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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利用逐日地面降雪观测资料，分析中国25ºN以北范围内降雪量、降雪日数、雪带分布和各强度降雪的气候

学特征，得到以下结论：① 雪季长度与年降雪日数在东部呈纬向分布，大兴安岭北部最长（>210 d），长江以南最

短（常年无雪或偶尔降雪）；在西部青海省南部和西藏自治区北部最长（>300 d），滇、川、藏交界处及新疆自治区

北部较长，南疆较短（<60 d）。年降雪量东南部最少，东北和西北北部较多（>30 mm），青海和西藏降雪量最多（>

60 mm）。平均降雪强度江淮一带最大。② 根据雪季降雪频次划分中国的雪带，东北大部、内蒙自治区东部、新

疆北部、青藏高原大部、秦岭等地区为常年多雪带；长江以南的滇南、四川盆地、江浙沿海等地区为永久无雪带；

其余地区为常年降雪带和偶尔降雪带。③ 不同区域各级降雪日数占总降雪日数的比例都是暴雪日数最少，大

雪日数其次，小雪日数最多；但中雪降雪量占总降雪量的比例在东北北部、华北、西北、新疆、东南、青藏高原东部

等区域仅高于小雪降雪量，而在黄-淮地区仅次于暴雪降雪量。④ 降雪年内分配在东北北部、西北、新疆、青藏

高原东部等地区都呈双峰型，最多雪时节在早冬和晚冬、早春，隆冬时节并不是降雪最多时间，黄-淮和东南地

区呈单峰型，东南地区峰值更陡。⑤ 总降雪日数和除暴雪外的各等级降雪日数与地理位置关系较明显，在中国

东部主要随着纬度升高增加，在中国西部随海拔高度增加而增加；随着纬度升高，东部和西部的总降雪强度都减

小，西部的小雪强度也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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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降雪的气候研究可以分为以下4个方面：①

降雪的常年气候学特征；② 降雪天气条件触发、

加强机制和不同尺度天气系统间的相互作用；③

降雪对于当地及其邻近地区甚至全球气候年际和

年代际变异的影响；④ 降雪长期变化趋势及其与

全球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在上述 4方面的研究

中，全球和区域降雪的气候学特征研究具有基础

性作用，可以为其他方面研究提供有关降雪和积

雪时空变异特征的基础信息。

国内外对降水气候学特征的研究很多，大多

都是对降水量的分析[1~6]，针对固态降水气候特征

的分析并不多[7~13]。迄今还缺少利用完整地面观测

资料，开展中国地区全国性降雪气候学特征系统

分析的工作。本文利用国家基准气候站和基本气

象站网更新的观测资料，对中国大陆有降雪地区

的降雪量、降雪日数、雪带分布、各类强度降雪量

和日数的气候学特征进行分析，试图认识中国地

区降雪的基本气候特征，为开展其他相关研究提

供基础科学信息。

11 资料和方法

资料来源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资

料室提供的中国740个测站的逐日降水量、降雪资

料，这些站绝大部分属于国家基准气候站和基本

气象站。在所用资料中，20世纪 50年代初站点较

少；其后站点数量增长迅速，到1960年站点数量已

经接近 650个；1961年至今，各年的站点数量变化

不大，基本上维持650~700个之间。

选择1971~2000年为气候基准期，这个时期内

资料连续无缺测的台站数量为 629个。研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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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 25ºN以北的中国大陆，这个地区在气候基

准期内一般至少发生过 1次降雪天气现象（图 1）。

研究区域拥有资料连续的国家级气象观测台站

564个，本文利用 564个台站 1971~2000年资料分

析中国降雪气候特征。除青藏高原中西部地区站

点较少外，台站的分布相对比较密集、均匀（图

1）。考虑到降水要素资料的时间序列对于台站位

置变动等影响没有气温和风速敏感，本文选取资

料连续无缺测台站，但没有对迁站等造成的资料

非均一性进行检验和订正。

利用REOF方法[14~16]，根据降雪日数资料对研

究区域的降雪变异性进行了分区。分区的临界相

关系数确定为0.4（资料序列长度为30 a，α=0.05），

即将REOF 载荷向量值>0.4的区域划为一个降雪

气候区。图 1中的 1区到 7区分别为东北北部区、

华北区、黄-淮区、西北区、新疆区、青藏高原东部

区和东南区。

图1 研究区站点分布及降雪气候分区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and

snowfall regionalization in study area

本文主要术语或指标定义见表1。首先，定义

从上年7月1日至当年6月30日为一个降雪年，例

如2000年降雪年为1999年7月1日到2000年6月

30日；雪季长度指按天气现象统计降雪年内第一天

和最后一天出现固态降水天气现象日期之间的天

数；降雪量为降雪年内日降雪≥1 mm纯雪（不计雨

夹雪）的雪量合计值，统计降雪量时剔除了有液态

降水出现的降雪日，因为出现固、液混合态降水时，

难以计算出当日的纯降雪量，同时考虑到雨、雪交

加的日子地面气温不很低，难以形成明显积雪，不会

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造成重要影响；降雪日数定

义为雪季内出现纯降雪天气现象的日数；降雪强度

定义为降雪量与降雪日数比值；最大降雪量（最大降

雪强度）是指雪季内日降雪量最大值。

各级别降雪量、日数和强度定义为：暴（大、

中、小）雪日数和雪量分别是雪季内日（24 h）降雪

量达到≥10 mm（5~10 mm、2.5~5 mm、<2.5 mm）的

降雪天数与降雪总量；暴（大、中、小）雪强度则是

指雪季内暴（大、中、小）雪量与暴（大、中、小）雪日

数的比值（表1）。

表表11 降雪指降雪指标定义标定义

Table 1 Definition of the snowfall indices used in the paper

术语和指标

降雪年

雪季长度

降雪量

降雪日数

降雪强度

最大降雪量（最大降

雪强度）

暴雪日数和雪量

暴雪强度

大雪日数和雪量

大雪强度

中雪日数和雪量

中雪强度

小雪日数和雪量

小雪强度

定义

从上年7月1日至当年6月30日

降雪年内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出现固态

降水天气现象日期之间的天数

降雪年内日降雪≥1 mm纯雪的雪量

合计

雪季内出现降雪的日数

降雪量与降雪日数比值

雪季内日降雪量最大值

雪季内日（24 h）降雪达到暴雪标准

（≥10 mm）的降雪天数与降雪总量

雪季内暴雪量与暴雪日数的比值

雪季内日（24 h）降雪量>5 mm且<10

mm的降雪天数和降雪总量

雪季内大雪降雪量与降雪日数的比值

雪季中日（24 h）降雪量>2.5 mm且<5

mm的降雪天数与降雪总量

雪季内中雪降雪量与降雪日数的比值

雪季中日（24 h）降雪量<2.5 mm的降

雪天数和降雪总量

雪季内小雪降雪量与降雪日数的比值

22 降雪特征

22..11 年雪季长度和年降雪量年雪季长度和年降雪量

平均年雪季长度在中国东部大致呈纬向分布，

大兴安岭雪季最长，超过 210 d，长江以南最短，为

常年无雪或偶尔降雪区域；雪季长度60 d等值线大

体与秦岭-淮河一致。西部以青海和西藏北部雪季

为最长，其中伍道梁站（93.01ºE，35.22ºN，4 612.2

m）达到 348.0 d，托托河站（92.4ºE，34.2ºN，4 533.1

m）为331.9 d，清水河站（97.1ºE，33.8ºN，4 415.4 m）

为 314.4 d，安多站（91.1ºE，32.4ºN，4 800.0 m）为

2



刘玉莲等: 中国降雪气候学特征

307.6 d，四季均可落雪；滇、川、藏交界处雪季长度

也较长；北疆雪季长度与东北北部接近，最长达

210 d以上，但南疆地区最短，一般不足60 d（图2a）。

平均年降雪量分布与雪季长度大致相似（图

2b），东北北部和东部、西北北部以及青藏高原东

北部年平均降雪量较多，可以超过30 mm，其中青

藏高原部分地区降雪量最大，最大超过 60 mm。

喜马拉雅山脉北麓的聂拉尔站（85.9ºE，28.2ºN，

3 810.0 m）年平均降雪量高达212.4 mm，青藏高原

上的嘉黎站（93.3ºE，30.7ºN，4 488.8 m）、清水河站

（97.1ºE，33.8ºN，4 415.4 m）年平均降雪量也都超

过100 mm。

雪季内降雪日数等值线分布（图2c）与雪季长

度也基本一致，东部地区从南到北逐渐增加，长江

以南地区最少，东北北部和东部则超过 50 d，内蒙

古的阿尔山站降雪日数多达 117 d；西部地区的新

疆北部、青海和西藏降雪日数较多，其中新疆吐尔

尕特站（75.4ºE，40.5ºN，3 504.4 m）达到136 d，青海

伍道梁站和清水河站均为127 d。

降雪强度等值线分布（图 2d）与雪季长度、降

雪量和降雪日数分布有明显不同，在黄淮、江淮一

带等年平均降雪量不多的地区，平均降雪强度却

比较大，甚至大于东北和西北北部，喜马拉雅山脉

北麓的聂拉尔平均降雪强度也比较大，但最大降

雪强度出现在江西省樟树（115.6ºE，28.0ºN，30.0

m），达到5.3 mm/d。

22..22 中国的雪带分布中国的雪带分布

随纬度和高度变化，每年降雪频数和降雪量

不同。根据雪季降雪频数，定义基准气候期(1971~

2000年)内任何年雪季 1次降雪都没发生的台站，

为永久无雪站；30 a内任何年雪季至少有1次降雪

的台站，为偶尔降雪站；30 a内每年雪季至少有 1

次降雪的台站，为常年降雪站；30 a内每年雪季至

少有5次降雪的台站，为常年多雪站。据此可以划

分出中国的降雪地带（图3）。

可见，东北、内蒙东部、新疆北部、青藏高原东

部和南部边缘、秦岭、山东半岛北部为常年多雪

带；南疆大部、青藏高原中西部、西北东部、华北大

部、秦岭-淮河地区为常年降雪带；塔里木盆地大

部、阿拉善地区、黄河下游一带、南方山地丘陵地区

为偶尔降雪带；滇中南、四川盆地、长江以南的小型

盆地和谷地、江浙闽沿海等地区为永久无雪带。

上述雪带的形成与纬度位置、高度、水汽输送

和海陆位置等均有联系。东北和北疆常年多雪带

图2 雪季长度（a）、降雪量（b）、雪季降雪日数（c）、降雪强度（d）

Fig.2 Average snow season length (a), annual mean snowfall (b), annual mean snowfall days (c), annual mean snowfall intensity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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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与高纬度位置有关，青藏高原东部的多雪地

带与高度和来自印度洋的水汽输送有关，山东半

岛北部的多雪地带同冬季盛行风的迎风岸位置有

联系；南方的永久无雪带取决于低纬度位置，而塔

里木盆地的永久无雪带则与内陆封闭地形造成的

水汽输送阻隔有联系。

22..33 各等级降雪的特征各等级降雪的特征

图 4a表示多年平均雪季暴雪量(mm)分布态

势。南疆、阿拉善、四川盆地、藏东南部分地区常

年无暴雪，安徽省和浙江省、梅里雪山和玉龙雪

山、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和长白山等地暴雪量

较大，暴雪量最多在喜马拉雅山脉北麓，其中聂拉

尔年暴雪降雪量高达137.0 mm。

图 4b 为多年平均的年暴雪日数 (d)分布情

况。平均年暴雪日数分布与暴雪量相近，但区域

差异更小。无暴雪区域范围与暴雪量最低值区十

分吻合，但高值分布中心范围比暴雪量分布狭

小。从多年平均暴雪强度分布（图 4c）看，低值区

域与无暴雪区域范围和暴雪量低值区域基本一

致，但高值区域分布更加不均质，出现许多小范围

闭合高值中心。暴雪强度最大中心发生在云南玉

溪、甘肃乌鞘岭和云南昆明等地。

图 5a和图 5b为多年平均年大雪降雪量和大

雪日数。多年平均年大雪降雪量和年大雪日数分

布基本相同，内蒙河套、四川盆地无大雪，东北北

部和东部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区、新疆北部阿

尔泰山南侧较多，青藏高原地区、喜马拉雅山北麓

最多。大值中心在西藏嘉黎和聂拉尔。多年平均

年大雪降雪强度分布（图5c），只在湖南省南部、江

西省南部、福建省和浙江省内陆有部分地区大雪

强度最强；内蒙河套地区，大雪强度较小，部分地

区多年无大雪，四川盆地、云南、黔东南、广西大雪

强度也较小。

多年平均年中雪降雪量分布与中雪日数相同

（图略），内蒙河套、四川盆地较少，中心地带没有

中雪，东北大、小兴安岭和北疆阿尔泰山南侧较

多，青藏高原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北麓最多，大值中

心在西藏嘉黎和青海清水河。多年平均年中雪降

雪强度分布，在北疆、内蒙西北部有零星较强区，

中雪强度较强区在四川省中部、湖南省中部、湖南

省与广西省邻近处、江西省北部、福建省北部；内

蒙河套、四川盆地、重庆、云南、黔南、广西中雪强

度很小。

图4 多年平均暴雪量（mm）(a) 、暴雪日数(d)(b)和

暴雪强度(c)

Fig.4 The average snowstorm snowfall (a), snowstorm

days (b), snowstorm intensity (c)

图3 中国降雪地带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snowfall bel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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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平均年小雪降雪量分布与小雪日数相同

（图略），东北大兴安岭和北疆阿尔泰山南侧较多，

青藏高原地区最多，大值中心在青海清水河和西

藏嘉黎。

22..44 各等级降雪日数各等级降雪日数（（降雪量降雪量））占总降雪日数占总降雪日数（（降降

雪量雪量））百分比百分比

虽然降雪日数最多中心在新疆和青海，但从

区域平均来看，总降雪日数在东北北部区最多，其

次是青藏高原东部区和新疆区，华北区、西北区和

黄-淮区较少，最少在东南区。不同区域各级降雪

日数占总降雪日数的比例都是暴雪最小，大雪其

次，小雪最大。图6为不同区域各级降雪日数（a）、

降雪量（b）占总降雪日数、降雪量百分比。

暴雪日数和大雪日数百分比以西北区为最

小，其次是东北北部区和新疆区；东南区为最大，

其次是黄-淮区。这是因为西北区、东北北部区和

新疆区水汽含量小，达到暴雪/大雪的雪日较少，而

东南区虽然总降雪日数少，但气温偏高，水汽含量

较大，暴雪/大雪日数相对比例较高。中雪日数百

分比以东北北部区为最小，其次是西北区和新疆

区；东南区最大。小雪日数百分比则以东南区为

最小，仅 65%，其次为黄-淮区、青藏高原东部区、

华北区、新疆区，西北区和东北北部区最大，达到

89%。西北区和东北北部区气温较低，水汽含量

少，虽降雪日数较多，但雪量一般较小，小雪日数

比例较高。

图5b 为不同区域各级降雪量占总降雪量百分

比。从区域平均来看，总降雪量是青藏高原东部

区最多，其次东北北部区和新疆区，华北区、黄-淮
区和西北区较少，最少在东南区。

相对于不同区域各级降雪日数比例都是暴雪

图5 多年平均大雪降雪量(a)、大雪日数(b)、

大雪降雪强度(c)

Fig.5 The average annual heavy snow snowfall (a),

heavy snow days (b), heavy snow intensity (c)

图6 不同区域各级降雪日数（a）、降雪量（b）占总降雪日数、降雪量百分比（1971~2000年）

Fig.6 The percentage of snowfall days (a) and snowfall(b) of the 4 classes to total snowfall days and snowfall in different regions (197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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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大雪其次、小雪最大的分配，各级降雪量的

分配又有不同。东北北部区、华北区、西北区、新

疆区、青藏高原东部区，与降雪日数比例排列相

同，暴雪量占总雪量比例最小，大雪其次，小雪最

大；黄-淮区，暴雪量比例最小，其次是中雪量而不

是大雪量，大雪量比例较中雪量大，较小雪量小，

小雪量比例最大；东南区，与东北北部区及华北区

等完全相反，小雪量比例最小，其次是中雪、大雪，

暴雪量比例最大。这是因为东北北部区、华北区、

西北区、新疆区、青藏高原东部区气温较低，水汽

相对较少，黄-淮区气温相对要高，水汽也略多，东

南区气温最高，水汽含量最大，降水日数最少，与

各区相比，小雪日数占总降雪日数比例最小

（65%），暴雪日数占总降雪日数比例各区最高

（7%），所以暴雪量占总雪量的比例最大，小雪量比

例反倒最小。

33 降雪年内变化

33..11 总降雪日数和降雪量总降雪日数和降雪量

各区平均降雪日数最多是东北北部区，其次

是青藏高原东部区和新疆区；降雪量最多是青藏

高原东部区，其次是东北北部区和新疆区。降雪

日数和降雪量曲线（图 7）黄-淮区和东南区为单

峰，东南区更陡；东北北部区、西北区、新疆区、青

藏高原东部区都是双峰，隆冬季节并不是降雪最

多时间；华北区冬季各月降雪较分散，1月上、下

旬、12月下旬、2月中旬都是降雪较多时段。

降雪的年内旬际变化规律可以精确反映年内

变化情况。东北北部区降雪日数最多在 12月上、

下旬和11月下旬，降雪量最多在10月下旬、3月中

旬和11月下旬；华北区降雪日数最多在1月上、旬

和12月下旬，降雪量最多在1月上、下旬和2月中、

下旬；黄-淮区降雪日数最多在 1月中旬到 2月上

旬，降雪量最多在1月中、下旬和2月中旬；西北区

降雪日数和降雪量分布一致，降雪量最多在3月的

3个旬；新疆区降雪日数最多在12月下旬到1月中

旬，降雪量最多在 12月上、下旬和 1月上旬；青藏

高原东部区降雪日数和降雪量一致，最多在3月中

旬到 4月上旬；东南区降雪量和降雪日数一致，最

多在1月中旬到2月上旬。

33..22 不同等级降雪日数不同等级降雪日数

图 8是不同区域各级降雪日数旬变化情况。

暴雪日数最多是青藏高原东部区，其次是东北北

部区和黄-淮区，最少是西北区，东南区暴雪日数

也很少，这主要是由水汽与气温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大雪、中雪和小雪日数各区分布相同，最多

是青藏高原东部，其次是东北北部和新疆，最少是

东南区。

暴雪、大雪和中雪日数的年内各月分布具有

相似特点，北方各区和青藏高原东部区呈现双峰

型，黄-淮区和东南区呈现单峰分布特点，东南区

单峰分布尤其尖陡，单峰型分布峰值一般出现在

隆冬或晚冬。

东北北部区暴雪日数最多的时间是 11 月上

旬、3月中旬和4月中旬；华北区暴雪日数最多发生

在 1月上旬，其次是 11月上旬、2月下旬和 10月下

旬；黄-淮暴雪日数最多在2月下旬、12月下旬和3

月上旬；西北区暴雪日数最多是在4月上旬、5月中

旬和3月下旬；新疆暴雪日数最多在11月中旬、11

月下旬和 10月下旬；青藏高原东部区暴雪日数最

多在4月上旬、3月中旬和4月中旬；东南区暴雪日

数最多在1月中旬、1月下旬和2月上旬。

东北北部区大雪日数最多的时间是3月中、下

旬和 10月下旬；华北区在 3月中、下旬和 12月上

旬；黄-淮区在1月上、下旬和12月下旬、2月中旬；

西北区多在3月下旬和4月上、中旬、10月下旬；新

疆区大雪日数最多在12月上旬、11月下旬和10月

下旬；青藏高原东部区大雪日数最多在 3月中、下

旬和4月中旬；东南区大雪日数最多在1月中旬、1

月下旬和2月上旬。

33..33 不同等级降雪量旬变化不同等级降雪量旬变化

图 9是统计不同区域各级降雪量旬变化。与

降雪日数基本一致，暴雪量最多是青藏高原东部

图7 不同区域降雪日数和降雪量旬变化（1971~2000年）

Fig.7 The ten-day changes of average snow days and snowfall

in different regions (197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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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其次是东北北部区和黄-淮区，最少是西北区；

大雪量、中雪量分布与降雪日数相同，最多是青藏

高原东部，其次是东北北部和新疆，最少是东南；

小雪量分布与日数不同，小雪量最多在东北北部

区，其次是青藏高原东部区和新疆，最少在东南。

东北北部区暴雪量最多的时间是10月下旬、3

月中旬和 11月上旬；华北区暴雪量最多是 1月上

旬，其次11月上旬和10月下旬；黄-淮区暴雪量最

多在 2月下旬、12月下旬和 3月上旬；西北区暴雪

量最多是5月中旬、4月上旬和5月上旬；新疆区暴

雪量最多在11月下旬、11月中旬和2月下旬；青藏

高原东部区暴雪日数最多在3月下旬、10月中旬和

3月中旬；东南区暴雪日数最多在1月中旬、1月下

旬、2月上旬。

东北北部区大雪量最多的时间是3月中旬、10

月下旬和 3 月下旬；华北区大雪量最多是 3 月中

旬、12月上旬和3月下旬；黄-淮区大雪量最多在1

月下旬、12月下旬和 2月中旬；西北区大雪量最多

是 3月下旬、4月中旬和 10月下旬；新疆区大雪量

最多在 12月上旬、11月下旬和 10月下旬；青藏高

原东部区大雪量最多在3月下旬、4月中旬、3月中

旬；东南区大雪量最多在 1月下旬、2月上旬、1月

中旬。

44 降雪日数、降雪强度与纬度、海拔

的关系

由于中国东、西部降雪特征存在差异，以104 ºE

为界，其东为中国东部，以西为中国西部，分别分

析各级降雪的地理效应。表 2给出了中国大陆地

区东、西部降雪日数（降雪量与降雪日数基本一

致，故本文没有单独分析降雪量与地理位置关系）

和降雪强度与纬度、海拔高度的相关系数。

随着纬度升高，中国东部的总降雪日数表现

为增加趋势，总降雪强度表现为减小趋势，而中国

西部的总降雪日数趋势不明显，总降雪强度表现

为减小趋势，大约每升高 10º，30 a（由于暴雪和大

雪的年平均降雪日数值较小，为方便计算，此处分

析各级降雪日数使用的都是 30 a合计值）中国东

图8 不同区域各级平均降雪日数旬变化（1971~2000年）

Fig.8 The ten-day changes of average snow days of categor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1971-2000)

图9 不同区域平均各级降雪量旬变化（1971~2000年）

Fig.9 The ten-day changes of average snowfall of categor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197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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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降雪日数增加386.3 d（R=0.749），降雪强度减小

0.97 mm/d（R=-0.611），中国西部降雪强度减小

0.58 mm/d（R=-0.495）；随着海拔高度增加，中国西

部的总降雪日数表现为增加趋势，大约海拔每升

高1 km，30 a总降雪日数增加210 d（R=0.475）。

在中国东部，随着纬度升高，大雪、中雪、小雪

日数都表现为增加趋势，大约每增加10º，30 a大雪

日数增加 7.49 d（R=0.358），中雪日数增加 26.87 d

（R=0.611），小雪日数增加350 d（R=0.754）。

在中国西部，随着纬度升高，小雪强度表现为

减小趋势，大约每增加10º，30 a小雪强度减小0.08

mm/d（R=-0.35）；随着海拔高度增加，除暴雪日数

外的各级降雪日数均表现为增加趋势，大约海拔

每升高1 km，30 a大雪、中雪和小雪日数分别增加

11 d（R=0.448）、24 d（R=0.472）和169 d（R=0.461）。

统计检验表明，地理位置对中国东、西部地区

的总降雪日数、大雪、中雪和小雪日数的影响是显

著的，对总降雪强度和小雪强度的影响也是显著

的，均超过0.05信度水平。

55 讨 论

影响雪季长度的因素主要是纬度位置和海拔

高度。东北大兴安岭地区雪季较长，是纬度与高

度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西部青藏高原中北部雪季

最长，主要是海拔高度影响造成的；盆地区域常常

形成闭合的低值中心，如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和四

川盆地，都是同纬度地带雪季最短的。本文分析

的雪季内降雪日数等值线分布与臧海佳[13]分析结

果略有差异，主要表现为东部相同数值的等值线

位置，他们的结果比本文分析结果略偏南，即降雪

日数普遍略微偏多。原因可能在于本文统计的降

雪日数不包括雨夹雪天气现象，故同一台站本文

统计的降雪日数略少。

年平均降雪量塔里木盆地、阿拉善地区、四川

盆地、云南西部和藏东南局部区域不足 1 mm，或

者与冬季极度干燥有关，或者与雪季极短、长年暖

热有关。不同区域总降雪量是青藏高原东部区最

多，其次东北北部区和新疆区，华北区、黄-淮区和

西北区较少，不同于降雪日数东北北部区最多，是

因为青藏高原东部区气温较东北北部区高，所以

雪日少于东北北部区，而青藏高原东部区水汽较

大，海拔较东北北部高，雪量大。

降雪强度不仅取决于气温，还和水汽输送及

水汽含量有关。黄淮、江淮一带虽然年降雪量不

多，但气温较高，水汽输送和水汽含量也较高，因

此降雪强度甚至比北疆和东北还要大。北疆和东

北地区年降雪量大，主要是因为气温低，雪季长，

降雪发生频次多，而降雪强度不一定很高。

之前的研究[13]指出，中国暴雪最多的地区是长

白山天池，其次是西藏聂拉尔和山西五台山。由

于资料长度及迁站问题，本文分析剔除了天池站

和五台山站，但前期研究结果聂拉尔是暴雪多发

区与本文分析相同。大雪降雪强度在湖南南部、

江西南部、福建和浙江内陆部分地区最强，主要是

因为这一带水汽较大；内蒙河套地区大雪强度较

小，是因为这一地区空气中含水量较小，四川盆

地、云南、黔东南、广西大雪强度也较小，主要是由

于气温原因。大雪主要集中在小兴安岭、长白山

脉、天山和阿尔泰山、祁连山、青藏高原东部和喜

马拉雅山脉，这与臧海佳[13]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小

雪降雪强度云贵高原北侧强度较强；而其旁边，四

川盆地中心几乎无雪，造成这种分布的主要原因

是地形影响。

66 结 论

1）中国雪季与降雪日数在东部呈纬向分布，

大兴安岭最长，长江以南最短；西部遵从海拔效

应，青海最长，云、川、藏交界处雪季长度较长，新

表表22 降雪日数降雪日数、、降雪强度与纬度降雪强度与纬度、、海拔的相关系数海拔的相关系数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snow days or snow intensity with latitude and altitude

东部

西部

纬度

海拔

纬度

海拔

降雪日数

总雪日

0.749*

0.188

0.094

0.475*

暴雪

0.014

0.104

-0.163

0.224

大雪

0.358*

0.086

-0.065

0.448*

中雪

0.611*

0.180

-0.013

0.472*

小雪

0.754*

0.187

0.114

0.461*

降雪强度

总强度

-0.611*

-0.332

-0.495*

0.172

暴雪

-0.196

-0.172

-0.112

0.004

大雪

-0.272

-0.239

-0.067

0.239

中雪

-0.242

-0.145

-0.195

-0.015

小雪

-0.197

-0.123

-0.35*

0.241

注：* 为通过0.05信度水平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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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北部雪季长度与东北北部接近；降雪量东南部

最少，东北和西北北部较多，青海和西藏降雪量最

多；降雪强度黄淮、江淮一带最大，东北和西北北

部相对较小。

2）根据雪季降雪频数划分中国的雪带，东

北、内蒙东部、新疆北部、青藏高原地区、秦岭北侧

为常年多雪带；南疆、藏西、青海大部、甘肃、内蒙

西部、宁夏、山西北部、京津、山东、河南北部、四川

大部为常年降雪带；新疆南部大部、西藏北部部分

地区、内蒙西部部分地区、山西南部、河北西部、江

苏、两湖大部、江西、安徽、四川大部、黔南、两广北

部是偶尔降雪带；滇南、四川盆地、江浙沿海等其

他地区为永久无雪带。

3）暴雪多发生在高海拔地区，最多在喜马拉

雅山脉北麓，暴雪强度云南玉溪、甘肃乌鞘岭和云

南昆明最大，内蒙河套、四川盆地、南疆最小；大雪

青藏高原地区、喜马拉雅山北麓最多，大、小兴安

岭和长白山区、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南侧较多，内蒙

河套、四川盆地极少，大雪降雪强度湖南南部、江

西南部、福建和浙江内陆部分地区最强，内蒙河套

地区、四川盆地、云南、黔东南、广西较小；中雪和

小雪大、小兴安岭和北疆阿尔泰山南侧较多，青藏

高原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北麓最多，中雪强度在北

疆、内蒙西北部、四川中部、湖南中部、湖南与广西

邻近处、江西北部、福建北部内陆较强，小雪强度

云贵高原北侧较强。

4）不同区域各级降雪日数占总降雪日数的

比例都是暴雪日数最少，大雪日数其次，小雪日数

最多。各级降雪量占总降雪量的比例，东北北部

区、华北区、西北区、新疆区、青藏高原东部区，暴

雪量占总雪量比例最小，大雪量其次，小雪量最

大；黄-淮区，暴雪量比例最小，其次是中雪量而不

是大雪量，大雪量比例较中雪量大，较小雪量小，

小雪量比例最大；东南区，小雪量比较最小，其次

中雪、大雪，暴雪量比例最大。

5）年内降雪分布东北北部区、西北区、新疆

区、青藏高原东部区呈双峰型，隆冬季节并不是降

雪最多时间，黄-淮区和东南区为单峰型，东南区

峰值更陡；大到暴雪不同区域的年内多发时间，东

北北部区是 11月上旬和 3月中、下旬，华北区 1月

上旬、11月上旬和3月中、下旬，黄-淮区2月下旬、

12月下旬和1月上、下旬，西北区3月下旬到4月中

旬，新疆区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10月下旬，青藏

高原东部区 3月中旬到 4月中旬，东南区是 1月中

旬到2月上旬。

6）总降雪日数和除暴雪外的各级降雪日数

与地理位置关系较明显，在中国东部主要随着纬

度升高增加，在中国西部随海拔高度增加而增加；

随着纬度升高，东部和西部的总降雪强度都减小，

西部的小雪强度也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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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snowfall, snow days, snow belt north of 25°N in China is analyzed using

the daily snow observation data. The following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in the analysis.1) Snow season

length and snow days have the feature of latitudinal distribution in the east, with the Da Hinggan Mountains re-

cording the longest (>210 d) snow season, and no snow or only occasional snow all year round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west, Qinghai Province has the longest (>300 d) snow season, followed by the junc-

tion areas of Yunnan, Sichuan and the Tibet. Snow season length in northern Xinjiang is close to the north of

Northeast China. The least snowfall occurs in the southeast, and Northeast and northern Northwest record the

higher snowfall more (>30 mm),and Qinghai and Tibet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highest snowfall(>60 mm).

Maximum snowfall intensity is in the Yangtze-Huaihe region. 2) Snow belts are divided based on snowfall fre-

quency: the Northeast and eastern Inner Mongolia, Northern Xinjiang,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Qin-

ling Mountains are snow-frequent belts. Southern Yunnan, Sichuan Basin, coastal areas of Jiangsu and Zheji-

ang and other areas are permanent snow-free belts.The other areas are snow-ordinary belts and snow-occasion-

al belts. 3) The percentage of snowstorm days to total snow days is generally low in all of the regions. The

highest percentage is seen for light snow days to total snow days. In view of the ratio of snowfall of all catego-

ries to total snowfall, the proportion of snowstorm witnesses the lowest value, followed by heavy snow, and

light snow has the highest value in the north of Northeast, North, Northwest, Xinjiang and eastern Tibet Pla-

teau. However, Southeast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lowest value of the ratios for light snow, and the highest

value for snowstorm. 4) The double-peak distribution of snowfall within the year is seen in northern Northeast,

Northwest, Xinjiang and eastern Tibet Plateau, and the Yellow-Huai River basins and Southeast have a sin-

gle-peak distribution of snowfall. 5) The total snow days, heavy snow days, medium snow days and light snow

days generally increase with increasing latitude in the East of China, meanwhile with increasing altitude in the

West; with increasing latitude, the total snowfall intensity has a decreasing trend in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also the small snow intensity in the West.

Key wordsKey words: snowfall; snow days; snowfall intensity; snowstorm; snow belts; climatology;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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