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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往对上升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其年际或季节变化, 高时间分辨率遥感产品的出现使得研究上升流的高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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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强度为 1.0℃, 两者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琼东上升流发生频率与离岸距离成反比, 琼东北海域为高发区。不同上升流的影响

因子可能不同, 离岸风、风应力旋度、热带气旋均与上升流短期变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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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对南海环流有很大的影响 , 夏季期间南海盛行西南季风 , 沿岸会发生季节性上升流现象(吴立升 
等, 2003)。琼东上升流是我国主要上升流之一, 通常发生在夏季风期间, 6—8月强度最大(谢玲玲 等, 2012; 
Hu et al, 2016)。作为我国近海环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琼东上升流对琼东海域渔业经济活动、生态环境等
具有重要影响(邓松 等, 1995; Xie et al, 2003; 汪彧 等, 2016)。 

上升流是南海陆架区一种重要的动力过程, 因此南海北部沿岸上升流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0 世纪 60 年代, Wyrtki(1961)在绘制南海环流图时就推测香港海域夏季存在局部上升流。Niino 等(1961)通
过分析海底沉积物也指出海南岛东部及汕头以南海域夏季会发生上升流。国内学者们利用多年海洋调查资

料, 指出和证实南海北部存在粤东、粤西和琼东三大主要上升流区(管秉贤 等, 1964; 于文泉, 1987)。韩舞
鹰等(1990)根据 1984—1985 年琼东海岸四季的调查资料分析, 认为在 30m 以浅海域出现强烈的上升流。
郭飞等(1998)利用二维数值模式进行诊断计算, 指出琼东沿岸上升流集中在离岸 40km 的 100m 水深以浅
海域中。经志友等(2008)使用三维斜压非线性数值模式指出琼东上升流主要发生在海南岛沿岸清澜湾至七
洲列岛和陵水湾至陵水沿岸附近。目前普遍认为夏季风驱动上层海水 Ekman 离岸输送而导致中、深层海
水的涌升和补充是琼东上升流的主要动力机制。此外 , 局地风场(Jing et al, 2009; 谢玲玲 等, 2016; Shu et 
al, 2018)、潮汐混合(Hu et al, 2003; Li et al, 2018)、地形抬升(Wang et al, 2014)、热带气旋(李立 等, 1994; Su 
et al, 2011)等也会影响局地上升流的形成与发展。 

随着观测手段、遥感数据和数值模式的发展, 琼东上升流的时空分布和动力机制等研究已取得较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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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关上升流的周期、面积、强度、频率分布及热带气旋对上升流表层影响的高频观测仍有所缺失。本文

使用 2008—2017年夏季的卫星遥感逐日融合 SST(Sea Surface Temperature)数据, 分析夏季琼东涌升到海面
的上升流的高频变化特征, 并初步探讨琼东上升流的动力机制。 

1  数据和方法 

1.1  研究区域 
本文选择纬度区间为 18°12′—21°30′N、海岸线至海岸线向东平移约 150km(琼东上升流的最大宽度)

处的海域为琼东上升流研究区, 即图 1红线所示范围。 

 

图 1  研究区域(红线所圈海域)及 CTD测站位置 
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9)1825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图中黄点为 2008 年夏季的 CTD
测站, 洋红点为 2015年夏季的 CTD测站; 白色区域为数据缺失区域 
Fig. 1  The study area (the sea area inside the red line)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CTD stations. Yellow markers are the CTD 
stations in summer 2008, and magenta dots are the CTD stations in summer 2015 

投稿要求：1）所有地图均需提供审图号，具体参看“地图审核”；2）地
图经纬度采用度分格式，纬度数值置于地图左框，纬度标识（N, S）置
于最上端数字下方；经度数值置于地图上框，经度标识（E, W）置于最
右端数字右侧。经纬度标识一个即可，不需要在每一个经纬度刻度后面

均标识 N或 E。但是如果地图范围跨越南北、东西半球，则可以在首尾
经纬度数值相应位置标注 N/S和 E/W； 3）地图中不能出现具有行政意
义的标识，如“台湾”，只能出现自然地理意义的标识，如“台湾岛”；4）
如果可以用经纬度列表可以说明问题，尽量不实用地图； 
1.2  数据 

1.2.1  遥感数据 
采用 2008—2017年夏季(6—9月)GHRSST (Group High Resolution Sea Surface Temperature)数据集, 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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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是由 JPL(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融合了 AMSRE(Advanced Microwave Scanning Radiometer)、
MODIS(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WindSat、AVHRR(Advanced Very High Resolution 
Radiometer)和现场观测数据, 利用最优插值算法产生的近实时的 SST 数据集, 其空间和时间分辨率分别为
1km 和 1d。风场数据使用 CCMP(Cross Calibrated Multi-Platform) 6h 平均风速产品和 ASCAT(Advanced 
Scatterometer)逐日平均风速产品, 空间分辨率为 15′。前者平均处理为天数据, 用于计算风应力旋度, 后者用
来分析热带气旋过境情况。台风数据来自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资料中心最佳路径数据集

(http://tcdata.typhoon.org.cn/ zjljsjj_zlhq.html), 包括时间、位置、最佳路径、强度等信息。 

1.2.2  现场调查数据  
利用融合的遥感海表温度数据前 , 需要验证其在南海的可靠性 , 因此本文利用现场调查数据来验证

GHRSST的可靠性和检验上升流提取精度。现场调查数据采用 2008年和 2015年夏季使用 SBE 911 Plus CTD
测得的水文资料, 观测站位见图 1 所示。调查航次为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负责实施的南海北部海洋观
测开放航次, 调查船为“实验 3”号科考船。比较温度实测数据与 GHRSST数据集, 拟合结果表明实测数据与融
合数据的相关系数达 0.78(图 2), RMSE(Root Mean Square Error)=0.29, 高于 GHRSST产品在全球约 0.5℃的精
度, 因此融合的遥感海表温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夏季琼东海域的 SST状况。 

 

图 2  卫星遥感海表温度与 CTD实测海表温度的散点图 
图中虚线为 GHRSST与 CTD SST的 1:1关系, 实线为两者的拟合直线; RMSE为 Root Mean Square Error 
Fig. 2  Scatter plots of satellite SST and in situ CTD data 

投稿要求：图形要求 1）坐标轴只保留主刻度线，不要有次刻度线；2）
参数与单位之间用“/”分隔，单位书写如前，如果是复合单位，则加括
弧，并采用点乘格式；3）刻度线一律朝内；4）图形纵横坐标刻度不宜
过多，建议不超过 5-6个； 

 

1.3  上升流提取方法 

1.3.1  TPI 指数计算 
TPI 指数方法是通过计算中心像元与其周围像元平均值的差值, 来描述中心像元与相邻像元之间的关

系。TPI指数最先应用于研究地理学上的地形地貌(Weiss, 2001), 后被应用到提取海面 SST的冷暖异常信号
(Huang et al, 2015; Shu et al, 2018; Huang et al, 2019)。同样地, 我们也从获得的 SST图像上计算 TPI指数去
刻画琼东上升流的冷信号异常。TPI指数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TPI( , ) SST( , ) ( , )x y x y W x y= −         (1) 
式 中 , (x, y) 代 表 中 心 像 元 的 位 置 , ( , )W x y 为 中 心 像 元 周 围 像 元 的 平 均 值 , ( , )W x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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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T , )n n
j n i n x i y j

N
=− =−

− −∑ ∑ (
, N为周围像元窗口的大小, n=(N－1)/2。因琼东上升流的最大宽度不超过 150km, 

我们选择 N=150 来计算 TPI 指数。负 TPI 指数意味着中心像元的 SST 比周围像元平均值要低(图 3a), 上升
流携带着低温的海水涌上海表, 其发生区域 TPI指数应为负值。 

1.3.2  上升流背景(外海)温度计算 
本文将 TPI指数小于－0.5℃(即比周围像元至少冷 0.5℃)的像元作为潜在的上升流对象, 并求出 TPI=－

0.5℃的像元的 SST平均值作为上升流的背景温度 SSTback(图 3b)。 

[ ]backSST mean  SST( , ) i ix y=        (2) 

式中, (xi , yi)为 TPI=－0.5℃的像元所在位置。 

投稿要求：数学公式书写要求采用公式编辑器。 

 

表 1  2008—2017 年琼东海域热带气旋过境信息 
Tab. 1  Information of tropical cyclones landing in eastern Hainan Island during 2008~2017 

台风编号 名称 历经时间 登陆时间 登陆风速/(m·s–1) 台风级别 登陆位置 

200905 苏迪罗 7月 10—12日 12日 6时 18 热带风暴 中部 

200913 彩虹 9月 9—12日 11日 2时 20 热带风暴 中部 

201003 灿都 7月 19—23日 22日 13时 35 台风 北部 

201305 贝碧嘉 6月 20—23日 22日 11时 23 热带风暴 中部 

201306 温比亚 6月 28—7月 2日 2日 5时 30 强热带风暴 北部 

201309 飞燕 7月 31—8月 3日 2日 19时 28 强热带风暴 北部 

201409 威马逊 7月 12—20日 18日 15时 72 超强台风 中部 

201415 海鸥 9月 12—17日 16日 9时 42 强台风 中部 

201508 鲸鱼 6月 21—25日 22日 18时 25 强热带风暴 南部 

201603 银河 7月 26—28日 26日 22时 28 强热带风暴 南部 

 
投稿要求：表格一律采用三线表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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