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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冷季快速增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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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中国７１３个观测站均一化的月平均温度资料，详细分析了近５５年中国温度变化的季节性及
区域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干旱半干旱区冷季增温前后的大气环流特征。年际变化结果表明，中

国的增温现象主要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９０年代快速增长，２１世纪初增温变缓，其中干旱半
干旱区的年均增温速率是湿润半湿润区的１．７倍。季节性特征为冷季增温速率是暖季的１．９倍，干旱
半干旱区的冷季增温速率较大，都超过了０．３℃·（１０ａ）－１，其中青藏高原、内蒙古中部、东北和华北
增温尤其显著，湿润半湿润区的冷季增温相对较慢，其中中西部地区比东部沿海增温较慢。干旱半干

旱区的冷季温度在１９８６年左右发生显著暖突变，突变前后的大气环流对比分析表明，极涡强度减弱、
东亚大槽和欧洲浅槽变浅、极地冷高压和西伯利亚高压偏弱、气旋性异常环流和东部地区的异常东南

气流都有利于干旱半干旱区冷季的快速增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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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世纪末的全球变暖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
表现形式，ＩＰＣＣ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１］，近１００年
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了０．７４℃，且存在明显的季节差
异和区域特征，其中冬季增温最为明显，并且主要

集中在北半球的中高纬度大陆地区［２］。中国温度

变化趋势与全球变化总体一致，唐国利等［３］指出，

近１００年中国年平均气温上升了０．７８±０．２７℃，比
同期全球平均的增温幅度略高，中国气候变化形势

更加严峻［４－６］。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多样，不同的地形条
件决定了不同的气候特征，因此中国的气候变化也

表现出了明显的季节及区域性特征。陈隆勋等［７］

指出，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变暖以冬季最为
突出［８－９］，并且不同区域变暖程度有所不同。由于

气候变化的这种区域差异，张英娟等［１０］将中国分

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西南青藏

高原区，也有学者们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

究［１１］，或者对个别省份和城市进行专门研

究［１２－１３］。

　　干旱半干旱区作为全球陆地的特殊组成部分，
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对全球变暖的响应十分敏感，

是气候变化研究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

分［１４－１６］。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７］研究表明，对全球而言，
干旱半干旱区的增温比其他区域更显著，并且主要

表现在冷季。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４０％，该地区不仅气候较干、日照较强，且地表的
热容量也较小，比其他地区受太阳辐射的加热作用

要强得多［１８］。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热岛效应和

环境破坏，增加了土地退化、干旱、沙尘暴等自然

灾害和各种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１９］，由于自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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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干旱半干旱区的生态系

统正面临严峻考验［２０］。研究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

气候变化意义重大，不仅为进一步探索干旱半干旱

区气候变化的机制奠定了基础，还对科学认识干旱

半干旱区的环境变化、气候演变以及有效控制荒漠

化等提供了理论指导。因此，本文使用站点较全、

时间较长的均一化温度资料，利用３０年平均的降
水量来划分气候区域，对不同区域的温度变化进行

对比分析，还进一步分析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冷季

增温现象，并从大气环流的角度分析其快速增温的

可能原因。

２　资料选取和方法介绍

２．１　资料选取
　　本文使用中国气象局国家信息中心提供的《中
国地面气候资料月值数据集》，该数据集为１９５１
２０１１年中国９１７个基本、基准地面气象观测站及自
动站的气候资料的月值数据集。所用地面月平均气

温数据和月降水资料，虽经过较严格的质量控制，

但由台站变迁、仪器变化和观测方式改变等造成的

气候资料非均一性还没得到订正。为了尽可能保留

较多的台站资料，并为进一步均一化处理做准备，

本文从９１７个站点中挑选出质量较好的７１３个站点
进行分析处理，剔除的站点数占总台站数的２２％。
　　选取的７１３个站点覆盖了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
地区，西部地区特别是青藏高原站点相对以往研究

比较密集（约１１２个站）。在本文选取的资料中，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初期站点数量较少，仅有３５０个站左
右，而且空间分布不均匀；５０年代中期观测站点迅
速增加，尤其是西部的站点逐渐增加，所以选取时

段为１９５６年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经过上述质量控
制的资料集时间序列较长、台站覆盖率高，具有较

好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本文还利用１９４８ ２０１１年ＮＣＥＰ／ＮＣＡＲ月平
均再分析资料，包括位势高度、纬向风分量、经向

风分量和海平面气压，水平分辨率为２．５°×２．５°，
垂直分辨率为１７层。本文所用气候态是 ＷＭＯ推
荐的１９６１ １９９０年气候平均值，包括降水、温度
和大气环流场的距平场都是相对于１９６１ １９９０年
的３０年平均值得到的，下面不再重复说明。在季
节变化的分析中，本文依据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７］的划分方
法，将一年分为冷季和暖季，其中暖季为５ ９月，
冷季为１１月 次年３月。

２．２　分析方法
　　（１）　ＭＡＳＨ方法均一化处理。本文利用匈牙
利气象局 Ｓｚｅｎｔｉｍｒｅｙ教授提供的 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ｏｆＳｅｒｉｅｓｆｏｒ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Ｈｖ３．０３）［２１］

软件包对７１３个站点的月平均温度做均一化处理，
然后对均一化序列做进一步分析研究。ＭＡＳＨ方
法是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同、具有严格统计数学基础

的均一化方法［２２］，基本思路是：对同一气候区多站

序列逐步两两比较，从中判断并校正每个站所包含

的非均一性断点，结果可认为是该区域尺度上的一

个均一化数据集。本文使用的温度序列除特别说明

之外，都为均一化的温度序列。

　　（２）　线性趋势分析。对近５５年７１３个站点
的均一化温度序列，求其线性增长趋势（增温速

率）。利用最小二乘法求其增温速率，即：

ｂ＝ｂ
⌒
±ｑσ

⌒
ｂ　， （１）

其中：ｂ
⌒
为一般最小二乘法计算的增温速率；ｑ为

给定α＝０．０５显著性水平的ｔ分布值；σ
⌒
ｂ为残差的

标准差［２３］。并通过自相关模型减少了自由度 Ｎｒ，
即：

Ｎｒ＝Ｎ
１－ρ
１＋ρ

　， （２）

其中：Ｎ为原来序列的自由度；ρ由残差估计得到
的。式（１）中ｂ值的大小反映了气温上升或下降的
速率，在求得线性趋势后，需对其进行显著性检

验［２４］，检验时间序列与温度序列的相关系数 ｒ，若
ｒ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则认为该趋势有统计意义，
否则认为没有统计意义。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原始温度和均一化温度序列的对比
　　对于长期气候变化的分析，不同的资料处理得
到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在温度变化的分析中，均

一化的长时间资料是研究的基础，有利于真实可靠

的评价温度的长期变化趋势［２５］。然而中国台站观

测的长时间温度序列，自建国以来不可避免的存在

各种非气候因素造成的不连续点［２６］。

　　本文利用ＭＡＳＨ软件包对近５５年７１３个站点
的温度资料做了均一化处理，为了检验资料处理的

效果，用７１３个站点的原始温度和均一化温度序列
的５１年（１９６０ ２０１０年）年平均温度做一个简单的
对比（图１）。从图１中可看出，对于全国区域平均
而言，年平均温度的均一化处理对资料的改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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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近５０年原始温度和均一化温度的变化过程
大致相同，在１９８５年之后全国年平均温度呈整体
波动增长，直到近２、３年温度增长的趋势变缓。原
始温度和均一化温度在变化趋势大小和平均温度的

数值上都有一定的差异，从图１中还可看出，由于
台站变迁、仪器变化、观测方式改变等造成的全国

平均温度整体上有０．４℃左右的误差，这在均一化
处理中得到了逐步订正。从线性趋势上可看出，原

始温度序列的增温速率为０．２３℃·（１０ａ）－１，与时
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２，均一化温度序列的增温速率
为０２６℃·（１０ａ）－１，与时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４，
两个相关系数均大于临界值ｒ０．０１（０．３５），即原始温
度和均一化温度随时间有显著增暖的趋势，并通过

了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图 １　１９６０ ２０１０年中国均一化和原始年平均
温度序列对比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９６０ ２０１０

　　原始序列的增温速率为０．２３℃·（１０ａ）－１，与
唐国利等［２７］处理得到的１９５１ ２００９年温度序列的
增温速率０．２３℃·（１０ａ）－１相一致，该序列中也存
在一定的非均一性；均一化序列的增温速率为

０２６℃·（１０ａ）－１，与 Ｌｉｅｔａｌ［２８］应用 ＭＡＳＨ方法
对中国５４９个站１９６０ ２００８年逐日温度序列订正
得到的中国区域平均增暖速率约为 ０．２６℃·
（１０ａ）－１的结果相一致。这说明本文用ＭＡＳＨ方法
对７１３个站点的月平均温度处理得到的数据是比较
可靠的，在很大程度上去掉了非均一性，具有较好

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３．２　不同区域温度的变化特征
　　按气候态的降水量把中国分为２０个等级，以
１００ｍｍ为间隔，对同等级内的降水和温度资料取
区域平均，计算其平均降水量和增温速率。图２是

１９５６ ２０１０年中国降水量不同等级区域的年平均
增温速率和增温速率与降水量的线性关系。从图２
实线可看出，中国增温速率的高值区都集中在降水

量为０～６００ｍｍ的地区；在降水量 ＜３００ｍｍ的区
域，增温速率逐渐增大，在降水量为３００ｍｍ左右
的地区增温速率达到最大值，是全国增温最快的地

区，当降水量 ＞３００ｍｍ的区域，增温速率逐渐减
小，在降水量＞１０００ｍｍ的湿润区增温速率变化不
大。根据张强等［２９－３０］的研究结果可知，干旱半干

旱区干燥少雨，水分通过蒸发和相变对温度的调控

能力有限，所以干旱半干旱区比湿润半湿润区整体

增温较快［３１］，如图２虚线所示。但是在降水较少
的干旱半干旱区，水分的微小变化可能会引起气候

状态和生态系统的剧烈变化［３２］。已有研究表明干

旱区降水呈增加趋势［３３］，潜热增多、感热减少，减

缓了干旱区的增温；而半干旱区则与干旱区相反，

降水呈减少趋势，潜热减少、感热增加，加速了半

干旱区的增温，所以在３００ｍｍ左右出现了增温的
峰值。但是在降水量＞１０００ｍｍ的湿润区，水分充
足，对温度的调控能力差异不大，因此增温速率变

化不大。

图 ２　中国降水量不同等级区域的气温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ｉｎＣｈｉｎａ

　　本文研究了增温速率的区域差异，图２显示出
这种区域差异与降水量的多少有着密切联系。针对

不同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一般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来确定气候区域，例如降水量、干旱指数、湿润指

数等，但各种方法确定的范围大致相同。针对本文

的研究目的，采用气候态的降水量来划分气候区

域。用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年共３０年平均降水量来划分气
候区域，将降水量＜２００ｍｍ的地区划分为干旱区，
年降水量在２００～６００ｍｍ之间的地区划分为半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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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区，这与钱正安等［３４］定义的干旱半干旱区范围

一致。用降水量来划分气候区域在中国范围内较为

实用，能比较客观的表征中国长期的气候分布状

态［３５］。

　　图３给出了中国干旱半干旱区、湿润半湿润区
和全国区域的年平均温度距平变化。从图３中可看
出，干旱半干旱区、湿润半湿润区和全国区域年均

温度的年际变化大致相同，只是温度变化的幅度有

所差别，其中干旱半干旱区的变化幅度最大。三个

区域的明显增温都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
９０年代快速增长，到２１世纪初温度变化幅度较小。
干旱半干旱区、湿润半湿润区和全国区域，近５５年
最高温度都出现在２００２年，增温速率分别为０．３５
±０．０９４，０．２１±０．０８６和 ０．２７±０．０８８℃·
（１０ａ）－１，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７９，０．６５和０．７４，均
通过了０．０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从线性变化趋势来
看，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增温速率是湿润半湿润地

区的１．７倍左右。年际的温度变化表现出了明显的

图 ３　１９５６ ２０１０年中国不同区域的年平均温度距平变化
（ａ）干旱半干旱区，（ｂ）湿润半湿润区，（ｃ）全国区域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９５６ ２０１０．（ａ）Ａｒｉｄａｎｄ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ｂ）ｈｕｍｉｄａｎｄｓｅｍｉｈｕｍｉｄ，（ｃ）ｗｈｏｌｅＣｈｉｎａ

区域差异，干旱半干旱区的增温比湿润半湿润地区

偏高０．８℃，近５５年增温现象在干旱半干旱区表现
尤为突出。

３．３　不同季节温度的变化特征
　　表１给出了近５５年中国不同季节各区域的线
性增温速度，所有的增温速率均通过了０．００１显著
性水平检验。由表１可知，全国的年平均、冷季和
暖季增温速率分别为０．２７±０．０８８，０．３４±０．１５１
和０１８±０．０６８℃·（１０ａ）－１，冷季的增温速率是暖
季的１．９倍左右。全国冷季平均增温１．９℃，年平
均增温１．５℃，暖季增温１．０℃，冷季增温明显大于
暖季。各个区域的冷暖季节增温差异都很明显，冷

季增温速率均明显大于暖季，其中半湿润区的冷暖

季节增温差异最大，冷季增温速率是暖季的 ２．４
倍，干旱区的冷暖季节增温差异最小，仅为１．５倍
左右。无论是干旱区、半干旱区、半湿润区、湿润

区还是全国，始终是冷季的增温速率最大，年平均

其次，暖季最小，即冷季的增温速率显著大于暖季

是普遍存在的。不同区域的增温速率也存在差异，

其大小关系为半干旱区增温速率最大，干旱区次

之，半湿润区较小，湿润区最小，即中国干旱半干

旱区的冷季增温速率最大。

　　表２给出了全国、干旱半干旱区和湿润半湿润
区不同季节各年代的平均距平值。从表２中各年代
的温度距平来看，冷季的温度距平始终比暖季大。

全国冷季温度在２０世纪８０ ９０年代增长最快，为
０．５２℃；暖季温度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
增温最快，为０．４０℃；年平均温度在２０世纪８０
９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温度变化幅度差不
多。年平均温度和冷季温度５０年来在年代际尺度
上都是升高的，而暖季在２０世纪６０ ７０年代出现
过－０．１５℃降温。干旱半干旱区的冷季温度在８０
９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都增长较快，为

０５３℃；年平均温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
增长最快，为０５１℃；暖季温度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到２１世纪初增温最快，为０．４６℃；年平均温度和

表 １　中国不同区域年平均、冷季及暖季的增温速率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ｗａｒｍ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ｌｄｓ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ｗａｒｍ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增温速率

／［℃·（１０ａ）－１］
干旱区 半干旱区 半湿润区 湿润区 全国

年平均 ０．３３±０．１１１ ０．３７±０．０９６ ０．２７±０．０８６ ０．１７±０．０９１ ０．２７±０．０８８

冷季 ０．３８±０．１９９ ０．４５±０．１７８ ０．３６±０．１４９ ０．２２±０．１６２ ０．３４±０．１５１

暖季 ０．２５±０．１１５ ０．２６±０．０８３ ０．１５±０．０７４ ０．１１±０．０５４ ０．１８±０．０６８

０５９　　　　　　　　　　　　　　 高　　原　　气　　象 　　　　　　　　　　　　　 　　３３卷　



表 ２　中国不同区域各年代的温度距平变化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ｃａｄｅｓ

区域 时段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 ７０年代 ８０年代 ９０年代

２１世

纪初

全国

平均

年平均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５９ １．０５

冷季 －０．３７ ０．１１ ０．２６ ０．７８ １．２４

暖季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３７ ０．７７

干旱半

干旱区

年平均 －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７７ １．２８

冷季 －０．５０ 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９８ １．５１

暖季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５４ １．００

湿润半

湿润区

年平均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４６ ０．８８

冷季 －０．２８ ０．１６ ０．１２ ０．６４ １．０５

暖季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６０

冷季温度５０年来在年代际尺度上都是升高的，暖
季在２０世纪６０ ７０年代出现了 －０．０７℃的降温。
湿润半湿润区的冷季温度在 ８０ ９０年代增长最
快，为０．５２℃；年平均温度在８０ ９０年代增温最
快，为０．５３℃；暖季温度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１世
纪初增温最快，为０．３６℃；冷季温度５０年来在年
代际尺度上都是升高的，而年平均温度在２０世纪
７０ ８０年代出现－０．１７℃的降温，暖季在６０ ７０
年代出现－０．２５℃的降温。
　　全国、干旱半干旱区和湿润半湿润区的冷季温
度都是一直在上升的，其中干旱半干旱区在２０世
纪８０ ９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都增
长较快，而全国和湿润半湿润区在２０世纪８０ ９０
年代增温最快；全国、干旱半干旱区和湿润半湿润

区的暖季温度都在６０ ７０年代出现小的下降。中
国冷季的温度变化比暖季的变化幅度较大，并且干

旱半干旱区的冷季温度升高最为突出，近２０年都
在快速升温。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不同季节的温度变化特征，
下面对比分析近５５年暖季、冷季和年平均的增温
速率。图４是１９５６ ２０１０年中国暖季、冷季和年
平均温度的线性趋势分布，图中的黑色实线是干旱

半干旱区与湿润半湿润区的分界线，该线以北为本

文的研究区域（干旱半干旱区）。从图 ４ａ中可看
出，中国暖季增温速率为０．２℃·（１０ａ）－１的分界
线，正好和干旱半干旱区与湿润半湿润区的分界线

相吻合，即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暖季增温速率都在

０．２℃·（１０ａ）－１以上，并在山西中部、青海西部和
新疆东部等地出现增温速率的高值中心，增温速率

在０．５℃·（１０ａ）－１以上，内蒙古北部和东北地区
增温也较快。而南方的湿润半湿润地区增温速率都

在０．２℃·（１０ａ）－１以下，增温较缓慢。从图４ｂ中
可看出，中国冷季的增温趋势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

差异。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冷季增温速率基本都在

０．３℃·（１０ａ）－１以上，其中在青藏高原、内蒙古中
部、东北和华北等地区都出现了大片高值中心，增

温速率在０．５℃·（１０ａ）－１。中国湿润半湿润地区
的冷季增温有东西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增温较快，

而中西部地区增温较慢。从图４ｃ中可看出，中国
年平均的增温趋势分布形势大致与冷季一样，都是

干旱半干旱区明显比湿润半湿润区增温较快，并在

青海西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部、东北北部和陕

图 ４　近５５年中国各季节温度趋势分布（单位：℃·（１０ａ）－１）
（ａ）暖季，（ｂ）冷季，（ｃ）年平均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ｒｅｎｄ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５５ｙｅａｒｓ．Ｕｎｉｔ：℃·（１０ａ）－１．
（ａ）ｗａｒｍｓｅａｓｏｎ，（ｂ）ｃｏｌｄｓｅａｓｏｎ，（ｃ）ａｎｎｕ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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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中部等地区出现了局地的高值中心，增温速率在

０．５℃·（１０ａ）－１以上。而湿润半湿润区也是东部
沿海比中西部地区增温明显。

　　从图４ａ、ｂ中可看出，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冷
季温度增长速率全部比暖季大，其中东北、内蒙古

中部和青藏高原在冷季出现了大片的高值中心，而

暖季却没有；青海西部和山西中部的高值区域比暖

季有所扩大；新疆东北部的高值区域与暖季相比变

化不大。这说明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增温现象冷季

比暖季突出，并且在东北、内蒙古中部和青藏高原

等地主要是冷季增温显著，青海西部、山西中部和

新疆东北部冷季比暖季增温明显。湿润半湿润区整

体上也是冷季增温比暖季快，东部沿海地区的冷季

增温明显比暖季快，而中西部则冷季和暖季的差异

较小。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冷季温度增长快速，并

以东北、内蒙古中部和青藏高原快速增温最显著。

　　气候突变主要通过考察气候状态统计特征值的
变化来定义的［３６］，它是指气候从一种稳定态跳跃

式地转换到另一种稳定态的现象，表现为气候在时

空上从一个统计特征到另一个统计特征的急剧变

化［３７］。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冷季温度增长快速，

本文利用滑动 ｔ检验方法对其进行气候突变检验。
图５是１９５６ ２０１０年干旱半干旱区冷季温度的滑
动ｔ检验统计量曲线，这里时间序列总长度ｎ＝５５，
取两子序列长度相等（ｎ１＝ｎ２），子序列长度分别为
７，１０，１２，给定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１，按ｔ分布自

图 ５　中国干旱半干旱区冷季温度滑动ｔ检验统计量曲线
直线为α＝０．０１显著性水平临界值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ｔｔｅｓｔ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ｃｏｌｄｓｅａｓ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ａｒｉｄ

ａｎｄ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ｄｏｔｌｉｎｅｉ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ｅｖｅｌａｔα＝０．０１

由度ν＝ｎ１＋ｎ２－２，对应不同的子序列长度 ｔ０．０１分
别为３．０５，２．８８，２．８２，为了给出更严格的显著性
水平，这里统一取３．０５。
　　从图５中可看出，自１９６２年以来，７，１０，１２
年滑动 ｔ检验统计量的绝对值都在１９８５年通过了
０．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分别为３２６，３．８２，３．９０。
１０年和１２年滑动ｔ检验统计量的绝对值都在１９８７
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４．１５和４５６，即１９８６年前
后两个时段的平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滑动 ｔ检验
统计量都通过了０．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对中国区
域而言，子序列长度取１０年的滑动 ｔ检验是可靠
的。分析１０年滑动统计量表明，干旱半干旱区冷
季温度序列存在不连续现象，在１９６８年左右开始
出现不同程度增温，并在１９８５ １９８８年暖突变通
过了０．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即中国干旱半干旱区
冷季温度是在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８７年左右发生了显著暖
突变。

３．４　突变前后大气环流场的特征
目前关于气候变暖的原因争议较多［３８］，如温

室气体的增加、东亚冬季风偏弱、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偏强、厄尔尼诺事件的频繁发生、欧亚积雪减

少和火山爆发减少等［３９－４０］。本文主要从大气环流

的角度分析中国干旱半干旱区冷季快速增温的可能

原因，对突变前２５年（１９６１ １９８５年）和突变后２５
年（１９８６ ２０１０年）的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场、海平
面气压场和８５０ｈＰａ风场做了合成分析，分析大气
环流的调整对中国干旱半干旱区冷季温度变化的影

响。

　　图６是突变前、后冷季平均的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
度距平场和高度差值场，其中差值场是突变后减去

突变前的差值（下同）。从图６ａ中可看出，突变前
６０°Ｎ以南都是负距平，并在东亚地区和欧洲南部
分别出现了中心值为－５ｇｐｍ的负值区域。分析这
样的变高场所对应的冷季中高纬槽脊系统发现，冷

季的东亚大槽和欧洲浅槽有所加深，经向环流增强

有利于冷空气活动的爆发，增强冷空气活动对东亚

地区的影响，使该地区温度偏低。从图６ｂ中可看
出，突变后整个北半球的位势高度相比于气候态而

言都是偏高的，其中在内蒙古中西部和欧洲南部地

区分别出现了中心值为２０ｇｐｍ和３０ｇｐｍ的正距平
区域，在极地地区也是正距平。这样的变高场对应

于冷季的极涡强度减弱、东亚大槽和欧洲浅槽偏弱

的环流形势，经向环流的减弱不利于冷空气活动的

爆发。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区冷空气活动的减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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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突变前（ａ）、后（ｂ）冷季平均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
及其差值场（ｃ）分布（单位：ｇｐｍ）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ｂ）ｃｏｌｄｓｅａｓ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ｉｅｌｄ（ｃ）．Ｕｎｉｔ：ｇｐｍ

偏弱会导致该区冷季温度偏高。从图６ｃ中可清楚
的看出，突变后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位势高度比突

变前偏高，出现了中心值为２５ｇｐｍ的正异常区域，
位势高度偏高，东亚大槽减弱；突变后极地地区的

位势高度也偏高，极涡较弱，经向环流减弱，冷空

气活动不易发生，这样的变高场有利于中国干旱半

干旱区冷季温度升高。

　　图７是突变前、后冷季平均海平面气压的距平
场和气压差值场。从图７ａ中可看出，突变前５０°Ｎ
以南几乎都是负距平，而５０°Ｎ以北几乎都是正距
平，但没有出现高低值中心，这说明极地冷高压和

西伯利亚高压都较气候态偏强，经向环流增强从而

促进冷空气活动的爆发，有利于冷空气活动对东亚

地区的影响，使该地区的冷季温度偏低。从图７ｂ
中可看出，突变后在极地地区和贝加尔湖北部出现

图 ７　突变前（ａ）、后（ｂ）冷季平均海平面气压
及其差值场（ｃ）分布（单位：Ｐａ）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ｅｆｏｒｅ（ａ）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ｂ）ｃｏｌｄｓｅａｓ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ｉｅｌｄ（ｃ）．Ｕｎｉｔ：Ｐａ

了负值中心，在５０°Ｎ以南都是正值，海平面气压
较气候态偏大，这说明极地冷高压和西伯利亚高压

都较气候态偏弱，经向环流减弱从而抑制冷空气活

动的爆发，降低了冷空气活动对东亚地区的影响，

致使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冷季温度偏高。从图

７ｃ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突变前、后极地地区和贝加
尔湖北部出现了负值中心，这说明极地冷高压和西

伯利亚高压都较突变前偏弱，经向环流减弱会抑制

冷空气活动的爆发，这样的大气环流减弱了冷空气

活动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干旱半干旱区

冷季气温的升高。

　　从突变前、后８５０ｈＰａ风速差值场（图８）中可
看出，在中国的西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气旋性异常

环流，气旋环流把南面暖气流带到西北地区，使西

北地区冷季温度较气候态偏暖；而由极地南下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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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受气旋环流的南风干扰，冷空气活动明显偏

弱；而中国东部地区有异常的东南气流，东南气流

将冷季海面上较暖的气流输送到中国中西部和北部

地区，使得西北和华北地区冷季温度较气候态偏

高。这表明西面的气旋性异常环流和东面的异常东

南气流的共同作用，有利于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冷

季快速增温。

图 ８　突变前、后冷季８５０ｈＰａ风速差值场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ｉｅｌｄ
ｏｆａｆｔｅｒｍｉｎｕｓｂｅｆｏｒｅｃｏｌｄｓｅａｓ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　结论与讨论
利用 ＭＡＳＨ方法对中国７１３个站点的气温资

料进行了均一化处理，讨论了中国不同区域以及不

同季节的温度变化特征，并对中国干旱半干旱区冷

季温度做了突变检验，系统分析了突变前、后的大

气环流调整对该地区冷季温度的影响，得到的主要

结论如下：

　　（１）　对近５５年中国温度均一化资料的分析
表明，中国的增温现象主要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
期开始，９０年代快速增长，到２１世纪初增温趋势
变缓。不同气候区域的增温速率差别显著，干旱半

干旱区的年平均增温速率是湿润半湿润区的 １．７
倍。年平均、冷季和暖季的增温速率的高值区都出

现在干旱半干旱区，并且在增温幅度上都是冷季最

大，全国冷季的增温速率是暖季的１．９倍左右。
　　（２）　干旱半干旱区的冷季增温速率基本都在
０．３℃·（１０ａ）－１以上，其中青藏高原、内蒙古中
部、东北和华北的大片区域增温速率都在０．５℃·
（１０ａ）－１以上；湿润半湿润区的冷季增温速率基本
都在０．３℃·（１０ａ）－１以上，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增
温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增温较慢。干旱半干旱区冷

季温度从１９６８年左右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增温，
并在１９８６年左右发生显著暖突变。

　　（３）　通过分析大气环流的调整变化，中国干
旱半干旱区的冷季快速增温有３个可能原因，５００
ｈＰａ高度场上冷季的极涡强度减弱，并且东亚大槽
和欧洲浅槽也减弱；海平面气压场上极地冷高压和

西伯利亚高压都较气候态偏弱，减少了冷空气活动

的爆发；８５０ｈＰａ风场上中国西面出现了一个气旋
性异常环流，东部地区有异常的东南风气流。极涡

强度、两槽和冷高压的减弱都使得经向环流减弱，

冷空气活动偏弱，有利于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冷

季温度快速升高；同时，气旋性异常环流把南面暖

气流带到西北地区，中国东部的异常东南气流将冷

季海面上较暖的气流输送到中国中西部和北部地

区，也有利于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冷季温度较气

候态偏暖。

　　目前关于青藏高原的增温现象研究较多［４１－４２］，

而对于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其他地区冷季快速增温

现象研究较少。关于冷季增温的原因主要分为自然

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如太阳活动、火山活动、

臭氧、温室气体和气溶胶都是研究的重点。影响中

国干旱半干旱区冷季增温的因子很复杂，如大气环

流调整、海温异常、陆面过程、积雪冻土和人为活

动等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本文初步分析了大气环

流调整对中国干旱半干旱区冷季增温的可能影响，

至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冷季快速增温在其他方面的

物理机制及各种因素的贡献率，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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