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 候 与 环 境 研 究
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第 25 卷第 3 期
2020 年 5 月

Vol. 25 No. 3
May 2020

朱义青, 管叶莉, 王玉亮. 2020. 山东中西部一次超级单体分裂过程的雷达回波结构和环境条件分析 [J]. 气候与环境研究, 25(3): 320−332.
ZHU Yiqing, GUAN Yeli, WANG Yuliang. 2020.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Radar Echo for a Supercell Splitting
Process in the Midwestern Shandong Province [J]. 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in Chinese), 25 (3): 320−332. doi:10.3878/j.issn.10069585.2020.19022

山东中西部一次超级单体分裂过程的雷达
回波结构和环境条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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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常规观测资料、济南多普勒雷达资料、FY-2G 资料和加密自动站等资料分析了 2016 年 6 月 14 日

一次在华北冷涡背景下发生的超级单体风暴生成及分裂过程，对超级单体分裂过程的雷达回波特征和环境条件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超级单体风暴发生在地面中尺度辐合线附近，中层短波槽前，高空有中空急流的环
境下，触发的对流云团向偏东方向移动中，在不稳定层结和较强的垂直风切变作用下，对流风暴发生分裂且右移
性对流风暴发展加强。风暴分裂后环境风左侧的风暴单体并没有受到明显抑制，中尺度辐合线附近的露点锋生抵
消了反气旋性风暴的受抑制程度，使反气旋性风暴能有所加强并持续更长的时间。环境风右侧的风暴单体发展加
强，且持续时间长达 2 h。风暴分裂是在单体发展的初期开始，分裂先从中高层开始，然后向下延伸，分裂后相
对于环境风方向，左侧单体为反气旋性左移风暴，右侧为气旋性右移风暴。气旋性右移风暴强烈发展为具有低层
的入流缺口、中高层的弱回波区及风暴顶的强辐散，与经典超级单体风暴回波特征类似。分裂后右移风暴伴有深
厚持久的中气旋，其起源于中层 4～5 km，然后向上和向下发展，最强旋转出现在高层，旋转速度达 29 m/s，这
与典型超级单体内中气旋都是中层旋转最强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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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Radar Echo
for a Supercell Splitting Process in the Midwestern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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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yi Meteorological Bureau of Shandong Province, Linyi, Shandong Province 276004
Abstract

Based on conventional observation data,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Jinan Doppler weather radar data, FY-2G

data, and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 data with respect to the formation and splitting processes of a supercell storm that
occurred in the background of a cold vortex in North China on June 14, 2016. The radar echo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the splitting supercell were analyzed in particular detai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percell
storm occurred near the mesoscale convergence line on the ground, in front of the centrally located short-wave slot trough.
In a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characterized by hollow jets at high altitudes, which triggered an easterly moving
convective cloud cluster, unstable layers, and strong vertical wind shear, the convective storms split, with those that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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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hifting strengthening. After splitting, the storm monomer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environmental wind was not
significantly restrained. The dew-point front near the mesoscale convergence line offset the resistance of the anticyclonic
storm, which strengthened and extended the life of the anticyclonic storm. The storm monomer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environmental wind was strengthened and lasted 2 h. The storm splitting process began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monomer
formation, with the split initiating at the middle and upper levels and then extending downward. After the division,
relative to the dir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wind, the left monomer was an anticyclonic leftward-moving storm, and the
right monomer was a cyclonic rightward-moving storm. The cyclonic rightward-moving storm featured an inflow notch at
the low level, a bounded weak echo region at the middle-upper level, and strong storm-top divergence at the upper level.
These echo feature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a classic supercell storm. After the division, the rightward-moving storm was
accompanied by a deep and long-lasting mid-cyclone that had originated at the middle level (four to five kilometers), and
then developed both upward and downward. Its strongest rotation occurred at a high level with a rotation speed of 29 m/s.
This differs from the behavior of the classic supercell monomer, which has its strongest rotation in the middle level.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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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it, Cyclone rightward-moving storm, Trigger mechanism, Secondary circulation

引言

超级单体总是伴随着一个持久深厚的中气旋（
牛奔等, 2016; 俞小鼎等, 2006），有时伴随中反气

强对流天气是指由于大气垂直对流强烈发展而

旋，大多数情况下超级单体伴随中气旋，并以右移

产生的雷雨、冰雹、突发性雷暴大风、龙卷风等短

风暴为主（移向云层中平均风的右侧），少数超级

时剧烈的灾害性天气，一般都伴有雷电（潘玉洁

单体伴随着中反气旋，主要为左移风暴，左移风暴

等, 2008; 孙虎林等, 2011; 陈涛等, 2013; 陈宝君等,

较为少见而很少观测到。陈晓燕等（2011）描述了

2016; 段亚鹏等, 2017; 覃靖等, 2017）。强对流天气

发生在黔西南一次强雹暴天气的环境条件和雷达回

作为影响山东地区的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以雷

波结构，详细分析了强雹暴发展过程的回波结构特

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为主，给国民经济和人

征，以及在超级单体中观测到的中反气旋流场结构，

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高晓梅等, 2018; 侯淑梅

并且指出了垂直累积液态水（VIL）值在大冰雹预

等, 2018）。近年来，随着加密地面气象观测网的

报中的良好指示性；陈明轩等（2012）利用三维云

建设，利用新一代天气雷达对发生在山东境内的强

尺度数值模式和雷达资料快速更新循环四维变分同

对流天气的监测和分析已取得不少成果。刁秀广等

化（4DVar）技术对一次由多单体合并加强为“右

（2008）利用济南多普勒雷达资料对发生在山东西

移”超级单体而后又分裂为多单体的风暴过程进行

部地区的强风暴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风暴

分析，指出风暴前方的低层环境风随高度存在显著

低层存在中尺度辐合现象，风暴前侧的入流依靠后

的顺时针切变，有利于超级单体风暴的持续发展和

部低层冷空气池的向前推进而得到支撑，产生逆环

右移，与风暴相伴随的冷池以及冷池出流（阵风锋）

境风切变方向的主上升气流区；朱君鉴等（2008）

与低层环境风场的辐合均不断增强，风暴前沿的气

对发生在山东临沂地区的一次强对流灾害性大风进

流上升明显，低层暖湿空气在强的风切变作用下旋

行多普勒天气雷达产品分析，研究指出，强降水的

转上升进入风暴内，使得超级单体得以维持和加强。

拖曳作用，将中层中气旋的水平动量带到地面，中

王福侠等（2014）详细分析了发生在河北南部的多

气旋右侧动量的方向与弓状回波后部的强下沉入流

个超级单体风暴在相近地点连续生成及分裂的过程，

方向一致，两者叠加，使地面风速加大，造成灾害

指出由于垂直风切变矢量方向随高度逆时针旋转，

性大风；王俊等（2011）对发生在山东临沂南部的

分裂后左移的反气旋风暴得到加强，发展成为具有

一次强烈雹暴的三维结构和形成机制的单、双多普

深厚中反气旋的左移超级单体风暴,而右移的气旋

勒雷达分析，研究表明雹暴是在高层的辐散气流与

性风暴受到抑制。关于超级单体中气旋产生和超级

邻近雷暴单体高层气流结合后形成的下沉辐散气流，

单体分裂的机制主要是从分析一系列三维对流云模

是该雹暴北风入流的主要产生原因，雹暴与邻近雷

式的数值模拟结果而得出的，Klemp（1987）在大

暴间通过高层和低层风场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雹

量研究的基础上对超级单体风暴动力学进行了系统

暴的产生、发展和维持。

总结，当风切变矢量随高度基本不变时，气旋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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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暴和反气旋式左移风暴会有几乎相当的发展；
当风切变矢量随高度顺时针旋转时，分裂后气旋式
旋转的右移风暴得到加强，而反气旋式旋转的左移
风暴受到抑制。
2016 年 6 月 14 日下午到夜间在济南齐河县境
内有风暴单体形成东移发展和分裂，分裂后分别为
反气旋性左移风暴和气旋性右移风暴，其中，分裂
后的气旋性右移风暴得到强烈发展和持续了较长时
间。上述过程发生在济南 CINRAD/SA 多普勒雷达
站以东 50～100 km 范围内，较利于本次过程的观
测。山东地区较少观测到如此清晰的超级单体分裂
过程，且分裂后右移的超级单体强烈发展的例子。
因此本文利用济南 SA 型多普勒雷达观测资料、
NCEP 再分析资料、加密自动站资料和 FY-2G 卫
星云图资料对本次过程做详细雷达回波结构和环境
条件分析。

2

风暴分裂和路径概述

2016 年 6 月 14 日下午到夜间在济南齐河县境
内有风暴单体形成东移发展（图 1），15:51（北京
时间，下同）分裂成 2 个风暴单体，一个位于风暴
移动方向的左侧，一个位于风暴移动方向的右侧，
左侧的向左移动缓慢发展,右侧的向右移动并快速
发展加强为超级单体风暴，分析风暴相对径向速度
产品发现，左侧的风暴单体是反气旋风暴，右侧的
风暴单体是气旋性风暴。15:45 在距雷达（方位角
135°）21 km 处于有风暴单体（单体命名为 C）生

图1
Fig. 1

25 卷
Vol. 25

成向东北方向移动并有所发展，在 16:08 与向右侧
移动的超级单体风暴合并，合并后的超级单体风暴
继续偏东东南方向移动。单体分裂后的气旋性风暴
发展成具有强中气旋的超级单体风暴。可见，当天
的环境条件利于气旋性风暴的发展。
图 1 为通过点绘济南齐河雷达基本反射率 1.5°
仰角产品的每 6 min 强回波中心（45 dBZ 以上）的
位置，记录单体从新生、分裂、右移的风暴合并到
消亡的演变过程，从分裂单体的生命史来看，单体
分裂后反气旋左移风暴持续时间为 58 min，气旋性
右移风暴持续时间长 2 h 48 min，比反气旋左移风
暴长 1 h 50 min。
2016 年 6 月 14 日上述的超级单体风暴产生的
强烈天气主要为冰雹大风。其中 15 个中尺度国家
气象站出现大于或等于 17 m/s 大风，4 个站出现大
于或等于 20 m/s 大风，最大阵风 36.1 m/s，出现在
淄博龙泉站；灾情调查发现淄博和潍坊多地出现鸡
蛋般大小的冰雹。

3

环流形势和不稳地条件分析

天气形势分析
当冷涡处于（37°N～55°N，105°E～135°E）
范围内时，山东地区往往出现区域性强对流天气
（阎丽凤等, 2014）
。2016 年 6 月 14 日 08:00（图 2）
，
深厚华北冷涡位于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处（41°N，
113°E），从河套到山东大部地区受偏西或西北气
流控制，山东中西部上空冷平流较明显，利于条件
3.1

2016 年 6 月 14 日山东中西部超级单体移动路径、冰雹和大风（风速≥20 m/s）分布
Distribution of supercell paths, hail, and winds (wind speed ≥ 20 m/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of Shandong Province on 14 Jun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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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6 年 6 月 14 日 08:00 500 hPa 形势场（黑色方框为分裂的超级单体发生范围；蓝色线为高度场，单位：dagpm；红色虚线为温度场，
单位：°C；红色曲线表示地面辐合线）
Fig. 2

Synoptic chart at 500 hPa at 0800 BST 14 June 2016 (the black box contains a range of split supercells, the blue line indicates the geopotential

height field, units: dagpm, the red dotted line indicates the temperature field, units: °C, and the red curve indicates the ground convergence line)

不稳定的发展。冷涡底部 500 hPa 有明显的风速大

用 14:00 地面观测值对 08:00 探空曲线进行订正后，

于 20 m/s 的中空急流，利于午后山东中西部地区

对流有效位能为 1700 J/kg，而用 2016 年 6 月 14

上空产生明显的垂直风切变。山东中西部地区处于

日 14:00 NCEP 再分析资料计算的 CAPE（Convective

华北冷涡的东南侧，正的涡度平流利于该地区上空

Available Potential Energy） 值 在 2300 J/kg 左 右 ，

大尺度上升运动的发展。200 hPa 上风速大于 40 m/s

这都明显大于造成山东强对流天气的 CAPE 平均值

的高空急流在山东西部地区上空呈现明显的分流结

（阎丽凤等, 2014），表明具备对流发生的不稳定

构，高空辐散明显（图略），较强的高空辐散条件

条件。从风场的垂直分布来看，850 hPa 以下为西

有利于垂直运动的发展。地面形势场上，山东中西

南风，850 hPa 以上逐渐转为西北风，500 hPa 的西

部地区位于地面低压内部，且存在一条准西南—东

北风风速达 20 m/s。经计算的 0～3 km 风垂直切变

北向的中尺度辐合线。

约为 10 m/s，0～6 km 垂直风切变为 17 m/s，具有

局地热力、动力条件

较强的深层风垂直切变，500 hPa 以下风向随高度

本文研究的超级单体风暴发生于 15:00，济南

顺时针旋转，风速增大，特别是近地面层到 850

章丘探空站 08:00 探空资料（图 3a）显示近地面层

hPa 风向顺时针旋转幅度最大，风切变方向垂直系

水汽较为充足，850 hPa 以上为干区，中低层存在

统移动（系统向偏东方向移动）方向向右，有利于

较 明 显 的 对 流 性 不 稳 定 （ ∂θse /∂z ＜ 0）（ 图 3b）。

气旋式右移风暴单体的发生发展和分裂。

3.2

对流有效位能不足 52 J/kg，这与阎丽凤等（2014）
给出的山东地区强对流天气的平均对流有效位能

4

风暴分裂和演变过程

4.1

风暴分裂过程及演变的雷达回波特征分析

868.0 J/kg 相比明显偏低，此处这么低的对流有效
位能明显不合理，其主要原因是探空资料是 08:00，
距离对流系统的发生间隔约 7 h。在这段时间内由
于大气层结发生变化造成对流有效位能的快速增加。

为详细描述分析风暴的分裂过程，选用济南多
普勒雷达 1.5°仰角基本反射率因子和径向速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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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描述分析。

25 卷
Vol. 25

度。15:39，距雷达（方位角 83°）27 km 处的对流

图 4 和图 5 分别为 2016 年 6 月 14 日不同时次

单体对应速度图上可以看出有一对涡旋（反气旋性

济南多普勒雷达 1.5°仰角基本反射率因子和径向速

涡旋和气旋性涡旋；图 5a）。15:45 风暴单体回波

图3

2016 年 6 月 14 日 08:00 章丘站（a）探空曲线（绿色线为露点温度，单位：°C；蓝色线为层结温度，单位：°C）和（b）假相当位温

随高度变化
Fig. 3

(a) Temperature−lnp diagram (the green line indicates the dew point temperature, units: °C, the blue line indicates the stratified curve, units:

°C) and (b) pseudo equivalent potential temperature varying with height at the Zhangqiu station at 0800 BST June 14 2016

图4

2016 年 6 月 14 日（a）15:39、（b）15:45、（c）15:51、（d）15:57、（e）16:02、（f）16:08 济南多普勒雷达 1.5°仰角基本反射率因子。

（a）中黑色箭头表示环境风方向；L 为分裂后形成的左侧单体命名，R 为分裂后形成的右侧单体命名，C 表示对流单体
Fig. 4

Reflectivity factor at 1.5° elevation angle from Jinan Doppler radar at (a) 1539 BST, (b) 1545 BST, (c) 1551 BST, (d) 1557 BST, (e) 1602

BST, and (f) 1608 BST 14 June 2016. The black arrow in (a) indicates the direction of the ambient wind. L is the name of the left side monomer
formed after splitting, and R is the name of the right side monomer formed after splitting, C is convection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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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增大强度加强（图 4b），反气旋性涡旋和气
旋性涡旋开始远离，反气旋性涡旋向左偏，气旋性
涡旋向右偏（左偏和右偏是相对于风暴承载层
（700～500 hPa）平均风而言，图 4a 黑色箭头代
表风暴承载层平均风的方向）；气旋性涡旋位于强
回波中心右前侧弱回波区内。15:51 对流风暴开始
分裂（分裂后左侧单体命名为 L，右侧单体命名
为 R，图 4c），对应的 L 和 R 的 2 个涡旋距离有
所增大，气旋性涡旋有所右偏，L 单体尺度开始增
大（图 4d），但反气旋性正速度值明显减小，反
气旋性涡旋减弱明显，R 单体强度和尺度迅速增加，
出现大于 55 dBZ 的强回波，说明具有反气旋性的
L 单体受到抑制，而具有气旋性涡旋的 R 单体得到
选择性加强。随着时间推移 L 单体强度逐渐开始
减弱并于 16:49 减弱消失，R 单体持续加强并于
16:20 与风暴单体 C 合并，此后合并的单体快速发
展，16:38 达到最强的单体气旋性涡旋正速度中心
强度达 54 m/s，负速度值位 5 m/s，核区直径 8 km
左右（图略）
，属于强中气旋。
从风暴单体 R 对应强回波中心的位置来看，
高层的强回波位于低层强回波中心右侧弱回波区内。
从各个仰角的基本反射率因子来看，在 6.0°到 3.4°
仰 角 单 体 R 已 经 分 裂 （ 图 6c、 6d、 6e）， 但 是
0.5°和 1.5°还 没 有 完 全 分 裂 （ 图 6a、 6b）。 15:51
风暴单体 L 靠近 R 单体的回波强度明显减弱，说
明 L 单体受到明显的抑制，分裂后具有反气旋涡
旋的 L 单体左偏，具有气旋性涡旋的 R 单体右偏，
2 个单体的距离增大（图 7）。然后 0.5°和 1.5°仰
角开始分裂（图 7a、7b），表明先从中高层开始，
1 个体扫后迅速延伸至低层。
从演变过程可以看出，风暴单体的分裂先从中
高层（6.0°、4.3°、3.4°和 2.4°）开始，6 min 后，
分裂迅速延伸到低层（1.5°和 0.5°仰角）。从分裂
的前一个体扫开始（15:45），左侧反气旋性风暴
单体受到抑制，右侧气旋性风暴单体继续加强发展。
分裂后受到抑制的反气旋性风暴单体 58 min 后消
亡，而加强的气旋性超级单体风暴持续 2 h 48 min。
4.2 气旋性超级单体 R 的雷达回波特征
风暴单体 R 最终发展为具有中气旋的强烈右
移性超级单体风暴，16:38 上述超级单体的中气旋
达到最强（图 8），在中层（1.5°～4.3°）东南侧有
宽广的前侧“V”型入流缺口，反射率因子梯度很
大；清楚的有界弱回波区扩展到将近 6 km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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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b），在往上有强反射率因子核心位于弱回
波区之上，并有清楚的回波悬垂。从底层到高层，
反射率因子高梯度区向东南侧（低层暖湿气流入流
一侧）倾斜，高层强回波中心位于低层入流缺口和
中高层弱回波区上空（图 9b）。从 1.5°仰角到 4.3°
仰角都观测到明显的中气旋，均位于东南侧入流缺
口附近，3.4°仰角和 4.3°仰角（高度 4.5～8 km）的
中层旋转最强，旋转速度 29 m/s，尺度约 8 km，
距雷达约 78 km，可判断属于强中气旋（俞小鼎等,
2006）。9.9°仰角（高度约 12 km）有明显的风暴
顶辐散（图 8e2），对应强辐散的正、负速度差达
到 58 m/s，构成风暴顶的正、负速度中心间距为
15 km。
综上所述，风暴单体 R 发展为成熟的气旋性
旋转的强烈右移超级单体后，其低层具有明显“V”
型入流缺口，中气旋位于“V”型入流缺口附近，
低层沿着入流缺口反射率因子梯度很大，具有明显
的有界弱回波区及位于有界回波区上的回波悬垂结
构，有界弱回波区内为旋转的强烈上身气流（高帆
等, 2018; 俞小鼎等, 2006），中层（4.5～7.8 km）
旋转最强，而风暴顶为强烈辐散，上述特征为经典
的超级单体风暴结构特征。经过测算，上述风暴单
体 R 在其生命史中移动方向相对于风暴承载层平
均风向偏右 10°，移动速度约 14 km/h。而相应的
风暴单体 L 相对于风暴承载层平均风向偏左 20°，
移动速度约 9 km/h，即右移风暴比左移风暴移动快。

5

风暴的分裂及选择性加强

有关超级单体风暴的动力学目前仍然不是很成
熟，对于风暴的生成、分裂和分裂后（右移）风暴
的选择性加强的动力学理论主要来自于风暴尺度数
值模拟结果的分析（Klemp, 1987）。在中等到强
的垂直风切变（0～6 km 垂直风切变大于或等于 15
m/s）条件下，风暴中的上升气流与环境的垂直切
变气流相互作用时，水平涡度将倾斜为垂直涡度，
结果使得气旋性涡旋在初始上升气流的右侧、反气
旋性涡旋在初始上升气流的左侧。当上升气流驱动
的降水集中在主上升气流时，降水拖曳能激发下沉
气流产生，传播过程使得气旋式（反气旋式）风暴
更倾向于它初始移动方向的右（左）侧。上升气流
开始旋转，旋转诱发产生的沿上升气流两侧的垂直
气压梯度力是风暴分裂的基础，而且降水能够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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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4 日（a）15:39、（b）15:45、（c）15:51 济南多普勒雷达 1.5°仰角径向速度。黑色箭头表示环境风方向；黑色圆圈表示

气旋和反气旋所在位置
Fig. 5

Average radial velocities at 1.5° elevation angle from Jinan Doppler radar at (a) 1539 BST, (b) 1545 BST, and (c) 1551 BST 14 June 2016.

The black arrow in (a) indicates the direction of the ambient wind and black circles indicate the locations of the cyclones and anticyclones

图6

2016 年 6 月 14 日 15:45 济南多普勒雷达基本反射率因子：（a）0.5°仰角；（b）1.5°仰角；（c）2.4°仰角；（d）3.4°仰角；（e）

4.3°仰角；
（f）6.0°仰角
Fig. 6

Reflectivity factor from Jinan Doppler radar at 1545 BST 14 June 2016: (a) 0.5° elevation; (b) 1.5° elevation; (c) 2.4° elevation; (d) 3.4°

elevation; (e) 4.3° elevation; (f) 6.0° elevation

风暴的分裂。
垂直风切变矢量的方向随高度不变的环境中，

2003）。垂直风切变矢量随高度顺时针旋转时，水
平气压梯度加强了风暴右侧的上升运动和左侧的下

与环境相联系的垂直气压梯度即不会选择性的加强

沉运动。因此，分裂的风暴对右移的气旋式旋转的

风暴分裂后气旋式的右移风暴也不会选择性加强反

风暴上升气流得到加强，风暴进一步发展；而分裂

气 旋 式 左 移 风 暴 （ 俞 小 鼎 等 , 2006; 寿 绍 文 等 ，

的风暴对左移的反气旋式风暴中上升气流减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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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4 日 15:51 济南多普勒雷达基本反射率因子：
（a）0.5°仰角；
（b）1.5°仰角；
（c）2.4°仰角；
（d）3.4°仰角

Fig. 7

Reflectivity factor from Jinan Doppler radar at 1551 BST 14 June 2016: (a) 0.5° elevation; (b) 1.5° elevation; (c) 2.4° elevation; (d) 3.4°

elevation

图8

2016 年 6 月 14 日 16:38 济南多普勒雷达基本反射率因子（第一行）和同时刻风暴径向速度（第二行）：（a1、a2）1.5°仰角；（b1、

b2）2.4°仰角；
（c1、c2）3.4°仰角；
（d1、d2）4.3°仰角；
（e2）9.9°仰角
Fig. 8

Base reflectivity factor (the first line) from Jinan Doppler radar and storm relative velocity map (the second line) in Jinan at 1638 BST 14 June

2016: (a1, a2) 1.5° elevation; (b1, b2) 2.4° elevation; (c1, c2) 3.4° elevation; (d1, d2) 4.3° elevation; (e2) 9.9° ele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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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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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4 日 16:49 济南多普勒雷达 1.5°仰角（a）反射率因子及（b）其垂直剖面

Fig. 9

(a) Reflectivity factor at 1.5° elevation angle from Jinan Doppler radar and (b) its vertical profile at 1649 BST on June 14 2016

图 10

2016 年 6 月 13 日 16:00 地面中尺度分析综合图（蓝色虚线为露点温度，单位：°C；红色实线表示地面辐合线；矢量箭头表示地面

显著流线）
Fig. 10

Comprehensive map of the ground mesoscale analysis at 1600 BST 14 June 2016. The blue dotted lines are the dew point temperature, units:

°C; the red solid line is the ground convergence line; the vector arrows are the significant ground stream line

暴的进一步发展受到抑制。当左移的风暴受到的抑
制很强时，很难观测到风暴分裂过程，只能观测到
气旋式右移风暴。
分析 2016 年 6 月 14 日 08:00 章丘探空站（图 2，
章丘站 14:00 不做观测）垂直风切变矢量随高度变
化可以看出，地面到 700 hPa 垂直风切变线矢量随
高度呈现明显的顺转，700～500 hPa 垂直风切变矢
量方向变化很小。总体上从地面到 500 hPa，垂直
风切变矢量随高度顺时针旋转，尤其在低空。本次
风暴单体分裂时发现，右移的气旋式风暴确实得到

了选择性加强。
但是，此次个例也与上述理论有不一致的地方，
风暴单体分裂后，反气旋式左移风暴 L 并未很快
消亡，而是分裂后 3 个体扫时间内强度和尺度都有
所增加，3 个体扫后开始减弱消亡，即反气旋性左
移风暴并未受到明显抑制。这里尝试探讨其中可能
的原因，对流风暴 14 日 15:16 在济南齐河县境内
形成东移发展，15:51 移动到距雷达（方位角 80°）
34 km 处分裂，分裂后的反气旋性风暴左移，向东
北方向移动，16:02 移到济阳东南部地区。分析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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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资料场可见，中尺度辐合线（图 10）呈准东
西向分布，位于章丘与济阳之间，济阳东南部露点
温度梯度不断增大，存在露点锋生，反气旋性左移
风暴 L 移到济阳南部露点温度梯度大值区附近有
所发展，有利的地面形势抵消了反气旋性左移风暴
受抑制的程度，此后随着露点锋的消失，反气旋性
左移风暴 L 迅速减弱。需指出，这只是一种推断，
需要更加细的高分辨率资料配合数值模拟加以验
证。

6

对流风暴触发机制分析

6.1

华北冷涡与中空急流配合产生的次级环流
从穿过对流触发区 117°E 径向剖面图可以看到

（图 11a），14 日 14:00 有一明显的中尺度径向环
流，低层为偏北风，对流触发区（37°N）附近为
较强的上升运动，中心位于 700 hPa 附近，而中高
层转为偏南风，形成南部上升、北部下沉的次级环
流，该次级环流的上升气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而
产生对流。产生次级环流的原因是触发对流区位于
华北冷涡东南象限气旋性曲率最大的地方，当华北
冷涡向东南方向缓慢移动时，其东南侧正的局地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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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升运动相配合，可使垂直涡度增大，中尺度涡
旋的发展，使上升运动增强。同时对流触发区域位
于 300 hPa 高空急流出口区的左侧（图 11b），其
大尺度的辐散作用利于低层的辐合上升，次级环流
的上升支和天气尺度的上升运动相叠加，使上升运
动增强，而使对流云团在上升运动区发展。
卫星图像特征
强对流的发生与大气低层积聚的能量有关，能
量的积聚表现为大气低层处于高温高湿状态，但是
能量的积聚不是自动释放的，而是需要一个启动机
制（陈渭民等, 2014; 路秀娟等, 2010; 司福意等,
2013; 吴 志 彦 等 ， 2017）。 6 月 14 日 下 午 14:00，
从新疆东北部经甘肃中部到陕西和山西延伸到山东
上空有急流（图 11b），14 日 15:00 的水汽图像上
表现为晴空区对应的急流 J（图 12a），由于急流
J 呈现西北—东南走向并伴随冷平流，在急流轴左
侧为强下沉运动，冷空气下沉表现为一片晴空无云
区。在对流触发区（37°N，117°E）附近假相当位
温表现为高能舌（图 12b），水汽图像上表现为暖
湿云团（图 12a 图中 A 位置），当冷平流叠加到
低层暖湿气流 A（对流触发区）上方时，大气的不
稳定度加大，从而形成对流云团 A。
6.2

度变化在低层产生较强的负变压，其变压风促使气
流辐合上升，上下层上升运动贯通，形成北部下沉、
南部上升的径向次级环流。这一次级环流的产生使

7

右移风暴 R 伴随的中气旋结构特
征变化

水平涡度增大，根据涡度方程可知，在涡度倾侧项
中，垂直运动有使水平涡管倾侧的趋势，水平涡度

图 11

本文分析的分裂后气旋性右移超级单体风暴伴

2016 年 6 月 14 日 14:00（a）沿 117°E 的垂直速度（等值线，单位：Pa/s）和风场（箭矢）垂直剖面（黑色箭头表示次级环流方向）

及（b）300 hPa 中空急流（单位：m/s；带箭头的黑色弧线表示中空急流方向）
Fig. 11

(a) Vertical profile of vertical velocity (contour, units: pa/s) and wind field (vecotor) along 117°E and (b) 300-hPa middle level jet at 1400

BST June 14 2016. Arrows in (a)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the secondary circulation, the thick black line with arrow in (b) indicates the direction of the
middle level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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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的中气旋持续时间超过 2 h，分析该中气旋从产

旋转速度 25 m/s，高度在 6～7 km，16:38 超级单

生到成熟阶段期间的强度随时间变化，利用济南多

体达到最强盛，中气旋最大旋转速度达 29 m/s，高

普勒雷达资料估计 16:14 至 16:38 中气旋的旋转速

度在 8 km 左右，根据俞小鼎等（2006）中气旋的

度（图 13）。从图中可以看到，中气旋发展初期

判据属于强中气旋。

（16:14），首先在中层（4～5 km）出现，旋转速

本文研究的中气旋从中层开始发展，并且逐渐

度约为 15 m/s。随后中气旋的旋转速度快速加强，

向上向下发展，最强旋转出现在高层，这与典型超

并向下和向上发展，到 16:20，中气旋顶部达到

级单体内中气旋都是中层旋转最强有所不同。在 16:14

6 km，底部在 1.5 km。16:26 中气旋进一步向上和

中气旋刚开始出现时，悬垂回波就已经形成，且出

向下发展，向上发展到 6.5 km，向下发展到 1 km

现有界弱回波区。随着中气旋的发展一直到 16:38

以下，接近地面，最大旋转速度达到 24 m/s，高度

的成熟阶段，弱回波区和悬垂结构依旧维持。可见，

在 6.5 km 左右。16:31 中气旋强度继续增强，最大

本文中中气旋发展时间上落后于悬垂回波的发展。

图 12

2016 年 6 月 14 日（a）15:00 FY-2G 卫星水汽图像（箭头表示急流走向，J 表示急流，A 表示对流触发区）和（b）14:00 沿 117°E 的

假相当位温（单位：K）垂直剖面
Fig. 12

(a) FY-2G satellite water vapor image at 1500 BST 14 June 2016 and (b) vertical profile of pseudo equivalent potential temperature (K) along

117°E at 1400 BST 14 June 2016. The arrows in (a) indicate the jet flow directions, J indicates jet flow, A indicates the convection trigger area

图 13

2016 年 6 月 14 日 16:14 至 16:38 每 6 min 气旋的旋转速度随时间和高度变化（数值表示旋转速度，单位：m/s；最底部括号内数字

表示最底层涡旋中心距离雷达的距离，单位：km）
Fig. 13

Cyclone rotation speed changes with time and height in every 6 min from 1614 BST to 1638 BST 14 June 2016. The value indicates the

rotation speed (m/s), the number in the bottom parentheses indicates the distance (km) between the bottom of the vortex center and the r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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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loud model and 4-D variational assimilation on radar dat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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