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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卷风系统可产生地球上最强的风，造成的破坏是任何其他现象所无法比拟

的。在美国中部以及其他中纬度地区，引起龙卷风雷暴极具特点。大多数这些强

大大气漩涡的物理强化机制已被探知，这使得龙卷风带来的风险能够被相当准确

地预测。但是，由风暴所产生的龙卷风的确切位置和实际强度事先并不能准确预

测。虽然这些极端事件很罕见，但了解在遇到这样的天气怪物时如何保护自己还

是非常有用的。 

1. 一种短暂却剧烈的现象 

龙卷风系统可产生地球上最强的风，风速高达甚至超过 400 公里/小时。人

们印象中的龙卷是残暴的，伴随着扭曲、抽吸、撕裂、提升、辐合且螺旋上升，

其造成破坏令人心惊，有时甚至可造成人员伤亡。龙卷风的探测十分困难，所以

很难及时发出有效的警报，但是当大气垂直风切变很大，大气结构非常不稳定时，

我们可以发现潜在的风险。 



 
图 1 2007 年 6 月 22 日，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伊利村附近的一场高强度龙卷风。 [资料来

源：贾斯汀·霍布森所摄] 

龙卷风是一种具备强风、近乎垂直的旋转轴和气旋性（北半球逆时针方向，

南半球顺时针方向）旋转的特点的大气旋风，其可见部分像垂直圆柱或圆锥一样

延伸，呈喇叭状。龙卷常发生于发达的对流云、积雨云或更少见的浓积云（图 1）

的底部，发生在风暴的中心区，且经常伴随着暴雨、冰雹和强雷电。 

这个喇叭状系统的直径从几十米到几百米不等，垂直可见部分的范围从几百

米到 2-3 公里不等，但其隐藏在云层中的部分可上延至 8-10 公里的高度。虽然

龙卷风的生命周期相当短，最多只有几分钟，但引起龙卷风的猛烈风暴可迅速移

动，所以龙卷对地面的影响可达几公里之远。此外，风暴往往会经历几轮崩溃和

再生，在此过程中可以先后产生多个或强或弱龙卷风。 

你知道龙卷如何诞生的吗？龙卷发展初期，会发出一个警告信号——云底和

地面几乎同时出现强烈的漩涡。随后，这两个漩涡逐渐连通。涡旋使气压降低，

大气中的水汽凝结成液态水滴，使龙卷变得可见。在波动初期，这个喇叭状系统

稳定在一个垂直的位置，并随着涡旋的加强而扩大。强龙卷的外观有强烈的湍流

活动，大量各种各样的碎片被强风卷起，形成一个黑色的云团。海龙卷是发生在

液体表面（海洋或湖泊）上的龙卷，它们的演变过程与低强度龙卷大致相同，其

足部被一个大约 10 米高的泡沫环包围，类似于地面龙卷底部的灰尘和碎片团。 

 



2. 或多或少的重大损害 

1981 年，美国气象学家西奥多·T·藤田根据龙卷风造成的灾害，提出了一种

强度等级表。 

表：根据 T·T·藤田（1981）[1]的龙卷风强度分级 

等级 风速 外观 影响 

F0 
hkm11060−  

 
呈不规则喇叭

状，外表光滑，

通常不接触地面 

小树枝折断，瓦片被卷飞 

F1 hkm170110−  窗玻璃被吹走，车辆被吹动 

F2 hkm240170−  从喇叭状发展为

一个大型湍流

柱，接触地面 

树木被连根拔起，风卷起碎片的质量
kg1  

F3 hkm320240−  
一些墙被摧毁，货车被翻倒，风卷起

碎片的质量 kg10  

F4 hkm410320−  产生多个剧烈旋

转的强涡旋，彼

此相互接触 

车辆及船只被卷起，风卷起碎片的质

量 kg100  

F5 
hkm410  

 

建筑物及火车被吹动，所有建筑都被

连根拔起 

3. 龙卷风的全球分布 

横跨北美大陆中部，位于墨西哥湾、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落基山脉之间的大平

原，是世界上龙卷风最频繁的地区，因为该地在春季和初夏风暴活动非常频繁。

平均每年造成 100 人死亡以及数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德克萨斯州北部、俄克拉荷

马州、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这一带危险地区被称为龙卷风巷，每年每 10,000

平方公里的地区可能发生 5 起龙卷事件。 

在全球范围内，受龙卷风影响的地区主要在中纬度。在北半球，欧洲、俄罗

斯、印度、孟加拉国东部、中国沿海和日本都有观察到龙卷事件。在南半球，龙

卷发生在南澳大利亚、东澳大利亚、南非以及阿根廷北部和巴西南部之间。热带

和赤道地区比较幸运，但有时会观察到海龙卷。 

在法国，让·德森斯和约翰·T·斯诺[2]于 1989 年发表的气候学研究揭示了三

个高暴露性地区：西北部从普瓦图到皮卡迪和香槟的狭长地带，东部的里昂和朱

拉之间，以及地中海沿岸。大多数龙卷风发生在 5 月到 9 月之间——雷暴活动频

繁的时间段。但是，也有一些龙卷出现在冬天，一般与活跃的冷锋有关。平均而

言，上述三个地区，每个地区每年都有一到两次弱龙卷风(F0 或 F1 强度)。强龙



卷风(F3、F4 或 F5)的风险似乎只出现于最活跃的地区，平均频率约为每 5 年一

次。 

2008 年 8 月 3 日晚上袭击法国北部萨姆布雷山谷地区的龙卷被列为 F3 或

F4 等级。移动距离长达 20 公里，袭击了沿线多个城市，最大强度发生在萨姆布

雷河畔和豪蒙特。此次龙卷灾害造成了三人死亡，十八人受伤，许多房屋被毁，

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 200 万欧元。到目前为止，这是 30 多年来袭击法国最猛烈

的龙卷风。 

4. 漩涡中心 

涡旋的机理是什么？这种空气情况下（详见焦点），涡度是最根本的机制。

涡度是一种矢量，是局地流体旋转速度的量度，它记录每秒的转数。涡旋就是流

体具有较大涡度的区域，涡旋轴是指向涡旋矢量点的方向。风速或风向的横向变

化也会产生环境涡度。 

导致涡度在方向或强度上的变化，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涡度可以通过空

气运动水平或垂直地输送，这是流体的一个特征，即平流。速度变化在涡旋的演

变中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就像滑冰者通过收紧（或延长)手臂来加速(或减缓)

他们的旋转一样，当风有辐合(或辐散)时，涡度会增强(或减小），这是辐合效

应。另一方面，水平或垂直切变，即风分量的横向变化，导致涡度方向的变化，

但不改变其强度，我们称之为倾侧。因此，假定有一个由水平气流输送的水平轴

涡旋，当气流向垂直方向倾斜时，其轴也逐渐垂直。假定空气的流动速度和温度

在不同方向上发生同样的变化，由于斜压效应，也会造成涡旋强度的变化。此外，

还要考虑由于湍流过程和地面摩擦而产生的耗散效应，这往往会减少涡度的空间

变化。 

研究龙卷风的形成和演变需要先探究大气中涡度的来源，然后描述在水平尺

寸小于一公里涡旋中涡度的大小。以下几种现象相互伴随。第一个来源是地球的

自转，地球自转产生了垂直方向的涡度，其强度随纬度而变化，最大值在两极点，

每 24 小时旋转一圈，最小值在赤道，每 24 小时旋转零圈。仅仅环境涡度的大小

远不足以解释龙卷，因为龙卷风涡度的典型值为每几秒钟便可旋转 1 次，是上述

涡度的 10,000 倍，要想由这一来源通过上述过程产生龙卷，需要的时间比风暴

的平均寿命（最多几个小时）长得多。 



涡度的第二个来源，也是更重要的蓄能池，是水平风的风速和风向的垂直切

变。水平风速在垂直 10,000 米的距离内变化 20m/s，即可产生 13102 −− s 的涡度。

这个涡度值相当于大约一个小时便可完成一次旋转，是地球在极点旋转速度的

25 倍。这种水平环境涡度如发生垂直倾斜，可激发与龙卷相关的强大涡旋运动，

然后通过辐合运动进一步加强涡旋运动，并通过上升和下沉气流将涡旋上下输送。 

 
图 2 在水平风垂直切变的环境中，上升气流的发展导致了成对的气旋和反气旋涡的形成。 

（图二 altitude 海拔高度，wind 风，updraft motion 上升运动） 

在涡度方面，在水平风垂直切变的环境中，上升气流的发展（例如雷暴过程）

通过倾侧效应造成环境涡旋轴的变形（图 2），随后产生一对气旋性和反气旋性

漩涡。但这两个方向相反的旋风命运各不相同。事实上，风切变一般不是恒定的，

往往随着高度的变化而发生风向的转变。因此在北半球，对流层低层的东南风、

到中层可发展为西南风，到高空可发展为风速更大的西北风。气旋移动造成的气

压扰动，会产生一种垂直驱动力，这个驱动力在低压侧增加上升气流，同时在高

压侧减弱上升气流，并使高压很快消失。很快，上升气流的涡度与其速度平行，

形成稳定的贝尔特拉米流动，其不仅稳定，且抗湍流耗散。 



 
图 3 龙卷风出现在上升气流和下沉气流的交界处，在风和温度的梯度最大的位置。 

（图三 downdraft motion 下沉运动，updraft motion 上升运动，tornado 龙卷，motion of the 

storm 风暴运动，warm and humid air 暖湿空气，cold air 冷空气） 

初始阶段，是上升气流改变涡旋的初始涡度和对其进行垂直输送的阶段，在

此之后，下沉气流的发展表明涡旋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一

方面涡度中心停止上升，下降到较低的高度。另一方面，暖空气和冷空气之间水

平方向上的风和温度的梯度变大，加强了冷暖交界处的涡旋（图 3）。 

这时，云墙出现，从云底开始发育，向着地面旋转生长，并逐渐肉眼可见其

旋转状态。这种宽为几百米结构的出现，是强旋风将要发展为龙卷的标志。云墙

旋转周期为几分钟，涡度为 112 10~10 −−− s (是风切变阶段的 10 到 100 倍，且旋转

风速达到 50 到 100 公里/小时)。涡旋被集中于上升气流和下沉气流之间的强降

水、强阵风和持续的雷电活动区域，龙卷在云壁和地面之间形成。 

风暴演化过程中，下沉气流不断向下输送较冷的空气团，使得低层冷空气的

增加，从而进一步抑制了上升气流向上输送的温暖潮湿的空气。后者逐渐消失，

涡旋强度在风暴内逐渐减小。涡旋失去了放大机制，同时因为冷空气的发展而变

形，使得龙卷风在被拉伸和波动后逐渐崩溃。但是，短暂的间隔后，雷暴活动便

可重新发展，并由于风切变再次产生环境涡度的倾斜、辐合和输送。因此，在同

一个雷暴活动的传播过程中，经常观察到连续发生的龙卷风，这也使得龙卷造成

的灾害更为可怖。 

 



5. 龙卷的剖面 

风暴产生涡旋的强度，决定了龙卷风的出现和破坏力。然而，由于涡旋尺度

过小（最多几十到几百米），再加上其附近强劲的风，很难对其进行准确的观测。

因此，目前与其有关资料的获取手段主要是光学手段（摄影测量），或是勇敢的

实验人员在这些危险现象附近部署的移动气象雷达进行的远程观测。近年来，高

分辨率的数值模拟也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图 4 低(a)、中(b)和高强度龙卷风的特征。 

（图四 smooth tuba 光滑喇叭状外表，regular updraft motion 规则上升运动，turbulent bush

湍流层，turbulent tuba 出现湍流的喇叭状外表，unstable updraft motion 不稳定上升运动，

debris 碎片，several eddies 多个漩涡，downward central motion 中心下沉运动） 

低强度龙卷(F0 到 F1 等级)，外表光滑，呈喇叭状，其中心有一个上升气流

(图 4a)。气流流动非常规则，空气以恒定的角速度旋转，就像固体一样。这种情

况称为朗肯涡旋。 



中等强度龙卷(F2 到 F3 等级)，喇叭状的外表开始出现湍流(图 4b)。在高空

形成与四周脱离的垂直速度沿中轴向下的区域。随着强度的增加，喇叭状外观扩

张和涟漪，这些区域变得越来越广，并朝着地面方向发展。 

高强度龙卷风(F4 或 F5 等级)，下沉气流向下运动到环流中心(图 4c)，气流

的圆柱对称性逐渐消失，二次漩涡通常在离轴几十米或几百米处形成，绕中心轴

旋转。龙卷强度越大，二级漩涡的数量越多，在最强大的龙卷中，同时出现的二

级漩涡最多可达六个。然而，它们被裹挟于强风从地表卷起的各种碎片中，很难

从视觉上分辨。龙卷风是由所有这些漩涡组合而成的，所以最强大的那个龙卷在

破坏中担任主角。 

6. 如何保护自己？ 

除非你住在美国中部的龙卷风巷，否则遇到龙卷风的概率很低，但即便如此，

知道如何处理这些危险现象是非常有用的。虽然低强度龙卷风(F0 和 F1)的旋风

较为不剧烈，但它们可能吹落的树枝或瓷砖，甚至推翻轻型建筑物，这依然可造

成物质或物理事故。如在风暴中，看见一个圆锥形旋风从云底向地面发展，那便

是龙卷形成的迹象，此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求一个坚实建筑的庇护。 

中等(F2 和 F3)和高(F4 和 F5)强度的龙卷风具有更严重的实质性后果，甚

至可能危及人的生命。它们的主要特征是旋转开始出现湍流和碎片涡旋的宽度加

大。同时，这一强度的龙卷还伴随着类似于火车经过或飞机起飞时巨大的噪音。

首先，这一强度龙卷风风暴蔓延非常迅速，速度高达 100 公里/小时。所以，当

附近发生龙卷风时，最好是在现场保护自己，而不是试图逃跑，即使当时你拥有

一辆车，因为龙卷风最终都会赶上。 

建筑物或地窖的地基可提供最好的保护。退而求其次，可以躲藏在最中央的

房间，用毯子或床垫保护自己。最重要的是，避免站在门窗附近，因为门窗很容

易被强风刮掉或砸碎，然后会使你暴露在高速飞舞的碎片中。如实在没有坚硬的

建筑，可以躺在水槽里，用你的手臂护住你的头，越紧越好。无论如何，切忌呆

在一个很容易被龙卷风带走和摧毁的结构中，如汽车、卡车、大篷车、移动房屋

等等。然而不幸的是，这是大多数受害者犯下的致命错误，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些

地方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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