冬夏季风的季节内变率特征，He et
al．( 2011) 揭示了冬季热带大气季节内振荡的两个

主模态和东亚冬季地表气温的超前滞后关系，为东

亚冬季气温延伸期预报提供了理论支撑; 李文铠等

( 2014) 强调了 MJO 的 2～3 位相和 6～7 位相对后期

华南前汛期降水的影响，为华南前汛期降水的延伸

期预报提供了科学依据; He et al． ( 2015) 基于东亚

地区 30～ 60 d 季节内振荡经向传播的特点，利用东

亚副热带季风降水的前两个模态的组合，设计了表

征季风雨带季节内向北推进的新指数( 图 21) ，研发

了东亚副热带季风区延伸期监测和预测的方法，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近年来，Zhu et al．( 2015) 利用拓展的最大协方

差方法提取了随时间变化的预报因子场和预报量场

时空耦合信息，融合了“过程预报过程”的统计预报

思想，构建了多种基于时空投影法的延伸期预报模

式 ( Spatial Temporal Projection Model，STPM ) 。
STPM 不仅能将传统的 MJO 指数统计预报时效提

前 5～10 d，还能够较好地模拟冬夏季热带对流异常

分布，把热带对流异常分布的延伸期预报时效延长

至 25～30 d。同时，基于长期对东亚季风多尺度变

异及其影响因子的理解和认识，挑选了适用于不同

预报对象的预报因子，分别建立了中国夏季降水异

常分布( Zhu and Li，2017a) 、夏季地表温度及热浪

( Zhu and Li，2018 ) 、冬季地表温度与极端冷事件

( Zhu and Li，2017b ) 、南海夏季风爆发过程 ( Zhu
and Li，2017c) 和西北太平洋群发台风 ( Zhu et al．，
2017) 等统计延伸期预报模式，均达到了 15 ～ 20 d
的预报时效，显示了可喜的预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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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从竺可桢、涂长望时期的“统计季风”，到叶笃

正、陶诗言等的“环流季风”，再到当今的“物理季

风”、“全球变暖下的季风”; 从印度季风，到东亚季

风、亚澳季风，再到全球季风( Wang and Ding，2008;

Wang et al．，2018) ; 季风研究不断推进，逐步深入，

从未停歇。
季风作为自然奥秘的典型代表，吸引着我们不

断探索的脚步，进一步加深其变化机理的认识、提升

其预测水平，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前

进的动力和方向。未来季风研究的一大挑战是季风

的时空多尺度预测，包括延伸期、季节、年际、年代际

预测和季风变化预估以及季风暴雨、季风雨带等，预

测水平的提升依赖新理论的发现、新方法的探索以

及新工具的应用。此外，亚洲季风区作为强大的热

源，可能对全球气候产生影响，这或许是未来季风研

究的一大热点。
我国科学家是亚洲季风、特别是东亚季风研究

的主力之一，在东亚季风研究方面具有显著的国际

地位和影响，季风研究水平也位于国际前列。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的季风研究团队作为国际季风研究的

重要力量之一，将秉承传承发展、开拓创新的理念，

始终坚守季风研究的前沿阵地，不断深化季风理论

认识，为提升季风预测水平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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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of monsoon research progress in NUIST: a celeb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NUIST

HE Jinhai，XU Haiming，WANG Lijuan，QI Li，ZHU Zhiwei，MA Jing，LUO Jingjia

Key Laboratory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Ministry of Education ( KLME ) / Joint International Ｒesearch Laboratory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Change ( ILCEC)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Forecast and Evaluation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 CIC-FEMD) /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

ences，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in course of monsoon research i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NUIST ) since the founding of NUIST 60 years ago，and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the Asian
monsoon，especially in the East Asian monsoon．From 1980s to early 2000s，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ＲC-US，PＲC-Japan cooperated monsoon research projects and the“South China Sea Monsoon Experiment”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the monsoon research team in NUIST，and also contributed to a se-
ries of innovative achievements．First，th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sian monsoon and
the Indian monsoon were revealed，and the clear concept of the East Asian subtropical monsoon was proposed．
Second，an earlier onset of the East Asian subtropical summer monsoon than the South China Sea summer mon-
soon with the former independent of the latter was found．Third，the Asian-Australian“land bridge”was identified
as the region with the most active convections in the Asian monsoon region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n
spring，and the associated convection occurrence and northward advancement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onset of the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Fourth，the northward-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the summer in-
traseasonal oscillation over the East Asian monsoon region were unraveled and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extend-
ed-range forecast．These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monsoon research．In recent
years，NUIST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idea of“Open Development and Joint Development”and vigorously intro-
ducing high-level talents，which further contribute to the monsoon research．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eams dedica-
ted to international monsoon research，NUIST monsoon research team will keep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monsoon theory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monsoon forecast．

Asian monsoon; South China Sea summer monsoon; East Asian subtropical summer monsoon; Meiyu; in-
traseasonal osci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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