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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1961—2016 年降水资料和 NCEP /NCAＲ 再分析数据，分析了华西秋季降水

的年代际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华西秋季降水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偏多，之后减少，

21 世纪 10 年代又开始增多，而且该时段的降水量多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进一步从

大气环流角度，初步探讨了这种年代际变化的成因。研究发现，与华西降水偏少阶段相

比，在两个降 水 偏 多 期，巴 尔 喀 什 湖 低 压 槽 加 深、亚 洲 区 域 海 平 面 气 压 ( Sea Level
Pressure，SLP) 负异常，利于高纬冷空气南下入侵华西区域; 东亚低空盛行异常偏南风，利

于低纬水汽向华西区域输送; 东亚西风急流位置偏北，提供华西降水发生的动力抬升条

件，共同造成华西秋季降水增加。相比于 20 世纪 80 年代前，21 世纪 10 年代后欧洲高压

脊和巴尔喀什湖槽更强，更利于高纬冷空气进入华西区域。同时，有来自南半球印度洋的

水汽向华西区域输送。更强的冷空气活动和更多的水汽输送导致后一阶段降水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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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秋季降水，也称为华西秋雨( 高由禧和郭

其蕴，1958) ，是仅次于夏季的次极大值降水，被视

为 与 东 亚 夏 季 风 进 退 相 联 系 的 最 后 一 个 雨 带

( Ding，2007; Ding and Wang，2008) 。华西秋雨多寡

变化对当地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具有重要影响。华西秋雨主要表现为连阴雨的特

征，部分年份降水持续，雨区集中，此时异常秋雨会

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而且，由于中国西部地

形复杂，异常秋雨还可引起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因此，研究华西秋季降

水变化及机制不仅对于深化华西秋雨的认识、提高

气候预测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防灾减灾

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高由禧和郭其蕴( 1958)

就对华西秋雨的起止时间和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

认为华西秋雨是北半球夏季到冬季之间大气环流调

整所致的区域性降水现象，并指出其起止日期与亚

洲上空急流的进退和印度洋季风的进退有关。之

后，一些学者进一步从不同角度对华西秋雨进行了

细致的分析，并探讨了影响华西秋雨的物理因子和

机制。研究揭示，影响华西秋雨的主要大气环流系

统包括巴尔喀什湖低压槽、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东
亚西风急流、印缅槽、欧亚环流型等( 徐桂玉和林春

育，1994; 鲍媛媛等，2003; 谌芸和施能，2003; 白虎志

和董文杰，2004; 周长艳等，2006; 贾小龙等，2008; 柳

艳菊等，2012; 李传浩等，2015; 孙照渤等，2016; 吴瑶

和杜良敏，2016; 徐金霞等，2017; 王红军等，2018;

Zhou and Wang，2019) 。厄尔尼诺、印度洋偶极子、
西太平洋海温、青藏高原热源等外强迫信号对华西

秋雨的多寡也具有影响( 陈忠明等，2001; 刘宣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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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慧珍，2006; 韩晋平等，2013; 王春学等，2015; Xu
et al．，2016; Zheng et al．，2018; 陈君芝等，2019; Zhou
and Wang，2019; Zhou et al．，2019) 。

图 1 1961—2016 年秋季降水量( 单位: mm) 的气候态分布( a; 红框表示所选取的华西区域( 100° ～ 112°E，27° ～ 35°N ) ) 以

及华西秋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序列( b; 单位: mm ; 黑色实线为三个时段的平均值)

Fig．1 ( a ) Climat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autumn precipitation ( unit: mm ) during 1961—2016 ( the red rectangle represents
western China ( 27°—35°N，100°—112°E) as defined in this study ) ，and( b) time series of the autumn precipitation a-
nomaly averaged in western China( the mean values during the three periods are shown by solid lines)

以上成果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华西秋雨变化机理

的认识，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年际尺度。华西

秋雨除具有显著的年际变化外，还存在明显的长期

趋势变化和年代际变化特征。例如，Zhang et al．
( 2018) 的研究揭示，全球变暖背景下，近 50 多年华

西秋雨日数和雨量呈现减少的线性趋势变化。在这

种大背景下，华西秋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一次

明显的由偏多向偏少的年代际转折，之前秋雨偏多，

之后秋雨偏少( 白虎志和董文杰，2004; Wei et al．，
2018) 。Wei et al．( 2018) 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印太、北太平洋和赤道中太平洋海温变暖对这次年

代际转 折 具 有 显 著 贡 献。此 外，Wang and Zhou
( 2019) 发现，华西秋雨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还出

现了一次由减少趋势向增多趋势的年代际变化，这

与印度洋和大西洋西部海温由冷转暖密切相关。事

实上，这种趋势的年代际转折反映出 21 世纪华西秋

雨再次逐渐增强的现象( 柳艳菊等，2012; 罗霄等，

2013; 蒋竹将等，2014) 。但就目前研究来看，关于

21 世纪华西秋雨年代际增强的研究相对较少。那

么，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华西秋雨偏多相比，与

21 世纪华西秋雨增多相联系的环流场有何异同?

这是本研究的关注重点。

1 资料和方法

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 1) CN05. 1 格点化中国

降水观测资料，水平分辨率为 0. 25°×0. 25°( 吴佳和

高学杰，2013) ; 2) 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 /大气研

究中心( NCEP /NCAＲ) 再分析资料( Kalnay et al．，
1996) ，水平分辨率为 2. 5°×2. 5°。分析的物理量主

要有海平面气压( SLP) 、位势高度、水平风场、垂直

速度和比湿。研究的时间长度为 1961—2016 年，秋

季定义为 9—11 月平均。分析方法主要有合成分

析、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显著性检验采用 t 检验。

2 结果分析

2. 1 华西秋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特征

图 1a 为 1961—2016 年秋季平均的降水量空间

分布。可见，华西区域存在一个显著的大值中心，即

华西 秋 雨 现 象。根 据 图 1a，选 取 ( 100° ～ 112° E，

27° ～35°N) 区域平均的降水量作为华西秋雨指数

( WCAＲ) 。图 1b 给出了 1961—2016 年 WCAＲ 距

平( 相对于 1961—2016 年的气候平均值) 随时间的

变化。由图可以清楚地看到，华西秋雨具有显著的

年代际变化特征。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华西

秋季降水以正距平为主;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1
世纪 10 年代之间，华西秋季降水则主要表现为负距

平; 21 世纪 10 年代之后，华西秋季降水又转为正异

常，呈现出偏多-偏少-偏多的年代际变化特点。
据此，将 1961—2016 年整个时段的雨期划分为

三个阶段: 1961—1985 年多雨期( P1) 、1986—2010
年少雨期( P2) 和 2011—2016 年多雨期( P3) ，以此

来探讨发生如此年代际变化的原因。在这 3 个时段

中，P1、P2 和 P3 期 间 的 WCAＲ 异 常 值 ( 相 对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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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2016 年 的 气 候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14. 3 mm、
－22. 6 mm 和 35. 5 mm。虽然 P1 和 P3 时段均为华

西秋季降水偏多期，但相比于 P1 时段，P3 时段的秋

季降水更大。

图 2 秋季海平面气压场( a; 单位: hPa) 、500 hPa 扰动位势高度( b; 单位: gpm ) 和 850 hPa 水平风场( c; 单位: m /s) 与华西秋

季降水的回归分布( 打点区域以及阴影区表示通过 95%置信度检验; 红框表示华西区域)

Fig．2 ( a) Ｒegressions of SLP ( unit: hPa) ，( b) 500 hPa eddy geopotential height ( unit: gpm ) and ( c) 850 hPa horizontal winds
( unit: m /s) against the WCAＲ during autumn of 1961—2016( the dots and shaded area indicate passing 95% confidence，

and the red rectangle represents western China)

2. 2 物理机制分析

为揭示华西秋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的原因，首先

检查了影响华西秋季降水的关键大尺度环流系统。
图 2 为 1961—2016 年 SLP 和 500 hPa 扰动位势高

度( 定义为位势高度相对于纬向平均的差值) 以及

850 hPa 水平风场与 WCAＲ 的回归分布。如图 2a
所示，对应于华西秋季降水偏多时，北半球 SLP 距

平场呈现的显著特征为: 欧洲-亚洲-北太平洋一带

为正-负-正异常分布型态。亚洲区域为异常低压控

制，而华西区域则恰好位于异常低压控制区。进一

步，选取( 73°－113°E，24°－52°N ) ( 如图 2a 中的黑

框所示) 区域平均的 SLP，计算了其与 WCAＲ 的相

关系数。这个关键区 SLP 与 WCAＲ 的相关系数为

－0. 44( 通过 95%的置信度检验) ，表明该区域的环

流异常对 WCAＲ 具有显著影响。
与 WCAＲ 异常相联系的 500 hPa 扰动位势高

度距平场( 图 2b) 呈现出与 SLP 距平场相类似的特

征。欧亚大陆至北太平洋区域同样为正-负-正的异

常分布，而且这种异常特征更为显著。在这种配置

下，欧洲异常高压脊和巴尔喀什湖异常低压槽可导

致大气环流经向度加大，有利于高纬冷空气向南爆

发。在巴尔喀什湖异常低压槽和亚洲异常低压的引

导下，南下的冷空气易从西路入侵华西区域。结合

低层和中层环流特点可见，与华西秋季降水相联系的

环流系统非常深厚，呈准正压结构，且空间尺度大。
从对流层低层风场( 图 2c) 来看，华西秋季降水

偏多时，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地区为异常的反气旋环

流控制，盛行的异常西风逐渐向东北方向推进，并与

来自南海区域异常反气旋环流的西南气流相汇合，

汇合后沿东亚区域转为南风异常。该南风异常可将

来自低纬的水汽输送至华西区域，并与高纬南下的

冷空气相遇，从而造成该地降水偏多。因此，来自高

纬的冷空气和来自低纬的暖湿空气在华西交汇，是

造成该区域秋季降水增加的重要条件。
图 3 和图 4 分别给出了 P1 和 P3 时期与 P2 时

期的 SLP 和 500 hPa 扰动位势高度的合成差值分

布。可以看到，合成分析的结果与图 2 的回归分布

很相似。无论是 P1 与 P2 还是 P3 与 P2 的合成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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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秋季海平面气压( 单位: hPa) 合成差值( 打点区表示通过 95%置信度检验; 红框表示华西区域) : ( a) P1-P2; ( b) P3-P2
Fig．3 Composite difference of autumn SLP( unit: hPa; regions above the 95% significance level are dotted，and the red rectangle

represents western China) : ( a) P1-P2; ( b) P3-P2

图 4 秋季 500 hPa 扰动位势高度场( 单位: gpm ; 打点区表示通过 95%置信度; 红框表示华西区域) 合成差值: ( a) P1-P2;

( b) P3-P2
Fig．4 Composite difference of 500 hPa eddy geopotential height( unit: gpm ; regions above the 95% significance level are dotted，

and the red rectangle represents western China) during autumn: ( a) P1-P2; ( b) P3-P2

均显示: 亚洲区域为负 SLP 异常，华西区域受异常

低压控制( 图 3) 。500 hPa 扰动位势高度场上( 图

4) ，欧洲高压脊加强，巴尔喀什湖槽加深。这种异

常特征有利于加强高纬冷空气入侵华西区域。对比

P1 与 P2 和 P3 与 P2 的合成差值分布，我们还可发

现两者之间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在 500 hPa 扰动

位势高度差异场上，相比于前者( 图 4a) ，后者在欧

亚大陆上更为显著( 图 4b) 。也就是说，与 P1 时段

相比，P3 时段的欧洲高压脊更强，巴尔喀什湖槽更

深，大气环流的经向度更大，更利于高纬冷空气大举

南下，并在巴尔喀什湖槽的引导下从西路进入华西

区域。
图 5 为 P1 和 P3 时期分别与 P2 时期的 850 hPa

风场的合成差值分布。与 P2 时段相比，无论是 P1
时段还是 P3 时段，东亚区域均为异常的偏南风，有

利于将低纬水汽向华西区域输送，同时配上高纬冷

空气输送加强，结果导致 P1 和 P3 时段华西秋季降

水多于 P2 时段。对比图 5a 和图 5b，还可以发现，

P1 时段的异常暖湿气流输送主要来自南海和孟加

拉湾，而 P3 时段的异常暖湿气流输送可追溯至南印

度洋。与 P1 时段相比，P3 时段印度洋上的偏南风

明显加强，并经印度半岛、孟加拉湾、中南半岛进而

转向北传。也就是说，P3 时段向华西区域的水汽输

送要强于 P1 时段的水汽输送。这点可以从 P1 与

P2 时期以及 P3 与 P2 时期的整层水汽通量散度合

成差值图( 图 6) 上得到证实。比较图 6a 和图 6b 可

见，在 P3 时段，华西区域的水汽辐合强度和范围明

显高于 P1 时段，华西区域大范围较强的水汽辐合为

降水的增多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
东亚西风急流特别是其位置的摆动是降水发生

的重要动力条件( Yang et al．，2002; Lu，2004; Huang
et al．，2017; 顾伟宗等，2018; 李丽平等，2018; 任倩

等，2018; Wang and Zhou，2019) 。图 7 是 WCAＲ 与

200 hPa 纬向风的回归分布，可见，华西降水偏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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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秋季 850 hPa 水平风场( 单位: m /s) 合成差值( 阴影区表示通过 95%置信度; 红框表示华西区域) :

( a) P1-P2; ( b) P3-P2
Fig．5 Composite difference of 850 hPa horizontal winds ( unit: m /s) during autumn ( regions above the 95%

significance level are shaded，and the red rectangle represents western China) : ( a) P1-P2; ( b) P3-P2

图 6 秋季整层水汽通量散度( 10－5 kg·m－2·s－1 ) 合成差值( 阴影区表示通过 95%置信度; 红框表示华西区

域) : ( a) P1-P2，( b) P3-P2

Fig．6 Composite difference of divergence ( 10－5 kg·m－2·s－1 ) of water vapor flux integrated from surface to
300 hPa during autumn ( regions above the 95% significance level are dotted，and the red rectangle repre-
sents western China) : ( a) P1-P2; ( b) P3-P2

对应的 200 hPa 纬向风异常主要表现为: 东亚 35°N
以南区域为东风异常，西风减弱; 35°N 以北区域为

西风异常，西风增强。这种异常分布型意味着东亚

西风急流位置偏北，可在与急流垂直的方向上激发

次级环流，使得急流入口区右侧上升运动增强( 丁

一汇，2005) ，而华西区域正好位于次级环流造成的

上升运动区，增强的上升运动为华西秋季降水的发

生提供有利的动力抬升条件。
P1 和 P3 时段分别与 P2 时段的 200 hPa 纬向风

合成差值分布特征( 图 8) 与图 7 揭示的与 WCAＲ
偏多相联系的纬向风异常特征相一致，即华西南北

侧区域分别为异常东风和异常西风控制，东亚西风

急流位置偏北，进而激发次级环流致使华西区域上

升运动增强。由图 9 可以看出，相对于 P2 时段，在

P1 和 P3 时段，华西区域均存在上升运动明显增强。

而且，P1 时段的异常上升运动范围比 P3 时段更广。
综合上述分析可见，相比于 P2 时段，P1 和 P3

时段来自高纬的冷空气活动和来自低纬的水汽输送

增强，东亚西风急流位置偏北，共同造成这两个时段

内的华西秋季降水偏多。而且，由于 P3 时段的冷空

气活动和水汽输送比 P1 时段更为显著，因而导致

P3 时期的华西秋季降水多于 P1 时期。

3 结论

本研究分析了 1961 年以来华西秋季降水的变

化特征。结果显示，1961—2016 年期间，华西秋季

降水发生了明显的正-负-正的年代际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华西秋季降水异常偏多，之后转

为异常偏少阶段。到 21 世纪 10 年代开始，华西秋

季降水又呈偏多的趋势，而且，该阶段的降水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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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秋季 200 hPa 纬向风( 单位: m /s) 与华西秋季降水的回归分布( 打点区域表示通过 95%置信

度; 红框表示华西区域)

Fig．7 Ｒegressions of 200 hPa zonal winds ( unit: m /s) against the WCAＲ during autumn of 1961—
2016( regions above the 95% significance level are dotted，and the red rectangle represents
western China)

图 8 秋季 200 hPa 纬向风合成差值( 单位: m /s; 阴影区表示通过 95%置信度; 红框表示华西区域) : ( a) P1-P2; ( b) P3-P2
Fig．8 Composite difference of 200 hPa zonal winds ( unit: m /s; regions above the 95% significance level are shaded，and the red

rectangle represents western China) during autumn: ( a) P1-P2; ( b) P3-P2

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要偏多。
从大气环流角度初步探讨了发生这种年代际变

化的成因，特别是 21 世纪 10 年代之后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的大气环流系统的异同。研究揭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和 21 世纪 10 年代后的异

常环流形势大体相似，均呈现亚洲区域 SLP 负异

常、巴尔喀什湖槽加深、东亚低空异常偏南风、东亚

高空西风急流偏北。巴尔喀什湖槽加深和亚洲区域

SLP 负异常有利于高纬冷空气南下入侵华西区域;

东亚低空异常偏南风有利于低纬水汽向华西区域输

送; 东亚西风急流位置偏北有助于华西区域上升运

动加强。在这样的高低空环流配置下，华西秋季降

水增多。相比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21 世纪

10 年代之后欧洲高压脊更强、巴尔喀什湖槽更深，

大气环流的经向度更大，更利于高纬冷空气大举南

下进入华西区域。另外，向华西区域的水汽输送也

更多，其源地更南，可追溯至南印度洋。更强的冷空

气活动和更多的水汽输送导致该阶段降水更多。
当然，本文只是着重分析了与华西秋季降水相

关联的大尺度环流背景的变化，其中更深层次的原

因，如外强迫信号对华西秋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的影

响与机制等，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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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秋季沿 100° ～112°E 平均的经向垂直环流合成差值( 阴影区表示通过 95%置信度) : ( a) P1-P2; ( b)

P3-P2．
Fig．9 Composite difference of meridional-vertical circulation along 100°—112°E during autumn ( regions above

the 95% significance level are shaded) : ( a) P1-P2; ( b) P3-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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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interdecadal increase of autumn rainfall in
western China sinc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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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resent study，based on the CN05. 1 gridded rainfall data and the NCEP /NCAＲ reanalysis for the peri-
od of 1961—2016，the interdecadal change of autumn rainfall in western China ( WCAＲ) is investigated．The re-
sults reveal that the WCAＲ shifted from a positive phase to a negative phase in the mid-1980s．After entering the
2010s，the WCAＲ tends to increase again，with the increasing amplitude becoming even greater than that before
the mid-1980s．Next，the physical mechanism responsible for the interdecadal change in the WCAＲ is further ex-
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rge-scal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s，in particular focusing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s for the increase of the WCAＲ after the 2010s and before the mid-
1980s．During these two periods，in comparison with the negative phase of the WCAＲ，both the Lake Balkhash
trough and Asian sea level pressure are strengthened，favoring the southward outbreak of cold air from the high
latitudes into western China．Meanwhile，the southerly anomalies prevail in the lower troposphere of East Asia，

thereby benefiting from the transport of water vapor from the low latitudes toward western China．In addition，the
East Asian jet stream shifts northward，providing favorable dynamical conditi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the WCAＲ．
Under such a configuration，the WCAＲ is strengthened．With respect to the counterparts before the mid-1980s，the
blocking over Europe and trough over Lake Balkhash are both much stronger，which may cause more cold air
from the high latitudes to invade western China．At the same time，more warm-moist airflows from the Indian O-
cean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re transported toward western China．Finally，it is shown that more cold air and
warm-moist airflows which are encounter in the targeted region contribute to the greater rainfall occurring after
the 2010s than before the mid-1980s．

autumn rainfall in western China; interdecadal chang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s; water vapor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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