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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夏季高温有效积温的多年平均值作为判断夏季高温炎热程度的标准，借助 ＣＡＲＴ 算

摘要

法探究东亚夏季风指数，夏季印缅槽，夏季北大西洋涛动（ ＮＡＯ） ，赤道太平洋海温等多项气候因子
与高温的关系，得到高温预测规则集，建立高温的预测模型。 研究中选取 １９５５—２０１２ 年福建漳州
夏季的日最高气温等站点气温资料，通过计算 ５８ ａ 的夏季高温有效积温数值来判定夏季的炎热程
度。 将同一时期的多项气候因子数据作为输入变量输入，算法会随机选出其中 ４６ ａ 的数据得到 １０

条分类规则集，建立的预测模型准确率达到 ９１ ４９％。 用剩下的 １２ ａ 数据进行检验，准确率达到

９１ ６７％。 研究结果较好地验证了高温预测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灾害性天气模型的研究提供
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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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据，寻找各个气象要素或气候因子与高温之间的关

言

系，选择显著的影响因子建立关系模型，通过预测

近年来，全球气候不断变暖，城市化进程逐渐

因子变化来预测高温。 第二种是理论分析型。 主

加深，各种气象灾害开始频繁发生，其中高温是夏

要通过学科的基本原理，利用数值模式得到温度的

季常见的气象灾害之一。 研究指出

［１⁃５］

，高温不仅

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

预测值再对高温进行预测 ［１５］ 。 第三种是基于数据
挖掘方法上的模型建立。 通过大量相关数据运用

生命安全。 近年来越发严重和频繁的夏季高温状

数据挖掘方法建立基于气候因子的高温预测模型，

况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因此，研究夏季高温的

计算得出预测结果。 第一种考虑因素较全，但是利

影响因子以及对其进行准确的预测，对减少灾害带

用传统的统计方法对大量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过

来的损失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程过于繁琐而且仅仅利用气象站点的观测数据很

目前国内外对夏季高温的影响因素展开了许
多研究，发现高温事件的发生是多因子多系统综合
作用的结果。 Ｂｒａｂ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５］

难达到理想的准确度 ［１６］ ；第二种虽然能从一个较为
本质的层 面 上 反 映 高 温 天 气 现 象， 但 参 数 不 易 获

研究英格兰极端温度

取，某种程度上是不完善的。 因此本文采用的是第

的演变情况发现，无论寒冷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季，

三种方法，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建立高温预测模型。

极端气温发生都与低层大气环流的改变有关；林建

数据挖掘方法能处理大规模数据并建立模型，相比

等

［６］

和尹洁等

［７］

研究发现夏季高温同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异常有一定的关系；任广成等

［８］

研究了我

国冬季气温与副热带高压强度和西伸脊点的关系，
发现分 别 存 在 着 很 好 的 正、 负 相 关 关 系； 孙 建 奇
等

［９］

指出，我国极端高温事件的年代际变化与东亚

上空大气环流型变异是一致的，并强调了低层暖平

于传统的统计分析法，能有效又快速地从大量相关
数据中提取有效信息，在操作上也较为简单，合理
设置参数后准确性能达到一个较高的基准 ［１７］ 。 气
象预测模型中常用的数据挖掘方法有神经网络、支
持向量机和决策树算法等方法 ［１４］ 。 其中决策树算
法因计算简单、处理速度快、易于理解等优点而被

流的作用。

广泛采用，在处理气象问题上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

时称为高温。 此外，对于高温的炎热程度没有具体

研究使用分类回归树算法（ ＣＡＲＴ） ，研究夏季西太

中国气象局规定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 ３５ ℃

的等级标准，有些学者采用日最高气温第 ９５ 或第

９０ 百分位数来作为分界

［１０⁃１１］

，但由于气候的地域差

异和人们对当地气候的长期适应性

［１２］

，定义炎热程

度的标准不仅要依靠气温度数，还应根据高温对人
体产生的影响或危害程度来制定。 故本文根据高

决策树的典型算法有 ＩＤ３，Ｃ４．５，ＣＡＲＴ 等。 本

平洋副热带高压北界、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
度指数、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东亚

夏季 风 指 数、 夏 季 ＮＡＯ、 登 陆 台 风、 Ｎｉñｏ３、 Ｎｉñｏ４、
Ｎｉñｏ３．４ 和 Ｎｉñｏ１ ＋ ２ 等多项气候因子与夏季高温的
关系，建立基于气候因子的高温预测模型。 以此为

温预警发布的原则以及高温天气对人体和作物的

提高灾害的预警能力和灾害预测的准确性提供一

影响及危害，利用高温有效积温来区分高温天气的

定的理论依据。

炎热程度。 高温有效积温（ ＥＡＨＴ） 为每日最高气温

１

热程度越重，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也越重；反之亦然。

１．１

与３５ ℃ 的差值之和，其值越大，表示高温事件的炎
在此基础上，可计算年、月高温的累积高温有效积
温，以表征相应的统计时段的炎热程度

［１３］

。

在建立高温预测模型的研究中，不仅仅要依据
理想的高温指标，使用有效的预测模型方法也是极
为重 要 的。 目 前 广 泛 使 用 的 建 模 思 路 主 要 有 ３
种

［１４］

：第一种是统计型。 使用大量的 相 关 观 测 数

资料与方法
资料
气象站点资料选取的是来自福建漳州 １９５５—

２０１２ 年夏季（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下面的研究均以
夏季 ６、７ 和 ８ 月为研究时段） 的日最高气温，日平
均气温，剔除了原有资料中的缺测数据，对于极个
别月份有缺测值的，由多年平均值代替（ 缺测值很
少对结果影响很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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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国家气候中心编纂的 １９５５—２０１２ 年西太

Ｇｉｎｉ Ｉｎｄｅｘ ＝

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强度指数、西伸脊点、脊

Ｊ

ｐ（ ｉ ｜
∑
ｉ≠ｊ

５４１
ｔ） ｐ（ ｊ ｜ ｔ） 。

（４）

在预测高温的分类决策树构造过程中，根据计

线位置、北界位置和印缅槽等环流指数数据；以及
在 ＮＯＡＡ 网 站 上 获 取 的 １９５５—２０１２ 年 Ｎｉñｏ１ ＋ ２，

算节点的基尼系数选取最佳分割阈值和最佳测试

Ｎｉñｏ３，Ｎｉñｏ４ 和 Ｎｉñｏ３． ４ 区月平均海表面温度资料

变量划分节点，递归调用直至满足结束规则生成最

等其他气候因子数据。

优决策树。

１．２

２ 夏季高温的时间特征和影响因子分析

研究方法
使用夏季的高温有效积温（ ＥＡＨＴ） 来判定高温

在利用 ＣＡＲＴ 算法构建决策树时，需要对分析

天气的炎热程度，其中把夏季高温有效积温的多年
平均值（ － ７１．０４ ℃ ·ｄ） 作为是否炎热的分界。 此积

的数据集进行预处理分析操作，即需要确定目标变

的表明高温的炎热程度。

行分析，通过夏季高温有效积温来了解温度变化趋

温综合考虑了气候环境和人体生理的关系，能较好
决策树算法是数据挖掘中重要的分类方法，目的

量和输入变量。 选取福建漳州地区的温度数据进
势，确定目标变量；通过对夏季高温的影响因子进

是从归档的数据库中得到决策步骤，发现规则，模式

行分析，分别确定它们对高温变化趋势的影响，确

要组成部分。 其中，每个内部节点表示在一个属性上

２．１

和知识［１８］ 。 根节点，分支以及叶节点是决策树的必
的检测，每个分支代表一个检测的输出，每个树的叶
节点代表一个类或者类分布。 本文选用的分类与回
归树算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ＣＡＲＴ）

是由 Ｂｒｅｍａｎｅｔａｌ．在 １９８４ 年提出的一种经典的决策树

定输入变量。

夏季高温的时间分布特征
如图 １，可以看到福建漳州在 １９５５—２０１２ 年夏

季高温有效积温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在 ２０００ 年
后每年夏季高温有效积温均大于其多年平均值，出
现较为炎热的天气。

算法［１９］ 。 该算法是用于对离散或连续依赖变量进行
分类的非参数的统计学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对由
测试变量和目标变量构成的训练数据集的循环分析
而形成二叉树形式的决策树结构［２０］ 。

ＣＡＲＴ 中的变量分类准则有基尼不纯度标准和

目标二分准则。 高温与否作为二元分类问题是多
元分类问题的一种特例。 给定一个节点 ｔ，估计类概
率 ｐ（ ｊ ｜ ｔ） 表示该节点属于类 ｊ（ ｊ ＝ １，２，３，…，Ｊ） 的可
能性。 给定节点 ｔ 的不纯度判断公式是：
ｉ（ ｔ） ＝ Φ［ ｐ（１ ／ ｔ） ，……，ｐ（ Ｊ ／ ｔ） ］

，

（１）

其中：Φ 为不纯度函数，构造决策树子节点时要寻
求最优分割，使得每个子节点的不纯度达到最低。

图 １ 福建漳州夏季高温有效积温变化趋势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Ｆｕｊｉａｎ

不纯度函数一般表示为：
ｉ（ ｔ） ＝ ϕ（ ｐ １ ，ｐ １ ，……，ｐ １ ） ＝ －

Ｊ

ｐ ｊ ｌｏｇｐ ｊ ，
∑
ｊ＝１

（２）

为了研究气候因素对这种积温变化趋势的影

采用基尼多样性指数后，函数形式如下：
ｉ（ ｔ） ＝

Ｊ

[ ∑ ｐ（ ｊ ｜
ｊ＝１

ｔ） ]

２

－

Ｊ

∑ ｐ２（ ｊ ｜ ｔ） ，
ｊ＝１

（３）

本文讨论的是二元分类问题，指数简化为：
ｉ（ ｔ） ＝ ２ｐ（１ ｜ ｔ） ｐ（２ ｜ ｔ）
， （４）

在节点 ｔ 处根据概率 ｐ（ ｉ ｜ ｔ） 将随机选择的对象

响，本文用是否达到夏季高温有效积温的多年平均
值（ － ７１．０４ ℃ ·ｄ） 作为构建模型时的目标变量。 就
是将 夏 季 高 温 有 效 积 温 的 多 年 平 均 值
（ － ７１．０４ ℃ ·ｄ） 作为判断夏季是否炎热的指标，使
高温预测更具有合理性。

分配给类 ｉ，对象实际属于类 ｊ 的估计概率是 ｐ （ ｊ ｜

２．２

择最佳测试变量的准则） 。

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强度指数，西伸脊

ｔ） 。 此规则下误分类的估计概率就是基尼指数（ 选

夏季高温指数与不同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先前有众多国内外学者 ［２１⁃２３］ 研究发现高温与

５４２

气

象

点，Ｎｉñｏ 区海温，登陆台风等等因子存在显著的相
关性。 本文利用 １９５５—２０１２ 年福建漳州的夏季高

科

３８ 卷

学

法，找出多项气候因子并通过多项相关的气候因子
寻找其与夏季高温有效积温的关系。 由于气候因

温有效积温和同一时期的各个因子的数据进行相

子的预测数据是通过海气耦合模式预测获得的，将

关性分析，结果如下：

预测的各项因子作为输入变量输入，所建立的高温

表１

１９５５—２０１２ 年夏季气候因子与夏季高温有效积温的

预测模型即可对夏季高温做出预测。

建立基于分类回归树算法（ ＣＡＲＴ） 的高温预测

相关系数集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ｅｒ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ｅｔ
ｉｎ １９５５—２０１２

模型的过程大致如下：首先获取输入变量数据（ 多
项气候因子数据） ，并进行预处理（ 目标变量及输入

气候因子

相关系数

变量的选择） ；其次利用气温数据，计算表征夏季炎

Ｎｉñｏ３

－０ ０２３

取部分数据作为训练集，将处理好的气候因子数据

Ｎｉñｏ４

０ ０７９

夏季 ＮＡＯ
Ｎｉñｏ３ ４

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
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
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脊点
Ｎｉñｏ１＋２

登陆台风
东亚夏季风指数
夏季印缅槽

－０ ３３１ ∗
－０ ０３７

０ ４１７ ∗∗
０ ４１３

－０ ３７２

∗∗
∗∗

－０ ０２６
０ １０２

－０ ３８３ ∗∗
０ ３９９ ∗∗

注： ∗∗ 为相关系数通过了 α ＝ ０ ０１ 的显著性检验； ∗ 为相关系

数通过了 α ＝ ０ ０５ 的显著性检验．

从表中可以看出，Ｎｉñｏ３，Ｎｉñｏ３．４，夏季 ＮＡＯ，夏
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脊点，Ｎｉñｏ１ ＋ ２，东亚夏
季风指数与夏季高温有效积温呈负相关；Ｎｉñｏ４，夏
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指数，夏季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面积指数，登陆台风，夏季印缅槽与夏季
高温有效积温呈正相关。 其中夏季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强度指数，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
数，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脊点，东亚夏季

热程度的指数以及判定夏季是否炎热；接着随机选
作为输入变量、夏季是否高温作为目标变量，利用
数据挖掘软件选择 ＣＡＲＴ 算法建立模型，得到预测
规则集；最后选取剩下的数据作为测试集验证模型
的准确性。

３．２

高温预测模型的应用
以福 建 漳 州 为 例， 利 用 数 据 挖 掘 软 件 （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Ｍｏｄｅｌｅｒ） 选择 ＣＡＲＴ 算法构建高温的预测模
型。 利用 ＣＡＲＴ 对 １９５５—２０００ 年夏季多项气候因
子计算得到决策树（ 图 ２） ，自学习准确率达９１ ４９％

（表 ２） 。 从根节点到子节点的每一条路径代表一条
高温预测规则。 叶子节点内数据分别代表是否高
温、样本总量和误分类样本数。 以“０（１ ／ ０） ” 为例来
说：括号外 ０ 代表非高温（１ 代表高温） ，括号内左侧

１ 代表样本总量，括号内右侧 ０ 代表误分类的高温
样本数，其差值，也就是 １ － ０ ＝ １ 代表正确分类的非
高温 的 样 本 数。 为 了 进 一 步 验 证 可 靠 性， 选 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的气候因子数据代入模型进行验证，
准确率达到 ９１ ６７％。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风指数，夏季印缅槽与夏季高温有效积温的相关系
数值通过了 α ＝ ０ ０１ 的显著性检验，夏季 ＮＡＯ 与夏

高温预测模型的结果表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ａｂｌｅ
测试数据

季高温有效积温的相关系数值通过了 α ＝ ０ ０５ 的显

正确

著性检验。 表明这些因子与夏季高温存在显著的

错误

相关性，其他因子与夏季高温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总数

用 ＣＡＲＴ 算法构建决策树时，以上气候因子可作为

４３
４

４７

准确率 ／ ％

检验数据

８ ５１

１

９１ ４９

１１

１００

１２

准确率 ／ ％
９１ ６７
８ ３３
１００

从模型的验证结果来看，准确率达到 ９１ ６７％。

输入变量。 基于气候因子来构建高温预测模型时，
利用构建的决策树确定影响高温的气候因子以及

说明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建立的高温预测模型具有

它们之间的关系，即可得到预测规则集。

较好的准确性，同时也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３

对高温或其他气候的预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３．１

基于 ＣＡＲＴ 算法的高温预测模型
的构建与应用
基于 ＣＡＲＴ 决策树算法的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数据挖掘方法中的 ＣＡＲＴ 决策树算

４

结论
夏季高温的发生与气候演变有关，也与大尺度

天气系统，城市热岛效应等等因素存在联系 ［２４］ ，是

４期

官雨洁，等：基于 ＣＡＲＴ 算法的夏季高温预测模型构建与应用

Ｆｉｇ．２

图 ２ 通过 ＣＡＲＴ 算法产生的高温预测决策树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ＣＡＲ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ｌｏｓ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

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气象问题。 本文结合了可能导
致高温灾害发生的多项相关因子，利用数据挖掘中
的 ＣＡＲＴ 算法建立了高温的气候预测模型，并以福

［３］

建漳州为例进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１） 福建漳州夏季高温有效积温年际变化整体

上呈上升趋势，尤其 ２０００ 年以后呈现出明显的上升
趋势，表现了此地区夏季的炎热程度在不断加深。

（２） 夏季 ＮＡＯ，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

指数，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夏季西
季印缅槽与夏季高温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

（３） 随机选取福建漳州 １９５５—２０１２ 年中 ４６ ａ

［４］

［５］

［ ６］

１００７⁃１０２４．

Ｇｒｕｚａ Ｇ， Ｒａｎｋｏｖａ Ｅ， Ｒａｚｕｖａｅｖ Ｖ， ｅｔ 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９９９， ４２
（１） ： ２１９⁃２４２．

Ｂｒａｂｓｏｎ Ｂ Ｂ， Ｐａｌｕｔｉｋｏｆ Ｊ Ｐ．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Ｌｅｔｔ．，

２００２， ２９（２４） ： ２１６３．

林建， 毕宝贵， 何金海．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变异

及中国南 方 高 温 形 成 机 理 研 究． 大 气 科 学， ２００５， ２９ （ ４ ） ：

ｆｏ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ｈｉｇｈ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ｔ ｗａｖｅ ｉｎ

６７％，表明模型有较好的可靠性。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本文借助数据挖掘方法建立的预测模型可能
［７］

据挖掘方法相结合，从气象历史数据集中发现潜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２００５， ２９（４） ： ５９４⁃５９９．

尹洁， 张传江， 张超美． 江西 ２００３ 年夏季罕见高温气候诊断
分析． 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２００５， ２８（６） ： ８５５⁃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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