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８，４０（６）：１１９２～ １２００ ＤＯＩ：１０．７５４０ ／ ｊ．ｙｎｕ．２０１８０３９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对东亚地区臭氧层分布的影响
∗

田孟坤１， 郭漪然１， 王秀英２， 陈　 艳３， 郭世昌１

（１．云南大学 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 大气科学系，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２．云南省普洱市气象局，云南 普洱　 ６６５０００；３．云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４）

摘要：利用英国 Ｈａｄｌｅｙ 中心的海温和 ＮＡＳＡ 的臭氧混合比的月平均再分析资料，计算表征热带印度洋海

温变化的主模态（ ＩＯＢ、ＩＯＤ）的 ＩＯＢＩ 指数和 ＩＯＤＩ 指数，分析了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间热带印度洋海温异常与东亚地

区平流层臭氧混合比之间的相关关系，探讨了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对东亚臭氧层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热

带印度洋海温变化对东亚地区平流层臭氧分布有明显的影响，并且与 ＩＯＢ、ＩＯＤ 的时间变化规律相一致；②ＩＯ⁃
ＢＩ、ＩＯＤＩ 与东亚平流层臭氧变化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特别是在春、秋季节时，平流层低层（７０ ｈＰａ）和中层（４０
ｈＰａ）高度处两者间的相关性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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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ｎｇｉｏｎｅ Ｒ Ｊ 等［１］曾把臭氧作为重要的大气成

分之一加以测量．观测事实发现，１０～５０ ｋｍ 的高空

是臭氧的主要集中地带［２］，臭氧含量大值区主要

位于 ２０ ｋｍ 以上区域，被称为大气臭氧层［３］ ．臭氧

能反映大气环流的变化情况，臭氧浓度过高也会引

起气候和环境的改变．臭氧在平流层中能减少到达

地面的短波辐射，起到保护层的作用；在对流层臭

氧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从而加热大气，近地面臭氧

浓度过高会引起支气管、皮肤癌等疾病［４］ ．因此臭

氧的变化特征已成为国内外学者们重视和关注的

研究对象之一［５－６］ ．东亚作为全球人口的集中区，人
类的活动也会受到上空的大气环境和臭氧浓度变

化的影响和制约［７］ ．因此研究引起东亚地区臭氧层

分布异常及变化的因素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影响臭氧含量变化的因素众多，诸如行星波传

播、Ｈａｄｌｅｙ 环流活动等环流变化过程［８－１２］ ．而一些

研究表明，臭氧的变化中也包含海温的波动信

号［１３－１４］ ．随着海温变化的深入了解，海温变化对臭

氧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被学者关注和研究［１５］ ．印
度洋是备受科学家们关注的海域，Ｓａｊｉ 等［１６－１７］研究

发现，热带印度洋地区的海温异常存在 ２ 个主要的

分布模态，第 １ 主模态是热带印度洋海温表现为一

致性增暖或变冷的海盆模（ ＩＯＢ）；第 ２ 主模态表现

为热带印度洋东南部和西北部的海温异常呈反向

跷跷板变化的偶极子（ ＩＯＤ） ．热带印度洋的主要模

态对臭氧的影响也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Ｎａｓｓａｒ Ｒ
等［１８］提出 ２００６ 年西印度洋及非洲地区的臭氧含

量急剧下降可能是由于 ＩＯＤ 引起局部强烈对流导

致．Ｔａｋａｓｈｉ 等［１９］在研究北半球对流层臭氧年际变

化的影响因素中发现印度洋海温的变化会对对流

层臭氧的年际信号产生影响．Ｋｒｚｙｓｃｉｎ 等［２０］对北半

球臭氧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春季独立的正 ＩＯＤ
事件会使近赤道地区的臭氧总含量发生变化；秋季

独立的正 ＩＯＤ 事件会使 ３０° ～ ３５°Ｎ 地区臭氧总含

量增加，而使 ６５° ～７０°Ｎ 地区的臭氧总含量减少．
虽然以往已有学者讨论了印度洋海温变化对

某些区域臭氧分布的影响，但针对东亚地区平流层

臭氧浓度变化和热带印度洋海温异常二者关系的

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拟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选取迄今为止较完整和连续的海表面海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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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臭氧混合比再分析资料，着重关注东亚地区，研
究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的 ２ 个主模态和东亚地区

臭氧层变化的关系．

１　 资料和方法

本文选取了英国气象局 Ｈａｄｌｅｙ 中心的 ＨａｄＩＳ⁃
ＳＴ 数据集中月平均海表面温度（ ＳＳＴ）资料，以及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ＭＥＲＲＡ 数据中的月

平均臭氧混合比资料．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 ＥＯＦ
分析、相关分析、以及 ＳＶＤ 分解．臭氧主要集中在

平流层，所以文中选取东亚地区平流层的臭氧混合

比进行相关的研究工作．
研究时间段为：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共 ３６ ａ．研究区

域内的经纬度为：热带印度洋：２５°Ｓ ～ ２５°Ｎ；４０° ～
１２０°Ｅ；东亚地区：２° ～５６°Ｎ；７２° ～１３６°Ｅ．

２　 表征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主要模态指数
的计算及其与东亚地区臭氧混合比的相
关分析

２．１　 ＩＯＢＩ 和 ＩＯＤＩ 的计算　 结合本文的研究区域

和前人对 ＩＯＢ 的定义，选取春季热带印度洋（２５°Ｓ
～２５°Ｎ，４０° ～１２０°Ｅ）区域内的 ＳＳＴＡ 做 ＥＯＦ 分析，
ＥＯＦ１ 的空间分布为 ＩＯＢ．将其时间序列（ＰＣ１）扣

除线性趋势并做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得到表征 ＩＯＢ
特征变化的 ＩＯＢＩ 指数，其时间序列如图 １ 所示．

根据 Ｓａｊｉ 等［１６］定义的印度洋偶极子指数（ ＩＯ⁃
ＤＩ），以秋季热带印度洋西北部（１０°Ｓ ～ １０°Ｎ，５０° ～
７０°Ｅ）和东南部（１０°Ｓ ～ ＥＱ，９０° ～ １１０°Ｅ）区域平均

的 ＳＳＴＡ 之差计算得到 ＩＯＤＩ 的时间序列（图 ２），
ＩＯＤＩ 与秋季热带印度洋 ＳＳＴＡ 的 ＥＯＦ２ 时间序列

的相关系数为 ０．６９，通过 ９９％的显著性 ｔ 检验，所
以计算出的 ＩＯＤＩ 时间序列是可信的，可以用它表

征热带印度洋东、西海温异常的强弱变化特征．
２．２　 ＩＯＢＩ 和 ＩＯＤＩ 与东亚地区臭氧混合比的相关

分析　 在进行相关分析之前，先把东亚地区的臭氧

混合比资料做季节纬向平均，处理成 ２° ～ ５６°Ｎ 内

的高度－纬度资料．然后计算 ＩＯＢＩ 和 ＩＯＤＩ 分别与

东亚地区臭氧层的相关系数，得到相关系数的纬度

－高度垂直分布图，如图 ３、４．在相关图中，等值线表

示相关系数值，实线表示正值，虚线表示负值，等值

线间隔为 ０．０５，彩色区域通过 ９０％的信度 ｔ 检验．
图 ３ 为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 ＩＯＢＩ 与东亚平流层臭

氧混合比的季节相关图．从图中看出，ＩＯＢＩ 与不同

季节内的平流层臭氧的相关关系存在显著性差异．
随着季节的改变，两者间的相关区域和相关强度也

会随之发生变化．
从纬度分布上看，ＩＯＢＩ 与臭氧相关分布的演

变过程可分为 ２ 个部分，东亚低纬度地区（２５°Ｎ 以

南）为负相关，中纬度地区（２５°Ｎ 以北）为正相关，
并且相关分布随着季节的变化会发生南北向的移

动．冬季，ＩＯＢ 对东亚地区臭氧含量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低纬度地区的平流层 ２０～３０ ｈＰａ 和 ７０ ｈＰａ 高

度处，以负相关为主．春、夏季节，对臭氧的影响在

低纬度地区的平流层中低层表现为负相关，在中纬

度地区的平流层低层表现为正相关，且正负相关区

的相关性强度较强．在秋季，平流层中层表现为显

　 　 图 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标准化 ＩＯＢＩ 指数．虚线表示±０．７５
标准差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ＩＯＢＩ Ｉｎｄｅｘ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Ｄｏ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ＯＢＩ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ｖａｌｕ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ｈａｎ ０．７５

　 　 图 ２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标准化 ＩＯＤＩ 指数．虚线表示±０．７５
标准差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ＩＯＤＩ Ｉｎｄｅｘ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Ｄｏｔｔｅｄ
ｌｉｎｅ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ＯＤＩ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ｖａｌｕ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ｈａｎ 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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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区域表示通过 ９０％的 ｔ 检验

图 ３　 ＩＯＢＩ 与东亚臭氧的相关系数垂直剖面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ＩＯＢＩ ａｎｄ ｏｚｏｎ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著性的负相关，并且显著性区域逐渐减弱北移，这
可能是因为秋季 ＩＯＢ 较弱．

当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表现为 ＩＯＢ 时，热带

印度洋海温的异常会对东亚地区平流层臭氧分布

产生影响：正 ＩＯＢ 时，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偏暖，
东亚正相关区域内臭氧含量偏多，负相关区域内臭

氧含量偏少；负 ＩＯＢ 时情况相反．这种影响在不同

纬度和不同高度上均是不同的，春季时表现得最为

明显，当 ＩＯＢ 逐渐减弱后，海温异常对臭氧分布的

影响作用也会随之逐渐减弱．
从图 ４ 中分析可知，ＩＯＤＩ 与东亚地区平流层

臭氧的相关也存在空间性差异．随着季节的变化，
两者间的相关区域和相关强度也会发生改变．

ＩＯＤＩ 与东亚地区臭氧混合比的相关分布的演

变规律可从冬季开始说起．冬季时，在东亚中低纬

度地区均为负相关，显著相关的大值区位于 ２０° ～

３５°Ｎ 之间，从平流层低层到中层为显著性相关区；
到春季时，东亚低纬度地区从负相关转变为正相

关，中纬度地区的负相关强度减弱北退；夏季时，显
著性正相关区域有向北扩张趋势，逐渐覆盖整个东

亚中低纬度的平流层中层；到了秋季，显著正相关

区域继续扩大并向平流层高层发展，甚至超过 ３０
ｈＰａ 高度．

综合以上分析，当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表现为

ＩＯＤ 时，热带印度洋海温的异常也会对东亚地区平

流层臭氧分布产生影响：正 ＩＯＤ 时，热带印度洋海

温变化为西暖东冷，正相关区域的臭氧含量偏多，
负相关区域的臭氧含量偏少；负 ＩＯＤ 时情况相反．
这种影响似乎和 ＩＯＤ 的强度有一定联系，并随着

ＩＯＤ 的发生发展有季节性的转变．在 ＩＯＤ 成熟的秋

季，这种影响表现得最为明显，ＩＯＤ 减弱后，相关性

也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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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区域表示通过 ９０％的 ｔ 检验

图 ４　 ＩＯＤＩ 与东亚臭氧的相关系数垂直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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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热带印度洋海温与东亚地区臭氧混合比

的 ＳＶＤ 分解

３．１　 春季热带印度洋海温与东亚平流层臭氧的

ＳＶＤ 分解 　 从上述的相关分析图中发现，４０ ｈＰａ
和 ７０ ｈＰａ 高度处的臭氧是受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

影响较为明显的两个层次，春季和秋季既是受海温

变化影响比较明显的季节又是 ＩＯＢ 或 ＩＯＤ 强盛的

时期，所以选择春、秋季的热带印度洋海温和同时

期的 ４０、７０ ｈＰａ 层次的臭氧混合比进行 ＳＶＤ 分解．
在分析过程中，左场（Ｌ）为热带印度洋海温，右场

（Ｒ）为东亚地区臭氧混合比．本节主要分析 ＳＶＤ 模

态的异类相关系数分布及其对应的时间序列，选取

累计平方协方差贡献率（ＣＳＣＦ）达到 ７０％的模态计

算结果进行分析．
春季热带印度洋海温场与东亚地区平流层 ７０

ｈＰａ 高度处臭氧场的 ＳＶＤ 分解出的第一模态相关

系数为 ０．５８，平方协方差贡献率（ＳＣＦ）为 ８１．６２％．
因此，ＳＶＤ 分解的第一模态可表示海温场与臭氧

场间相互作用的主要特征，可代表春季热带印度洋

海温变化与同期东亚地区平流层 ７０ ｈＰａ 高度处的

臭氧分布的遥相关关系．从图 ５ 看出，在热带印度

洋海温场中，全区海温表现为一致性的正相关，最
大值位于马达加斯加岛以东、赤道以北的阿拉伯海

和孟加拉湾海域，这说明春季热带印度洋海温异常

可以影响同期东亚地区平流层 ７０ ｈＰａ 高度处的臭

氧层分布．在东亚地区平流层 ７０ ｈＰａ 的臭氧场中，
相关系数以 ３０°Ｎ 为界，呈现南负北正的反向变化

特征．正相关的大值区位于蒙古中西部、中国内蒙

古西部至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一带；负相关大值区位

于 ２５°Ｎ 以南的印度半岛、孟加拉湾及其以东的中

南半岛、南海一带．当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表现为

正 ＩＯＢ 时，东亚地区平流层 ７０ ｈＰａ 低纬度地区的

臭氧含量减少，而中纬度地区的臭氧含量增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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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春季热带印度洋海温与东亚平流层 ７０ ｈＰａ 臭氧 ＳＶＤ 分解的第 １ 模态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ＳＶ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ｆｏ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ＳＴ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ｚｏｎ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ｏｎ ７０ ｈＰａ

　 　 图 ６　 春季热带印度洋海温与东亚平流层 ７０ ｈＰａ 臭氧

ＳＶＤ 分解的第 １ 模态的时间系数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ＳＶ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ｆｏ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ＳＴ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ｚｏｎ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ｏｎ ７０ ｈＰａ

带印度洋海温变化表现为负 ＩＯＢ 时，东亚地区臭氧

分布情况反之．ＳＶＤ 分解的结论与相关分析的结果

基本一致．从第一模态的时间系数（图 ６）可以看出

两者间的对应关系良好．
春季海温场与平流层 ４０ ｈＰａ 高度处臭氧场的

ＳＶＤ 分解的第 １ 模态的相关系数为 ０．４１，ＳＣＦ 为

７２．９４％．和 ７０ ｈＰａ 类似，春季热带印度洋的海温与

同期东亚地区平流层 ４０ ｈＰａ 高度处的臭氧也有较

好的相关关系．如图 ７ 所示，在海温场中，全区表现

为一致性的正相关，显著相关区范围有所减小，热
带印度洋东部海域未通过检验．在臭氧场中，相关

系数依然呈现出南负北正的反向变化特征，但其影

响范围和影响区域有所减小．同样的，海温与臭氧

　 　 图 ７　 春季热带印度洋海温与东亚平流层 ４０ ｈＰａ 高度处的臭氧含量 ＳＶＤ 分解的第 １ 模态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ＳＶ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ｆｏ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ＳＴ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ｚｏｎ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ｏｎ
４０ ｈ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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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ＶＤ 分解的时间系数间也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图 ８） ．
３．２　 秋季热带印度洋海温与东亚平流层臭氧的

ＳＶＤ 分解　 图 ９ 为秋季热带印度洋海温场与东亚

地区平流层 ７０ ｈＰａ 高度处臭氧场的 ＳＶＤ 分解的第

１ 模态空间分布．第 １ 模态的 ＳＣＦ 为 ８５．８０％，模态

相关系数为 ０． ５３．因此，第 １ 对奇异向量对应的

ＳＶＤ 模态可表示海温场与 ７０ ｈＰａ 高度处臭氧场间

相互作用的主要特征．从图 ９ 看出，在海温场中，显
著性相关区域面积较大，出现了西正东负的分布形

势，这与正 ＩＯＤ 的分布形势类似，但显著性负相关

区域较小，仅分布在热带印度洋东南海域内．在臭

氧场中，全区显示为正相关，显著相关区域具体分

　 　 图 ８　 春季热带印度洋海温与东亚平流层 ４０ ｈＰａ 臭氧

ＳＶＤ 分解的第 １ 模态的时间系数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ＳＶ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ｆｏ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ＳＴ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ｚｏｎ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ｏｎ ４０ ｈＰａ

　 　 图 ９　 秋季热带印度洋海温与东亚平流层 ７０ ｈＰａ 臭氧 ＳＶＤ 分解的第 １ 模态

　 　 Ｆｉｇ．９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ｓｔ ｍｏｄｅｌｌ ｂｙ ＳＶ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ｆｏ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ＳＴ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ｏｚｏｎ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ｏｎ ７０ ｈＰａ

布在：中国的东北部一带、巴尔喀什湖至贝加尔湖

一带，孟加拉湾、中国东南部以及西北太平洋海域．
和秋季 ７０ ｈＰａ 的相关分析结果比较，两者有一定

的差异．首先，在 ＳＶＤ 分解中，东亚 ４５°Ｎ 以北区域

出现明显的正相关，其次在相关分析中相关性不显

著的 １５°Ｎ 以南区域出现显著的正相关．第 １ 模态

的时间系数图（图 １０）中也表明两者间的相关趋势

在时间上有很好的对应．
秋季海温场与平流层 ４０ ｈＰａ 高度处臭氧场的

ＳＶＤ 分解的第 １ 模态的相关系数为 ０．５８，第 １ 模态

的 ＳＣＦ 为 ８２．４６％．从图 １１ 及图 １２ 看出，秋季热带

印度洋的海温与同期东亚地区平流层 ４０ ｈＰａ 高度

处的臭氧有较好的相关关系．在海温场中，热带

印度洋东南海域为负相关，也就是苏门答腊岛以西

　 　 图 １０　 秋季热带印度洋海温与东亚平流层 ７０ ｈＰａ 臭
氧 ＳＶＤ 分解的第 １ 模态的时间系数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ＳＶＤ ｒｅ⁃
ｓｏｌｖｅ ｆｏ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ＳＴ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ｏｚｏｎ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ｏｎ ７０ ｈ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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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１　 秋季热带印度洋海温与东亚平流层 ４０ ｈＰａ 臭氧 ＳＶＤ 分解的第 １ 模态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ｓｔ ｍｏｄｅｌｌ ｂｙ ＳＶ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ｆｏ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ＳＴ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ｏｚｏｎ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ｏｎ ４０ ｈＰａ

洋面；在热带印度洋中部及中部以西海域为正相

关，几乎覆盖洋面三分之二区域．在臭氧场中，东亚

中纬度地区出现负相关，显著性负相关地区位于内

蒙古、贝加尔湖和中国东北部；低纬度地区的正相

关范围有向北扩展趋势，覆盖 ２０°Ｎ 以南区域和中

国南部和东部地区．和秋季时期 ７０ ｈＰａ 高度处 ＳＶＤ
分解的结果相比较，中纬度地区的正相关转变为负

相关，原来的低纬度正相关区域范围向北扩大，相
关性强度增强．和秋季对应层次的相关分析结果比

较，两者存在差异，在 ＳＶＤ 分解中，东亚区域出现

显著负相关．
在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与东亚地区臭氧层分

布的影响研究中，发现秋季内，相关分析和 ＳＶＤ 分

解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２ 种分析结果的差异可能

是因为使用不同空间分布的海温数据导致的．相关

分析中使用的数据是以热带印度洋西北部和东南

部的区域海温距平之差计算得到的 ＩＯＤＩ，而 ＳＶＤ
分解中的海温数据是整个热带印度洋范围内的

ＳＳＴ 数据．
在秋季的 ＳＶＤ 分析中，无论是平流层低层还

是高层，在青藏高原附近的相关性总是比较弱，很
难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青藏高原的高海

拔和大地形等因素引起的动力过程造成的［２１］ ．
从以上分析过程中发现，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

对东亚地区臭氧有着一定的影响，而经向 Ｈａｄｌｅｙ
环流异常［２２］ 以及 Ｂｒｅｗｅｒ－Ｄｏｂｓｏｎ 环流的经向输送

作用［２３］都可能是影响东亚臭氧层分布的物理因素

　 　 图 １２　 秋季热带印度洋海温与东亚平流层 ４０ ｈＰａ 臭
氧 ＳＶＤ 分解的第 １ 模态的时间系数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ＳＶＤ ｒｅ⁃
ｓｏｌｖｅ ｆｏ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ＳＴ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ｏｚｏｎ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ｏｎ ４０ ｈＰａ

之一．那么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在这些经圈环流中
以及在东亚臭氧层分布的物理过程和调节机制中
起到什么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
步分析．

４　 结　 论

本文在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 ２ 个主模态的研
究基础上，分别计算出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间表征 ＩＯＢ
特征变化的 ＩＯＢＩ 指数和表征 ＩＯＤ 特征变化的 ＩＯ⁃
ＤＩ 指数，从 ＩＯＢＩ 和 ＩＯＤＩ 与东亚地区平流层臭氧
的相关分析入手，通过 ＩＯＢＩ 和 ＩＯＤＩ 对东亚地区平
流层臭氧进行相关分析、以及春秋季节热带印度洋
海温和同期东亚地区平流层臭氧进行 ＳＶＤ 分解，
探讨了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对东亚地区臭氧分布
的影响关系、影响程度、水平方向及垂直方向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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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１） 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对东亚地区平流层

臭氧分布有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着季节的变
化而有所改变，并且与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的 ２ 个
主模态的时间变化规律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
ＩＯＢ 强盛的春季和 ＩＯＤ 强盛的秋季时期这种影响
最为显著．

（２） ＩＯＢＩ、ＩＯＤＩ 时间序列与东亚平流层臭氧
变化具有较好的相关关系，在平流层低层（７０ ｈＰａ）
和中层（４０ ｈＰａ）上述相关尤为显著．具体而言，ＩＯ⁃
ＢＩ 与东亚低纬度地区平流层臭氧变化表现为负相
关，中纬度表现为正相关，相关性随着 ＩＯＢ 强度的
变化而改变；ＩＯＤＩ 与东亚中低纬地区平流层臭氧
变化表现为正相关，相关性随着 ＩＯＤ 强度的变化
而改变．

（３） 由热带印度洋海温变化与东亚地区臭氧
的 ＳＶＤ 分解可知，春季海温变化对东亚地区中低
纬度 ７０ ｈＰａ 等压面上臭氧分布的影响要强于 ４０
ｈＰａ，这表明，ＩＯＢ 对东亚地区平流层臭氧分布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平流层低层；秋季热带印度洋海温变
化对东亚地区平流层臭氧分布的影响在 ４０ ｈＰａ 的
中纬度地区出现了与 ７０ ｈＰａ 反向的变化，这意味
着，ＩＯＤ 对臭氧分布的影响在东亚中纬度地区随着
高度的增加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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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３１（１）：１３７⁃１４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ｚｏｎｅ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ＩＡＮ Ｍｅｎｇ⁃ｋｕｎ１， ＧＵＯ Ｙｉ⁃ｒａｎ１， ＷＡＮＧ Ｘｉｕ⁃ｙｉｎｇ２， ＣＨＥＮ Ｙａｎ３， ＧＵＯ Ｓｈｉ⁃ｃｈａｎｇ１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２．Ｐｕｅ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Ｐｕｅｒ ６６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３．Ｙｕｎｎａｎ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Ｂｕｒｅａｕ，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Ｈａｄｌｅ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ＳＴ，ＮＡＳＡ ｏｚｏｎｅ ｍａｓｓ ｍｉｘ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５，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ＯＢ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ＩＯＤ ｉｎｄｅｘ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ＳＴ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Ｂａｓｉｎ （ ＩＯＢ）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Ｄｉｐｏｌｅ （ ＩＯＤ） ｍｏｄｅ，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ＳＴ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ｚｏｎｅ ｍａｓｓ ｍｉｘ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ｖｅｒ Ｅａｓｔ Ａ⁃
ｓｉ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ｚｏｎｅ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ＳＴ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ｏｚｏｎ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ｈｉ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ＩＯＢ ａｎｄ ＩＯＤ；（２） ＩＯ⁃
ＢＩ ａｎｄ ＩＯＤＩ ｈａｖｅ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ｏｚｏｎ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ｗｉｔｈ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 （７０ ｈＰａ）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ｔｒａｔｏｓｐｈｅｒｅ （４０ ｈＰａ）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ｍｏｄｅ；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ｄｉｐｏｌｅ ｍｏｄｅ；ｓｔｒａｔｏ⁃
ｓｐｈｅｒｉｃ ｏｚ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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