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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极绕极流(Antarctic Circumpolar Current—ACC)对风应力强迫存在两种响应,

关键词

即正压过程的即时响应与斜压过程的延时响应.主要关注南极绕极流的斜压不稳定机制, 即

南极绕极流(ACC)

纬向风应力的增强导致南大洋等密面斜率加大, 平均流更趋于斜压不稳定; 斜压不稳定产

纬向风应力

生中尺度涡, 使得平均流势能向涡旋能量(势能和动能)转化, 造成了 ACC 体积输运在时间

斜压不稳定

上滞后两年的显著减弱. ACC 输运与纬向风应力的这种滞后反相关关系可以很好地解释

中尺度涡

ACC 体积输运在近 20 a 保持基本稳定的现象.

南极绕极流输运约为 130~140 Sv (1Sv=106 m3/s),

同时也对应着次表层压力和底压力的减弱(增强)[4,5],

可以说是全球大洋最强大的海流. 它连接全球三大

这种输运变化在季节内时间尺度上主要表现为沿等

主要的海盆, 在它们之间交换热、盐和其它物质, 因

位涡线的正压性 [6]. Meredith 等 [7]的研究认为德雷克

而对全球气候有着重要影响 [1]. 南极绕极流的动量平

海峡输运的年际变化与表面风应力的变化有关, 而

衡有其非常独特的特性, 科学家们对 ACC 的动量平

且年际尺度的变化表现出与海面高度无关的强斜压

衡机制至今仍存在很多分歧.

性. Hughes 和 Stepanov[8]的正压模式中 ACC 体积输运

ACC 纬向输运量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到海表风应

年际变化与风应力变化相关不显著也间接印证了这

力变化的影响. 从动力学角度上说, 风应力对 ACC

一推测. 因此风应力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对 ACC 的直

输运的影响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 一是通过直

接驱动上, 它还可以通过 Ekman 抽吸作用而改变

接的纬向动量输送来驱动 ACC, 这基本上是一个快

ACC 的层结. Ekman 抽吸与浮力强迫(南边冷却, 北

速正压响应的过程; 二是通过改变海洋密度层结场,

边加热)一起产生一个斜压压力梯度, 从而导致了

进而通过慢速斜压过程来影响 ACC 输运. Webb 和

ACC 纬向速度的切变, 即斜压输运[9]. Gnanadesikan

Cuevas[2] 利用数值模式模拟南大洋对纬向风应力变

和 Hallberg[10] 利用粗分辨率的海洋模式模拟了南半

化的快速响应时发现 ACC 体积输运对纬向风应力的

球风对绕极环流的影响. 他们的结果表明, 南大洋西

响应时间约为两天, 且主要是一个受底地形制约的

风增强驱动了更多比较轻的水向北的 Ekman 输送,

正压过程. 而数值模拟也证明了德雷克海峡输运在

引起南大洋北部密度跃层的加深和南大洋北部深层

[3]

滞后西风正异常 3 天左右出现极大值 . 而南大洋表

水的增暖, 因而绕极环流的垂直切变加强, 导致 ACC

面西风应力正(负)异常会导致绕极流的加速(减速),

斜压输运的增强. 但粗分辨海洋模式不能分辨中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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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涡, 因此采用这类模式模拟 ACC 体积输运对风应

海表 5~5374 m 深度. 模式强迫场使用欧洲中心 40 a

力变化的响应可能不准确.

再分析(ERA40)表面风场的日资料. 这套 SODA 资料

中尺度涡在 ACC 动量平衡上起到不可忽视的作

的优点是, 首先由于再分析资料同化了实测资料, 比

用. 在德雷克海峡纬度上海洋没有纬向边界, 海面风

纯粹的模式资料更加可靠性; 而与实测资料相比又

应力输入的动量无法由纬向压力梯度平衡, 而侧向

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具有连续性, 资料要素也更完整.

雷诺应力也不足以将动量向 ACC 的侧向边界传递,

等密面坡度可表示为 S = − | ∇ hσ | / σ z , (σ 为位

因此平衡海面风应力的动量输送和抑制 ACC 的无限

势密度), 即位势密度水平梯度与位势密度垂直梯度

加速只有靠中尺度涡来将动量在垂向向深层输送.

的比值. 南极绕极流的斜压能量转化率即为扰动能

由于中尺度涡的存在, 等密面的倾斜率和纬向压力

量方程中的斜压转换项(具体推导过程见附录), 斜压

梯度场也会随之产生扰动, 这种扰动作用通过界面

转化率可以直接表征平均流势能通过斜压不稳定机

体积应力将水平动量跨越等密面进行传输. 因此, 中

制转化为涡旋能量的程度, 它的强度取决于 2 个因子:

尺度涡可能是决定南大洋层结和纬向输运的关键因

(1) EP 通量垂向分量(表征涡旋活动强度); (2) 平均层

子[11,12].

结(表征背景场斜压不稳定程度).

根据目前的研究 ACC 的纬向动量平衡可以归结
为: 向东的纬向风应力的动量输送通过定常和瞬变

2

南极绕极流对表面风应力变化的响应

涡旋的作用向海洋深层传播, 由海底压力场产生的

前人研究表明, 南半球纬向风应力的主要变化

形阻应力加上海底摩擦阻力是纬向动量的汇, 两者

模态呈纬向均匀的相当正压结构, 即在 40°S 和 60°S

之和平衡海表风应力的作用. 由此可见, 海表风应力

之间南北振荡的偶极型, 这个模态在 10 d 低通资料

和中尺度涡活动是影响 ACC 输运变化的两个重要动

和 月 平 均 资 料 中 分 别 占 总 方 差 贡 献 的 33%[14] 和

力学因子.

30%[15]. 然而近来很多研究表明南半球大气环流不

本文主要探讨南极绕极流输运与纬向风应力的

仅存在年际变化, 也存在很显著的年代际变化, 这主

关系, 我们发现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年际相关关系, 它

要表现在南半球环状模和西风急流的变化上 [16,17],

们的年代际线性趋势却并不吻合. 风应力在

而纬向风应力的年代际变化表现为 1980~1999 年的

1980~1999 年表现出明显增强的趋势, 但南极绕极流

增强趋势 [18~20]. 为了更清楚地勾画这一变化对南极

输运并没有显著增强. 这可能与南大洋活跃的中尺

绕极流的影响, 我们给出了南极绕极流流函数气候

度涡活动有关系: 风应力在驱动纬向平均流的同时,

态和表面风应力线性趋势的空间分布图(图 1). 可以

会使等密面倾斜. 水平密度梯度的加强引起斜压不

看到南极绕极流主要位于 65°~45°S 纬度带内, 呈准

稳定, 使得更多平均流能量向涡能转化. 中尺度涡的

纬向型分布; 而纬向风应力也表现出纬向均匀的线

强化将海表动量输入向下传递到有底地形阻挡的深

性增强趋势, 且正中心区域与南极绕极流主轴重合.

海, 通过形阻应力和海底摩擦消耗, 因此南极绕极流

性, 我们对 65°~45°S 纬向风应力进行区域平均, 将其

输运在近 20 a 得以保持稳定性.

1

鉴于南极绕极流及其表面风应力的纬向分布特
时间序列(图 2(a))与德雷克海峡的南极绕极流体积输

资料和方法

运时间序列(图 2(b))进行比较. 很明显两个时间序列

本文主要利用 SODA 再分析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都有 4~5 a 周期振荡, 计算年际相关达到 0.419, 通过

SODA 是一套海洋同化资料, 是在全球海洋环流模

了 95%信度的显著性检验. 也就是说, 在年际尺度上,

式(GFDL MOM2.2)的基础上将卫星观测及实测资料

纬向风应力的增强可以导致南极绕极流体积输运的

进行实时同化再分析形成的格点化海洋再分析产品,

增大.

[13]

, 时间跨度

线性趋势分析发现: 纬向风应力在近 20 a 为显

是从 1958~2001 年的月平均资料, 水平空间分辨率为

著增强的趋势, 线性趋势项为 0.167×10−5

0.25°×0.4° (投影到 0.5°×0.5°网格), 垂向为 40 层, 从

N·cm−2·(20a)−1, 这远远超出了其异常标准差(±0.106

其中包括温度、盐度和海流速度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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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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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99 年 ACC 流函数气候态(黑色等值线, 单位: Sv)和纬向风应力的线性趋势
(彩色阴影, 单位: 10−5 N·cm−2·(20a)−1), 其中红色等值线表示风应力趋势零线

图2
65~45S 区域平均. 风应力(a) 单位: 10−5 N·cm−2); Drake Passage 输运(b)的时间序列及其线性趋势(虚线) (单位: Sv). 两者线性相关:
0.419, 滞后 2 a 相关: -0.589; 均通过了 95%信度的 t 检验

/10−5 N·cm−2). 然而, 风应力与南极绕极流之间显著
的年际相关并没有在年代际线性趋势上重现, 南极

3 南大洋涡旋活动在南极绕极流动量平衡
中所起的作用

绕极流体积输运在近 20 a 不仅没有增强, 反而呈微

风应力的动量输入如何传递到有纬向边界的深

弱的下降趋势, 线性趋势项为−1.797 Sv/20 a, 比年际

层海洋, 进而被海底地形形阻及摩擦平衡? 最近的

变化的标准差(±2.095 Sv)要小, 因此不能认定这个趋

研究表明, 水平动量的向下传递可以通过水平尺度

势是显著的, 即南极绕极流体积输运在年代际尺度

在 150 km 左右的中尺度涡以及与地形有关的定常波

(1980~1999 年)基本保持稳定. 我们都知道风应力是

来实现. Hallberg 和 Gnanadesikan[21]发现在弱风或浮

南极绕极流的主要驱动力, 而且在年际尺度上它与

力通量(非绝热过程)占主导时期, ACC 输运与风应力

ACC 输运表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为什么它们在

强迫的关系是线性的; 而在强风情况下, 风应力主要

年代际趋势的差异会这么大呢? 下一节我们将从南

影响涡能场强度的变化, ACC 输运变化反而不明显,

极绕极流的动量平衡和斜压不稳定机制来对这一现

这种现 象被称为 “涡 饱和”(eddy saturation)效应 .

象做出一定的解释.

Meredith 和 Hogg [22]分析了卫星观测资料并提出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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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动能极大值对海表西风应力极大值的滞后时间为

为进一步证实上述的推断, 我们计算了南大洋

2~3 a. 他们利用一个可分辨出涡旋的模式发现这种

等密面坡度. 等密面坡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征海

滞后效应是由于风强迫通过斜压调整影响南大洋深

洋层结对斜压扰动的稳定性, 坡度越大, 则层结越趋

层环流的过程, 即表面强风的风能首先被储存为平

于斜压不稳定. 图 3 表示南极绕极流海洋上层(25 和

均流的势能, 然后中尺度涡通过界面应力的作用将

268 m)60°~45°S 区域平均的等密面坡度.

动量从上层传递到有底地形的海洋深层, 底地形效

可以看到, 这一区域等密面坡度在 1980~1999 年

应进一步增强平均流的斜压不稳定, 从而使平均流

间表现为一个显著上升的趋势, 而 1980 年之前没有

的势能转换为涡旋的能量(势能和动能), 因此表积海

明显的变化趋势(图略). 这一现象显然与表面风应力

面风能输入可以通过涡旋逐步损耗, 使 ACC 的能量

的年代际增强是紧密相关的: 在地转作用下, 纬向风

和输运得以平衡 CC 到耗散作用.

应力的加速导致海洋上层向北的 Ekman 输运也持续

而我们的统计分析也发现, 在年际尺度上, 纬向

增强, 而垂直运动也呈现南边上升、北边下沉的异常,

风应力与 ACC 体积输运不仅存在同时的正相关, 也

这使得局地经圈环流增强, 从而引起了整个 ACC 区

存在一定的滞后相关关系. 滞后两年的 ACC 输运与

域等密面坡度增大. 等密面倾斜的加大使得平均流

风应力的线性相关达到−0.589, 远远高于 95%信度的

势能增强, 趋于斜压更不稳定, 由此释放出的中尺度

显著性检验. 据此可以推断, 风应力增强可以导致

涡活动必然对南极绕极流动量平衡起到非常重要的

ACC 输运增加, 但是在两年后减弱, 这很可能与南极

作用. 在 ACC 区域, 斜压不稳定过程会造成能量从

绕极流斜压不稳定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尺度涡活

大尺度向中尺度转移, 这种能量与风对海洋的能量

动相关联.

输入相平衡; 涡旋活动不仅能产生与海气热通量相

图3

60°~45°S 平均等密面坡度时间序列

其中空心圆点为 268 m 深度; 实心圆点为 25m 深度. 两时间序列均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即等密面坡度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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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向南极热量输送, 而且还对应着向东动量的
向下传递, 使之抵消海表面风的动量输入. 涡旋引起
动量的向下传递是 ACC 的动量平衡的重要因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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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指数(大于一个标准差)阶段的滞后合成图(图 4).
虽然斜压转化率气候态在整个 ACC 区域均为正

.

值(即平均流势能向涡旋能量转移, 图略), 但在零滞

下面我们从 EP 通量及其斜压不稳定转化率的计算来

后时 ACC 表层(200 m 以上)斜压转化率主要为负异常,

说明涡旋在南极绕极流动量平衡中的作用.

这也就表示平均流势能向涡旋能量的转移过程减弱,

从南大洋 EP 通量剖面图(图略)上, 可以发现在

平均流势能增加, 根据热成风原理会造成 ACC 斜压

有底地形阻挡的深度(约 2000 m)以上, 涡旋扰动的垂

输运的增强. 这种负异常随时间向下传播, 到滞后半

向传播均为一致的向下传播. EP 通量的垂向分量(即

年能到达海洋深层 1000 m 左右, 这能部分解释 ACC

涡密度通量与密度层结的比值)可以表征南极绕极流

输运与纬向风应力的同时正相关. 另外更值得注意

区域的界面形阻应力的作用, 这也就表示涡旋(通过

的是, 在滞后半年左右, 即斜压转化率的负异常传播

界面形阻应力)将海表动量向下一直传递到有底地形

到海洋深层的同时, 海表(200 m 以上)出现了斜压转

阻挡的深海, 并通过底地形形阻应力来平衡海表动

化率的正异常. 这种正异常同样随着时间逐渐向下

量输入.

传播, 约 1.5~2 a 可到达 1 km 深度, 而两年以后正异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发现随着纬向风应力的

常又逐渐减弱. 由于斜压转化率的正异常表示了

年代际增强, 南极绕极流等密面坡度也不断增大, 使

ACC 平均流势能向涡旋能量转移过程的加剧, 即纬

得平均流更趋于斜压不稳定. 为了进一步阐述 ACC

向风应力增强很可能导致两年之后南极绕极流的斜

的斜压不稳定机制及其与纬向风应力的关系, 我们

压转化率增强, 平均的势能更多地向涡能转化, 由于

计算了 ACC 区域的斜压转化率(计算公式见附录),

平均流能量的消耗, 使得南极绕极流输运减弱到原

并给出 60°~45°S 平均的斜压转化率在纬向风应力的

来的水平.

图4

当风应力大于一个标准差时, 60°~45°S 平均的斜压转化率异常合成图(单位: m2/s3)

其中横坐标表示斜压转化率滞后风应力的年份, 纵坐标表示深度(单位: m). 黑色箭头表示斜压转化率正异常中心随时间的变化, 即斜压
转化率正异常(平均流势能向涡能量转化增强)在滞后半年左右首先出现在南大洋上层海洋(200 m 以上); 正异常随时间向下传播, 在滞后
2 a 左右可达到 1 km 深度; 此后显著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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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讨论
很多数值模拟研究认为表面风应力增强的趋势

可以使 ACC 输运产生年代际增强趋势, 但我们注意
到这些模式大多是粗分辨率的, 不能正确反映中尺

起, 进一步研究南极绕极流的年际变率需要综合考
虑中纬度大气和热带海洋的影响.
由于 SODA 资料是月资料, 且空间分辨率仅为
0.5°×0.5°, 因此本文利用 SODA 资料计算的涡旋通量

度涡对风应力的响应, 及其对 ACC 动量平衡的作用.

和斜压转化率主要是由海底地形引起的定常波的贡

近来实测资料研究(ISOS 和 WOCE 资料, 共 25 a)并

献, 瞬变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研究表明, 小

没有发现 ACC 输运的显著年代际变化趋势[24], 我们

尺度定常波(ACC 主轴在地形急剧变化之处出现的弯

的分析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从以上统计分析和计

曲变形)也可归于中尺度涡的范围; 而且当风应力加

算结果可以发现: 南极绕极流输运与表面风应力之

强时, 涡旋的作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并且在地形起

间存在显著的年际相关, 表面风应力增强会马上引

伏强烈的区域会产生斜压不稳定(定常波的作用), 因

起南极绕极流的增强, 但两年以后南极绕极流又会

而 ACC 输运与风应力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定常涡旋的

减弱. 这种滞后的负相关与南极绕极流的斜压不稳

响应过程[21]. Wang 和 Ikeda[26]利用模式也说明了底地

定机制有密切联系: 纬向风应力增强导致向北的

形对海洋斜压不稳定波增长率的影响, 因此海洋中

Ekman 输运增强, 使得局地风生的经圈环流也增强,

尺度涡活动强度及其对平均流的作用是倚赖地形的.

这就使南大洋等密面坡度加大, 层结趋于斜压更不

另外, 我们利用 10 d 间隔、1°×1°的 ECCO(Estimating

稳定; 斜压不稳定引发涡旋活动增强, 使得平均流势

the Circulation and Climate of the Ocean)-JPL 再分析

能向涡旋能量转化, 从而使 ACC 输运在两年后减弱.

资料集对本文的斜压转化率(图 4)分析结果做了验证,

南大洋中尺度涡的这种斜压耗散作用使得 ACC 输运

结果基本吻合(图略). 由于 ECCO 资料为 10 d 间隔,

在近 20 年保持基本稳定, 不受纬向风应力变化的影

可以较准确的描述南大洋瞬变波的变化特征, 这从

响. 值得注意的是, 南大洋风应力与南极绕极流体积

一个侧面证实了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基本准确可信的.

输运的时间序列在年际时间尺度上均表现为 4~5 a 周

当然, 在风应力较强时期定常涡旋和瞬变涡旋场变

期(见图 2), 这与热带海气相互作用 (ENSO 现象)的

化都会对风应力产生响应 [21], 而且两者都会对纬向

年际变率有很强的相似性. Zhou 和 Yu[25] 的研究认

平均流产生减速作用, 以平衡风能输入 [27], 因此, 准

为, El Nino 能够对南半球环状模(SAM)产生影响, 这

确描述南大洋大尺度环流变化及动量平衡关系需要

种影响具有较高的可预报性. 由此可见, 中高纬度的

利用时间和空间上更高分辨率的资料对这一区域涡

海气相互作用很可能与热带海气相互作用联系在一

旋活动以及涡通量变化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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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 表示扰动的垂向传播.

附录
由于南极绕极流是一支纬向连通无边界的海流, 它的

EP 通量还可以运用于波流相互作用过程的诊断 . 根

动力学机制与大气动力学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里我们主要

据 Eliassen-Palm 理论和能量守恒理论, 扰动能量方程可以

运用 EP 通量和海洋中的波流相互作用理论来解释南极绕

写 为 : ∂ t ∫∫∫ ( K ′ + A′) = −∂ t ∫∫∫ ( K m + Am ) = − ∫∫∫ U ∇F .

极流的动量平衡.

EP 通量散度可以表示扰动与平均流之间的能量转换. 由于

Eliassen-Palm 理论首先由 Eliassen 和 Palm 提出(见
Eliassen A, Palm E. On the transfer of energy in stationary
mountain waves. Geofys Publ, 1961, 22(3): 1—23), 主要是

EP 通量在边界处为零, 故能量转换也可表示为:

在纬圈平面上画出矢量 F 来诊断波扰动对纬向平均流的作
用; 矢量 F 被称为 EP 通量, 其 2 个分量分别表示向极地的
涡旋热通量和涡旋动量通量, 并在 β 平面上满足准地转近

因此

∂ t ∫∫∫ ( K ′ + A′) = − ∫∫∫ U ( y, z , t )∇F = − ∫∫ dydzU ∇F
= − ∫∫ dydzU ∇F − − ∫∫ dydzU ∂ z Fz
= − ∫∫ dydzFy ∂ yU − − ∫∫ dydzFz ∂ zU .

似. 但在南大洋中, 南极大陆附近海冰融化的淡水极大地

方程右边第一项涉及平均流的水平切变和 EP 通量的

影 响 着 海 洋 密 度 层 结 , 因 此 我 们 将 EP 通 量 推 广 为

水平分量 , 为正压转换项 , 表示平均动能与扰动动能之间

F = −u ' v 'yˆ +

f

ρz

v ' ρ 'zˆ; 其中右边第一项为涡动量通量 , 表

示扰动的水平传播 , 而第二项为涡密度通量与平均层结的

的转化 ; 右边第二项与 EP 通量垂向分量以及平均流的垂
直切变 ( 即水平密度梯度 ) 相联系 , 为斜压转换项 , 表示平
均势能与扰动势能之间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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