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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地面气象观测资料 ,分析了我国北方 1954～2001 年年、季沙尘天气发生日数的演

变规律及其与主要气候要素 ,风速、相对湿度、降水、气温和干燥度的相关关系 ,用 NCEP/

NCAR 再分析资料分析了冬春气压梯度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 :近 50 年来 ,造成我国北方

沙尘天气频率显著下降的直接自然原因是沙尘源区和发生区平均风速和大风日数的减少、

主要沙尘源区降水量特别是春季及其前冬降水量的增加以及由于源区降水增加引起的大气

和土壤湿润程度的改善。冬春季节气压梯度的减小是风速减小、进而导致沙尘日数减小的

关键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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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沙尘天气问题目前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国外从 20 世纪 20 年代就

开始了对沙尘天气时空分布、成因与结构以及监测与对策等方面的研究。我国是受沙尘

天气影响较大的国家之一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也开始了该方面的研究[1 ] ,已对沙尘源

区、时空特征和天气成因等进行了不少研究[2～11 ] 。尤其对危害较大的沙尘暴研究更多 ,

不仅分析了近几十年我国沙尘天气的时空特征、发生原因 ,还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

策[2 ,5 ,10 ,12～16 ] 。我国北方是受沙尘天气影响较大的地区 ,虽有研究分析了温度、降水等

基本气象要素对沙尘天气的影响 ,但对区域干湿状况对沙尘天气影响缺乏分析 ,对影响风

速的气压梯度变化状况尚未做分析 ,另外 ,有研究指出沙暴的起沙风速是 5 m/ s ,尘暴则

更小[17 ] ,而目前对风速 ≥5 m/ s 天数对沙尘天气发生的影响也缺乏研究。因此本文利用

我国地面观测资料 ,除对我国北方的沙尘天气 (包括浮尘、扬沙、沙尘暴) 的演变趋势及其

与平均风速、平均气温、降水量、相对湿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外 ,还对沙尘天气与日平均风

速 ≥5 m/ s 天数以及干燥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并用 NCEP/ NCAR 1000 hPa 高度场资料

分析了 1954～2001 年冬春季节气压梯度的变化趋势 ,希望对进一步了解北方沙尘天气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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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规律、变化原因有所帮助 ,为沙尘天气未来演变趋势的预测奠定基础。

1 　研究区域

我国北方是沙尘天气的主要发生和影响区 ,因此本文重点分析 32. 5°～50°N 范围内

沙尘天气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在这个区域内 ,以 2. 5°×2. 5°的经纬度网格为基础 ,计算

获得了北方区域平均的年、季沙尘天气发生日数时间序列。考虑到沙尘源区的气候要素

对沙尘天气的发生有关键作用 ,而国内沙尘天气的沙源区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巴

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乌兰布和沙漠、黄河河套的毛乌素沙地周

围 ①. 尤其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是中国沙尘

暴的主要沙尘源区 ,因此选择了如图 1 所示的区域 ,计算对应气候要素的区域平均时间序

列 ,以分析沙尘天气与各气候要素的关系。

图 1 　研究区域示意图
(斜线区为计算北方沙尘天气发生次数的区域 ,

阴影部分为区域平均气候要素的计算区域)

2 　资料和方法

本文所用资料来自国家气象中心气候资料室和国家气候中心 ,包括 1954～2001 年我

国北方 339 个站的沙尘天气日数和相对湿度的月平均资料值 ,逐日风速、降水和气温资

料 ,以及 NCEP/ NCAR 1000 hPa 位势高度再分析资料。由月平均值计算季节平均 ,由风

速逐日资料统计日平均风速 ≥5 m/ s 有效起沙风速天数 ,利用降水和温度的逐日资料计

算年干燥度。四季划分按气象季节划分方法 ,即前一年 12 月至当年 2 月为冬季 ,3～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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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春季 ,6～8 月为夏季 ,9～11 月为秋季。对于序列中缺测的部分 ,资料处理中进行了剔

除。

计算了 1954～2001 年间各台站的干燥度序列 ,分析了干燥度、年平均气温、年平均相

对湿度、年降水量、年平均风速、年日平均风速 ≥5 m/ s 天数等的演变趋势及其与北方区

域平均沙尘天气年发生日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干燥度采用了张宝　的计算方法[18 ] ,其定

义为 :日平均气温 ≥10 ℃期间的积温 ( T) 与同期降水量 ( R)之比乘以经验系数0. 16 ,即 :

K = 0 . 16 ×∑T ≥10 ℃/ R (1)

　　气候要素区域平均时间序列的建立采用经纬度网格面积加权平均方法[19 ] 。本文采

用 2. 5°×2. 5°的经纬度网格点 ,将每个格点内某气候要素值求算术平均 ,再根据网格面积

做加权平均 ,得到逐年区域平均值。假设共有 n 个 2. 5°×2. 5°网格 ,其中第 i 个网格内有

k i 个参与计算的数据 x j ( j = 1 ,2 , ⋯k i) ,网格中心点纬度为 ai ,考虑网格面积大小进行加

权平均 ,则某要素 x 的区域平均 �X 为 :

�X =
∑

n

i = 1

(cos ai ×
1
k i
∑
k

i

j = 1
x j)

∑
n

i = 1
cos ai

(2)

　　另外 ,本文还用 Mann2Kendall 非参数检验方法[20 ] (简称 M K 检验) ,分析了气候要素

和沙尘天气日数时间序列的演变趋势。

3 　结果与分析

3 . 1 　北方沙尘天气年、季发生日数的时间变化

1954～1997 年我国北方沙尘天气的年发生日数呈波动下降的趋势 ,1997 年之后又开

始上升 (图 2a) 。对该序列进行 M K 检验发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和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前期的 10 年沙尘天气年发生日数呈上升趋势 ,但这种趋势在 0. 05 显著性水平上并

不显著 ;其余时段内均呈现下降趋势 ,其中 1961～1965 年 ,1968 年及 1989 年以后共 19

年达到和超过了0. 05显著性水平 (对应统计值 U 0. 05 = ±1. 96) ,并且 90 年代开始甚至超

过了 0. 001 显著性水平 (对应统计值 U 0. 001 = ±2. 56) ,表明这些时段内北方沙尘天气显

著减少 ,尤其从 90 年代开始减少趋势非常显著 (如图 2b) 。沙尘暴、扬沙和浮尘年发生日

数也分别呈现减少趋势 ,其中 ,以沙尘暴的减少最为显著 (图 2b) ,沙尘暴年发生日数从 50

年代中期的平均 10 天左右减少到目前的 3 天左右 ,下降 2 倍还多 (图略) 。并且三者在沙

尘天气年总日数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改变 ,平均而言北方沙尘暴所占比例有所降低 ,而浮

尘和扬沙的比例有所上升 (图略) 。

近 50 年 ,各季节沙尘日数也呈现减少趋势 (图略) ,尤其春季 ,并且春季沙尘日数在

1997 年之后也出现了与年变化趋势非常一致的回升 ,其余各季则不明显。其中 ,沙尘暴

日数减少约 2 倍 ,从平均每年 6 天左右降至不足 2 天 (图略) 。M K 检验 (图 3) 发现 ,春季

的 M K 检验统计量 U 值均为负 ,且 1957～1971 年以及 1987 年以后 U 值均可超过 0. 05

显著水平 ( U 0. 05 = ±1. 96) ,1989 年以后甚至超过了 0. 001 显著水平 ( U 0. 001 = ±2.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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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该时间段内春季沙尘天气日数减少的趋势非常显著。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沙尘天

气日数冬季、夏季和秋季均出现了增长趋势 ,但其间除夏季在 1978～1984 年间呈显著增

长外 ,其余各时段的增长趋势在 0. 05 显著水平上并不显著。冬、夏、秋各季的 U 值均自

90 年代的不同年份起超过了 0. 05 的显著水平。

图 2 　1954～2001 年我国北方平均沙尘天气年发生日数的变化

(a) 沙尘天气年发生日数 , (b) 北方平均沙尘暴、扬沙、浮尘和沙尘天气

总日数演变趋势 M K 检验

图 3 　1954～2001 年我国北方各季平均沙尘日数演变趋势的 M K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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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近 50 年北方气候要素的时间演变分析

对 1954～2001 年北方平均的平均风速以及日平均风速 ≥5 m/ s 天数、气温、降水量、

相对湿度、干燥度的 M K 检验发现 (图略) ,风速两要素的演变趋势与沙尘日数的演变非

常相似 ,在经历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期的增长后 ,开始呈现下降趋

势 ,且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开始超过了 0. 05 显著水平。温度的演变趋势则不同 ,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到 80 年代初一直呈不同程度的降低趋势 ,80 年代初之后一直呈增长趋势 ,

并且从 90 年代初开始呈 0. 05 水平上的显著增长趋势。而北方平均的降水量、相对湿度

和干燥度则呈现减少趋势 :降水量的减少趋势在 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后期超过了

0. 05显著性水平 ;相对湿度的减少趋势在 50 ,60 年代的个别年份以及 70 年代末到 90 年

代初也超过了 0. 05 显著性水平。

　　进一步对北方各站的温度、降水和干燥度进行单站线性演变趋势分析 (图略) ,从温度

变化看 ,北方绝大部分地区均呈不同程度的上升 ,并且大部分站可通过显著水平为 0. 05

的相关检验。升温最显著的地区包括西北地区中部和北疆地区、内蒙古中部和东北北部。

年降水量变化的空间特征也非常明显。西北大部、内蒙古西部和东北北部等地区年降水

量呈增加趋势 ,而研究区域的东南部地区年降水量一般呈现减少趋势。年降水量线性倾

向率零值线从黑龙江黑河沿中、蒙边界向西南 ,经贺兰山、乌鞘岭至青海东南部。此线的

西北 ,绝大部分地区降水增加 ;此线的东南 ,绝大部分地区降水减少。其中新疆一些地区

的增加和华北一些台站的减少通过了 0. 05 的信度检验。干燥度变化趋势与年降水量变

化相似 ,但西北有更少的台站通过检验 ,而东南部有更多的台站通过了信度检验。

3 . 3 　北方沙尘天气年发生日数与气候要素的关系

相关分析发现 ,北方平均的沙尘天气年发生日数与风速 (平均风速和日平均风速 ≥5

m/ s 天数)之间呈高相关 ,相关系数达到 0. 8 以上 ,说明风速对沙尘天气的发生和传播起

决定性作用 ,即动力条件是沙尘天气过程发生和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与平均温度之间存

在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达到 - 0. 58。这种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可能揭示了温度的一种间

接影响 ,即北方较明显的升温导致地面气压梯度减小 ,从而使平均风速和大风日数减少 ,

沙尘天气的发生频率也降低。与干燥度的相关系数仅为 0. 18 ,即源区相对干旱的年份更

利于沙尘天气的发生 ,但这个关系并不显著。相似的关系存在于沙尘暴与各气象要素之

间 ,沙尘暴年发生日数与沙尘源区平均风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 0. 73) ,与

平均温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 - 0. 49) ,沙尘暴日数与干燥度之间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 0. 24) ,即源区相对干旱的年份更易于发生沙尘暴 ,但这个关系不是很显著。

而多数年份的沙尘暴发生日数与前一年的干燥度之间有着更好的对应关系 (相关系数为

0. 31) ,通过了 0. 05 显著水平检验 ,说明沙尘源区前期的干湿状况对沙尘暴的产生有一定

影响。

然而 ,分析结果显示 ,沙尘天气年发生日数与年降水量和平均相对湿度的相关并不显

著。这一结果的出现可能与我们定义的源区范围偏东有关 ,使得东南部降水量明显减少

区域包括在源区气候要素统计范围内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源区平均降水量波动和趋势

变化信号。实际上 ,在过去的 50 年 ,作为沙尘主要源区的中国西北地区和蒙古国降水量

均呈较明显增加趋势[20 ] ,这和我国北方沙尘日数整体减少趋势是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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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几个主要的沙尘源区 (塔克拉玛干沙漠、吉尔班通古特沙漠、腾格里沙漠、毛乌素

沙漠和浑善达克沙漠)及其附近的沙尘发生日数与降水量之间存在负相关 (图 4a) ,部分

站点可通过 0. 05 显著水平的检验 ,说明降水量增加对本地沙尘天气的发生起到了较明显

的抑制作用 ,并进而导致其下游沙尘天气影响区与降水量之间呈现正相关。除东北和西

北小部分地区外 ,北方大部分地区沙尘天气年发生日数与平均相对湿度之间存在负相关

(图 4b) ,且这种相关在 0. 05 水平上显著。即各地沙尘发生日数随着本地相对湿度的增

大而减少。这说明北方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的增加对本地沙尘天气的发生起到了较明显

的抑制作用。北方大多数台站沙尘发生日数与本站平均风速和日平均风速 ≥5 m/ s 天数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图 4c ,d) ,说明风这一气候要素在沙尘天气发生过程中起主导作

用。另外 ,从图 4c 中还可以看到 ,在吐鲁番盆地及其附近存在小范围负相关区 ,这可能与

地形影响有关。除西北北部、新疆西部边缘、巴颜喀拉山附近以及东北西北部等小范围区

域外 ,北方大部分地区单站沙尘天气年发生日数与平均温度之间存在较显著的负相关 (图

4e) ,揭示了温度升高导致地面气压梯度降低 ,进而使风速减小 ,沙尘天气减少的因果关

系 。各站干燥度与沙尘日数在主要的几个沙尘源区呈正相关 (图4f) ,与降水基本相反 ,

图 4 　我国北方各站年沙尘天气发生日数与各气候要素的关系及相关检验结果

(a)降水量 , (b)平均相对湿度 , (c)平均风速 , (d)日平均风速 ≥5 m/ s 天数 , (e)平均温度 , (f)干燥度
(黑点标注的为显著水平达 0. 05 的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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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关系仅少数站点通过了0. 05显

著水平的检验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沙尘源区干燥度的降低对沙尘天气的发

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利用 1954～2001 年 NCEP/ NCAR

再分析资料分析冬季 1000 hPa 高度场

中区域 45°～55°N ,85°～100°E和区域

35°～45°N ,85°～100°E 之间的差值和春

季 1000 hPa 高度场中区域 45°～55°N ,

80°～90°E 和区域 35°～45°N ,80°～90°E

之间的平均位势高度差值 (图 5) 发现 ,

冬、春季分别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

初期波动上升 ,之后均呈波动下降的趋

势。这说明自 60 年代开始冬季和春

季气压梯度波动减小 ,这也验证了以上

图 5 　1954～2001 年冬、春两季 1000 hPa 区域

平均位势高度差值年际变化
(实线 :冬季 ,区域 45°～55°N ,85°～100°E 平均

与区域 35°～45°N ,85°～100°E 平均之差 ;

虚线 :春季 ,区域 45°～55°N ,80°～90°E 平均

与区域 35°～45°N ,80°～90°E 平均之差)

的推断 ,气压梯度减小可部分解释风速减小、沙尘天气减少的原因。

　　由 3. 1 节的分析发现 ,1997 年沙尘天气日数开始有所回升 ,对比沙尘日数和各气候

要素时间序列发现 (图略) ,平均风速和日平均风速 ≥5 m/ s 天数的时间演变与沙尘日数

变化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而多数年份沙尘日数的增加 (减少) 则滞后于干燥度的增加 (减

小) 1～2 年。沙尘日数 1997 年后的回升与对应的平均风速和风速 ≥5m/ s 天数 1997 年

之后的增加以及干燥度 1996 年之后的增加有着良好的对应关系。因此 ,平均风速和大风

日数的增加以及前期干燥程度的增加是 1997 年以后沙尘日数增加的重要原因。

3 . 4 　北方沙尘天气季节发生日数与气候要素的关系

分析北方各季节沙尘源区的平均温度、降水量、相对湿度、平均风速和日平均风速 ≥

5 m/ s天数与北方平均沙尘天气发生日数之间的相关关系 (表 1) 发现 ,各季平均沙尘天气

日数与源区平均气温之间呈 0. 05 水平上的显著负相关 ;与降水量的相关并不显著 ,但在

冬季出现了正相关 ,这可能缘于冬季气温的升高 ,部分固体降水消融 ,从而导致地面蒸发

增加、土壤松软 ,更易于起沙 ;与源区相对湿度的关系也呈负相关 ,这一关系冬季和春季并

不显著 ,而夏季和秋季在 0. 05 水平上是显著的 ;与源区平均风速之间存在正相关 ,相关系

数均在 0. 01 显著水平以上 ,并且与日平均风速 ≥5 m/ s 天数之间也存在较高的正相关 ,

且该相关也在 0. 01 水平上显著。

表 1 　北方各季平均沙尘天气日数与各气候要素相关关系

平均温度 降水量 平均相对湿度 平均风速 春季日平均风速≥5 m/ s 天数

冬季 - 0. 38 0. 14 - 0. 09 0. 88 -

春季 - 0. 48 - 0. 10 - 0. 04 0. 80 0. 78

夏季 - 0. 30 - 0. 15 - 0. 32 0. 81 -

秋季 - 0. 53 - 0. 10 - 0. 30 0.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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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沙尘暴的分析 (表 2) 发现 ,各季平均沙尘暴发生频数与源区平均风速之间也存在

正相关 ,相关系数均在 0. 01 显著水平以上 ;春季沙尘暴与日平均风速 ≥5 m/ s 有效起沙

风速天数之间也存在较高正相关 ,且该相关在 0. 01 水平上是显著的。各季沙尘暴发生日

数与源区平均气温均呈较显著的负相关。但是 ,与年沙尘暴日数相似 ,北方平均的各季沙

尘暴日数与源区平均降水量和相对湿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 ,相关系数甚至为正值。

表 2 　北方各季平均沙尘暴发生日数与各气候要素相关关系

平均温度 降水量 平均相对湿度 平均风速 春季日平均风速≥5 m/ s 天数

冬季 - 0. 38 0. 24 - 0. 03 0. 86 -

春季 - 0. 46 0. 07 0. 07 0. 66 0. 62

夏季 - 0. 30 - 0. 09 - 0. 23 0. 66 -

秋季 - 0. 34 - 0. 01 - 0. 19 0. 57 -

　　对各季节北方各站进行单站要素相关分析发现 (图略) ,相关分布与年时间尺度上分

析的结果非常相似 ,北方大部分地区沙尘天气日数与降水、相对湿度和气温呈负相关 ,与

平均风速呈正相关。

另外 ,春季是沙尘天气的多发季节 ,北方春季平均的沙尘天气日数约占全年总日数的

47 %。由表 1 可知 ,春季沙尘日数的多少与当季的降水、相对湿度和气温呈负相关 ,与平

均风速呈正相关。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略前期降水的累积效应。在几个主要沙源区 ,冬季

多为固体降水 ,春天融化 ,因此冬季降水的多寡对春季沙尘天气的发生也应有不可忽视的

作用。如图 6 所示 ,春季沙尘日数与冬春两季降水量总和的负相关关系比与春季的相关

更好 ,这一特征在西北地区尤为明显。这也验证了以上的分析 ,即冬季降水多寡对春季沙

尘日数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图 6 　我国北方各站春季沙尘日数与春季降水 (a)和冬春两季降水总量 (b)的相关关系
(黑点标注的为显著水平达 0. 05 的站点)

4 　结论与讨论

以上分析表明 :

(1) 1954～2001 年我国北方平均沙尘天气发生日数在年、季序列均呈波动下降的趋

势 ,沙尘暴所占比例有所降低 ,而浮尘和扬沙的比例有上升趋势 ;1997 年之后沙尘天气发

生日数的上升与平均风速的增加及前期干燥程度的增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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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沙尘源区的气候要素对北方沙尘发生日数有较明显的影响 ,其中风是影响较大

的因子 ,平均风速和大风频率增加 (减少)均有 (不)利于沙尘天气的形成 ;气温与沙尘日数

呈显著的反相关关系 ,即北方温度升高似乎通过大气环流间接地抑制了沙尘天气的发生 ;

降水增加对沙尘天气的发生也起一定抑制作用 ,尤其春季和前冬沙尘源区降水多寡对沙

尘天气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北方沙尘天气频数与沙尘源区的相对湿度或干燥指数也

存在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3) 通过 NCEP/ NCAR 再分析资料分析 1000 hPa 高度场发现 ,冬春气压梯度的减小

可能是导致风速减小 ,进而导致沙尘日数减少的因素之一。

与其他一些研究结果相似[21～22 ] ,本研究发现近 50 年来 ,我国北方的气候处于明显

变暖过程中 ,尤以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变暖最为明显 ,华北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旱化趋

势 ,而西北则出现明显变湿迹象[23 ] 。近半个世纪 ,包括我国北方在内的北半球中高纬度

地区明显变暖 ,且欧亚大陆高纬度比中低纬度增温明显 ,其结果将可能进一步改变中纬度

大气的温压结构和对流层中上层平均西风环流特征 ,减弱温带气旋锋生作用[24 ] ;另外 ,将

导致冬春季寒潮势力减弱 ,这和冬季地面西伯利亚高压平均强度减弱[25 ] 、我国北方地区

的气压梯度减弱 (图 5) 、春季温带气旋数量下降[15 ]以及我国北方冬春季节气压梯度的减

小对应。北方特别是沙尘源区平均风速和大风日数的长期下降就是上述温压场和环流变

化的直接反映 ,并进而导致北方沙尘天气生成所必需的起沙动力条件的弱化。气压梯度 ,尤

其冬春季节气压梯度的减小是导致风速减小 ,进而导致沙尘日数减小的关键间接因素。

同时 ,尽管过去 50 年我国华北大部分地区降水出现减少趋势 ,但这些旱化地区可能

并不是北方沙尘天气的主要物质源地。主要的沙尘源区当包括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和

青海西部以及蒙古国西南部等地区。这些地区地表水分条件的改善不仅增大了起沙难

度 ,而且也通过大气的温压场结构影响起沙的动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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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OF D UST WEATHER AND ITS CL IMATIC ATTRIBUTION

ANALYSIS IN NORTHERN PART OF CHINA

Zhang Li1) 2) 3) 　Ding Yihui2) 　Ren Guoyu2)

　1) ( Chinese Academy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81)

　2) ( N ational Clim ate Center , Beijing 100081)

　3) ( Graduate U 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face observations from 1954 to 2001 , the tendency of dust weather f re2
quency is presented by Mann2Kendall method , and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frequency to

wind ,relative humidity , air temperature and dryness index are analyzed. The Geopotential

height in 1000 hPa from NCEP/ NCAR reanalysis data is used to study the pressure gradient

change in winter and spring from 1954 to 2001.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rect natural causes of

dust weather f requency change in the recent 50 years include the decrease of daily mean wind

speed , the decrease of number of days with daily mean wind speed higher than 5. 0 m/ s , the

increase of precipitation in the same spring and last winter , and the improved condition of at2
mosphere and soil moisture in some potential dust resource areas. Results also show that de2
crease of pressure gradient in winter and spring influences dust weather f requency by affect2
ing wind speed indirectly.

Key words : Dust weather 　Wind speed 　Precipitation 　Temperature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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