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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初青藏高原感热年代际增强对中国东部季风

雨带关键区夏季降水年代际转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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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中国气象局提供的气象站点月值资料，ＮＯＡＡ、ＣＭＡＰ降水格点月值资料，ＮＤＶＩ卫星资料及再分析资

料，利用统计方法分析了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青藏高原感热与中国东部季风雨带关键区夏季降水的年代际变化，并根据

热动力平衡方程结合ＣＥＳＭ模式试验解释了２１世纪初高原感热异常对关键区夏季降水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２１

世纪初，黄淮、江淮地区降水增加，而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减少．同时，高原感热也发生年代际增强，当春季感热增强

后，大气热能上传导致夏季高原近地面产生气旋性环流异常，大气辐合；高层产生反气旋性环流异常，大气辐散．黄

淮、江淮地区在对流层中低层受异常偏南风控制，高层受高原上空的大尺度反气旋环流影响产生异常偏北风．此

外，高原感热增强通过影响黄淮、江淮地区产生暖平流输送和非绝热加热正异常，该区域产生异常的上升运动，降

水量增加．长江以南地区在对流层中低层存在一个异常的反气性环流，有来自海洋的冷平流输送，同时大气非绝热

加热在该地区为负异常，产生异常的下沉运动，降水量减少．模式敏感性试验的结果证实了当高原感热发生年代际

增强，黄淮、江淮地区水平温度平流及非绝热加热为正异常，而在华南地区为负异常，从而导致黄淮、江淮地区大气

上升运动增强，降水增加；而华南地区下沉运动增强，降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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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ＨＶａｎｄＣＨＶ，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ＹＲ．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ｎｓｏｏｎ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ｂａｎｄ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Ｓｕｍｍｅｒ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ｈｅａｔｏｖｅｒ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Ｄｅｃａｄ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２０００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ＣＥＳ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中国东部夏季（６—８月）降水受季风变化的影

响具有明显的带状分布以及多时间尺度的变化特

征．前人通过对降水异常空间分布格局的分析，发现

三个季风雨带的关键区（后文简称关键区），分别位

于黄淮流域，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地区．５—９月，雨

带自南向北推进，导致长江以南地区的前汛期降水，

长江流域的梅雨以及黄淮地区的夏末降水（Ｚｈ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ｂ）．此外，三个区域夏季降水的变化特征并

不一致，经常呈现出南北同相、南北反相或“三明治”

型（长江流域多，黄淮、长江以南少）的分布特征

（Ｙ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季风降水不仅有季节变化、年际变化，而且还具

有明显年代际变化特征（张人禾等，２００８；王艳姣和

闫峰，２０１４）．已有研究指出，关键区夏季降水在过去

５０年经历了几次明显的年代际转折：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末，江淮流域降水增加，长江以南降水减少（Ｇｏｎｇ

ａｎｄＨｏ，２００２；杨修群等，２００５；Ｑ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陈

际龙和黄荣辉，２００８；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黄荣辉等，

２０１１）；９０年代初，长江以南地区降水明显增加

（Ｋｗ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７；陈际龙和黄荣辉，２００８；

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与这两次年代

际转折相比，由于资料长度的限制，对２１世纪之后

关键区降水年代际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最近

的研究也不断地给出了这次年代际变化的证据．例

如，Ｚｈｕ等（２０１１ｂ）发现，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与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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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相比，黄淮流域降水增加而长江流域降水

减少．也有学者指出，长江以南地区在２００３年之

后降水明显减少（Ｄ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ＨａａｎｄＺｈｏｎｇ，

２０１５）．

不同的外强迫对于关键区夏季降水异常有显著

的影响．前人的研究证实了１９７０年代末与１９９０年

代初中国东部夏季降水的变化与全球大尺度海温异

常有关，海温变化导致热带及热带外地区大气环流

明显改变，进而影响中国东部降水变化（Ｔｒｅｎｂｅｒｔｈ

ａｎｄＨｕｒｒｅｌｌ，１９９４；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ａ，ｂ；Ｇｏｎｇａｎｄ

Ｈｏ，２００２；ＹａｎｇａｎｄＬａｕ，２００４；Ｍａ，２００７；Ｚｈｏ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Ｑｉａｎ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１４；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２１世纪初，青藏高原春季地面感热，大气热

源／汇经历了明显的年代际增强（Ｄｕａｎａｎｄ Ｗｕ，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戴逸飞等，２０１６；Ｚｈｕ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同时，东亚地区大尺度环流背景也发

生了明显的年代际尺度异常（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进

而推断２１世纪初关键区夏季降水异常可能与青藏

高原感热引起的大尺度环流异常有关．前人研究已

经证实：当高原感热增强，东亚夏季风增强（Ｙａｎａｉ

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Ｈｓｕ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０３），季风雨带北移

（ＺｈａｏａｎｄＣｈｅｎ，２００１；Ｄ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张长灿等，２０１７）．然而，对于高

原感热年代际变化如何影响关键区夏季降水异常等

问题还亟待解决，尤其针对２１世纪初关键区夏季降

水“南旱北涝”分布格局是否与高原感热年代际异常

有关，影响机制如何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

本文旨在分析青藏高原感热与关键区夏季降水在

２１世纪初的年代际变化特征，分析二者之间的关

系，并通过对相应区域热动力平衡的分析及模式敏

感性试验解释相应联系机制．

１　资料及方法

１．１　资料简介

降水资料包括：１）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

（ＣＭＡ）提供的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７５３个测站（图１）月

降水资料（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ｅｎ）；２）美国国家大

气海洋中心（ＮＯＡＡ）提供的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月降水

重建资料（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水平分辨率为２．５°×

２．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ｓｒｌ．ｎｏａａ．ｇｏｖ／ｐｓｄ／ｄａｔａ／ｇｒｉｄｄｅｄ／

ｄａｔａ．ｐｒｅｃ．ｈｔｍｌ）；３）１９７９—２０１４年美国气候预测中心

整合降水分析月值资料（ＣＭＡＰ；ＸｉｅａｎｄＡｒｋｉｎ；１９９７），

水平分辨率为２．５°×２．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ｐｃ．ｎｃｅｐ．ｎｏａａ．

图１　中国７５３个气象站点分布（黑色点状标识），包括黄淮、江淮流域（红色实线框），长江以南地区（绿色实线框），

以及青藏高原（红色多边形）７０个气象站点分布（红色“”状标识）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７５３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ｌａｃｋ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Ｈｕａｉａｎｄ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Ｒｉｖｅｒｖａｌｌｅｙ（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ｂｏｘ），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ｓｏｌｉｄｂｏｘ）ａｎｄ７０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ｄ“”）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ｐｏｌｙｇ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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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ｈｔｍｌ／ｗｐａｇｅ．ｃｍａｐ．ｈｔｍｌ）．

如图１所示，选取高原下游的中国东部季风雨带关键

区范围（２１°Ｎ—３８°Ｎ，１０５°Ｅ—１２２°Ｅ），包括黄淮、江

淮流域（３０°Ｎ—３８°Ｎ，１０５°Ｅ—１２２°Ｅ），以及长江以

南地区（２１°Ｎ—３０°Ｎ，１０５°Ｅ—１２２°Ｅ）．

高原感热计算方法同Ｄｕａｎ和 Ｗｕ（２００８）：

ＳＨ＝βｓ犮ｐ犆ｈ 犞１０ （犜ｓ－犜ａ）， （１）

其中，βｓ是干空气密度（单位：ｋｇ·ｍ
－３），计算方法为

βｓ＝狆ｓ／犚ｄ犜ａ；狆ｓ是台站气压（单位：ｈＰａ）；犚ｄ 是干空

气比气体常数，等于２８７．０５Ｊ·Ｋ－１·ｋｇ
－１；犜ａ是百叶

箱温度计指示的空气温度（单位：Ｋ）；犮ｐ 是干空气在稳

定气压下的绝对加热率，等于１００４．０７Ｊ·Ｋ－１·ｋｇ
－１；

犜ｓ是０ｃｍ地表温度（单位：Ｋ）；犞１０是１０ｍ高度风

速（单位：ｍ·ｓ－１）．这些参数都来源于高原７０个气

象观测站的月平均资料．犆ｈ 是地表拖曳系数，根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管理局（ＮＡＳＡ）全球库存建模和

映射研究（ＧＩＭＭＳ）提供的１９８１年７月—２０１５年１２

月均一化地表植被指数（ＮＤＶＩ）资料（犐ＮＤＶ，ｈｔｔｐｓ：∥

ｎｅｘ．ｎａｓａ．ｇｏｖ／ｎｅｘ／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１３４９／）计算，ＮＤＶＩ是植

被生长状况和覆盖程度的最佳指示因子，几乎可以

直接反应下垫面的状况．犆ｈ 与犐ＮＤＶ的关系如下（戴

逸飞等，２０１６）：

犆ｈ＝

－０．００１７犐
２

ＮＤＶ＋０．００４１犐ＮＤＶ＋０．００２８，０．５≤犐ａｖｅ＜１，长草甸，

０．０１１９犐
２

ＮＤＶ－０．００２９犐ＮＤＶ＋０．００３１，０．３５≤犐ａｖｅ＜０．５，短草甸，

０．００６７犐
２

ＮＤＶ－０．０００１犐ＮＤＶ＋０．００３３，０＜犐ａｖｅ＜０．３５，稀疏草甸

烅

烄

烆 ，

（２）

其中，犐ａｖｅ为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５—９月各站犐ＮＤＶ的多年

平均．

本文还使用了四种地表感热再分析月值资料，

分别为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再分

析资料ＮＣＥＰ１（Ｋａｌｎａ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ｅｓｒｌ．ｎｏａａ．ｇｏｖ／ｐｓｄ／ｄａｔａ／ｇｒｉｄｄｅｄ／ｄａｔａ．ｎｃｅｐ．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ｔｍｌ）及ＮＣＥＰ２（Ｓａｈ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ｅｓｒｌ．ｎｏａａ．ｇｏｖ／ｐｓｄ／ｄａｔａ／ｇｒｉｄｄｅｄ／ｄａｔａ．ｎｃｅｐ．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

ｈｔｍｌ），水平分辨率为１．８７５°×１．８７５°；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欧洲中心中期天气预测 （ＥＣＭＷＦ）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再分析资料（Ｂｅｒｒｉｓｆｏ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ａｐｐｓ．

ｅｃｍｗｆ．ｉｎｔ／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ｉｍｆｕｌｌｄａｉｌｙ／ｌｅｖｔｙｐｅ

＝ｓｆｃ／），水平分辨率为０．７５°×０．７５°；１９８２—２０１２

年日本气象厅ＪＲＡ５５再分析资料（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ｒｄａ．ｕｃａｒ．ｅｄｕ／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ｄｓ６２８．

１／），水平分辨率为１．２５°×１．２５°．

选用１９７９—２０１６年 ＮＣＥＰ２全球月平均再分

析资料，包括风、气温、相对湿度、垂直速度、位势高

度等要素，水平分辨率为２．５°×２．５°．

１．２　模式敏感性试验

选用地球系统耦合模式第 １ 版 （ＣＥＳＭ１；

Ｈｕｒｒ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其为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ＮＣＡＲ）于２０１０年７月推出的通用地球系统模式，

配置通用大气模块第４版（ＣＡＭ４；Ｎｅａｌｅ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通用陆面模块第４版（ＣＬＭ４；Ｏｌｅｓ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其与ＣＡＭ４的水平分辨率一致，为１．９°×

２．５°；耦合不考虑海洋的动力作用及热量传输的海

洋模块（Ｓｌａｂｏｃｅａｎ；Ｂｉ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该模块采用

另一种偶极子网格，水平分辨率为１°×１°．模式结果

以ｓｉｇｍａ坐标系２６垂直层显示．

模式试验目的：诊断青藏高原感热年代际异常

对关键区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的影响，控制试验选

用１８５０年工业革命前的排放状况为初始场，运行模

式积分至２００２年．敏感性试验设计参考观测资料计

算的高原感热年代际变化特征，具体试验设计见第

６节．

２　２１世纪初关键区夏季降水及高原

感热的年代际转折

２．１　关键区夏季降水的年代际转折

利用ＣＭＡ、ＮＯＡＡ和ＣＭＡＰ三套降水资料计

算的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区域加权平均的关键区夏季降

水年际变化之间相关系数均达到０．７８以上（其中

ＣＭＡＰ资料与其他两套资料的相关系数计算时段

为１９７９—２０１４年，表略），均通过了犪＝０．００１的显

著性检验，这种高相关保证了资料的可信度．图２ａ

显示三套降水资料的时间演变特征也较为一致，均

表明：黄淮、江淮流域的降水量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较

前一时段（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发生年代际增长；相反，

长江以南地区降水量则表现为年代际减少．但

ＣＭＡ资料相较其他两套资料表现出的黄淮、江淮

地区的降水量变化幅度较大，长江以南地区的降水

量较其他两套资料相比更少．表１显示ＣＭＡ资料

反映的黄淮、江淮流域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的降水量平

均值较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增加了８．１％（０．３７ｍｍ·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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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资料计算的关键区加权平均夏季降水（单位：ｍｍ·ｄ－１）年变化时间序列（ａ）（水平短虚线表示不同区域三套资

料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及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的平均值）及其对应的１０ａ滑动狋检验序列（ｂ）（水平虚线表示ａ＝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ｕｎｉｔｓ：ｍｍ·ｄ
－１）ｏｖｅｒｄｏｍｉｎａｔ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ｄｅｃａｄａｌ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３—２００２ａｎ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ａ）；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１０ａｍｏｖｉｎｇ狋ｔｅ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ｓ（ｂ）

表１　三套资料计算的关键区区域加权平均夏季降水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与１９９３—２００２的差值（单位：犿犿·犱－１）

及差值百分比（单位：１００％）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犲犮犪犱犪犾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狌狀犻狋狊：犿犿·犱－１）犪狀犱狆犲狉犮犲狀狋犪犵犲狊

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狌狀犻狋狊：１００％）犻狀狉犲犵犻狅狀狑犲犻犵犺狋犲犱犪狏犲狉犪犵犲狊

狅犳狊狌犿犿犲狉狉犪犻狀犳犪犾犾狅狏犲狉犱狅犿犻狀犪狋犲狉犲犵犻狅狀狊犫犲狋狑犲犲狀

狋犺犲狆犲狉犻狅犱狊狅犳２００３—２０１２犪狀犱１９９３—２００２

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犲犱犫狔狋犺狉犲犲犱犪狋犪狊犲狋狊

关键区
资料

来源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年
差值

差值

百分比

黄淮、江淮 ＣＭＡ ４．５５ ４．９２ ０．３７ ８．１

长江以南 ＣＭＡ ８．４５ ７．０３ －１．４２ －１６．８

黄淮、江淮 ＮＯＡＡ ３．８７ ４．４１ ０．３９ １４．０

长江以南 ＮＯＡＡ ８．３８ ７．４４ －０．９４ －１１．２

黄淮、江淮 ＣＭＡＰ ４．１３ ４．４４ ０．３１ ７．５

长江以南 ＣＭＡＰ ７．９９ ７．２８ －０．７１ －８．９

而长江以南地区降水的年代际平均值减少了１６．８％

（－１．４２ｍｍ·ｄ－１）；ＮＯＡＡ重建资料得到的黄淮、江

淮流域降水的年代际增长特征较ＣＭＡ资料更为显

著，而ＣＭＡＰ资料得到的黄淮、江淮流域降水增长

幅度小于ＣＭＡ资料，且这两套资料反映的长江以

南地区降水量的年代际减少没有ＣＭＡ资料显著，

尤其是ＣＭＡＰ资料的减少幅度仅有８．９％．

图２ｂ给出了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三套资料的区域加

权平均夏季降水１０ａ滑动狋检验结果（其中ＣＭＡＰ

资料时段为１９７９—２０１４年）．结果显示：黄淮、江淮

流域降水量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由前一时段微弱的年

代际增长转变为年代际减少，而在２００３年开始，三

套资料的结果均表现出了黄淮、江淮流域降水量的

年代际增加，但仅有序列长度相对较短的ＣＭＡＰ资

料的结果在２００３年的转折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于

长江以南地区，ＣＭＡ及ＮＯＡＡ资料均表现出该地

区夏季降水经历了三次明显的年代际变化：分别为

１９８３年开始的年代际减少，１９９３年开始的年代际增

长，以及２００３年开始的年代际减少；ＣＭＡＰ资料的

结果也表现出了后两次年代际转折．但对于２００３年

的年代际转折，仅有ＣＭＡ资料表现出了明显的年

代际减少，而ＮＯＡＡ和ＣＭＡＰ资料的结果则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

　　为了更清晰地揭示关键区夏季降水在２００３年

发生年代际转折后的空间分布特征，图３给出了不

同资料得到的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与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夏季

降水差值场．ＣＭＡ资料（图３ａ）与ＣＭＡＰ资料（图

３ｃ）得到的分布型较为一致，均呈现出自北向南的

“＋ －”分布型，黄淮、江淮地区降水增加，长江以南

地区降水减少．而 ＮＯＡＡ资料（图３ｂ）得到的雨带

略偏南，且黄淮流域部分地区的降水减少．此外，

ＣＭＡ资料得到的降水显著变化区域范围较大，黄

淮和江淮地区降水显著增加的区域（增加值大于

０．８ｍｍ·ｄ－１）位于宁夏、甘肃、陕西三省交界处和

华东地区，而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都呈现显著减少

特征，极值小于－２ｍｍ·ｄ－１；ＮＯＡＡ资料与ＣＭＡＰ

资料由于分辨率的限制，得到的降水显著异常区域

偏小，尤其在长江以南地区．对于黄淮、江淮地区，

ＣＭＡＰ资料反映出了与ＣＭＡ资料一致的两个降水

显著增加的区域，而ＮＯＡＡ资料表现出的降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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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区域较ＣＭＡ的结果更为偏南，位于甘肃、陕

西、河南、四川、重庆五省交界处．

２．２　高原感热的年代际转折

图４ａ给出了利用ＣＭＡ资料、ＮＤＶＩ采用公式

（１）结合公式（２）计算的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青藏高原季

节平均（春季：３—５月，夏季：６—８月，秋季：９—１１

月，冬季：前一年１２月—当年２月）及年平均感热变

化，可以看出无论是全年还是各季节的高原感热变

化都在２１世纪初经历了明显的年代际增长．２１世

纪初之前，感热从正距平减小到负距平，而２００３年

开始，感热明显增强，由负距平逐渐增加到正距平．

由图４ｂ的１０ａ滑动狋检验结果中也可以看出，高原

四季感热及年平均感热在１９９０年代初之前较强，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年代际减弱变化，至２１世

纪初，四季及年平均感热均由前一时段的减弱趋势

转变为增强变化，且２００３年为明显的转折点．

从高原四季感热的差异来看，不同季节感热年

际变化的振幅和位相不完全相同，夏季和冬季的感

热在２１世纪中后期部分年份，如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２年，

二者的年际变化的位相刚好相反（图４ａ）．这可能是

由于高原在夏季是大气热源而在冬季是大气热汇

（钟珊珊等，２００９），使得年际尺度冬夏季感热变化特

征存在差异．但整体来看，四季的高原感热变化自

２１世纪初的年代际增长趋势都是一致的．且从表２

中可以看出，除了冬夏两季，高原感热各季节的相关

性较好，表明高原感热具有很好的持续性，前人的研

究也证实春季感热会持续到夏季（Ｄｕ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从滑动狋检验结果来看（图４ｂ），高原

冬季感热在２００３年的年代际转折并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而其他季节及年平均的感热异常变化在２００３

图３　利用ＣＭＡ（ａ），ＮＯＡＡ（ｂ）及ＣＭＡＰ（ｃ）资料计算的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与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关键区夏季降水差值分布

ＣＭＡ资料不包括台湾地区，“”状标识表示通过犪＝０．０５的显著性检验．

Ｆｉｇ．３　Ｄｅｃａｄ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ｏｖｅｒ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ａｎｄ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ＭＡ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ｔｈｅＮＯＡＡｄａｔａｓｅｔ（ｂ），ａｎｄｔｈｅＣＭＡＰｄａｔａｓｅｔ（ｃ）

Ｔａｉｗａｎｉｓｎｏ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ＣＭＡｄａｔａｓｅ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９５％ｌｅｖｅｌ．

图４　年平均及季节平均高原感热标准化时间序列（ａ），及其对应的１０ａ滑动狋检验序列（ｂ），

水平虚线表示犪＝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

Ｆｉｇ．４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ａｎｄ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ＴＰＳＨ （ａ），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１０ａｍｏｖｉｎｇ狋ｔｅｓｔ

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ｂ），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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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犆犕犃资料计算的年平均及

季节平均感热的相关矩阵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犿犪狋狉犻狓犪犿狅狀犵狋犺犲狊犲狉犻犲狊狅犳犪狀狀狌犪犾

犪狀犱狊犲犪狊狅狀犪犾犪狏犲狉犪犵犲犱犜犘犛犎狑犺犻犮犺犪狉犲犱犲狉犻狏犲犱犳狉狅犿

狋犺犲犆犕犃犱犪狋犪狊犲狋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狆犲狉犻狅犱狅犳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 春 夏 秋 冬

年 ０．７２ ０．５９ ０．６０ ０．４７

春 ０．７２ ０．５４ ０．６２ ０．４６

夏 ０．５９ ０．５４ ０．５９ ０．２８

秋 ０．６０ ０．６２ ０．５９ ０．７０

冬 ０．４７ ０．４６ ０．２８ ０．７０

注：“”标识表示通过犪＝０．０５的显著性检验．

年的转折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此外，２００３年开始，高

原春季及夏季感热呈现较显著的年代际增长变化，

而秋季和冬季的感热年代际增长特征相对不明显．

过去的研究主要针对大气环流及降水与高原夏季感

热的同期关系，然而高原夏季感热不能作为预报同

期降水的因子．此外，春季感热的转折点发生在

２００３年，与关键区夏季降水年代际转折的时间一

致．因此推测二者在年代际尺度上应该具有很好的

相关性．因此，后文主要针对高原春季感热进行详细

的分析．

由于ＣＭＡ提供的高原站点多分布在其中东

部，因此选用覆盖整个高原地区的再分析资料来进

一步证明高原感热的年代际变化．首先对不同资料

计算的青藏高原中东部（８５°Ｅ—１０５°Ｅ，２８°Ｎ—４０°Ｎ，

后文简称高原）感热进行相关分析（表３），发现除

ＮＣＥＰ的两套再分析资料的高相关外，ＣＭＡ的观测

资料与 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资料相关最好，相关系数为

０．５１，通过了犪＝０．０１的显著性检验．此外，ＣＭＡ

资料与其他再分析资料的相关性也优于不同再分析

资料之间的相关性．再分析资料的缺陷可能是由于

其描述的地表温度是裸露地面的温度，但实际上高

原中东部有植被覆盖，而ＮＤＶＩ则充分考虑了植被

覆盖特征，利用其计算的感热更准确．

图５给出了利用不同资料计算的高原春季感热

的时间变化序列．可以看出，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资料与

ＣＭＡ观测资料的结果较为一致，均表现出１９８０年

代初的年代际减弱以及２１世纪初的年代际增强，这

种年代际变化也得到了前人的证实（Ｚｈ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ａ，２０１７）．然而，两个序列的转折时间不同步：

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资料在１９９０年代末开始出现年代际

增强，比ＣＭＡ序列提前几年．两套ＮＣＥＰ再分析资

料都表现出１９９０年代中期至２１世纪的显著年代际

表３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不同资料计算的

高原春季感热序列的相关矩阵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犿犪狋狉犻狓犪犿狅狀犵狋犺犲狊犲狉犻犲狊狅犳

狊狆狉犻狀犵犜犘犛犎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犲犱犫狔狋犺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犪狋犪狊犲狋狊

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狆犲狉犻狅犱狅犳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ＣＭＡ 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ＮＣＥＰ１ ＮＣＥＰ２ ＪＲＡ５５

ＣＭＡ ０．５１ ０．２７ ０．２６ －０．１５

ＥＲＡＩｎｔｅｒｉｍ ０．５１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９

ＮＣＥＰ１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９ －０．０４

ＮＣＥＰ２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９ ０．０６

ＪＲＡ５５ －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６

注：ＪＲＡ５５资料与其他资料的相关系数基于１９８２—２０１２年时段，

“”标识表示通过ａ＝０．０５的显著性检验．

图５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ＣＭＡ资料及再分析资料计算的

高原春季感热时间序列

Ｆｉｇ．５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ｐｒｉｎｇＴＰＳＨ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ＭＡ

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ｆｒｏｍ１９８２ｔｏ２０１５

减弱特征，然而ＮＣＥＰ２资料区别于ＮＣＥＰ１资料也

表现出了２１世纪初的感热年代际增强特征．ＮＣＥＰ

资料的感热变幅相较其他资料更大，前人的研究认

为ＮＣＥＰ资料由于格点与实际站点间的地形高度

差异使得其结果变幅更大（魏丽和李栋梁，２００３；

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ａ）．ＪＲＡ５５序列与其他资料的相关

性最差（表３），但也表现出了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到末期

的减弱趋势以及２１世纪初至中期的增长趋势．总体

来看，观测资料与再分析资料都证明了高原春季感

热在２１世纪初发生的年代际增强转折．

３　高原春季感热与关键区夏季降水的

年代际相关

为了进一步分析高原春季感热是否能引起关键

区夏季降水发生年代际转折，利用ＣＭＡ资料分析

了１９８２—２０１４年关键区区域平均夏季降水与高原

春季感热的１１ａ滑动相关系数（图６）．高原春季感

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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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与两个区域夏季降水在１９９０年代初开始维持相

对稳定的相关性．黄淮、江淮地区夏季降水与高原感

热的关系自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一直维持正相关，且

相关系数基本维持在犪＝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附近波

动；长江以南地区夏季降水与高原春季感热的关系

与黄淮、江淮流域相反，主要呈现负相关关系，仅在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较短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为弱的正相

关，自２１世纪初开始，二者又呈现负相关关系，相关

系数在犪＝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附近波动．结合图５

中高原春季感热在２１世纪的变化特征可以发现，２１

世纪初开始，高原春季感热增强，会引起黄淮、江淮

流域夏季降水增加，长江以南地区降水量减少，与图

３给出的降水分布型非常一致，因而进一步推断高

原春季感热在２１世纪初的年代际变化可能会对关

键区夏季降水产生显著影响．

图６　１９８２—２０１４年高原春季感热与关键区区域

平均夏季降水的１１ａ滑动相关序列

１９８７年的值代表１９８２—１９９２年的相关系数，

水平虚线表示犪＝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

Ｆｉｇ．６　Ｔｈｅ１１ｙｅａｒｍｏｖ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ｒｉｎｇ

ＴＰＳＨ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ｏｖｅｒ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１９８２ｔｏ２０１４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１９８７ｉｓ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１９８２—１９９２．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ｓ

４　高原春季感热影响关键区夏季降水

年代际异常的机制

当高原感热增强时，高原上空的大气环流异常

可以用热适应理论解释（Ｈｏｓｋｉｎｓ，１９９１；吴国雄和

刘屹岷，２０００）．图７给出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与１９９３—

２００２年两个时段夏季２００ｈＰａ、５００ｈＰａ及８５０ｈＰａ

高度场和风场变化特征：高原上空高层（２００ｈＰａ）为

一个异常的反气旋性环流中心（图７ａ）；高原近地面

（５００ｈＰａ）为一个异常气旋性环流中心（图７ｂ）．根

据定常正压涡度方程，高原近地面大气辐合，高层大

气辐散．这就意味着当高原春季感热增强，高原近地

面增暖，大气热能量向上传播，低层气旋性环流异

常，辐合特征明显；高层反气旋性环流异常，大气辐

散．此外，高原上空２００ｈＰａ的高度场的正异常意味

着南亚高压增强（图７ａ中粗实线）．而关键区至西太

平洋地区对流层中层５００ｈＰａ的正变高意味着副热

带高压增强（图７ｂ中粗实线）．当副高增强，在对流

层中低层（图７ｂ，ｃ），黄淮、江淮地区受异常偏南风

控制，作为梅雨的驱动因子（ＳａｍｐｅａｎｄＸｉｅ，２０１０），

更多的水汽通过副高西北支被输送到该区域；长江

以南地区存在一个异常的反气性环流，大气辐散．副

热带地区夏季大尺度的无摩擦大气运动可以被看做

是准水平的，另外，涡度平流也相对较小（毛江玉等，

２００２；Ｄ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垂直运动方程可以写成：

β狏＋（犳＋ζ）
Δ

·犞＝０， （３）

式中的变量都是传统的气象学变量．黄淮、江淮地区

在对流层低层出现异常偏南风（图７ｃ），而高层受高

原上空的大尺度反气旋环流影响，产生异常偏北风

（图７ａ），根据方程（３），该区域上升运动增强（图

８ａ）．而长江以南地区低层为反气旋辐散中心（图

７ｃ），高层受异常东北风控制（图７ａ），根据公式（３），

该地区下沉运动增强（图８ａ）．此外，干空气的沉降

作用通过抑制对流运动得到进一步增强，进而长江

以南地区降水减少，与观测（图３）一致．

另一方面，从冷暖平流输送的角度也可以进一

步解释高原感热异常对关键区夏季降水异常的影响

机制．从图８ａ中可以看出，高原感热的增强使得其

下游的黄淮、江淮地区对流层中层（５００ｈＰａ）有异常

的暖平流输送；而中国的东南地区受异常的偏东风

影响，且由于夏季海温低于陆表温度，所以有自海洋

向大陆的冷平流输送．为了解释温度平流和垂直运

动之间的关系，分析热动力平衡方程中各项变化特

征．热动力平衡方程为

　　　　　　

犜

狋
＝
珚犙
犆ｐ
－
犘
犘（ ）
０

犚／犆
ｐ珔ω
珋θ
狆
－珚犞·

Δ

狆
珡犜－

犘
犘（ ）
０

犚／犆
ｐω′
θ′

狆
－犞′·

Δ

狆犜′，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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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与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夏季２００ｈＰａ（ａ），５００ｈＰａ（ｂ）及８５０ｈＰａ（ｃ）高度场（填色，只显示通过犪＝０．１显著

性检验的区域）及风场差值场，绿色和蓝色粗实线分别表示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１００ｈＰａ高度１６７９ｄａｇｐｍ线

（ａ）和５００ｈＰａ高度５８６０ｄａｇｐｍ线（ｂ）的平均位置，绿色“”状标识表示风场异常通过犪＝０．１的显著性检验

Ｆｉｇ．７　Ｄｅｃａｄ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ｓｈａｄｅｄ；ｏｎｌｙｓｈｏｗ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ｔｔｈｅ９０％）ａｎｄ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ｓａｔ

２００ｈＰａ（ａ），５００ｈＰａ（ｂ）ａｎｄ８５０ｈＰａ（ｃ）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ａｎｄ１９９３—２００２．Ｇｒｅｅｎａｎｄ

ｂｌｕｅｔｈｉ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１６７９ｄａｇｐｍａｔ１００ｈＰａ（ａ）ａｎｄ５８６０ｄａｇｐｍａｔ５００ｈＰａ（ｂ）ｆｏｒ１９９３—２００２ａｎ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Ｇｒｅｅ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９０％ｌｅｖｅｌｆｏｒｗｉｎｄ

图８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与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夏季５００ｈＰａ水平温度平流（方程（４）中Ｄ项）及垂直速度（符号与方程（４）中Ｃ

项相同）（单位：１０－２Ｐａ·ｓ－１）差值分布（ａ），黑色“”状和绿色“·”状标识分别表示水平温度平流和垂直速度的变化

通过了犪＝０．１的显著性检验；夏季５００ｈＰａ非绝热加热场（方程（４）中Ｂ项）差值分布（ｂ），“”状标识表示非绝热加热

的变化通过了犪＝０．１的显著性检验

Ｆｉｇ．８　Ｄｅｃａｄ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ａ）５００ｈＰ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ｔｅｒｍｉｎＥｑｕ．（４））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ａｍｅｓｉｇｎａｓＣｔｅｒｍｉｎＥｑｕ．（４））（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ｕｎｉｔｓ：１０

－２Ｐａ·ｓ－１），ａｎｄ（ｂ）５００ｈＰａｄｉａｂａｔｉｃｈｅａｔｉｎｇ（ＢｔｅｒｍｉｎＥｑｕ．
（４））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ａｎｄ１９９３—２００２，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ｉｎ（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９０％ｌｅｖｅｌｆｏｒ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ｂ）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９０％ｌｅｖｅｌｆｏｒｄｉａｂａｔｉｃｈｅａ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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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各项为传统气象学变量（Ｒｏｄｗｅｌｌａｎｄ

Ｈｏｓｋｉｎｓ，２００１；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上划线表示时

间平均，角分号表示时间平均的偏离．当求时间平均

后，温度趋势项（Ａ）及瞬变项（Ｅ和Ｆ）数值较小，取

为０．热动力平衡主要靠非绝热加热项（Ｂ），温度垂

直输送项（Ｃ）及水平温度平流项（Ｄ）维持．由图８ｂ

可知，５００ｈＰａ大气非绝热加热在黄淮、江淮地区为

正异常，在长江以南地区为负异常，即非绝热加热与

温度平流的变化符号相同．同号的Ｂ和Ｄ项必须要

靠异号的温度垂直输送（Ｃ项）来维持热动力平衡，

进而黄淮、江淮地区应为异常的上升运动（ω＜０），

而长江以南地区应为异常的下沉运动（ω＞０），与实

际的变化特征（图８ａ）一致．前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

种高原感热增强引起温度平流输送异常进而导致异

常的上升／下沉运动的机制（ＳａｍｐｅａｎｄＸｉｅ，２０１０；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此外，高原感热异常还会影响东亚夏季风环流

系统．由图７ｃ可知，高原东南侧低层的西南风异常

带来了更多自孟加拉湾的水汽，使得季风雨带北移，

进而黄淮、江淮降水量增加．而长江以南地区低层的

反气旋环流的东南支为东北风异常，由于局地８５０ｈＰａ

的风场通常用来定义南海季风强度（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这就意味着南海夏季风减弱，长江以南地区

的水汽输送减少，进而该区域降水减少．

５　高原感热变化对关键区夏季降水异

常影响的模式敏感性试验

从ＣＥＳＭ模式控制试验与ＮＣＥＰ２再分析资料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夏季平均风场对比来看（图９），对流

层高低层的风场特征基本一致，８５０ｈＰａ风场（图

９ａ，９ｃ）在中国东部表现为偏南风；２００ｈＰａ风场中

（图９ｂ，９ｄ），高原地区及中国北方在西风带控制下，

中国南方盛行偏北风．但模式得到的平均风速与再

分析资料结果存在差别，模拟的８５０ｈＰａ风速大于

再分析资料结果，而２００ｈＰａ模拟风速比再分析资

料的风速小．但整体来看，ＣＥＳＭ模式对关键区气候

特征描述较好，敏感性试验可行．

此外，模式控制试验与观测的高原感热年变化

特征非常相近（图１０ａ），从１月至５月，感热逐渐增

强，增加幅度超过３０Ｗ·ｍ－２，此后转为逐渐减弱，

减弱至１２月达到最低值．模式控制试验与观测结果

的一致性保证了ＣＥＳＭ 模式对高原感热模拟的可

靠性．进一步设计敏感性试验中高原感热变化曲线

如图１０ｂ所示：以控制试验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为初始

场，减弱高原主体（７０°Ｅ—１０５°Ｅ，２５°Ｎ—４０°Ｎ）的感

热通量０．５Ｗ·ｍ－２，运行模式积分１年，得到１９９３

年各月及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变量场，继而以１９９４年１月

图９　ＮＣＥＰ２资料和ＣＥＳＭ控制试验得到的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夏季８５０ｈＰａ（ａ，ｃ）与２００ｈＰａ（ｂ，ｄ）

平均风场（单位：ｍ·ｓ－１），（ａ，ｂ）为ＮＣＥＰ结果；（ｃ，ｄ）为ＣＥＳＭ结果

Ｆｉｇ．９　８５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ｓ（ａ，ｃ）ａｎｄ２０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ｓ（ｂ，ｄ）（ｕｎｉｔｓ：ｍ·ｓ
－１）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３—２００２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ＣＥＰ２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ｎｄＣＥＳ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ｕｎｒｅｓｕｌｔ，（ａ，ｂ）ｆｏｒＮＣＥＰ，（ｃ，ｄ）ｆｏｒＣＥ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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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观测资料及ＣＥＳＭ控制试验计算的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平均的高原感热年变化（ａ）和

观测资料计算的感热年际变化及模式敏感性试验设计（ｂ）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ｔｅｒ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２０ｙｅａ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ＴＰＳＨ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３—２０１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ｎｄｔｈｅＣＥＳ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ｕ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ＰＳＨ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ｂｙ

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ｒｕｎ（ｂ）

１日为初始场，继续减弱高原主体感热０．５Ｗ·ｍ－２，

积分一年，得到１９９５年变量场，同上，继续运行逐年

减弱的高原感热敏感性试验，运行至２００３年；之后

运行高原主体感热逐年增强１Ｗ·ｍ－２试验，运行

至２０１２年．敏感性试验中关闭土壤能量平衡诊断命

令来保证模式的正常运行，将其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的结

果与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结果进行对比．

敏感性试验得到的关键区夏季降水差值场（图

１１）与观测结果（图３）比较相近，黄淮、江淮地区降

水显著增加，增加量级大于０．４ｍｍ·ｄ－１，且增加

的极值区与观测结果也较为相近；华南降水减少，但

变化不显著．与观测相比（图３），降水增加范围略为

偏南，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减少的范围缩小至华南，但

“北正南负”的分布型证实了高原感热的年代际增强

会影响关键区夏季降水产生“南旱北涝”的年代际

变化．

虽然敏感性试验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与１９９３—２００２

年各层高度场及风场的变化特征（图略）与观测结果

不同，说明在敏感性试验中增强高原感热不能显著

影响大尺度的环流异常．但从敏感性试验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年与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５００ｈＰａ水平风场的变化

（图１２ｂ）可以看出，当高原感热增强后，江淮流域附

近对流层中层的西风分量增强，使得高原上的能量

传输到其下游地区，进而５００ｈＰａ水平温度平流（图

１２ａ）在黄淮、江淮地区为正异常，华南地区水平温度

平流为负异常．此外，非绝热加热在黄淮、江淮地区

为正异常，而在华南为负异常（图１２ｂ）．水平温度平

流与非绝热加热变化同号，正的Ｂ及Ｄ项必须与负

图１１　ＣＥＳＭ敏感性试验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与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

关键区夏季降水差值分布，“”状标识说明同图３

Ｆｉｇ．１１　Ｄｅｃａｄ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ｍｍ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ｏｖｅｒ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ａｎｄ１９９３—

２００２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３

的温度垂直输送项（Ｃ）相平衡．因此，黄淮、江淮地

区大气上升运动增强（ω＜０），而华南地区下沉运动

增强（ω＞０），进而黄淮、江淮地区降水增加，华南降

水减少．从与图１１的降水异常分布格局的对比来

看，降水分布的正（负）异常区域与水平温度平流和

非绝热加热的正（负）异常区域对应较好，这就说明

当高原感热增强，确实可以通过影响其下游地区的

冷暖平流输送和非绝热加热异常来影响降水异常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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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敏感性试验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与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夏季５００ｈＰａ水平温度平流（方程（４）中Ｄ项）及垂直速度（符号与方程

（４）中Ｃ项相同）（等值线单位：１０－２Ｐａ·ｓ－１）差值分布（ａ），“”状标识表示水平温度平流的变化通过了犪＝０．１的显著性

检验；及夏季５００ｈＰａ非绝热加热场（方程（４）中Ｂ项）及水平风差值分布（ｂ），“”状标识表示非绝热加热的变化通过了

犪＝０．１的显著性检验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ａ）５００ｈＰ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ｔｅｒｍｉｎＥｑｕ．（４））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ａｍｅｓｉｇｎ

ａｓＣｔｅｒｍｉｎＥｑｕ．（４））（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ｕｎｉｔｓ：１０
－２ Ｐａ·ｓ－１），ａｎｄ（ｂ）５００ｈＰａｄｉａｂａｔｉｃｈｅａｔｉｎｇ（ＢｔｅｒｍｉｎＥｑｕ．（４））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ａｎｄ１９９３—２００２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ｉｎ（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９０％ｌｅｖｅｌｆｏｒ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ｂ）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９０％ｌｅｖｅｌｆｏｒｄｉａｂａｔｉｃｈｅａｔｉｎｇ

６　结论与讨论

２１世纪初，中国东部季风雨带关键区夏季降水

经历了一次明显的年代际转折，黄淮、江淮流域降水

增加，而长江以南地区降水明显减少．同时，青藏高

原感热也在２１世纪初发生了明显的年代际增强．通

过分析他们之间的年代际变化关系及相应机理，可

以得到以下结论：

（１）２１世纪初高原春季感热增强，其与黄淮、江

淮流域以及长江以南地区夏季降水相关演变特征揭

示了黄淮、江淮流域夏季降水增加，而长江以南地区

夏季降水减少的年代际转折可能是对高原春季感热

变化的响应．

（２）高原感热是一个持续的信号，当春季感热增

强后，大气热能上传导致夏季高原近地面产生气旋

性环流异常，大气辐合；高层产生反气旋性环流异

常，大气辐散．高原上空存在高度场的正异常，南亚

高压增强；同时副热带高压增强使得黄淮、江淮地区

在对流层中低层受异常偏南风控制，更多的水汽通

过副高西北支被输送到该区域；而高层受高原上空

的大尺度反气旋环流影响，产生异常偏北风，该区域

上升运动增强．长江以南地区在对流层中低层存在

一个异常的反气性环流，大气辐散；高层受异常东北

风控制，该地区下沉运动增强．此外，高原感热异常

通过影响东亚夏季风环流系统，使得高原东南侧低

层的西南风异常带来更多的水汽，季风雨带北移，黄

淮、江淮降水量增加；而长江以南地区低层的反气旋

环流的东南支为东北风异常，南海夏季风减弱，该区

域水汽输送减少，降水减少．

（３）高原感热的增强使得在对流层中层，其下游

的黄淮、江淮地区有异常的暖平流输送，而长江以南

地区有异常的冷平流输送．同时，大气非绝热加热在

黄淮、江淮地区为正异常，在长江以南地区为负异

常，进而黄淮、江淮地区为异常的上升运动，而长江

以南地区为异常的下沉运动．

（４）ＣＥＳＭ模拟高原感热年代际转折的敏感性

试验进一步验证了高原感热增强后，通过影响黄淮、

江淮地区的冷暖平流输送和非绝热加热正异常，使

得该区域产生异常增强的上升运动，降水增加；影响

华南地区为温度平流及非绝热加热的负异常，下沉

运动增强，降水减少．

青藏高原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的角色一直没有一

致的结论，本文为高原感热影响２１世纪初关键区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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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降水年代际变化提供了证据，作用机制可用高原

感热对高原以及周围区域的热动力异常的影响来解

释．但是，这个工作也还不能证明关键区夏季降水的

区域气候效应完全是高原感热产生的，这种影响可

能是一种间接效应．过去已有研究指出北大西洋早

春（２—４月）的三极子型海温异常影响了副热带西

风急流的强度，影响春季高原的加热效应（Ｃｕ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此外，李栋梁（２００６）指出太阳黑子周期

长度变长（太阳活动减弱）时，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场

强度减弱．同时，关键区夏季降水也会受到其他外强

迫的影响，如海温协同配置（李景鑫等，２０１７），极地

冰盖密度（张若楠等，２０１８），高原土壤湿度（王静等，

２０１６）等．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仍需要大量的工作

来分析影响关键区夏季降水的不同因子的作用程度

以及分析各个因子的协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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