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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米、弥漫着恐怖气氛但无比惊险刺激的冰封隧道，并且还有一段巨浪汹涌的百慕大风暴，游客成
了漂流者，只能任巨浪带领抵达未知的地方。风暴滩海浪池占地6000多平方米，是目前亚洲最大的
人工海浪池，有真正清洁的人造沙滩供游客娱乐休息，特有的黄金沙滩让你充分体验人与自然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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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喷泉、瀑布、海浪；有静态的假山、雕塑、绿林、青草；里面的餐厅提供美味的汉堡、炸鸡、
冷饮等食品；十多位经过系统培训的资深救生员在各场地随时关注顾客的平安，充满自然气息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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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要：热带风暴（Tropical storm）是热带气旋的一种，其中心四周持续风力为每小时63-87公里，即
烈风程度的风力。是所有自然灾害中最具破坏力的。每年飓风都从海洋横扫至内陆地区.强劲的风力
和狂风雨过后留下的只是一片散乱。也是台风的一种，是指中心最大风力达8-9级(17.2-24.4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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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带气旋。1、首先要有足够广阔的热带洋面，这个洋面不但要求海水表面温度要高于26形成
.5℃，而且在60米深的一层海水里，水温都要超过这个数值。其中广阔的洋面是形成台风时的必要
自然环境，因为台风内部空气分子间的摩擦，每天平均要消耗3100-4000卡／厘米的能量，这个巨大
的能量只有广阔的热带海洋释放出的潜热才可能供应。另外，热带气旋周围旋转的强风，会引起中
心四周的海水翻腾，在气压降得很低的台风中心甚至可以造成海洋表面向上涌起，继而又向四周散
开，于是海水从台风文字中心向四周围翻腾。台风里这种海水翻腾现象能影响到60米的深度。在海
水温度低于26.5℃的海洋面上，因热能不够，台风很难维持。为了确保在这种翻腾作用过程中，海
面温度始终在26.5℃以上，这个暖水层必须有60米左右的厚度。、在台风形成之前，预先要有一个弱
的热带涡旋存在。任何一部机器的运转，都要消耗能量，这就要有能量来源。台风也是一部"热机
"，它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在那里转动，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要有能量来源。台风的能量是
来自热带海洋上的水汽。在一个事先已经存在的热带涡旋里，涡旋内的气压比四周低，周围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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