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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再分析资料和 Ｈａｄｌｅｙ 中心海温资料，定义了一种新的降水集中期计算方法，识别出了我国南方存在
于华南和江淮两个地区的降水集中期，分析了两类集中期的年际变化特征，并且通过典型旱涝年特征
分析及广义平衡反馈方法（ＧＥＦＡ）初步诊断了其物理机制。 结果发现：华南降水集中期的年际变化主
要受到衰减的混合型厄尔尼诺的调制，其主要通过激发出菲律宾地区异常反气旋而产生影响；江淮降
水集中期则受到东部型厄尔尼诺衰减过程、印度洋海盆一致偏暖和北大西洋海温三极子的共同影响，
它们主要通过激发出菲律宾地区异常反气旋及相联系的 ＥＡＰ 遥相关型以及欧亚中高纬遥相关波列
来影响江淮降水集中期的年际变率，对于短期气候预测具有较好的指示意义。
关键词

降水集中期； 年际变化； 海温

分类号： Ｐ４２６ ６１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２０１８ｊｍｓ．０００３

文献标识码： Ａ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ＮＧ Ｒａｎ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Ｚｕｑｉａｎｇ ２

ＳＵＮ Ｃｈｅｎｇｈｕ３，４

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ｑｉａｎ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４４， Ｃｈｉｎａ；
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 Ｃｈｉｎａ；

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 Ｃｈｉｎａ；
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４４， Ｃｈｉｎａ；

５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１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 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Ｈａｄｌｅ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 ＰＣＰ ）

ｗａ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ＰＣＰ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ＣＰ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ｒｏｕｇｈｔ⁃ｆｌｏｏｄ ｙｅａｒ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ＧＥＦＡ） ．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ＣＰ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ｄ ｍｉｘｅｄ⁃ｔｙｐｅ Ｅｌ Ｎｉñｏ，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ｃ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收稿日期（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０１７⁃０３⁃０２；修改稿日期（ Ｒｅｖｉｓｅｄ） ：２０１８⁃０３⁃０１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 项目（２０１３ＣＢ４３０２０３） ；公益性行业专项（ ＧＹＨＹ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８） ；“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２０１６ＹＦＡ０６０１５０１）

通信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张祖强（ ＺＨＡＮＧ Ｚｕｑ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ｚｑ＠ ｃｍａ．ｇｏｖ．ｃｎ

３期

张然，等：我国南方降水集中期年际变化特征及机制分析

３３７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ＰＣＰ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ｅｃａ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ｙｐｅ Ｅｌ
Ｎｉñ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ａｒｍｅｒ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ＳＳＴ Ｔｒｉｐ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ＣＰ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ｂ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ｅ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ＡＰ ｔｅ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ｖｅ ｔｒａｉ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ｈｉｓ ｈａｓ ａ ｇｏｏ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引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ＳＳＴ

的 ４０％） 出现的最短时段定义降水集中期，强学民

言

等 ［１２］ 和晏红明等 ［１３］ 则不仅考虑降水量要满足的标

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南方的洪涝灾害发生

准，亦要求 达 到 这 一 标 准 的 站 点 也 满 足 一 定 的 比

频次存在增加的趋势，其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也更

例。 这一方法的缺点在于，比例的选取均由人为控

为突出

［１］

。 我国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人口密度 较 大， 旱 涝 灾 害 更 易 造 成 严 重 的 经 济 损
失。 Ｃｈｏｕ， ｅｔ ａｌ

［２］

指出，在过去几十年内，全球温度

升高导致大气中的水蒸汽含量升高，从而加强了全

制，虽参考了许多因素，但阈值的选取仍受到主观
因素的影响，不能客观地体现出气候本身的规律。
第 ３ 类是指标站法，该方法首先划分出几类地区，如
华南、江淮以及华北，通过计算全国各站月平均降

球的水循环，进一步导致湿区更湿，干区更干。 研

水量的标准差，得到各区域降水变率最大的测站，

究表明，近几十年来洪涝频率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

然后以它们为基点在周围选取显著相关的测站来

长江流 域， 华 南 沿 海 地 区 出 现 大 涝 的 频 率 也 较

代表该 地 区， 从 而 得 到 几 类 降 水 集 中 时 段。 赵 汉

高

［３］

。 降水集中期是近十几年来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４］

提出的表征汛期气候的一种新的特征量，在气候研
究中体现 了 较 好 的 灵 活 性 和 客 观 性， 也 是 环 流 调
整、气候变化最直接的体现。 通过对其进行分析，
可为汛期集中性降水的诊断和预测提供依据，对于
当地城市建设、水利设施规划、人民生产生活等都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降水集中期在空间和时间
的分布和变化也是雨带移动、雨量变化和旱涝分布
等问题的核心。

降水集中期定义方法主要有 ４ 类：第 １ 类是向

量方法，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４⁃５］

定义了降水集中期（ ＰＣＰ）

和降水集中度（ ＰＣＤ） 的新概念并应用此种方法讨

光 ［１４］ 、Ｓａｍｅｌ， ｅｔ ａｌ ［１５］ 、 王 学 忠 等 ［１６］ 以 及 吴 志 伟
等 ［１７］ 用此种方法计算了各地区的降水集中时段，但
这类基于月平均资料的判别方法不能有效揭示南
方汛期降水集中期季节内变化的本质。 第 ４ 类是
ＥＯＦ ／ ＲＥＯＦ 方法，孙力等 ［１８］ 、覃军等 ［１９］ 利用经验正
交函 数 分 解 （ ＥＯＦ ） 或 旋 转 经 验 正 交 函 数 分 解
（ＲＥＯＦ） 方法对全国或局部的降水量进行分解，划
分出主要雨型。 但是，前人利用此方法识别降水集
中时段的分析对象均是夏季或汛期总降水量的逐
年变化序 列， 反 映 的 主 要 还 是 雨 带 的 年 际 变 化 特
征，并不能反映“ 降水集中期” 本质上属于降水分布
季节内变化不均匀这一特点。

论了我国长江流域不同地段汛期降水在时间和空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旨在通过选取客观合理的

间上的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在对长江流

方法计算我国南方春夏的降水集中期，以探究降水

域旱涝灾害研究方面，降水集中度和集中期能够定

季节内变化分布不均这一本身的规律特征为目的，

量地表征降水量在时空场上的非均匀性，提取出最
大降 水 重 心 对 应 的 时 段。 杨 爱 萍 等
等

［７］

、张天宇等

［８］

、邹立尧等

［９］

［６］

、张运福

采用旋转经验正交函数分解（ ＲＥＯＦ） 方法对我国南
方地区多年平均的春夏逐日降水序列进行分解，得

运用此方法研究了

到我国南方降水集中期的区域划分。 进而分析其

中国多个省份的降水集中期和集中度。 但是，这种

年际变化特征，探究其可能的形成机制，使人们进

方法的缺点在于，首先将时间按候来划分，有可能

一步认识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国南方区域集中性

切断连续的降水过程，方法不够客观，且集中期时

降水发生变化的基本事实，为深入研究防灾减灾应

长太短，也许不足以体现真正的降水集中时段。 第

对措施奠定一些基础性的理论知识。

２ 类是相对降水量法，郭其蕴等

［１０］

以连续 ３ 候的降

水量总和不小于多年候平均值的 ３ 倍来判定雨期的

起止时间，汪卫平等 ［１１］ 以每个站 ５—８ 月总降水的

４５％（ 河套地区和四川盆地中部为 ５—９ 月总降水量

１

资料
本研究采用的资料为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

息中心提供的全国 ２ ４７４ 个观测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 年

３３８

气

象

的逐日降水观测资料，由于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为
我国南方，故选取 ３６°Ｎ 以南的 ３—７ 月内无缺测的

９１８ 个站点为研究对象；此外，使用了美国国家环境
预 报 中 心 （ ＮＣＥＰ ） 和 美 国 国 家 大 气 研 究 中 心
（ ＮＣＡＲ） 制作的 １９６０—２０１２ 年的逐月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

场、８５０ ｈＰａ 风场和 ２００ ｈＰａ 纬向风场资料 ［２０］ ，分辨
率为 ２ ５° × ２ ５° 经 纬 度； 还 使 用 了 英 国 气 象 局

１９６０—２０１２ 年全球月平均海 温 格 点 资 料 ［２１］ ， 分 辨
率为 １° × １°经纬度。

２

方法

２．１

我国南方降水集中期的定义方法和识别
结果

２．１．１ 降水集中期的定义方法

相比于 ＥＯＦ 分析方法的局限性，ＲＥＯＦ 分析方

法对模态空间分布结构的描述会更加简单清晰，能
对区域空间型进行客观的识别，并在提取气象场的
优势信号、反映气象场空间分布特征等方面有着重
要的作用。 因此，为了更加客观地分析我国南方春

夏降水的主要空间模态，本文采用 ＲＥＯＦ 分析方法，
选取我国南方地区（２０° ～ ３６°Ｎ，１００°Ｅ 以东，不包括
海南岛）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 年平均的 ３ 月 １ 日至 ７ 月 ３１

日逐日降水量资料，识别出了我国南方的两类降水

集中期。 在进行 ＲＥＯＦ 分析之前，我们对数据进行
了标准化处理，以使降水在不同地区具有一定的可
比性，减少降水的地域性差异，分析更具有合理性。

表 １ 给出的是旋转前后主成分对降水量场总方

差的贡献率。 本文选取前 ４ 个 ＥＯＦ 模态做正交旋
转，这 ４ 个空间模态的累计解释方差接近 ９０％。 可
以看出，旋转后各分量的方差贡献比旋转前更加均
匀分散，这是因为旋转后各分量着重突出表现空间
的相关性分布特征，相应的方差贡献主要集中于某
一部分区域，其他区域的方差贡献尽量减小，而主
分量分析却着重把整个计算范围的方差贡献集中

到第一个主分量上。 因此，通过 ＲＥＯＦ 分析有利于
增强下文识别出的降水集中期的区域一致性特征。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序号

前 ４ 个主成分和旋转主成分对总方差的贡献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ｕｒ ＰＣ ａｎｄ ＲＰ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旋转前

（ ％）

旋转后

方差贡献

累计方差贡献

方差贡献

累计方差贡献

１

５７ ０７

５７ ０７

５０ ０７

５０ ０７

３

６ ３１

８６ ２０

１０ ９０

８５ ５０

２
４

２２ ８２
３ ３０

７９ ８９
８９ ５０

２４ ５３
４ ００

７４ ６０
８９ ５０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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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集中期的识别结果

图 １ 给出了气候态降水量场在 ３ 月 １ 日—７ 月
３１ 日 ＲＥＯＦ 分析的第二和第三旋转空间模态及其
对应的时间系数 ＰＣ２ 和 ＰＣ３，这两个模态的方差贡
献率分别为 ２４ ５３％和 １０ ９％。 由于第一旋转空间
模态（ 图略） 反映的是我国南方降水从江南开始逐
步向外围推进的过程，不能明显反映出集中性降水
时段，故不作分析。 从图 １ａ 可以看出，第二模态的
振幅大值区主要位于 ３０°Ｎ 以南，１０８°Ｅ 以东的华南
地区，并且在这片区域各分量的符号均为正值，特
征向量最大值超过了 ０ ９，说明该区域的气候变量
变化一致；从第二模态相应的时间序列（ 图 １ｃ） 可以
看出，ＰＣ２ 曲线在 ４ 月 ８ 日起开始由负转正且基本
稳定，在 ６ 月 ２８ 日由正转负。 因此，本文选取 ３０°Ｎ
以南载荷超过 ０ ７ 的区域为华南降水集中期出现的

区域，其降水集中期时段为 ４ 月 ８ 日至 ６ 月 ２８ 日。
为避免 混 淆 特 此 说 明， 本 文 中 我 国 南 方 地 区 指
“３６°Ｎ、１００°Ｅ 以东以南且不包括海南岛” 的广大地
区，华南地区为第二模态载荷向量场上“３０°Ｎ 以南、
载荷超过 ０ ７” 的区域，即华南地区特指这一范围。
第三模态（ 图 １ｃ） 则与第二模态有着不同的空间特
征，其振幅中心出现在（ ２６° ～ ３２° Ｎ，１１２° Ｅ 以东） 的
江淮地区，振幅中心区域略呈东北⁃西南向倾斜，整
个区域各分量的符号均为正值，特征向量最大值超
过了 ０ ６，气候变量变化一致；从第三模态对应的时
间序列（ 图 １ｄ） 可以看出，ＰＣ３ 曲线在 ６ 月 ９ 日由负

转正且稳定，在 ７ 月 １３ 日由正转负，说明在此时段
内降水主要集中在江淮地区，因此选取 １１０°Ｅ 以东、
载荷超过 ０ ４ 的区域为江淮降水集中期出现的地
区，其降水集中期为 ６ 月 ９ 日—７ 月 １３ 日。

２．２

广义平衡反馈方法（ ＧＥＦＡ）

ＧＥＦＡ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ｓｓｅｓｍｅｎｔ） 是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２］ 提出的海气相互作用诊
断研究的新方法，该方法用于系统分离不同海区对
气候异常影响的独立贡献，它的优越性在简单模式
中得到了验证 ［２３］ 。 该方法中，如何选取最佳海洋强
迫因子成为问题的关键，其中一种较为简便的方法
是用 ＥＯＦ 空间场的主要海洋模态，这可以有效减少
强迫场噪音，提高 ＧＥＦＡ 估算效果 ［２４］ 。 详细方法介
绍请参考文献［２２］ ，下面做简要说明。
设某地在气候时间尺度上大气异常变化为，
æ ｘ １（ ｔ） ö
ç
÷
ｘ ２（ ｔ） ÷
ç
Ｘｔ ＝
，
（１）
ç ．．． ÷
ç
÷
è ｘ ｉ（ ｔ）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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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我国南方地区 ３—７ 月气候态逐日降水量的（ ａ，ｂ） 第二、第三空间模态和（ ｃ，ｄ） 相应的时间序列
Ｆｉｇ．１ （ ａ， ｂ）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ｓ ａｎｄ （ ｃ， 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ｃｈ ｔｏ Ｊｕｌｙ

根据广义平衡反馈（ ＧＥＦＡ） 原理，可用两部分

Ｂ（ τ） ＝ Ｃ ｘｙ（ τ） Ｃ ｙｙ－ １（ τ） ，

（７）

线性表示，一部分来自下垫面异常 Ｙ ｔ 的反馈作用

其中， Ｃ ｘｙ（ τ） 是 ｘ（ ｔ） 与 ｙ（ ｔ － τ） 的 协 方 差 阵，

内变化 Ｎ ｔ 。 即：

对下垫面的响应时间，文中取 τ ＝ １。

（ 包括不同海区的共同作用结果） ；另一部分是大气
Ｘ ｔ ＝ ＢＹ ｔ ＋ Ｎ ｔ ，

ｘ ｉ（ ｔ） ＝
其中，

Ｊ

ｂ ｉｊ ｙ ｊ（ ｔ）

ｊ＝１

＋ ｎ ｉ（ ｔ） ，

æ ｙ １（ ｔ） ö
ç
÷
ｙ ２（ ｔ） ÷
ç
Ｙｔ ＝
，
ç ．．． ÷
ç
÷
è ｙ ｊ（ ｔ） ø
Ｂ ＝ Ｉ ｂ ｉｊ Ｊ ，

（２）
（３）

（４）
（５）

其中： ｂ ｉｊ 为区域 ｉ 大气对第 ｊ 个下垫面异常的响应系
数，反映了该下垫面异常对大气的独自贡献。
考虑到气候时间尺度上大气内变化可以看做
白噪音，后期大气无法影响前期下垫面异常，即，
〈 Ｎ（ ｔ） ，Ｙ（ ｔ⁃τ） 〉 ≥ ０ ，

由方程（２） 可得反馈系数阵：

（６）

Ｃ ｙｙ（ τ） 为 ｙ（ ｔ） 与 ｙ（ ｔ － τ） 的自协方差阵，τ 为大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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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与江淮地区降水集中期的年际
变化及机理分析
两类集中期降水的年际变化及涝旱年
选取
为了分析华南和江淮两区域集中期降水量的

年际变化特征，分别绘制了华南和江淮地区区域平
均的集中期总降水量的逐年变化序列 （ 图 ２ａ、ｂ） 。
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类集中期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均
十分显 著， 华 南 地 区 区 域 平 均 的 降 水 量 均 值 为
６１４ ２ ｍｍ，江淮地区为 ２７１ ６ ｍｍ，分别以其降水量
的一倍标准差（ 华南地区 ９２ ３ ｍｍ，江淮地区 ８０ ０

ｍｍ） 为标准选取了典型涝旱年，分布如表 ２ 所示。
作为对比，还绘制了华南和江淮两区域传统降水期

的降水量曲线（ 图 ２ｃ、ｄ） ，其中华南地区为 ４—７ 月，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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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 年华南和江淮地区降水集中期和传统雨季降水量的年际变化：
（ ａ） 华南集中期；（ ｂ） 江淮集中期；（ ｃ） 华南传统雨季；（ ｄ） 江淮传统雨季
（ 长虚线代表涝年雨量标准，短虚线代表旱年雨量标准）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１ ｔｏ ２０１２：
（ ａ） ＰＣＰ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 ｂ） ＰＣＰ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 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 ｄ） ｔｒａｄｉｔ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ｙｅａｒｓ）

江淮地区 为 ６—８ 月， 其 气 候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８３０ ８

ｍｍ 和 ５３２ ５ ｍｍ，它们的变化特征与华南和江淮地
区的降水集中期雨量演变特征很类似，其相关系数
分为 ０ ８６ 和 ０ ７６，均通过了 α ＝ ０ ０１ 的显著性检

理机制。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ＣＰ

验。 从年 际 变 率 的 角 度 来 看， 利 用 Ｋｒｉｐａｌａ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５］ 的定义，采用变异系数（ 序列标准差与平均值
的比值百分数） 来表征华南和江淮地区降水集中期
的年际变率，分别为 １５ ０３％ 和 ２９ ４６％，传统雨季
的年际变率则分别为 １３ ４０％和 ２２ ３１％，表明两类
地区降水集中期的年际变率比传统降水期的都要
大，区域降水变化具有更加鲜明的特征。 另外从年
代 际 变 化 的 角 度 来 看， 华 南 地 区 降 水 集 中 期

１９７０ｓ—１９９０ｓ 初的降水量处于较低水平，整个时间
序列上降水量呈现出“ 波动上升—波动下降—波动
上升” 的趋势，而江淮地区降水集中期的逐年降水
量序列年代际变化特征不突出。
为了分析华南和江淮降水集中期年际变化典
型异常年的特点，我们这里采用与前人研究 ［２６⁃２８］ 类
似的方法，以正负一倍标准差为基准划分典型旱涝
年。 划分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后文将针对上述典型异
常年分析其海气异常背景，以剖析其发生的可能物

华南和江淮地区降水集中期典型涝旱年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年份

华南涝年
华南旱年
江淮涝年
江淮旱年

３．２

１９６２、１９６８、１９７３、１９７５、１９７７、１９９３、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１９６３、１９６７、１９８５、１９８８、１９９１、２００４、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１９６９、１９８３、１９９１、１９９３、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１９６１、１９６３、１９６５、１９７１、１９７２、１９７８、１９８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两类集中期涝旱年环流差异分布特征
为了探究华南降水集中期降水异常年份大气

环流的异常特征，本文首先分析了同期（ ４—６ 月）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场、８５０ ｈＰａ 风场和 ２００ ｈＰａ 纬向风场
涝年与旱年的差值场特征。

由图 ３ａ 可以看到，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距平差值场上，

中高纬欧亚地区大气环流异常形势自西向东为“ ＋－

＋ ” 型分布，即“ 两脊一槽” 型，东亚大槽偏深，有利

于冷空气南下影响华南一带；低纬地区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强度偏强，向北输送了大量的暖湿气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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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与冷空气交汇，造成降水偏多。

送，并与来自北方的冷空气相汇合，使得该地区降

的我国南海至菲律宾附近地区盛行反气旋性距平

上华南地区上空均为正异常，即东亚副热带西风急

８５０ ｈＰａ 风场差值场（ 图 ３ｂ） 上，热带西太平洋

环流，这有利于加强来自洋面的暖湿气流向华南输

水偏多，形成洪涝。 ２００ ｈＰａ 纬向风差值场（ 图 ３ｃ）
流显著增强，有利于华南地区降水量增加。

图 ３ 华南地区涝旱年同期 ４—６ 月各层环流差值场：
（ ａ—ｃ） ∶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场；８５０ ｈＰａ 风场；２００ ｈＰａ 纬向风场（ 阴影区通过了 α ＝ ０ ０５ 显著性检验）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ｒ⁃Ｊｕ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 ａ—ｃ： ５００ ｈＰａ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ｉｅｌｄ， ８５０ ｈＰａ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２００ ｈＰａ ｚｏｎａｌ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ｌ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０ ０５）

针对江淮地区降水集中期降水典型异常年，我

８５０ ｈＰａ 风场差值场上（ 图 ４ｂ） ，我国长江以北

们也分析了其同期（ ６—７ 月）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场、８５０

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及以东洋面为一带状的气旋

特征。

控制，反气旋中心的位置在菲律宾以东，使得东亚

ｈＰａ 风场和 ２００ ｈＰａ 纬向风场涝年与旱年的差值场
由图 ４ａ 可以看出，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距平差值场上，

欧亚中高纬地区呈现“ 西高东低” 异常分布，而东亚

沿海地区从低纬度到中高纬度地区呈“ ＋ － ＋ ” 分布
型，正高度异常区域位于菲律宾—我国南方地区，

性异常环流控制，菲律宾附近地区为异常反气旋所
沿海地区自南向北出现异常反气旋—气旋分布形
势，这与曹鑫等 ［３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这种分布形势
会造成长江流域出现异常的风场辐合，有利于江淮
地区夏季降水的异常偏多。 另有其他研究也表明

我国东海及日本附近是负高度异常区，西伯利亚南

菲律宾附近地区的异常反气旋环流将有利于西太

部至亚洲大陆东北部为显著正异常区，这种高度异
常分布与黄荣辉 ［２９］ 提出的东亚—太平洋遥相关型
ＥＡＰ 类似。 林建等 ［３０］ 指出这种分布表明涝年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南、偏西、偏强，并且鄂霍次克海

平洋副高西伸和季风雨带在长江流域的维持 ［３３⁃３４］ 。

另外， 在 ２００ ｈＰａ 纬 向 风 差 值 场 （ 图 ４ｃ ） 上，

高压加强，整个欧亚环流形势稳定，有利于冷暖气

纬向风异 常 减 弱， 即 东 亚 副 热 带 西 风 急 流 显 著 增

流频繁 地 在 江 淮 流 域 交 汇， 因 而 降 水 偏 多。 卢 明
等 ［３１］ 研究表明当 ５００ ｈＰａ 中纬度低槽活动偏多，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东亚夏季风偏强时，江淮

强，由此引发的急流入口区次级环流的上升支正好

（２０° ～ ４０°Ｎ） 附近地区纬向风异常显著增强，正异
常中心位于我国江苏至沿海一带，而在其两侧地区

位于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有利于江淮地区降水量
增加。

地区降水偏多。

图 ４ 同图 ３，但为江淮地区涝旱年同期 ６—７ 月各层环流差值场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ｎ ｔｏ Ｊｕ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 ａ—ｃ： ５００ ｈＰａ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ｉｅｌｄ， ８５０ ｈＰａ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２００ ｈＰａ ｚｏｎａｌ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ｌ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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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其在西北太平洋的菲律宾附近对流层

两类集中期涝旱年海温异常特征
海温异常是影响中国南方旱涝年际变率的主

要外强迫因子。 其中，ＥＮＳＯ 作为年际气候变化的
最强信号，通过大气遥相关，以及引起热带印度洋
盆海温异常的方式影响东亚季风，进而影响中国气

低层将激发出异常反气旋性环流，进而对东亚夏季
风产生影响，这与本文发现的在 ８５０ ｈＰａ 风场差值
场（ 图 ３ｂ） 上菲律宾附近地区为反气旋性距平环流
所控制十分吻合。 受到上述菲律宾反气旋环流的

候异常 ［３５］ 。 信忠保等 ［３６］ 研究指出，淮河流域降水

影响，袁媛等 ［４６］ 发现混合型厄尔尼诺次年夏季中国
两条雨带之一即位于华南，即华南地区降水偏多的

为了深入探究影响华南与江淮的降水集中期年际

概率大，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一致。 而从华南传统

异常对 ＥＮＳＯ 事件有 ３ 个月左右的响应滞后时间。
变率的主要下垫面因子，本文分析了上两类降水集
中期与前期—同期海温的关系，分别绘制了华南集

雨季年际变化对海温的响应（ 图 ５ｃ、ｄ） 来看，其反映
的是类似厄尔尼诺发展年的演变特征，但未通过显

中期前期冬季（ １２—２ 月） 和同期（ ４—６ 月） 涝年与

著性检验，说明按本文定义出的新华南降水集中期

期春季（３—５ 月） 与同期（６—７ 月） 涝年与旱年的海

强迫的信号，对短期气候预测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旱年的海温距平差值场（ 图 ５ａ、ｂ） 和江淮集中期前

的年际变化可以反映出热带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

温距平差值场（ 图 ６ａ、ｂ） ，并与两类地区的传统雨季

对于江淮地区的降水集中期，其对海温的响应

进行了对比，绘制了华南传统雨季（ 图 ５ｃ、ｄ） 和江淮

与华南地区降水集中期对海温的响应类似。 从图

传统雨季（ 图 ６ｃ、ｄ） 涝旱年的前期与同期海温距平

６ａ 可以看出，在前期春季，赤道中东太平洋为显著

由图 ５ａ 可以看出，华南集中期降水偏多的情况

时北印度洋表现为全区一致偏暖模态，而北大西洋

为显著的正异常，其中赤道太平洋最大海温正距平

６—７ 月（ 图 ６ｂ） ，赤道太平洋的厄尔尼诺模态逐步

差值场。

对应的前冬全球海温分布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
的分布主要位于 Ｎｉñｏ３ ４ 区附近，类似 Ｋｕｇ， ｅｔ ａｌ
等定义的混合型厄尔尼诺 ［３８］ 分布。 到了同期 ４—６
［３７］

月（ 图 ５ｂ）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的正海温异常减
弱，厄尔尼诺逐渐消退。 目前研究

图５

［３９⁃４５］

表明 ＥＮＳＯ

的正海温异常，为典型的东部型厄尔尼诺模态，同
海温从南 向 北 呈 现 出 “ － ＋ － ” 型 分 布。 到 了 同 期
消退，但印度洋全区一致偏暖模态和大西洋三极子
依然维持。 有研究 ［４７⁃５２］ 表明，在传统厄尔尼诺事件
盛期，印度洋海温会偏高呈现出“ 全区一致偏暖” 模
态并能持续到次年夏季，进而会通过 Ｋｅｌｖｉｎ 波激发

华南地区降水集中期前期 １２—２ 月（ ａ） 、同期 ４—６ 月（ ｂ） 与传统雨季前期 １２—２ 月（ ｃ） 、同期 ４—７ 月
（ ｄ） 涝旱年海温距平差值场对比（ 黑线框出的区域通过了 α ＝ ０ ０５ 显著性检验）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 ａ： Ｄｅｃ．—Ｆｅｂ．， ｂ： Ａｐｒ．—Ｊｕ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 Ｄｅｃ．—Ｆｅｂ．， ｄ： Ａｐｒ．—Ｊｕｌ．）
（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ｌ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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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菲律宾附近西北太平洋低层异常反气旋，使西太
平洋副高偏强，位置偏南，有利于西南暖湿气流向

３４３

２ 区，大西洋海温三极子异常分布也有明显的衰减

现象，但是印度洋全区一致偏暖特征继续维持。

北输送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江南地区，导致上述地

由此可见，无论江淮降水集中期亦或江淮传统

区降水偏多，易发生洪涝灾害。 另外，对于江淮降

雨季其年际变化都可能受到了东部型厄尔尼诺衰

水集中期 ８５０ ｈＰａ 低层风场（ 图 ４ｂ） ，不难发现菲律
宾附近的反气旋位置较华南降水集中期时的位置

减过程、印度洋全区一致偏暖模态以及北大西洋三
极子海温异常分布的共同影响。

事件所激发的菲律宾反气旋性环流主要位于菲律

基于广义平衡反馈方法（ ＧＥＦＡ） 的两类
集中期异常诊断

事件发生时，通过影响菲律宾附近地区对流活动产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海温外强迫类型对华南、
江淮降水集中期降水异常的可能影响，本文采用广

（图 ３ｂ） 更加偏东。 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型厄尔尼诺
宾以东地区 ［５３］ 。 目前的研究 ［５４⁃５５］ 还发现厄尔尼诺
生的准定常波北传使将东亚地区出现本文图 ４ａ、ｂ

中发现的类似正 ＥＡＰ 型的分布。 对于江淮降水集
中期，我们也发现北大西洋地区出现了“ 三极子负
位相型” 海温异常分布，有研究 ［３０］ 也指出冬季北大
西洋海温三极子负位相时，有利于夏季乌拉尔山高
压脊的发展，欧亚中高纬地区容易呈现本文图 ４ａ 中
发现“ 西高东低” 异常分布。

对比江淮传统雨季对海温异常的响应，我们发

现前期春季涝旱年海温距平差值场（ 图 ６ｃ） 上，虽然
赤道东太平洋海温也偏暖，但暖舌向西延伸不如江
淮降水集中期的显著，在印度洋地区则呈现全区一
致偏暖特征，北大西洋海温三极子型异常分布也很

明显。 到了同期夏季 ６—８ 月（ 图 ６ｄ） ，赤道东太平
洋偏暖海温迅速衰减，主要偏暖区域仅位于 Ｎｉñｏ１ ＋

图６

３．４

义平衡反馈方法（ ＧＥＦＡ） 加以分析。 考虑到 ＧＥＦＡ

计算的稳定性，类似文献 ［２２］ 的处理，首先将热带和
中纬度大洋划分成 ５ 个非重叠的子海区，分别为：热
带太平洋（ ＴＰ， ２０°Ｓ ～ ２０°Ｎ， １２０°Ｅ ～ ９０°Ｗ） 、北太平
洋（ ＮＰ， ２０° ～ ６０° Ｎ， １２０° Ｅ ～ １１０° Ｗ） 、赤道大西洋

（ ＴＡ， ２０°Ｓ ～ ２０°Ｎ， ５５°Ｗ ～ １５°Ｅ） 、热带印度洋（ ＴＩ，

２０°Ｓ ～ ２０°Ｎ， ３０° ～ １２５° Ｅ） 和北大西洋（ ＮＡ， ２０° ～

６０°Ｎ， ８０°Ｗ ～ ０°） 。 鉴于海温异常的一些主要物理
模态可以通过 ＥＯＦ 模态来体现，本文对 ５ 个海区两
类降水集中期超前 １ 月的海温异常进行了 ＥＯＦ 分
解，将得到各海区的海温模态作为强迫场进行平衡
反馈分析。
针对华南地区的降水集中期，ＧＥＦＡ 强迫响应
的结果发现，主要海温强迫场为热带太平洋第二空

同图 ５，但为江淮地区降水集中期前期 ３—５ 月（ ａ） ；同期 ６—７ 月（ ｂ） 与传统雨季前期 ３—５ 月（ ｃ） ；同期 ６—８ 月
（ ｄ） 涝旱年海温距平差值场对比（ 黑线框出的区域通过了 α ＝ ０ ０５ 显著性检验）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Ｓ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 ａ： Ｍａｒ．—Ｍａｙ，
ｂ： Ｊｕｎｅ—Ｊｕ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ｃ： Ｍａｒ．—Ｍａｙ， ｄ： Ｊｕｎｅ—Ａｕ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ｌｅｄ ａｒｅａ ｐ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０ ０５）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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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卷

间模态（ ＴＰ２，图 ７） ，其呈东西向偶极型，正异常中

４—６ 月） 的全国降水对 ＴＰ２ 的响应，由图可见，在这

负异常中心位于秘鲁沿岸，这与前文中提到的前冬

表现为正响应，即降水易偏多；而从 ４—６ 月 ８５０ ｈＰａ

心从热带中太平洋向加利福尼亚方向的海区延展，
“ 混合型厄尔尼诺” 海温分布类似。

种海温异常模态的强迫下，我国降水场上华南地区
风场对 ＴＰ２ 的响应结果（ 图 ８ｂ） 来看，其与降水集中

期同期涝旱年环流形势差值场（ 图 ３ｂ） 的分布类似，
在 ＴＰ２ 的强迫下，菲律宾附近至东侧的太平洋上盛
行反气旋性环流，其西北侧的西南风气流向我国华
南地区输送大量的暖湿气流，有利于华南地区降水

图７

全球 ３—５ 月平均热带太平洋（ ＴＰ） 海温异常 ＥＯＦ 分析
第二模态分布（ 红色（ 蓝色） 阴影区表示正（ 负） 海温
距平绝对值大于 ０ ０１５ ℃ 的区域）
Ｆｉｇ．７ Ｍａｒｃｈ ｔｏ Ｍａ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ｎｄ ｍｏｄｅ ｏｆ
Ｅ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Ｒｅｄ （ ｂｌｕｅ） 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ＳＴ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０ ０１５ ℃ ）

接下来分析这种海温异常模态强迫出的全国

降水异常场，图 ８ａ 为华南地区降水集中期同期（ 即

Ｆｉｇ．８

偏多。

针对江淮地区的降水集中期，得到的超前 １ 月

即 ５—６ 月海温主要强迫场为两个，一个是受厄尔尼
诺影响而产生的热带印度洋第一空间模态（ ＴＩ１，图

９ａ） ，呈现为全区一致偏暖型；另一个为北大西洋第
二空间模态（ ＮＡ２，图 ９ｂ） ，自 ３０°Ｎ 左右向高纬地区
也呈现出“ －＋－ ” 的“ 三极子” 型模态。

图 ８ ４—６ 月全国降水场（ ａ） 与 ８５０ ｈＰａ 风场（ ｂ） 对热带太平洋海温异常 ＥＯＦ 分析第二模态 ＴＰ２ 的 ＧＥＦＡ 响应
（ ａ 中不同色度阴影区表示响应通过不同程度信度检验的区域，ｂ 中黄色箭头表示通过了 α ＝ ０ ３ 的置信度检验）
ＧＥＦ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 ａ）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 ｂ）８５０ ｈＰａ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ｔｏ ｔｈｅ ２ｎｄ ｍｏｄｅ ｏｆ Ｅ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 Ａｐｒｉｌ ｔｏ Ｊｕｎｅ
（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ｌｏｒ⁃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ｐａ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ｉｎ 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ａｒｒｏｗｓ ｐａｓ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ｅｓｔ ｏｆ ０ ３ ｉｎ ｂ）

图９
Ｆｉｇ．９

全球 ５—６ 月平均热带印度洋（ ＴＩ） 海温异常 ＥＯＦ 分析第一模态分布（ ａ） 和北大西洋（ ＮＡ） 海温异常 ＥＯＦ 分析第二模态分布
（ ｂ） （ 红色（ 蓝色） 阴影区表示正（ 负） 海温距平绝对值大于 ０ ０１５ ℃ 的区域）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ｎ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ｎｄ ｍｏｄｅ ｏｆ Ｅ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ｂ） ＳＳＴ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 Ｒｅｄ （ ｂｌｕｅ） 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ＳＴ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０ ０１５ ℃ ）

图 １０ａ 为江淮地区降水集中期同期 （ 即 ６—７

江淮地区为显著的正响应；在 ＮＡ２ 的强迫下，江淮

降水对 ＮＡ２ 的响应。 由图可见，在 ＴＩ１ 的强迫下，

高度场对 ＴＩ１ 的响应结果（ 图 １０ｃ） 来看，东亚沿海

月） 的全国降水对 ＴＩ１ 的响应，图 １０ｂ 为该时段全国

地区的降水也异常偏多。 从 ６—７ 月 ５００ ｈＰａ 位势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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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５

地区自低纬向中高纬地区呈现出“ ＋－＋ ” 的分布型，

陆中高纬环流形势（ 图 ４ａ） 一致。 由此说明长时间

（ 图 ４ａ） 十分吻合；而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场对 ＮＡ２ 的响应

“ 三极子” 模态均对江淮地区的降水产生了重要的

此经向波列与江淮地区降水集中期同期环流形势
结果（ 图 １０ｄ） 中，亚欧大陆中高纬主要表现“ 西高东

持续的印度洋海温一致偏暖模态和北大西洋海温
影响。

低” 异常分布，与江淮地区降水集中期同期欧亚大

图 １０

６—７ 月全国降水场与 ５００ ｈＰａ 位势高度场对热带印度洋海温异常 ＥＯＦ 分析第一模态 ＴＩ１ 和
北大西洋海温异常 ＥＯＦ 分析第二模态 ＮＡ２ 的 ＧＥＦＡ 响应
（ ａ 和 ｂ 分别为降水场对 ＴＩ１ 和 ＮＡ２ 的响应，ｃ 和 ｄ 分别为位势高度场对 ＴＩ１ 和 ＮＡ２ 的响应，
不同色度阴影区表示响应通过不同程度信度检验的区域）
Ｆｉｇ．１０ ＧＥＦ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 ａ） ａｎｄ ５００ ｈＰａ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ｉｅｌｄ （ ｂ） ｔｏ ｔｈｅ １ｓ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Ｅ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ＳＳＴ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ｎｄ ｍｏｄｅ ｏｆ Ｅ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ｉｎ Ｊｕｎｅ ｔｏ Ｊｕｌｙ
（ ａ ａｎｄ ｂ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ｔｏ ＴＩ１ ａｎｄ ＮＡ２， ｃ ａｎｄ ｄ ａ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５００ ｈＰａ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ｉｅｌｄ ｔｏ
ＴＩ１ ａｎｄ ＮＡ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ｌｏｒ⁃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ｐａ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４

结论

易造成华南地区降水量增加。

（３） 分析了江淮降水集中期涝年与旱年同期大

（１） 利用 ＲＥＯＦ 方法对我国南方春夏降水进行

气环流差异形势，发现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距平差值场上，

华南地区和江淮地区。 华南地区的降水集中期为 ４

型，与东亚⁃太平洋遥相关型（ ＥＡＰ） 类似；８５０ ｈＰａ 风

了客观分区，识别出了两类降水集中期，分别位于
月 ８ 日至 ６ 月 ２８ 日，基本对应华南前汛期；江淮地
区的降水集中期为 ６ 月 ９ 日至 ７ 月 １３ 日，基本对应
江淮梅雨期；

（２） 分析了华南降水集中期涝年与旱年同期大

气环流差异形势，发现在 ５００ ｈＰａ 高度距平差值场

东亚沿海地区从低纬到中高纬地区呈 “ ＋－＋ ” 分布

场差值场上，菲律宾附近地区受异常反气旋控制，
也使得东亚沿海呈现类似 ＥＡＰ 型遥相关分布，造成
长江流域出现了异常的风场辐合；２００ ｈＰａ 纬向风

差值场上，正异常中心位于我国江苏至沿海一带，
东亚副热带西风急流显著增强，由此引发的急流入

上，东亚大槽偏深，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有利

口区次级环流的上升支正好位于长江流域中下游

于冷空气的南下以及大量暖湿气流的向北输送，二

地区，这些环流差异形势均引发了江淮地区降水量

者在华南地区交汇造成降水偏多；８５０ ｈＰａ 风场差
值场上，热带西太平洋盛行反气旋性距平环流，这
加强了来自洋面的暖湿气流向华南的输送；２００ ｈＰａ

纬向风差值场上，东亚副热带西风急流显著增强，

增加。

（４） 探究了华南和江淮地区两类降水集中期对

前期海温分布的响应，结果表明：华南降水集中期
年际变化主要受到衰减的混合型厄尔尼诺的影响，

３４６

气

象

其通过激发出菲律宾地区异常反气旋影响华南降
水集中期；而江淮降水集中期年际变化则受到东部

科

［５］

型厄尔尼诺衰减过程、印度洋海盆一致偏暖和北大

（５） 利用 ＧＥＦＡ 诊断了对华南和江淮地区降水

［６］

东亚沿海地区自南向北强迫出“ ＋－＋ ” 的经向波列，

［７］

［８］

变化的特点以及相关影响机制也需要我们进一步
加以分析。 另外，本文利用统计诊断方法讨论了两
类降水集中期年际变率的可能机制，但是其中大气
内部动力过程和下垫面海温异常对于年际变率分
别有怎样的影响，也有待于我们进一步采用数值模
式开展多初值敏感性试验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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