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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1960—2013 年中国 753 个站逐日日平均气温资料，对中国东部冬季风时期

极端降温事件进行了定义，并研究了近 53 a 中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件的时空

特征。结果发现，极端降温事件发生最频繁的地区位于东北南部、华北大部分地区和华

中北部，华中南部则较少发生。过去的 53 个冬季风时期，中国东部极端降温事件普遍

减少，且东北南部、华北南部和东部、华中北部以及华东北部的减少趋势最为明显，减小

幅度可达 0. 4～ 0. 8 次 / ( 10 a) 。此外，东北、华北和华中的极端降温事件发生频次分别

在 1980、1973、1969 年出现了由多到少的突变。极端降温事件的强度也存在空间差异，

其平均强度从北到南呈现出强-弱-较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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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 第一工作

组第五次评估报告( AＲ5) 指出，20 世纪 50 年代以

来气候系统经历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变化，全球气候

变暖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

愈发频繁( IPCC，2013) 。在此背景下，极端气温和

极端降水等极端天气事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和研究( 高涛和谢立安，2014; Herring et al．，2016; 武

丽梅等，2016; 沈皓俊等，2018，李崇银等，2019; 武炳

义，2019) 。尽管全球大部分陆地地区的气温呈现

增加趋势，近年来极端低温事件却频繁发生，对人类

的生活和经济活动造成重要影响。如 2016 年 1 月

下旬，中国大部分地区遭遇寒潮天气，19 个省最低

气温跌破历史极值，强降温和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对

交通、农业造成了较大影响( 孙劭等，2017) 。2018
年初，爆发性气旋席卷美国东部和加拿大并带来了

大范围的持续性低温天气，严寒天气导致美国 22 人

死亡( 孙劭等，2018) 。
在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冬季极端温度事件

的时空变化规律已成为众多学者的关注焦点。虽然

对冬季极端低温的定义存在差异，但不少学者对中

国冬季极端低温事件变化特征的研究都有相似结

论，即近几十年来我国冬季极端低温事件的发生频

率和强度都有所下降( 任福民和翟盘茂，1998; Zhai
and Pan，2003; 刘雅星等，2010; 黄菲等，2014; 谢星

旸等，2018，王倩等，2019) 。作为我国冬季影响较

大的一种极端天气，寒潮的时空变化也受到了广泛

关注。对近几十年发生在中国的区域性寒潮( Wei
and Lin，2009; 伍红雨和杜尧东，2010; 姚永明等，

2011) 和全国性寒潮( 康志明，2010) 进行分析的结

果都表明，寒潮频次均呈减少趋势。王遵娅和丁一

汇等( 2006) 研究发现寒潮频次由多到少的突变发

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而发生在中国北方的寒潮

频次减少得最为显著。
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尝试对冬季极端温度事件的

变化成因做出解释。对我国冬季极端低温事件的研

究发现，造成极端低温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大气环流

或动 力 过 程 的 异 常 ( 陈 海 山 等，2012; 王 晓 娟 等，

2013; 任晨辰等，2017; 高丽等，2019) ，但其年际和年

代际的变化也受到外强迫的作用( 狄慧，2014; 汪子

琪等，2017) 。而目前已有研究认为发生在东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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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与东亚冬季风有直接联系。当东亚冬季风强

时，容 易 发 生 寒 潮 且 寒 潮 强 度 更 大 ( Lau，1987;

Zhang et al．，1997) 。作为东亚冬季风的重要系统，

西伯利亚高压的强度对寒潮有重要影响，西伯利亚

高压偏强时寒潮更容易发生( Wu and Wang，2002a，

2002b; 王遵娅和丁一汇，2006) 。这些研究结果对

深刻认识我国寒潮天气过程并服务于预报和预测具

有重要意义。
然而，尽管针对我国冬季极端低温事件的研究

已有许多，但研究极端低温事件只是研究大气的一

种热力状态。由于低温维持机制及其造成的结果与

降温机制及其影响并不等同，本文主要针对降温过

程事件进行研究，这在过去的研究中十分少见: 在极

端降温事件中，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寒潮这类事件但

未对更广义的极端降温事件进行研究。鉴于我国幅

员辽阔，人口和经济活动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因此

本文选取中国东部区域( 110°E 以东) 进行研究。首

先提出极端降温事件的定义，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中

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件的时空特征及其变

化。研究结果将丰富和深化人们对气候异常规律的

认识并为防灾减灾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采用的资料是中国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中

国大陆 753 个站点的逐日日平均气温资料，时间长

度为 1960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根据

叶笃正等( 1958) 、薛峰等( 2002) 对亚洲季风环流变

化的研究，本文将当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定义为冬季

风时期。如此，1960—2013 年总共有 53 个冬季风

时期，对这一时段内的极端降温事件进行分析。
采用 EOF 分解技术分析中国东部冬季风时期

极端降温事件的主要空间分布形态。此外，采用线

性趋势分析、滑动平均、曼-肯德尔( Mann-Kendall)
检验、显著性检验等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东部

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件的气候特征及其变化。
我国东部地区南北跨度超过 30 个纬度，从北到

南不同地区的气温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研究

气温和极端降温事件的时间变化特征时，参考沙万

英等( 2002) 对我国自然区域界线的研究和刘雅星

等( 2010) 对我国冬季极端温度的研究，将我国东部

地区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华东以及华南等 5 个

区域，图 1 为这 5 个区域的划分及站点分布情况，表

1 是各个区域的站点个数。此外，计算各区的区域

平均和东部平均时间序列时采用纬度加权平均。需

要说明的是，这里的 5 个区域的划分并非完全客观，

只是其在中国东部分布相对均匀，且仅仅用于分区

域计算区域平均时间序列并展示不同区域上降温程

度变化规律的比较。

图 1 中国东部 432 个站点的分布及区域划分( 1．东北;

2．华北; 3．华中; 4．华东; 5．华南)

Fig． 1 Locations of the 432 stations ( black dots ) in
Eastern China and the subregions for analysis．
Subregion-1 is Northeast China， subregion-2
Northern China，subregion-3 Middle China，subre-
gion-4 East China and subregion-5 South China

表 1 各个区域的站点个数

Table 1 Number of stations in each subregion

区域 站点个数

东北 107

华北 70

华中 86

华东 119

华南 50

2 极端降温过程事件的定义

中央气象台规定: 某站在冷空气过境后，气温

24 h 内下降 8 ℃以上，或 48 h 内下降 10 ℃以上，或

72 h 内气温连续下降 12 ℃以上，且最低气温低于 4
℃，则可定义为一次寒潮过程。对于影响我国的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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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冷空气主要源地( Ding，1990) 、路径、寒潮天气系

统和天气过程( Ding and Krishnamurti，1987; 丁一汇

和蒙晓，1994) 等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和经

典的寒潮理论，而之后对于寒潮的研究则较多局限

于天气过程的特征分析( 牛若芸等，2009; 张备等，

2014; 黄卓禹等，2019) 。这里为了区分极端降温事

件，采用与寒潮不同的定义方法。
目前对极端事件的研究中多采用某个百分位值

作为极端事件的阈值( Bonsal et al．，2001; Manton et
al．，2001; 翟盘茂和潘晓华，2003) ，本文参考此类方

法给出极端降温过程事件的定义。单个站点的地面

气温变化应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算作一次

极端降温过程事件:

极端降温标准。将某站 1960—2012 年冬季风

时期的所有降温过程( 包括持续时间为 1 d 及以上

的所有降温过程) 的降温值按照升序排列，取降温

值第 90 个百分位上的值作为极端降温过程的降温

阈值，降温幅度超过此阈值才可以考虑为极端降温

事件，按照此方法则得到我国东部 432 个站点的降

温阈值，此为极端降温标准。
最低气温标准。极端降温事件中的气温降至一

定水平时容易对人民生活和社会造成一定影响，因

此在满足极端降温标准的基础上，降温过程中的最

低日平均气温还需低于当日所在月的多年平均气温

时才可以考虑为极端降温事件，此为最低气温标准。
极端过程标准。对于已满足前两个条件的过

程，其降温必须持续 2 d 或以上才可以定义为一次

极端降温过程事件，此为极端过程标准。
下面将对冬季风时期我国东部 432 个站点满足

以上 3 个条件的极端降温事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3 中国东部冬季风时期单站极端降温
事件的气候特征及时空变化

3. 1 冬季风时期气温变化的基本特点

在对我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件进行分

析之前，首先分析我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气温的基本

特点。图 2a 显示了中国东部近 53 a 多年气候平均

的冬季风时期平均气温分布，可以看到我国冬季风

时期的南北温差非常大，等温线近似为东西走向，呈

北冷南暖的分布。最低日均气温低于－17. 5 ℃，位

于东北北部，而最高日均气温在 20 ℃以上，位于华

南南部。日均气温零线位于华北南部，东北和华北

北部地区冬季风时期平均气温低于 0 ℃，华中、华东

以及华南的气温皆在 0 ℃以上。不同区域多年气候

平均的冬季风时期逐日气温( 图 2b) 显示，整个冬季

风时期东北地区平均的日均气温都比其他地区要

低，华北次之，华中与华东两地的日均气温则相差不

大，华南最高。从 10 月至次年 1 月我国东部的气温

一致呈下降趋势，东北和华北地区气温在 10 月则降

至 0 ℃以下，而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整个冬季风时

期的日均气温都保持在 0 ℃ 以上，1 月中旬之后我

国东部气温皆缓慢回升。10 月至次年 1 月气温下

降的幅度由北向南逐渐减小，东北地区气温降幅最

大，日均气温降幅最大可达 27 ℃，华北次之，华中与

华东两地日均气温的最大降幅几乎相同，华南地区

最小，其冬季风时期日均气温最大降幅仅为 13 ℃。
从近 53 a 冬季风时期逐日气温年际扰动的均方差

( 图 2c) 可知，11 月以前不同地区逐日气温年际扰

动的均方差均逐渐增加，且东北地区的均方差一直

为最大值，华北次之，华中与华东相近，华南最小。
11 月至次年 1 月中旬，除了华南地区的均方差仍在

增加之外，其他地区逐日气温的均方差波动不大，保

持稳定。而 1 月下旬至 2 月下旬，各地逐日气温的

均方差又有小幅增长，之后各地均方差皆逐渐减小，

且均方差的地理差异逐渐消失。各地冬季风时期逐

日气温的均方差几乎均是先随时间增大，之后保持

稳定，最终随时间减小。造成这种时间变化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 10 月是北半球冬季大气环流建立的时

期，在此期间亚洲冬季风发展起来( 薛峰等，2002) ，

使得冷空气更加频繁南下影响我国东部，造成 10 月

各地逐日气温年际扰动的均方差逐渐增加。而隆冬

气温相较初冬气温来说更加稳定，因此这个时间内

均方差的变化不大。
这些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日均气温具

有较大的时空变化，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极端降温

过程的发生将会带来巨大的天气气候和社会影响。
3. 2 极端降温事件发生频次的时空分布

近 53 a 中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件的

总频次分布很不均匀( 图 3) ，经统计可知东部 432
个站点中，极端降温事件发生总频次在 175 ～ 190 次

之间的站点最少，仅有 20 个站; 在 190 ～ 205 次之间

的有136 个站; 多数站点的极端降温事件发生频次

在 205～220 次之间，有 180 个站; 96 个站的发生频

次在 220～ 240 次之间。不同地区的极端降温事件

发生频次存在较大差异，东北、华北及华中北部的极

端降温事件发生频次主要在 205 次以上，华东北部

的发生频次以 205 ～ 220 次为主，华中南部、华东南

部及华南地区则主要在 205 次以下。此外，极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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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东部近 53 a 多年气候平均的冬季风时期日均气温分布( a) 、不同区域平均的多年气候平均冬季风时期逐日气温

( b) 和冬季风时期逐日气温年际扰动的均方差( c) ( 单位: ℃ )

Fig．2 ( a) The distribution of averaged daily mean temperatures，( b) regional averaged daily mean temperatures in different sub-
regions and ( c)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daily mean temperatures in eastern China during winter
monsoon period in recent 53 years ( unit: ℃ )

图 3 近 53 a 中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件发生总

频次的空间分布( 单位: 次)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otal numbers of extreme
cooling events in eastern China during winter mon-
soon period in recent 53 years( unit: time)

温事件发生最频繁的地区位于东北南部、华北大部

分地区和华中北部，而发生次数最少的地区则位于

华中南部。
为清楚地显示我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

件的主要空间分布类型及其年际和年代际变化，下

面对我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件的发生频次

作 EOF 分析。表 2 给出了 EOF 分析得到的前 4 个

特征向量场的方差贡献和累积方差贡献，前四个特

征向量场均通过了 North 检验( North et al．，1982) ，

累积方差贡献为 59. 5%。要说明的是，由于前两个

模态已经解释了较大部分的方差，其累积方差贡献

率 48. 4%，而 EOF3、EOF4 解 释 方 差 之 和 仅 为

11. 1%，且二者相差仅为 1. 3%，远小于前两个模态

与 EOF3 的区分程度，故而这里仅讨论前两个模态。
表 2 前 4 个特征向量场的方差贡献

Table 2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variance contributed by the
first four eigenvectors %

特征向量场 方差贡献 累积方差贡献

EOF1 39. 2 39. 2
EOF2 9. 2 48. 4
EOF3 6. 2 54. 6
EOF4 4. 9 5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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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3 a 中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件发

生频次的 EOF 分解前两个模态及其对应的标准化

图 4 近 53 a 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件发生频次的 EOF 分解前两个模态( a、c) 及其对应的标准化时间系数序列( 柱状图)

和 10 a 滑动平均序列( 黑实线) ( b、d)

Fig．4 ( a，c) The first two EOF modes of extreme cooling event frequencies in winter monsoon period in recent 53 years and
( b，d) their corresponding standardized time series of coefficients( bars) and their 10-year running mean( black solid line)

时间系数序列可见图 4。第一模态( 图 4a) 的载荷

值呈现出整个东部一致为正的分布情况，可以称之

为“全区一致型”，表示全区极端降温事件发生频次

的变化是一致的。其正值中心位于东北南部和华东

东部。第一模态对应的时间系数序列( 图 4b) 反映

了该分布型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情况，负值表示极

端降温事件发生频次偏少，正值表示偏多。由图 4
可知，1965、1966、1968、2009 年为极端降温事件多

发年，1983、2001、2006、2007 年为极端降温事件少

发年。其 10 a 滑动平均曲线具有由正到负的减小

趋势，表明近 53 a 中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

件的发生频次总体上呈现减少趋势，而转折点发生

在 1976 年前后，这似乎与所认识到的全球气候突变

有关( Trenberth，1990; Guan and Yamagata，2001)

第二模态由图 4c 可见，与第一模态相比，其解

释的均方差要小得多，但其呈现出极端降温事件变

化的一些有意义的特点。这一模态表现出东北及华

北东部与华东南部、华中南部及华南的载荷值反号

现象( 图 4c) ，表示极端降温事件发生频次异常在上

述两类区域反向变化，可以称之为“南北反向型”。
其负值中心主要位于东北南部，最大值中心主要位

于华南沿海。由图 4d 可知，其时间系数序列的 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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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平均曲线具有由负到正的增大趋势，转折大约

在 1993 年前后，这说明近 53 a 东北、华北东部的极

端降温事件有减少趋势，而华中南部、华东南部以及

华南地区的极端降温事件有增加趋势。这种南北反

向的变化，在 1993 年前、后的平均极端降温事件发

生频次分布图( 图略) 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图 5 近 53 a 不同区域平均的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件发生频次的时间序列( 标识曲线) 、线性趋势( 短虚线) 、10 a 滑动平

均( 粗实曲线) 及其平均值( 细实直线) : ( a) 东北; ( b) 华北; ( c) 华中; ( d) 华东; ( e) 华南; ( f) 东部

Fig．5 Time series ( marked curve) ，linear trends ( short dashed line) ，10-year running means ( thick curve) and average values
( fine line) of the average extreme cooling events in different ( sub) regions during winter monsoon period in recent 53
years: ( a) Northeast China; ( b) Northern China; ( c) Middle China; ( d) East China; ( e) South China; ( f) eastern China

要说明的是，图 4b、4d 中均显示有长期趋势，若

我们先去除长期趋势再作 EOF 分析，前两个模态的

空间分布型仍无显著改变( 图略) 。
为了进一步探究东部不同区域极端降温事件具

体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给出了近 53 a 不同区域平

均的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件发生频次的时间序

列。从各个区域的线性趋势来看( 图 5a—e) ，极端

降温事件发生频次的下降趋势存在空间差异。东北

及华北的下降趋势都是 0. 3 次 / ( 10 a) ( 通过置信度

为 95%的显著性检验) ，而华中与华东的下降趋势

为 0. 2 次 / ( 10 a) ( 只有华东地区通过置信度为 90%
的显著性检验) ，华南则几乎不存在下降趋势，这表

明冬季风时期北方的极端降温事件减少程度要比南

方地区明显。除华南之外，其余几个区域极端降温

事件发生频次高值年大多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
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件的发生频次具有显著

的年际变化，1965 年和 2009 年是频发年，1983 年则

是少发年。全国平均的极端降温事件发生频次( 图

5f ) 总体上呈现随时间下降的趋势，其下降趋势为

0. 2 次 / ( 10 a) ，通过置信度为 95%的显著性检验。
近 53 a 来，我国东部除华南之外其余地区的极

端降温事件几乎都呈减少趋势。为了探究突变发生

的时间，对不同区域平均的极端降温事件发生频次

的时间序列进行 M-K 检验( 图 6) 。从图 6 中可以

看到，不同区域的极端降温事件是否存在明显突变

以及突变发生的时间有所不同。东北、华北以及华

中都经历了由多到少的突变且突变比较明显，但东

北突变时间发生在 1980 年，且 1987 年后这种减少

趋势超过 0. 1 信度的显著性水平临界线，表明东北

极端降温事件的减少趋势是十分明显的，而华北和

华中则分别在 1973 年和 1969 年发生突变。相对来

说，华中和华南地区的突变则不太明显。
对中国东部 432 个站点的极端降温事件发生频

次的变化趋势进行逐一分析，从图 7 可以看到，除了

华中南部、华东南部以及华南的部分站点和东北、华
北的个别站点存在很小的增加趋势之外，东部其余

站点的发生频次都呈减小趋势。其中东北北部个别

站点及其南部、华北南部和东部、华中北部以及华东

北部的减小趋势最为明显，减小值可达 0. 4 ～ 0. 8
次 / ( 10 a) ，通过置信度为 90%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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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近 53 a 不 同 区 域 平 均 的 冬 季 风 时 期 极 端 降 温 事 件 发 生 频 次 时 间 序 列 的 M-K 检 验 ( 显 著 性 水 平 α = 0. 1，

α0. 1 = ±1. 645) : ( a) 东北; ( b) 华北; ( c) 华中; ( d) 华东; ( e) 华南; ( f) 东部

Fig．6 Mann-Kendall test for time series of the average extreme cooling events during winter monsoon period in different ( sub)

regions in recent 53 years: ( a) Northeast China; ( b) northern China; ( c) Middle China; ( d) East China; ( e) South China;

( f) eastern China ( significance level: 0. 1; α0. 1 = ±1. 645)

3. 3 极端降温事件的强度特征

不仅极端降温事件的发生频次存在地理差异，

各地极端降温过程的平均降温强度也有很大不同。
图 8a 给出了近 53 a 中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

事件的平均降温强度，可以看到不同站点的降温强

度存在很大差异，平均降温强度的最小值 为 3 ～
7 ℃，而最大可达 15～19 ℃，从北到南呈现出强-弱-
较强的分布特点。平均降温强度最强的区域位于东

北东南部和西北部、华北北部以及华中和华东的个

别站点，降温可达 15 ～ 19 ℃。华北南部、华中和华

东北部以及东南沿海部分站点的降温强度以 7 ～
11 ℃为主，华中和华东南部以及华南地区则以 11 ～
15 ℃为主。

近 53 a 中国东部各站点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

事件中的最大降温强度分布由图 8b 可见。东部所

有站点历史最大降温强度的均值为 21. 37 ℃，华北

北部、东北大部分地区、华中南部及华东西南部等地

区历史上发生过的最大降温均超过 21. 37 ℃，华北

北部的部分站点甚至发生过降温超过 29 ℃的极端

降温过程事件。上述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历史上发

生过的最大过程降温则主要在 15 ～ 21 ℃，仅有华南

沿海的个别站点最大降温强度小于 15 ℃。这表明

在过去 53 a 中，几乎中国东部所有地区都遭遇过至

少一次降温强度大于 15 ℃的极端降温过程，这对人

民的生产和生活具有重要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针对近 53 a 中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降

温事件时空变化特征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结合极端降温标准、最低气温标准和极端过程

标准等三个方面的标准，给出了极端降温事件的定

义。根据此定义，近 53 a 中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

降温事件的总频次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单站极端

降温事件发生频次最大可达 220 ～ 240 次，主要分布

在东北南部、华北大部分地区和华中北部，华中南部

发生次数最少，仅为 170 ～ 190 次。极端降温事件发

生频次的 EOF 分解第一模态为“全区一致型”，第二

模态则为“南北反向型”。
近 53 a 中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件存

在年际和年代际变化。1965 年和 2009 年为极端降

温事件频发年，1983 年为少发年。近几十年来除华

南之外其余地区区域平均的极端降温事件几乎都呈

减少趋势，东北、华北及华中都经历了由多到少的明

显突变，但突变发生的时间有所不同，东北发生在

1980 年，华北和华中则分别发生在 1973 年和 1969
年。具体而言，东北南部、华北南部和东部、华中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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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近 53 a 中国东部冬季风时期极端降温事件发生频

次的线性趋势分布( 单位: 次 / ( 10 a) ; 空心圆表示

线性趋势，实心圆表示趋势通过 90%置信度的显

著性检验)

Fig．7 The distribution of linear trends of extreme cooling
event frequencies in eastern China during winter
monsoon period in recent 53 years ( unit: time / ( 10
a) ) ．The hollow circles denote linear trends and the
solid circles denote the trends of significance at
90% confidence level

部及华东北部的极端降温事件减少趋势最为显著，

减小值可达 0. 4 ～ 0. 8 次 / ( 10 a ) ，通 过 置 信 度 为

90%的显著性检验。
各地极端降温事件的降温强度有很大不同。近

53 a 极端降温事件的平均强度从北到南呈现出强-
弱-较强的分布特征，平均降温最大为 15 ～ 19 ℃，最

小值为 3～7 ℃。东部所有站点历史最大降温强度

的均值为 21. 37 ℃，华北北部、东北大部分地区、华
中南部及华东西南部等地区历史上发生过的最大降

温均超过 21. 37 ℃，华北北部的部分站点甚至发生

过降温超过 29 ℃的极端降温过程事件。上述地区

之外的其他地区历史上发生过的最大过程降温则主

要在 15～21 ℃。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极端降温事件的定义采

用的阈值是第 90 个百分位的值，若将阈值取在第

95 个百分位上，所得结论与本文基本一致。另外，

本文仅针对近 53 a 中国东部极端降温事件的时空

特征进行了分析，影响极端降温事件发生和变化的

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究，这将对极端降温事件有更

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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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extreme cooling events in eastern
China in winter monsoon period during 1960 and 2012

CAI Qian，GUAN Zhaoyong，XU Meng

Key Laboratory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Ministry of Education ( KLME ) / Joint International Ｒesearch Laboratory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Change ( ILCEC)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Forecast and Evaluation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 CIC-FEMD)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

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Based on the daily mean temperature data from 753 stations in China during 1960 and 2013，the extreme
cooling events in eastern China during winter monsoon period was defined and its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
istics were studied．Ｒesults showed that extreme cooling events occurred most frequently in the south of Northeast
China，most part of North China and the north of Middle China while it seldom occurred in the south of Middle
China．In the past 53 winter monsoon periods，extreme cooling events in eastern China were generally decreasing
and the decreasing trends were most obvious in the south of Northeast China，southern and eastern parts of North
China，northern parts of Middle China and East China at a rate of 0. 4—0. 8 times per decade．In addition，the fre-
quencies of extreme cooling events in Northeast China，North China，and Middle China experienced sudden de-
creases in 1980，1973 and 1969，respectively．A spatial difference in the average intensities of extreme cooling e-
vents was also found out with a strong-weak-strong pattern from north to south．These results are helpful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treme cooling events in China in recent decades and to provide a sci-
entific basis for decision-making of chilling injury prevention．

eastern China; extreme cooling process events;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winter monso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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