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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高空冷涡的划分及其动态合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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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地理分布将中国北方高空冷涡划分为东北冷涡（120°—145°E，35°—60°N），华北冷涡（100°—130°E，30°—
45°N）以及东蒙冷涡（100°—130°E，40°—55°N）三类，根据2000—2018年NCEP/NCAR 1°×1°再分析资料和日降水资料对

19 a冷涡个例进行筛选对比，统计分析三类冷涡的活动规律，利用动态合成分析方法分析三类冷涡的结构和降水特征。

结果表明：在490例高空冷涡个例中，遗漏的冷涡个例有2个，重复的个例有13个，剩下475例个例都能较好的被选出和

归类，给出的三类冷涡定义较为合理。东北冷涡和东蒙冷涡在全年皆可生成，而华北冷涡在12月和2月没有发现。东北

冷涡在4、5月生成最多，在3月和8月生成较少。华北冷涡在5月生成最多，冬季生成较少。东蒙冷涡在5、6、9三个月生

成较多，在2、3和11月生成较少。对三类冷涡的动态合成分析表明：在结构方面，考察位势高度、温度、涡度、和等熵位涡

分布，得到东北冷涡平均强度最强，东蒙冷涡次之，华北冷涡最弱；在降水方面，冷涡强度最强的时段，冷涡降水主要出现

在高空急流出口区以北，对应有强的高层辐散。由于低层湿度分布以及水汽输送强度的不同，三类冷涡的降水大值中心

位置有所差别，并且华北冷涡平均降水强度最大，东北冷涡次之，东蒙冷涡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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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and dynamic composite analysis of three kinds of high altitude cold vo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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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e North China cold vortex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Northeast China Cold Vortex

(120°-145°E, 35°-60°N), North China Cold Vortex (100°-130°E，30°-45°N) and East Mongolia Cold Vortex (100°-130°E, 40°-55°N). Ac-

cording to NCEP/NCAR 1°×1° reanalysis datasets and daily precipitation datasets from 2000 to 2018, the cold vortex cases in 19 years are

screened, the activity rules of the three kinds of cold vortexes a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structure and precipi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kinds of cold vortexes are analyzed by dynamic composite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490 cases of high-altitude

cold vortexes in 19 years, 2 cases are missed, and 13 cases are repeated. The remaining 475 cases can be well selected and classified, and the

definitions of three types of cold vortexes are reasonable. Northeast Cold Vortex and East Mongolian Cold Vortex can occur throughout the

year, while North China Cold Vortexes are not found in December and February. Northeast Cold Vortexes are found mostly in April and May,

and also in March and August with less frequency. North China cold vortexes are found mostly in May and less frequently in winter. In May,

June and September, there are more cold vortexes generated in east Mongolia, while there are fewer in February, March and November. Dy-

namic composite analysis is used to analyze the three types of cold vortices. In terms of structure, the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height, tempera-

ture, vorticity, and isentropic potential vortices show that the average strength of the Northeast China Cold Vortex is the strongest, followed by

the East Mongolia Cold Vortex, and the North China Cold Vortex is the weakest. In the period when the cold vortex intensity is the stron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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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高空冷涡是东亚地区主要天气系统之一，它是大

尺度环流形势在我国东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常给华

北、东北、东蒙地区等地造成雷暴、冰雹、短时强降水和

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因此对我国北方高空冷涡进行研究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宗志平等，2009；吴迪等，2010；
李江波等，2011；马素艳等，2016；符娇兰等，2019）。

冷涡属于比较深厚的系统，从低空到高空都有表

现，活动范围包括东北、华北以及东蒙地区，因此可以

划分为东北冷涡、华北冷涡和东蒙冷涡（王丛梅和丁

治英，2006；王东海等，2007；武威和牛淑贞，2017；蔡
雪薇等，2019）。华北、东蒙和东北冷涡的发生、发展、

演变及引发的强对流天气有一定的相似性，冷涡的发

展受到阻塞高压的影响，两者时间分布具有同步性

（郜彦娜和何立富，2013；王宇欣和宋瑶，2014）。

Zhang 等（2008）研究得到，我国东北 20%～60%的暖

季降水和 53%（22.4%）的雹暴（暴雨）是由冷涡引起

的。目前针对东北冷涡的研究较多，其定义也较为完

善，气象学者在研究中多采用郑秀雅等（1992）对东北

冷涡的定义，即东北冷涡是 500 hPa 高度上 115°—
145°E，35°—60°N范围内出现等高线的闭合圈，并有

冷中心或冷槽相配合，持续 3 d或以上的低压环流系

统。但该种划分方式为了满足持续 3 d以上的条件，

在范围的划分上有所扩大，包括了华北地区和东蒙地

区。华北冷涡一般多指活动在华北和内蒙古东部附

近地区的高空冷涡系统，是造成京津冀夏季突发性强

对流天气的重要天气系统（李银娥等，2007；田秀霞和

邵爱梅，2008；杨珊珊等，2016）。郁珍艳等（2011）给

出了华北冷涡的一种定义方式：500 hPa上110°—130°E，
35°—55°N范围内出现闭合等高线，并有冷中心或冷

槽相配合，持续 2 d或以上的低压环流系统。丁力等

（2004）将东蒙冷涡定义为由西风槽加深切断而成，在

500 hPa高度上生成于蒙古国中部，东移过程中，前方

受暖脊阻挡，在蒙古东部维持少动的冷性低涡。但与

东北冷涡相比，华北冷涡和东蒙冷涡的定义相对还有

所欠缺，由于地理分布的关系，两者在区域的划分上

还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地理区域的划分，

给出东北冷涡、东蒙冷涡以及华北冷涡一种明确的划

分方式，统计分析三类冷涡的活动规律，并采用动态

合成的方法对比分析冷涡的结构特征和降水分布。

1 冷涡划分、资料和方法

前人研究中一般将冷涡定义为500 hPa高度上出

现等高线的闭合圈，且有冷中心或者冷槽相配合，持

续存在 3 d及以上的低压环流系统，并根据所在区域

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名称，例如东北冷涡、华北冷涡、

东蒙冷涡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地理区域的

划分，对我国北方的高空冷涡进行定义和划分。在区

域的划分上，需要考虑各类冷涡过程实际影响的区域

从而进行划分，并且划分区域的方式需要尽可能的简

单，例如使用矩形进行划分，方便研究工作的进行，因

此几类冷涡的区域会有一定的重叠。这里的重叠区

域为过渡区域，考虑到不同冷涡系统之间的演变有一

个过渡的过程，因此需要有一个过渡区域，演变过程

就在这个过渡区域进行，在该区域的冷涡同时具有两

种或者三种冷涡的性质。此外几类冷涡划分区域之

间重叠的面积需要尽可能的小，减少冷涡在过渡区域

逗留的时间，减少重复的情况，即在某个时间段出现

一个冷涡可以同时被命名为多个名称。在时间方面，

冷涡需要维持一定的时间，一般是3 d及以上，但考虑

到存在一种情况：冷涡整个过程维持3 d以上，但由于

其运动在各个划分区域内存在时间不足3 d。针对这

种情况，需要对每个区域内的冷涡持续时间进行一定

的修改，减少筛选过程中的遗漏。通过对2000—2018
年 19 a三类冷涡的统计分类，综合考虑各种情况，主

要调整定义区域范围和持续时间，将北方三类高空冷

涡定义为：

东北冷涡：500 hPa高度上120°—145°E，35°—60°N
范围内出现等高线的闭合圈，并有冷中心或冷槽相配

合，持续54 h或以上的低压环流系统。

华北冷涡：500 hPa高度上100°—130°E，30°—45°N
范围内出现等高线的闭合圈，并有冷中心或冷槽相配

合，持续48 h或以上的低压环流系统。

东蒙冷涡：500 hPa高度上100°—130°E，40°—55°N
范围内出现等高线的闭合圈，并有冷中心或冷槽相配

合，持续48 h或以上的低压环流系统。

the cold vortex precipitation mainly appears in the north of the outlet area of the upper jet, with strong divergence.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low-layer humidity and the intensity of moisture transpor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location of large precipitation centers

of the three types of cold vortexes. The North China Cold Vortex has the largest mean precipitation intensity, followed by the Northeast Cold

Vortex, and the East Mongolia Cold Vortex has relatively weak precipitation.

Key words: Northeast China cold vortex; North China cold vortex; East Mongolia cold vortex;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 composite analysis;

classification of th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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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上述分类方式的合理性，在按照定义筛选

出 2000—2018 年三类冷涡个例的同时，也筛选出

2000—2018 年北方高空冷涡（500 hPa 高度上 100°—
145°E，30°—60°N范围内出现等高线的闭合圈，并有冷

中心或冷槽相配合，持续3 d或以上的低压环流系统）

个例进行对比。对比筛选出的490例高空冷涡个例和

东北、华北以及东蒙冷涡个例，发现使用上述定义进

行筛选，出现遗漏的冷涡个例2个，重复个例13个。

遗漏的个例，即按照高空冷涡的定义可以将其筛

选出来，但使用三类冷涡的定义却无法将其筛选出

来，其出现主要是由于冷涡过程总体持续时间较短，

且在每个区域的活动时间较少，使得该个例在筛选过

程中被遗漏。分析2个遗漏个例，2005年12月23—25
日，冷涡在东蒙区域北侧生成，活动 24 h后进入东蒙

区域，在东蒙区域活动 18 h后进入东北区域，最后在

东北区域维持30 h后消亡。2006年2月20日到23日，

冷涡在东蒙区域北侧生成，活动 18 h 后进入东蒙区

域，在东蒙区域活动 24 h后进入东北区域，最后在东

北区域活动30 h后减弱消亡。

重复的个例，即冷涡在划分的过渡区域活动了较

长时间，导致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同时被定义成两种甚

至三种冷涡。为排除冷涡转变过程经过过渡区域的

情况（例如东蒙冷涡转变为东北冷涡过程中也会在过

渡区域运动一段时间），定义重复时间达到 48 h以上

的个例为重复个例。最后得到重复个例13个，其中在

华北和东蒙过渡区域活动导致重复的为10个，在东北

和东蒙过渡区域活动导致重复的为 2个，在三者共同

过渡区域活动导致重复的有 1个。这里重复的 13个

冷涡属于复合型冷涡，此类冷涡能影响到不同区域，

也同时具有多种冷涡的性质。例如位于华北和东蒙

过渡区域的冷涡，同时具有华北冷涡和东蒙冷涡的性

质，也同时影响华北区域和东蒙区域。

排除重复和遗漏的个例，19 a三类冷涡的 475个

个例情况在表 1中给出。三类冷涡中东北冷涡最多，

华北冷涡最少。而在冷涡转变方面，从表 1中可以看

出有大量东蒙冷涡向东移动，最后转变为东北冷涡，

此外也存在华北冷涡东移转变为东北冷涡，以及东蒙

冷涡向南运动转变成华北冷涡的情况。还存在个别

冷涡活动时间较长，多次进行转变的情况，例如存在

东北冷涡西移转变为东蒙或华北冷涡，随后又东移变

回到东北冷涡的情况。可见三种冷涡之间存在互相

转变，转变区域即为三类冷涡的过渡区域，当冷涡通

过过渡区域，并在不同的定义区域存在足够时间时，

会发生不同冷涡之间的转变。
表1三类冷涡个例统计结果

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three kinds of cold vortexes.

类别

东北冷涡

东蒙冷涡

华北冷涡

东蒙-东北

华北-东北

东蒙-华北

个例数

290
39
12
113
7
6

类别

东北-东蒙

东北-东蒙-东北

东北-华北-东北

东蒙-华北-东北

华北-东蒙-东北

个例数

1
4
1
1
1

在冷涡筛选的基础上，将上述冷涡过程分为东北

冷涡、华北冷涡和东蒙冷涡三类，存在转变的冷涡按

照不同区域进行统计，例如东蒙冷涡转变为东北冷涡

的个例，在东蒙区域的时间段按照东蒙冷涡统计，在

东北区域的时间段按照东北冷涡统计（因此东北冷涡

包含所有单独的东北冷涡个例和冷涡转变个例中的

东北冷涡部分;其他类同），采用NCEP/NCAR 1°×1°再
分析资料和日降水资料，统计分析2000—2018年19 a
三类冷涡的活动规律。根据统计分析的结果，利用动

态合成分析方法对三类冷涡的结构和降水特征进行

对比分析，动态合成分析公式为：

S̄(xy)= 1
Nåt = 1

N

St(xy) （1）
其中 St(xy) 为 t 时刻的物理量场；S̄(xy) 为动态

合成后得到的样本平均；(xy) 为所选区域的坐标，根

据冷涡中心位置进行移动；N 为样本总数。动态合成

时以500 hPa高度上冷涡位势高度最低值所在的点为

合成中心，向东南西北各取20个经纬度，在边长为41
个经纬度的正方形区域进行动态合成(孙力等，1995；
李爽等，2017）。

在冷涡物理量场的分析中，等熵位涡可以综合反

映环流场和热力场的特征（李永生，2016），因此对三类

冷涡的等熵位涡进行对比分析。等熵位涡表达式为

P = -g( f + ζθ)(¶θ/¶p) （2）
其中P为等熵位涡，ζθ 为等熵面上相对涡度的垂

直分量，f 为牵连涡度，p和 θ分别为气压和位温，g为

图1 三类高空冷涡的区域划分

Fig.1 The region division of the three high altitude cold vort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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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加速度。

2 三类冷涡统计特征分析

2000—2018 年，按照上述分类方法，除去遗漏和

重复的情况，总共筛选出东北冷涡个例418例，东蒙冷

涡个例165例，华北冷涡个例28例。对三类冷涡的个

例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各个月生成的冷涡个数（图2），
可以发现东北冷涡和东蒙冷涡在全年皆可生成，而华

北冷涡在12月和2月没有发现。东北冷涡在4、5月生

成最多，而在3月和8月生成较少。华北冷涡在5月生

成最多，冬季生成较少。东蒙冷涡在5、6、9三个月生成

较多，在2、3和11月生成较少。对三类冷涡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每月东北冷涡生成个数最多，东蒙冷涡次之，

华北冷涡最少，且在夏季东北冷涡和东蒙冷涡数量相

差较小，而在冬、春两季两者相差较大。

冷涡是东亚中高纬度地区重要的天气系统，其持

续性频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局地和非局地的

气候，冷涡活跃年分会带来更多的冷涡降水以及冷涡

引发的中小尺度天气过程，冷涡活跃的年份在冷涡活

动频繁的地区一般会对应有更多的降水和更低的温

度。考察三类冷涡的年际变化特征，如图 3所示。可

以看到每年发生的冷涡个例中，东北冷涡数量最多，

东蒙冷涡次之，华北冷涡数量最少。东北冷涡年平均

生成 22 个，其中 2005 年和 2018 年生成最多，达到 28
个；而 2001 年生成最少，为 16 个。华北冷涡生成较

少，其中 2006、2009、2013、2018 和 2019 年均没有出

现；而在 2004、2007和 2010年最多，每年有 4个生成。

东蒙冷涡年平均生成19个，其中2014年生成最少，为

5个；而2012年和2018年生成最多，为13个。

分析各个季节冷涡移动过程中冷涡中心经过各

经纬度位置的次数（图 4），该数值的大小主要与冷涡

存在的时间以及冷涡路径的重合程度有关。可以发

现东北冷涡中心主要集中在 40°—58°N范围内运动，

且夏、冬两季经过区域次数多的大值区较为集中，如

果以 130°E为分界线，可以看到夏季东北冷涡主要集

中在130°E以西，而冬季主要集中在130°E以东，夏季

东北冷涡更容易在大陆上徘徊，而冬季相反。春季东

北冷涡大值区较为分散，而秋季东北冷涡大值区较

少，表明冷涡中心移动位置重合较少。东蒙冷涡在夏

季经过区域最为集中，最大集中区域主要位于110°E—
120°E，其他几个季节经过区域较为分散，但主要经过

定义区域的东北部。与东北冷涡夏、冬两季有明显的

集中区域分界线相比，东蒙冷涡所在区域范围主要集

中在大陆上，各个季节集中区域的分布没有明显的分

界。华北冷涡出现次数和存在时间在三类冷涡中最

少，且中心主要在35°N以北运动，但在在春、夏两也有

一些华北冷涡在华北南部区域出现。华北冷涡夏季

最为集中，春、秋两季相当分散，冬季因为出现较少，

没有得到路径重合的位置。对比来看，春季东北冷涡

移动路线重合较多，且分布较为分散，而东蒙冷涡移

动路线主要经过定义区域的东北部，华北冷涡路线重

合最少；夏季东北冷涡路线主要集中在定义区域的西

部，东蒙冷涡路线主要位于定义区域的中部和东部，

华北冷涡主要经过定义区域的北部；秋季东北冷涡和

东蒙冷涡移动路线都较为分散；冬季东北冷涡主要经

过定义区域的东部，而东蒙冷涡定义区域的西南部很

少有冷涡经过。

3 三类冷涡合成对比分析

以500 hPa高度上冷涡位势高度最低值所在的点

为合成中心，将东北冷涡、华北冷涡和东蒙冷涡所有

存在时刻进行动态合成分析，借此考察三类冷涡的结

构。图 5a—c给出了三类冷涡在 500 hPa高度位势高

度场和位温场的分布特征，可以看到三类冷涡都存在

明显的等高线闭合圈，东北冷涡和东蒙冷涡的低压中

心有冷中心相配合，而华北冷涡的低压中心有冷槽相

配合。就强度来看，一般情况下东北冷涡强度最强，

合成得到的东北冷涡存在四条闭合等高线，中心的最

低位势高度达到5 280 gpm，所在环境平均温度和冷涡

中心的平均温度也最低，综合之前的分析结果，可能

是由于东北冷涡冬季出现的频率多于华北冷涡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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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个月三类冷涡的生成数量统计

Fig.2 Statisticsontheformationofthethreekindsofcoldvortexesineach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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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三类冷涡年际变化特征

Fig.3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kinds of cold vort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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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冷涡；东蒙冷涡强度次于东北冷涡，合成中心出现

两条闭合等高线，中心最低位势高度达到 5 480 gpm，

环境平均温度和冷涡中心平均温度也高于东北冷涡；

华北冷涡强度最弱，合成中心有两条闭合等高线，中心

最低位势高度达到5 640 gpm，所在环境平均温度相对

较高，冷涡中心的冷空气强度也明显弱于东北冷涡和

东蒙冷涡，可能是由于华北冷涡在冬季出现较少。从

温度梯度角度来看，三者在纬向上的温度梯度相差

不大。

考察三类冷涡过程引发的降水情况，为减少东

北、华北雨季降水的影响，同时认为冷涡强度达到最

大时冷涡附近的降水主要是由冷涡引起的，因此选取

冷涡中心位势高度最低的时段进行动态合成分析。

图6给出了冷涡最强时刻涡度、扰动温度、垂直速度的

垂直剖面图和 315 K等位温面上的等熵位涡分布，可

以看到三类冷涡中心位置在从对流层低层到高层都

图4 各经纬度三类冷涡中心经过次数的季节分布图（a、b、c三个纵列分别表示东北冷涡、东蒙冷涡和华北冷涡，

下标1-4分别表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阴影为相应经纬度冷涡中心经过次数)
Fig.4 The season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kinds of cold vortex centers at each position. The three longitudinal columns of (a,b,c)

represent the Northeast China Cold Vortex, the East Mongolian Cold Vortex and the North China Cold Vortex, respectively. Subscripts1-4

represent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respectively, and the shading represents the frequency of passing

through the corresponding longitude and latitude cold vortex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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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东北(a,d)、华北(b，e)、东蒙(c，f)三类冷涡过程中心位势高度最低时段动态合成的垂直剖面图和315 K等熵位涡分布图（a—c为冷

涡中心的纬向垂直剖面图（沿着相对纬距为0°的线做垂直剖面），其中阴影为温度（单位：K），等值线为涡度（单位：10-5s-1，等值线间

隔0.4×10-5 s-1），风矢量为u（m·s-1）和w（10-2 m·s-1）合成。d—f为315 K等熵位涡（单位PVU，等值线间隔0.5 PVU））

Fig.6 Vertical profiles of dynamic composite at the time with lowest central pressure about the three kinds of cold vortex processes and isentropic potential

vorticity at 320 K. (a-c) show the longitude-height cross sections of the cold vortex center (vertical section along the line which relative latitude distance is 0°),
where the shading is the potential temperature (unit: K), the contour line is the vorticity (unit: 10-5 s-1, contour line interval: 0.4×10-5 s-1), and the wind vector is

composed of u (m·s-1) and w (10-2 m·s-1). (d-f) show the isentropic potential vorticity (unit: PVU, contour line interval: 0.5 PVU) at 31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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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东北(a)、华北(b)、东蒙(c)三类冷涡过程所有时次500 hPa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单位：gpm，等值线间隔为40 gpm）和500 hPa

温度场（阴影，单位：K）动态合成图(坐标原点为冷涡合成中心，横纵坐标为相对冷涡中心的经纬度)

Fig.5 Dynamic composite of 500 hPa potential height field (contour line, unit: gpm, contour interval: 40 gpm) and 500 hPa potential temperature field

(shading, unit: K) of the three kinds of cold vortex(a-c represent the Northeast China Cold Vortex, the East Mongolian Cold Vortex and the North China

Cold Vortex respectively) processes at the moment of cold vortex existence. The origin of coordinates is the center of cold vortex composite,

and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ordinates are the relativ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about cold vortex center.

有明显的正涡度区域，且正涡度最大值出现在400 hPa
高度附近，且东北冷涡涡度最强，东蒙冷涡次之，华北

冷涡最弱。为对比冷涡中心位置与冷暖中心位置的

对应关系，对合成区域所在范围做纬向平均，进而求

得合成区域的扰动温度，用以得到冷暖中心的位置和

强度。结果表明在对流层中、低层，涡度中心对应着

冷中心，而到了对流层高层，涡度中心则与暖中心相

对应，且冷暖过渡区域恰在涡度最强的 400 hPa高度

附近。而在强度方面，三类冷涡中、低层的冷中心温

度扰动相差不大，而在对流层高层，华北冷涡暖中心

的温度扰动稍弱于东北冷涡和东蒙冷涡。考察冷涡

垂直运动分布，在冷涡东侧有明显的上升运动区域，

冷涡西侧则多为下沉气流，与温度场相配合，可以得

到冷涡东侧的上升气流容易将低层暖空气进行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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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三类冷涡过程中心位势高度最低时段动态合成。a-c为合成的850 hPa相对湿度（等值线，单位：%，等值线间隔为5%）和850

hPa温度场（阴影，单位：K）。d-f为合成的850 hPa位势高度场（等值线，单位：gpm，等值线间隔为40 gpm），

地面24 h累计降水（阴影，单位：mm）和850 hPa水汽通量场（箭头）

Fig.7Dynamic composite of the three kinds of cold vortex processes at the timewith lowest central pressure. (a-c) are the composited 850hPa relative humidity

(contour line, unit:%, contour interval: 5%) and850hPapotential temperature field (shadow, unit:K). (d-f) are the composited potential height field of 850hPa

(contour line, unit: gpm, contour interval: 40 gpm), 24-hour accumulatedprecipitation on the ground (shading, unit:mm) andwater vapor flux field of 850hPa (arrow).

升。对比三类冷涡，东北冷涡和东蒙冷涡在低层涡度

中心主要与上升气流对应，上升运动与下沉运动的分

界主要在冷涡中心偏西的位置，而华北冷涡上升运动

与下沉运动的分界主要位于冷涡中心位置。315 K等

熵面接近 500 hPa高度，能较好的反冷涡的环流场和

热力场特征，因此采用 315 K 等熵面进行分析。从

315 K等位温面的位涡分布来看，三类冷涡在该高度

都存在正位涡的闭合圈，与垂直运动相对应，在正位

涡中心左侧以下沉气流为主，而在正位涡中心右侧主

要对应有上升运动，考察三类冷涡的位涡强度，可以

发现东北冷涡中心位涡最大，东蒙冷涡次之，华北冷

涡最弱。

分析冷涡降水的分布和条件，对对流层低层的相

对湿度、水汽通量等要素进行分析。图 7给出了三类

冷涡最强时刻 850 hPa高度上要素的动态合成分布。

可以看到，在冷涡强度最强时刻，冷涡在对流层低层

也存在明显的闭合环流圈，且有冷中心或冷槽与之配

合。从湿度场可以看到，冷涡中心区域为相对湿度高

值区，这与冷涡的中心的温度有关，冷涡中心温度低，

饱和水汽压相对较小，同等情况下冷涡中心的水汽更

容易达到饱和，相对湿度较大。而冷涡中心西侧偏南

区域的相对湿度较低，对应的在冷涡最强时刻平均降

水量也较少。从水汽通量的角度来看，三类冷涡的东

南侧和东侧都有较大的水汽输送，为冷涡东侧提供充

足的水汽条件，与图6的垂直上升运动区域相对应，在

三类冷涡的东侧都存在有较大的降水中心。

对比来看，在 850 hPa上，东北冷涡强度最强，冷

涡中心的平均位势高度最低值达到 1 320 gpm 以下、

平均位温达到266 K，平均相对湿度达到90%；东蒙冷

涡次之，冷涡中心的平均位势高度最低值达到 1 360
gpm 以下、平均位温达到 274 K，平均相对湿度达到

85%；华北冷涡最弱，冷涡中心的平均位势高度达到

1400 gpm、平均位温达到 282 K，平均相对湿度达到

80%。从相对湿度分布来看，东蒙冷涡和东北冷涡相

对湿度较小的干区位于冷涡中心西南侧，但东蒙冷涡

湿度梯度更大，干区更加接近冷涡中心，而华北冷涡

干区位于冷涡中心西侧。从水汽通量来看，华北冷涡

东南侧水汽通量最大，且受南方的水汽影响较大，在

冷涡东侧形成有更多的降水，而东北冷涡东南侧水汽

通量略大于东蒙冷涡。对应的东北冷涡的降水的大

值中心主要集中在冷涡中心东北侧、东侧、东南侧和

南侧，华北冷涡降水的大值中心主要集中在冷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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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东侧，而东蒙冷涡降水的大值中心主要集中在冷涡

中心东侧和东北侧，三者的降水强度方面，华北冷涡平

均降水强度最大，东北冷涡次之，东蒙冷涡相对较弱。

分析三类冷涡主要降水区域的上升气流和散度

分布，沿相对经距为 10o的线做垂直剖面图（图 8），可

以看到在冷涡主要降水区，对流层中、低层有明显的

辐合，对应有强烈的辐合上升运动。以冷涡中心的0°
相对纬距为界，在 0°线以南的对流层高层以辐散为

主，约在200 hPa高度存在辐散中心，而在0°线以北对

流层高层以辐合为主。上升气流在上升过程中受冷

涡东侧偏南风的影响，在0°相对纬线附近及其北侧区

域形成降水大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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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东北(a)、华北(b)、东蒙(c)三类冷涡过程中心位势高度最低时段动态合成的降水大值区的经向垂直剖面图

(沿着相对经距为10°的线做垂直剖面，其中等值线为散度（单位：10-6s-1），风矢量为 v（m·s-1）和w（10-2 m·s-1）合成)

Fig.8 Vertical profiles of the latitude-height cross section along the main precipitation area (vertical section along the line which relative

longitude distance is 10°) of dynamic composite at the time with lowest central pressure about (a) Northeast China cold vortex,

(b) East Mongolian cold vortex and (c) the North China cold vortex processes. The contour line is divergence (unit:10-6s-1),

and the wind vector is composed of v (unit: m·s-1) and w (unit: 10-2 m·s-1).

考察对流层高层200 hPa的急流和散度的分布特

征（图9），从图中可以发现，在三类冷涡的南侧都存在

有高空急流，强度在30～45 m·s-1，冷涡主要降水区域

位于高空急流区域出口区的北侧。受急流的影响，在

高空急流出口区对应高层空气的辐散，这解释了在

0°线以南对流层高层以辐散为主，同时高层的辐散导

致了大气质量的调整，在低层出现辐合上升运动。

对比来看，华北冷涡高空急流的平均强度较弱，但急

流核更加靠近冷涡中心，同时高空辐散的平均强度

也最强，对应在华北冷涡东侧有强降水中心，东北冷

涡高空急流相对较强，但急流核位置与东蒙冷涡较

为一致，高空辐散区域的强度和分布也较为相似，造

成两者降水不同的主要原因还是低层水汽的分布和

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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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东北(a)、华北(b)、东蒙(c)三类冷涡过程中心位势高度最低时段动态合成((a-c为合成的200 hPa急流

（等值线，单位：m·s-1，最小值30 m·s-1，间隔为5 m·s-1）和200 hPa散度场（阴影，单位：10-6s-1）)

Fig.9 Dynamic composite of the three kinds of cold vortex processes at the time with lowest central pressure. (a-c) are the 200 hPa jet

(contour line, unit: m·s-1, minimum value: 30 m·s-1, interval: m·s-1) and 200 hPa divergence field (shadow, unit: 10-6s-1).

综上所述，在结构方面，考察位势高度、温度、涡

度、位涡等分布，可以发现在强度方面，东北冷涡最

强，东蒙冷涡次之，华北冷涡最弱，而冷涡中心的温度

扰动三者强度相当，且在对流层中低层为冷中心，对

流层高层为暖中心。在降水方面，对流层高层冷涡中

心南侧存在有高空急流，冷涡中心东南侧对应急流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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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区北侧，有明显的空气辐散，低层则有空气的辐

合上升运动。对流层低层冷涡中心东侧存在较大的

水汽通量，为降水提供充足的水汽，而上升气流将低

层的暖湿空气抬升，成云致雨，在冷涡东侧形成降水

区域。由于低层湿度分布以及水汽输送强度的不同，

三类冷涡的降水大值中心位置有所差别，并且华北冷

涡平均降水强度最大，东北冷涡次之，东蒙冷涡相对

较弱。

4 结论

本文将中国北方的高空冷涡划分为东北冷涡、华北

冷涡以及东蒙冷涡三类，结合地理分布的同时综合考虑

多种条件，给出了三类冷涡相应的范围和持续时间，明

确了三者的定义，并根据 2000—2018 年 NCEP/NCAR
1°×1°再分析资料和日降水资料统计分析了三类冷涡

的活动规律，利用动态合成分析方法分析三类冷涡的

结构和降水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1) 利用所给定义对2000—2018年三类冷涡个例

进行筛选，并与北方高空冷涡筛选结果进行对比，发

现在490例高空冷涡个例中，遗漏的冷涡个例有2个，

重复的个例有13个，剩下的475例个例都能较好的被

选出和归类，给出的三类冷涡定义较为合理。

(2) 考察三类冷涡在时间上的分布规律，东北冷涡

和东蒙冷涡在全年皆可生成，而华北冷涡在12月和2
月没有发现。东北冷涡在 4、5月生成最多，而在 3月

和 8月生成较少。华北冷涡在 5月生成最多，冬季生

成较少。东蒙冷涡在 5、6、9三个月生成较多，在 2、3
和11月生成较少。

(3) 利用动态合成分析方法研究冷涡结构，发现东

北冷涡平均强度最强，对应有最低的中心气压和温

度，东蒙冷涡次之，华北冷涡最弱。对冷涡强度最强

的时次进行合成分析，考察位势高度、温度、涡度、

315K等熵面位涡等要要素的分布，发现东北冷涡平均

强度最强，东蒙冷涡次之，华北冷涡最弱，而冷涡冷中

心的温度扰动三者相差不大，华北冷涡对流层上层暖

中心强度稍弱。

(4) 分析三类冷涡降水及其成因，在对流层高层冷

涡中心东南侧对应高空急流出口区北侧，有明显的大

气辐散，低层则有空气的辐合上升。对流层低层冷涡

中心东侧有较大的水汽通量，带来充足的水汽，而上

升气流将低层的暖湿空气抬升，在冷涡东侧形成降水

的主要区域。由于低层湿度分布以及水汽输送强度

的不同，三类冷涡的降水大值中心位置有所差别，华

北冷涡水汽通量相对较大，有更好的水汽条件，因此

华北冷涡平均降水强度最大，而东北冷涡次之，东蒙

冷涡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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