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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５５ ａ 中国西北地区夏季降水的时空演变特征

郑丽娜

（东营市气象局，山东 东营 ２５７０９１）

摘要：利用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西北地区 ２７４ 个气象观测站点的日降水数据和再分析大气资料，采
用 ＥＯＦ 分析及累积距平等方法，研究了近 ５５ ａ 中国西北地区夏季降水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
明：１）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西北地区夏季降水的演变可分为三个时段，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该区域降水普
遍偏少；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西北地区的东部降水偏多，西部降水偏少；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年，其东部降水偏
少，而西部降水偏多。２）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多，是因为该地区夏季降水强度和降
水频次明显增加，而西部降水偏少，则是该区域小雨与中雨的频次减少，降水强度偏弱造成的；
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年，由于有效降水日数减少，降水强度偏弱等原因导致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少，与此同
时，西北地区的西部却因降水强度明显增强，持续降水日数和极端降水事件增加使得该区域降水
呈现偏多的态势。３）降水区的转移，伴随着北半球对流层中层中纬度波列的演变，同时来自东欧
与印度季风的水汽输送也对降水的异常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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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湿润过程或干燥过程可以改变某地区的干湿
引言
状况，或一次大雨以上的降水过程就可能带来水土
中国西北地区远离海洋，平均年降水量约在 ４００ 流失，造成灾害，所以本研究在分析西北地区的降
水资源短缺，多属于干旱、半干旱区。整个 水特征时，首先将日降水量进行分级，再对极端降
ｍｍ 以下，
区域地广人稀，地形复杂，降水分布极其不均匀，加之 水事件强度与频次的变化进行研究，最后探讨降水
生态环境脆弱，所以该地区的气候变化一直颇受关 异常产生的可能机理，旨在加强人们对于西北地区
注［ ］。但是由于该区域气象台站建站时间不统一， 降水特征的认识，为当地政府合理利用水资源和避
空间站点相对稀少，且观测资料不连续等原因，极大 免降水灾害提供科学依据。
地限制了人们对于该地区气候变化的认识，所以有些 １ 数据与方法
早期关于西北地区的气候研究多用代用资料，如：年
轮资料、冰川积累量等［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人们 １．１ 数据
采用由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中国西北地
认识当地气候起到了积极作用。２１ 世纪初，施雅风
［
］
等 通过地表气温升高、降水量、冰川消融量和径 区的气象站点降水数据。为了确保统计资料的准
流量连续多年增加，内陆湖泊水位显著上升、洪水灾 确性，把每年夏天（６—８ 月）有 ５％ 数据缺失的站点
害增加、植被有所改善和沙尘暴日数锐减等一系列气 去除，最后选取 ２７４ 个站点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年逐日降水
候变化的事实，指出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地区 资料进行分析。此外，采用了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
气候于 １９８７ 年突然向暖、湿型转型，进而提出了西北 心 ／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 ）再分析
气候自暖干向暖湿转型的假说，这一结论在当时引起 数据中的月平均高度场、相对湿度场及风场资料，
了极大的关注。自提出假说到现在，又有 ２０ 年之久 水平分辨率为 ２ ５° ×２ ５°。
了，西北地区的气候变得如何了呢？整个中国西北地 １．２ 方法
区面积大约 ３００ 多万 ｋｍ ，气候转型只发生在新疆地
经验正交函数（ＥＯＦ）分解［ ］最早由 Ｐｅａｒｓｏｎ
区，还是其他地区也有转型的现象？先前的研究多用 提出，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 Ｌｏｒｅｎｚ 将其引入大气科学
水文资料，冰川融雪资料，加上少数几个站点的气象 领域。因为这种方法能在有限区域对不规则分布的
观测资料［ ］，很难全面、客观地反映这片区域的气 站点进行分解，进而将变量场的信息集中在几个模态
候变化。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始，气象部门整编了全国 上，分离出的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的物理意义。因此
范围的气象站点资料，但由于 １９６１ 年以前西北地区 ＥＯＦ 已成为气候科学研究中分析变量场特征的主要
很多站点的降水资料存在缺测问题，最后选取了 工具。另外，累积距平也是一种常用的，由曲线直观
判断变化趋势的方法［ ］。从曲线明显的上下起伏，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年的资料［ ］。
以往针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气候研究，尤其是降 可以判断其长期显著的演变趋势及持续性变化，甚至
水变化的分析，多用年、月降水量数据的平均值、降 还可以诊断出发生突变的大致时间。因此，这两种方
水百分率等指标［ ］。近几年，随着观测资料的日 法被用来诊断西北地区的降水异常。
在进行降水长期变化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常常
趋丰富，在分析西部地区的降水特征时，有些专家
也逐渐从降水频次与降水量级等方面入手，取得了 依据研究区域的特点，设计许多不同阈值的降水指
许多有价值的成果［ ］。但这些研究成果多针对 数，比如将日降水量超过 ２５ ４ ｍｍ 或 ５０ ８ ｍｍ 定义
中国西北地区的某一区域，对整个西北地区的降水 为极端降水事件［ ］。不同阈值的降水指数，显然不
过程及极端事件的分析还相对较少。因为我国西 适合在大范围区域的气候变化研究中应用，因此国
北地区常年降水偏少，植被覆盖有区域特色，持续 际上逐渐将第 ９０ 或 ９５ 个百分位值的多年平均值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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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极端降水事件的阈值［ ］。本文采用的是第
９５ 个百分位值的 ３０ ａ 平均值（Ｒ ），
当某站某日降
水量超过这一阈值时，则认为该日发生了极端降水
事件。同时使用了持续干燥指数（ＣＤＤ）、持续湿润
指数（ＣＷＤ ）和强降水指数（ＨＲＤ ）等极端降水指
数，并结合每日雨量的大小，将一般降水分为小雨
（Ｒ ）、中雨（Ｒ ）及大雨以上（Ｒ ）量级，来分别
表征该区域降水百分率、降水持续性和降水强度的
特征。具体的夏季降水指数参见表 １。
２５－２６

２

９５ｐ

ｓｍａｌｌ

ｍｉｄ

ｌａｒｇｅ

表 １ 夏季降水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９５ｐ

ｓｍａｌｌ
ｍｉｄ

ｌａｒｇｅ

Ｆｉｇ．１

中国西北地区降水分型及夏季降水指数
的变化

中国西北地区的降水分型
国内外许多学者利用 ＥＯＦ 方法分析了东亚，尤
其是中国区域的降水分布特征，取得了很多有价值
的成果［ ］。本研究也采用该方法，对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西北地区 ２７４ 个站点的降水资料进行 ＥＯＦ
分解，其中，前 ２ 个特征向量的累积方差贡献分别为
均通过了 Ｎｏｒｔｈ 准则检验［ ］。
３０ ５％ 与 １６ ７％ ，
图 １ 给出了中国西北地区近 ５５ ａ 夏季降水
ＥＯＦ 分解的前 ２ 个特征向量。由降水异常的第一
个特征向量（图 １ａ）可以看出，中国西北地区的东部
降水为负异常，异常中心位于宁夏、陕西与内蒙古
的中部地区，而西北地区的西部降水为正异常，异
常中心主要位于新疆与青海某地。这表征在东西
方向上降水的分布具有西多（少）东少（多）的特点，
类似于“跷跷板”现象。结合其时间系数（ＰＣ１ ）可
以看到，在 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西北地区的西部降水略
偏多，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其东部降水偏多，１９９７ 年之后
其西 部 降 水 偏 多。年 代 际 变 化 的 转 折 点 在
２．１

２７－２９

３０

类别
降水指数
定义
日降水（≥０ １ ｍｍ ）的第 ９５ 个百分
降水百分率 Ｒ
位值的多年平均值

Ｒ
日降水量范围在 １ ０ ～ ９ ９ ｍｍ
日降水量范围在 １０ ０ ～ ２４ ５ ｍｍ
降水强度 ＲＲ
日降水量≥２５ ０ ｍｍ
ＨＲＤ
日降水量≥２５ ０ ｍｍ 的日数

夏季最长的持续降水日数（日降水≥
ＣＷＤ
１ ｍｍ）
降水持续性
夏季最长的持续干燥日数（日降水 ＜
ＣＤＤ
１ ｍｍ）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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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西北地区夏季降水 ＥＯＦ 前 ２ 个模态（ａ、ｂ；单位：１０ ｍｍ）及对应的时间序列（ｃ、ｄ． 黑色线代表 １１ ａ
滑动平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ｂ；
ｕｎｉｔｓ：
１０ ｍｍ）ａｎｄ ＰＣ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ｃ，ｄ；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ｏｌｉｄ ｌｉｎｅ ｉｎ ｃ ａｎｄ ｄ：ｔｈｅ １１－ｙｅａｒ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ｍｅａｎ）ｏｆ ｔｗｏ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ＥＯＦ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１５
－３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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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 年（图 １ｃ）。第二个特征
向量（图 １ｂ）则显示，西北地区的西部降水异常振幅
较小，大的降水异常区出现在西北地区的东部，且
在东部的南北方向上出现一对“正、负”异常中心。
同 ＰＣ１ 一样，时间系数（ＰＣ２）在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０ 年也呈
现出明显的年代际转折信号（图 １ｄ ）。即 １９６１—
１９７９ 年，
内蒙古中部降水偏多，１９８０—１９９３ 年，陕西
与宁夏等地降水偏多。从两个模态的方差贡献来
看，第一特征向量的方差贡献较第二特征向量的高
近 １ 倍，更能体现中国西北地区降水分布的特征，所
以下面的分析以第一特征向量为主。
为了进一步确定中国西北地区降水变化的年
代际转折点，采用累积距平方法进行分析（图 ２ ）。
由图可以看出，在 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降水累积距平曲
线呈下降态势，１９７６ 年转为上升，于 １９９６ 年达到顶
点后又迅速下降，曲线的变化趋势清晰地展示出该
地区 降 水 的 年 代 际 转 折 在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６ 年 与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 年，这同 ＥＯＦＰＣ１ 的分析结果一致。基
于这两个转折点，可以将近 ５５ ａ 分为三个时间段：
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年。
下面分别对这三个时间段内降水的时、空变化进行
分析。
２．２ 平均降水异常型及降水指数的变化
图 ３ 给出了中国西北地区夏季平均降水的异常
型。图 ３ａ 为站点分布，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图 ３ｂ），西北
地区降水普遍偏少，８４％ 的站点降水异常为负距平。
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图 ３ｃ ），降水异常分布发生了变化，
西北地区的东部降水明显增加，且有 １４％ 的站点降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６

５３

水正异常值超过 ２０ ｍｍ，而西北地区的西部半数以
上的站点仍是负异常，呈现出降水东多西少的分布
特征。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年（图 ３ｄ ），西北地区的东部多
为负异常，而其西部，尤其是新疆境内的多数站点
转为正异常，说明这段时期，东部降水偏少，西部降
水偏多。最后这两段时期降水的分布型恰好反映
了 ＥＯＦ 分解中第一模态的空间分布型。

图 ２ 中国西北地区降水累积距平曲线（柱状表示气候
转折点）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ｂｒｕｐ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ｈｉｆｔｓ）

为了分析平均降水异常分布的“跷跷板”现象
中，哪种量级的降水指数贡献最大，计算了降水强
度指数的频次异常与雨量异常（图 ４）。由图可以看
到，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除了 Ｒ 指数在西北地区东部
的频次为正异常外，其余的降水强度指数，无论是
频次还是雨量均为负异常，所以该时段中国西北地
ｓｍａｌｌ

图 ３ 中国西北地区 ２７４ 个气象站点的分布（ａ）与 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ｂ）、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ｃ）、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年（ｄ）夏季降水量距
平分布型（单位：ｍｍ；黑色线为西北地区东（ＥＸＣ）、西（ＷＸＣ）部分的分界线）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２７４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ｍｍ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１９７５
（ｂ），ｆｒｏｍ １９７６ ｔｏ １９９６ （ｃ）ａｎｄ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７ ｔｏ ２０１５ （ｄ）（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ｎ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ＥＸＣ ａｎｄ ＷＸ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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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区降水偏少。 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西北地区 东 部 的
Ｒ 、
Ｒ 、
Ｒ 指数的频次与强度异常均为正值，
尤
以 Ｒ 指数雨量的增加最为明显。相反，在西北地
区西部，降水强度指数接近常年，因此该时期西北
地区东部降水偏多，而西北地区西部降水偏少。
出现了与前一时期相反的情况，即西
１９９７ 年之后，
北地区的东部，降水强度指数的频次与强度转为负
ｓｍａｌｌ

ｍｉｄ

ｌａｒｇｅ

ｍ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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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或接近常年，其中以 Ｒ 指数的频次与 Ｒ 指
数的雨量减少最明显，使得该地区降水偏少。而西
北地区的西部，虽然降水强度指数在频次上无明显
变化，但是降水强度却较常年有所增加，尤其是 Ｒ
与 Ｒ 两指数雨量的增加明显，导致该地降水
偏多。
ｓｍａｌｌ

ｍｉｄ

ｍｉｄ

ｌａｒｇｅ

图 ４ 中国西北地区东部（ＥＸＣ）与西部（ＷＸＣ）降水强度指数的频率异常（ａ；单位：ｄ）与雨量异常（ｂ；单位：ｍｍ）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
ｕｎｉｔｓ：ｄ）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ＥＸＣ ａｎｄ ＷＸＣ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ｂ；
ｕｎｉｔｓ：
ｍｍ）
ｏｆ Ｒ ，Ｒ ａｎｄ 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ｓｍａｌｌ

ｍｉｄ

ｌａｒｇｅ

不同强度降水指数的雨量与频次对一个地区
的降水分布能产生影响，那么极端降水指数造成的
影响又有多大呢？由于极端降水比一般降水在强
度上要强，而且容易造成灾害，所以对于极端降水
事件的研究正逐年增多［ ］。中国西北地区处于
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环境脆弱，极端降水事件与强
降水事件更应该引起关注。因此本文利用 Ｒ 指数
与 ＨＲＤ 指数来表征上述两类事件。
图 ５ 给出了中国西北地区 Ｒ 指数与 ＨＲＤ 指
数在三个时段的空间分布。由图可以看出，两个指
数的空间分布极其相似。第一时段，两个指数负异
常的站数居多，这与该时期西北地区降水偏少相对
应。第二时段，Ｒ 指数与 ＨＲＤ 指数的正异常区多
位于西北地区东部，而西北地区西部多数站的异常
值为 ０ 或负值，这恰好对应该时期降水东部偏多西
部偏少。在最后时段，西北地区东部的站点 Ｒ 指
数与 ＨＲＤ 指数多为负值，而西北地区的西部，尤其
是新疆境内，两指数的站点值多为 ０ 或正值，所以该
时段其东部降水偏少，西部降水偏多。可见，后两
个时段的极端降水事件、强降水事件的空间分布与
平均降水异常型分布相似，其相似度分别为 ０ ８０
３１－３５

９５ｐ

９５ｐ

９５ｐ

９５ｐ

与 ０ ７１。
为了更好地揭示极端降水事件的特征，图 ６ 给
出了持续湿润指数（ＣＷＤ）与持续干燥指数（ＣＤＤ）
在三个时段的空间分布。由图 ６ａ、ｃ、ｅ 可见，ＣＷＤ
指数的空间分布型与其对应时段的平均降水异常
型（图 ３ｂ、ｃ、ｄ）相似，两者在三个时段的空间相似度
均在 ０．５４ 以上。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ＣＷＤ 指数在整个
西北地区多为负距平，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ＣＷＤ 指数的
正异常区出现在西北地区东部，而在 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年，其指数的正异常区又转移到西北地区西部。而
ＣＤＤ 指数表征的是某地区持续干燥的程度，其空间
分布（图 ６ｂ、ｄ、ｆ）恰好与 ＣＷＤ 指数的分布相反，其
三个时段的空间分布分别与对应时段平均降水的
空间型相关为－０ ３６、－０ ５５、－０ ４８。
Ｒ 、
ＨＲＤ、
ＣＷＤ 和 ＣＤＤ 等四类指数分别表征
了中国西北地区极端降水事件的降水百分率、降水
强度与降水持续性等特征。那么，在 １９７６—２０１５ 年
间，该区域的强降水区随时间东西转移的现象中，
这四类指数各起了多大作用呢？为此，计算了四类
指数对降水区转移的相对贡献率（图 ７ ）。由图可
知，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中国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多，贡
９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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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指数（左；单位：ｍｍ ）与 ＨＲＤ 指数（右；单位：ｄ ）异常的空间分布（ａ、ｂ． 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ｃ、ｄ． 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
— 年）
（， ， ； ： ）ａｎｄ ＨＲＤ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ｂ，ｄ，ｆ；ｕｎｉｔｓ：ｄ）（ａ，ｂ．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１９７５；ｃ，ｄ．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６ ｔｏ １９９６；ｅ，ｆ．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７ ｔｏ ２０１５）

Ｒ９５ｐ

、

ｅ ｆ．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５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９５ｐ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 ｃ ｅ ｕｎｉｔｓ ｍｍ

图

指数（左）与 指数（右）异常的空间分布（、
（， ， ）
；，
； ：）

—

年，、 — 年，、 —
（ ， ，）（，

年；单位：）
；，

６ ＣＷＤ
ＣＤＤ
ａ ｂ．１９６１ １９７５
ｃ ｄ． １９７６ １９９６
ｅ ｆ．１９９７ ２０１５
ｄ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ＷＤ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 ｃ ｅ ａｎｄ ＣＤＤ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ｂ ｄ ｆ
ａ ｂ．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１９７５ ｃ ｄ．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６ ｔｏ １９９６ ｅ ｆ．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７ ｔｏ ２０１５ ｕｎｉｔｓ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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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图７
Ｆｉ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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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极端降水指数在转折年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６（ａ、ｂ）与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ｃ、ｄ）时的相对贡献率（ａ、ｃ． 西北地
区东部；ｂ、ｄ．西北地区西部）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Ｒ ，ＨＲＤ，ＣＷＤ ａｎｄ ＣＤ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ｂｒｕｐ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６，ＥＸＣ；ｂ．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６，ＷＸＣ；ｃ．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ＥＸＣ；ｄ．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ＷＸＣ）
Ｒ９５ｐ ＨＲＤ ＣＷＤ ａｎｄ ＣＤＤ

９５ｐ

献率最大的是 ＣＤＤ 指数，贡献值为－６５％ ，其次是持
续湿润指数 ＣＷＤ，它的贡献率为 １６％ ，而西北地区
西部，ＣＤＤ 指数的贡献率为 ４２％ ，虽然 Ｒ 与 ＣＷＤ
指数也略有正贡献，但还是形成了西部降水偏少的
态势。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年，西北地区东部的 ＣＤＤ 指数
贡献率由前期的负值转为正值，达 ８９％ ，这为该区
域降水偏少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西北地区的西部，
ＣＤＤ 指数的贡献率却由正转负，为 － ７２％ ，再加上其
他三类指数正的贡献，从而使得该区域降水偏多。
可见 ＣＤＤ 指数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极端降水事件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以上分析主要针对降水与极端降水指数的空
间分布，下面着重分析西北地区降水的年际、年代
际变化。由图 ８ 可以看出，总体上，平均降水与
Ｒ 、
ＣＷＤ 指数的变化趋势一致，但与 ＣＤＤ 指数呈
相反关系。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图 ８ａ）平均降水与
Ｒ 、
ＣＷＤ、ＣＤＤ 等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９４、
而与西北地区西部（图 ８ｂ）指数的相关
０ ６８、－ ０ ７６，
分别为 ０ ７６、０ ５４、－ ０ ６５。可见 Ｒ 指数在整个西
北地区与平均降水的相关最好。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西
９５ｐ

９５ｐ

９５ｐ

北地区的东部，Ｒ 、ＣＷＤ 与平均降水均呈上升趋
势，ＣＤＤ 指数呈下降趋势；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年，Ｒ 、
ＣＷＤ 与平均降水呈下降趋势，ＣＤＤ 指数转为上升
趋势，这与该地区在前期降水偏多后期降水偏少相
对应。而在西北地区的西部，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Ｒ 、
ＣＷＤ 与平均降水呈缓慢上升趋势，ＣＤＤ 指数呈缓
慢下降趋势；１９７６—１９８６ 年，反之；１９８７—１９９６ 年，
平均降水的振幅猛增，同时 Ｒ 与 ＣＷＤ 指数也呈上
升趋势，ＣＤＤ 指数反而明显下降；１９９７—２０１２ 年，虽
然平均降水与三类极端指数的趋势没有明显改变，
但是各自的振幅却均有所减少，这些变化与该地区
在近 ２０ ａ 降水偏多相对应。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
西北地区西部还是东部，２０１３ 年之后，Ｒ 、ＣＷＤ、
但平均降水的振幅却无明显
ＣＤＤ 均有猛增的态势，
变化，这说明中国西北地区在近几年极端灾害事件
有增加的趋势。
９５ｐ

９５ｐ

９５ｐ

９５ｐ

９５ｐ

３

９５Ｐ

降水“跷跷板”现象形成的大气环流成因
分析
北半球对流层中层 ５００ ｈＰａ 大尺度环流，往往

图 ８ 平均降水、Ｒ 、ＣＷＤ、ＣＤＤ 四类指数标准差的时间序列（ａ．西北地区东部，ｂ．西北地区西部）
Ｆｉｇ．８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Ｒ ，ＣＷＤ ａｎｄ ＣＤ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ａ． ＥＸＣ，ｂ． ＷＸＣ）
９５ｐ

９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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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转折年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６ 与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 夏季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场合成分析（ａ．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与 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之差，ｂ．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年与 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之差；阴影区表示 ｔ 检验超过 ９０％ 信度水平；单位：ｇｐｍ）
Ｆｉｇ．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ｔ ５００ ｈＰａ ｆｏｒ ＪＪ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ｙｅａｒ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６ ａｎｄ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 （ａ． １９７６－
１９９６ ｍｉｎｕｓ １９６１－１９７５，ｂ． 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ｍｉｎｕｓ １９７６－１９９６；ｔｈｅ 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９０％
ｇｐ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ｔｅｓｔ；ｕｎｉｔｓ：

是天气事件发生的背景。中国西北地区位于中纬
度西风带中，其上叠加着行星尺度的槽脊。当环流
形势 发 生 异 常 时，往 往 造 成 中 纬 度 天 气 的 变
化［ ］。为了分析西北地区降水异常分布的“跷跷
板”现象，本文将两个转折点前后夏季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
场进行合成分析（图 ９）。从 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西北地
区降水偏少到 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
多西部偏少，对应的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场中纬度为“－，
＋，－”的波列（图 ９ａ ），即在东欧平原的南半部位势
高度下降，西西伯利亚平原位势高度上升，鄂霍次
克海附近位势高度下降，此高度场的变化有利于
槽、脊、槽的建立。此时，中国大陆处于一个相对高
值的位势场控制。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年，中国西北地区的
降水分布发生变化，其东部降水偏少，西部降水偏
多，对应 ５００ ｈＰａ 中高纬度的环流形势为“＋，－，＋ ”
的波列 （图 ９ｂ ），其与上一个转折点的形势恰好相
反，即西西伯利亚平原的位势高度下降 ３０ ｇｐｍ，而
两侧东欧平原与鄂霍次克海的位势高度却升高
形成两高夹一槽的形势。西西伯利亚
３０ ｇｐｍ以上，
的高度槽呈西北—东南向，伸到贝加尔湖附近，势
力强盛稳定，槽底不断有冷空气下滑进入中国。此
时，中国大陆 ４０°Ｎ 以南位势高度差为负值，中国西
北地区处于这个低值带与从东欧平原伸过来的高
值区之间，易于冷暖空气交汇，对降水有利。
一个地区降水的多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汽
输送的状况［ ］。图 １０ 分析了整个时段 １９６１—
２０１５ 年对流层整层水汽积分及三个时段 １９６１—
１９７５ 年、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及 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年水汽垂直
积分异常。由图 １０ａ 可以看出，中国西北地区的水
３６－３７

３８－３９

汽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印度洋。强盛的印度
季风绕过青藏高原，从东、西两侧将水汽输送至西
北地区；二是来自东欧的偏西气流。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
（图 １０ｂ），中国西北地区处于水汽辐散区，来自东欧
的水汽很弱，同时印度季风路径偏东，西北地区水
汽缺乏，导致降水偏少。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西北地区
的东部有明显的水汽辐合，而其西部有水汽辐散，
这是降水东多西少的原因。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年，来自东
亚的水汽输送在西北地区东部形成一个反环流异
常，致使该地水汽辐散，但是其西部却有偏西风与
偏南风的水汽辐合，所以这个时期降水西多东少。
可见，水汽异常的空间分布可以解释西北地区降水
异常区随时间的转移现象。
４

结论

中国西北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环境脆
弱，降水严重影响着该区域的干湿状况。本文利用
２７４ 个站点 １９６１—２０１５ 年的日降水数据，重点分析
了西北地区降水分布中东西向的“跷跷板”现象，并
利用 ＥＯＦ 分解与累积距平等方法，确定了该地区降
水的空间分布型及气候转折点。主要结论如下：
１）降水异常区存在转移现象。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年，
西北地区降水偏少；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西北地区的东
部降水偏多，西部降水偏少；１９９７ 年之后，反之，即
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少，西部降水偏多。这种现象
不仅在平均降水中有表现，而且在表征极端降水事
件的指数中也有表现。
２）第一时段，西北地区降水偏少，是因为降水
指数强度和频次均减少造成的；第二时段，西北地

５８

图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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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夏季对流层整层水汽的垂直积分（ ；单位： · · ）与 — 年（ ）、 —
（）、 — 年（ ）对流层整层水汽垂直积分异常（单位： · · ）（填色表示水汽流的大小）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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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９６１ ２０１５
ａ
１０５ ｋｇ ｍ －１ ｓ －１
１９６１ １９７５
ｂ １９７６ １９９６
ｃ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５
ｄ
１０ －５ ｋｇ ｍ －１ ｓ －１
Ｆｉｇ．１０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ｏｆ ＪＪＡ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１５ ａ ｕｎｉｔｓ １０５ ｋｇ ｍ －１ ｓ －１ ＆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ｏｆ ＪＪＡ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ｒｏｐｏｓｐ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ｕｂｐｅｒｉｏｄｓ ｂ．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１９７５ ｃ．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６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ｔｏ １９９６ ｄ．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７ ｔｏ ２０１５ ｕｎｉｔｓ １０ －５ ｋｇ ｍ －１ ｓ －１
ｆｌｕｘ ｖｅｃｔｏｒ

区的东部降水偏多，与小雨、中雨的频次增多，中
雨、大雨的雨量增加有关；而西北地区的西部降水
偏少，则是因为该区域降水的强度偏弱；第三时段，
随着降水强度与频次大幅减少，西北地区的东部降
水偏少，而西北地区西部却因降水频次显著增加，
中雨与大雨的雨量明显增加，导致了该区域降水
偏多。
３）极端降水的频次和持续降水日数的空间分
布与平均降水的类似，但与持续干燥日数的相反。
在降水异常区转移的过程中，持续干燥日数所起的
作用最大，往往该指数的增加或减少决定了一个地
区降水的多寡。
４）大尺度环流为天气事件发生提供了背景场。
１９７６—１９９６ 年，
５００ ｈＰａ 中纬度为“－，＋，－ ”的波列；
反之。不同的高空形势，伴随着不
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年，
同的水汽输送。降水偏多时，多对应水汽辐合，降
水偏少时，则对应水汽辐散。水汽异常分布可以很
好地解释降水异常区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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