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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利用１９５７—２０１０年冬季中国东北地区９０个站气温资料，应用 ＲＥＯＦ和聚类分析方法将东北地区划分为南、北两
个冬季气温变化子区，分析讨论其冬季气温变化趋势和冷暖异常特征，及其与主要环流指数之间的同期和滞后关系。使用向后

去除变量选择法，选取最优预测因子，并建立了全区和各子区的回归统计模型。结果表明：中国东北地区冬季增温较明显，平均

上升速率为０４５℃／１０ａ，北部略高；与同期欧亚纬向环流指数之间存在着较显著相关；前期８月东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
数、前期１０月亚洲区极涡面积指数和前期８月北半球极涡面积指数与中国东北地区冬季气温存在着显著相关，复相关系数为
０７０，并且是回归方程最关键预测因子。在对冷、暖冬预测时，可以将选定时段和区域副热带高压和极涡面积指数作为重要的
影响因素，且误报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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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东北地区位于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带，是全

球陆地气候增暖最明显的区域之一，冬季地面气温

升高速率明显高出中国平均值和全球平均值。王绍

武［１－２］指出，在近百年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中国

东北地区冬季升温趋势十分明显。任国玉等［３］研究

表明，中国现今增暖最明显的地区包括东北、华北、

西北和青藏高原北部，最显著变暖季节在冬季。李

春和方之芳［４］指出，东北地区气温最大升温超过了

０７℃／１０ａ。平均升高０５℃／１０ａ以上。
在冬季总体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影响东北地区

的寒潮频数也显著下降，暖冬年份明显增多［５］。但

是，最近几年，冬季极端严寒事件又时有发生［６］。影

响东北冬季平均和极端气温变化的因素很复杂，除

了台站附近观测环境变化引起的资料序列偏差和大

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可能影响外，气候系统内

部的年际到年代以上尺度变异性显然也是不可忽视

的。丁一汇等［７］指出，对气候系统内部的过程与机

理缺乏足够的认识，气候模式的可靠性还不高等。

研究冬季温度变化有助于理解气候增暖本质，对于

理解东北地区冬季气温的可预测性具有重要意义。

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孙凤华等［８］指出，气

候变暖增加了冬季气候变率，即增加气候异常事件

的发生概率和强度，不仅引发暖冬事件，如在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东北的冬季气温达到了偏冷标准，且没有得
到准确的预报，因此，如何找出其影响因子和强信号

来更好地预测也就显得更为重要。陈佩燕等［９］指

出，影响中国东部地区冬季温度异常的关键海区，前

期夏、秋季赤道印度洋、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异常与中

国东部地区冬季温度异常有较好的相关关系，对预

测中国东部地区冬季温度异常有一定的前兆意

义［１０］。杨素英等［１１］指出，在对流层中层，亚洲极涡

（特别是极涡面积）、贝加尔湖高压脊和东亚大槽是

影响中国东北冬季气温异常的关键同期因子。已有

研究一般集中在对海温［１２］、雪盖［１３］、海冰［１４－１５］、高

原热力异常［１６］、西伯利亚高压［１７］、北大西洋涛动

（ＮＡＯ）［１８］、北极涛动（ＡＯ）［１９］和极涡［２０－２１］等因子

的探讨。

本文利用近５３ａ东北地区９０站冬季气温资料，
在划分为南、北个冬季气温变化子区的基础上，分析

讨论东北地区冬季气温变化趋势和冷暖异常的时空

特征，进一步研究这种时空变化与主要环流指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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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同期和滞后关系，以及各环流因子对不同子区

的作用情况，寻找最关键的预测因子和强信号，并探

讨对东北冬季气温的可预报性。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所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气象资料室整编的中国

７５６个基本基准站地面月气温数据集资料。资料经
过均一化处理。为使资料序列长度尽可能一致，选

取 １９５７年及以前建站的站点，排除了１９５７年以后
建站的测站资料序列。观测资料序列长度为１９５７—
２０１０年。其中黑龙江省泰来站只缺少１９５７年１２月
记录，用附近３个站当月资料对该站该月缺测值进
行插补。全部入选台站数为９０个（图１）。这些台站

图１　中国东北９０个气象站的位置与分区界限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９０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ｉｎｅｏｆ
ｔｗｏ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空间分布基本均匀，可以满足东北地区冬季长期气

候变化分析的需要。

　　定义冬季为当年１２月和翌年１—２月。冬季年
份用１２月所在的年份表示，如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和１９５８
年 １—２月则记为 １９５７年冬季，因此分析时期为
１９５７—２００９年共５３个冬季。７４项环流指数来源于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系统诊断室。

１２　分析方法
采用旋转经验正交分解（ＲＥＯＦ）方法识别冬季

平均气温变异的空间差异性［２２］。ＥＯＦ分析方法是
在分析气象要素的时空分布时，将资料序列分解成

空间和时间两部分，且分解具有正交性。分解结果

得到多个荷载分布场及相应的时间变化系数，主要

空间模式反映气象要素的主要空间特征。ＲＥＯＦ则
是通过因子轴的转动，能够分解出要素场中不同地

理区域变化的特征。

为了准确合理地分区，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已分的

各区边界加以鉴定。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聚类分析方法用来

衡量两个数据集合是否在一条线上面。其计算公式：

ｒ＝
∑ｘｙ－∑

ｘ∑ｙ
Ｎ

（∑Ｘ２－
（∑Ｘ）２
Ｎ ）（∑Ｙ２－

（∑Ｙ）２
Ｎ槡

）

（１）

环流因子初选。用前一年１月至前一年１１月的
７４项环流指数，计算了持续时间分别为１个月、２个
月、３个月３０种月季组合，共得到备选环流指数因子
数２２２０（７４×３０）个。求其与东北各区冬季平均气温
距平序列之间的相关，选取超过０００１显著性水平
的相关因子。

向后去除变量选择方法。在回归分析中一种变

量的选择过程中，将所有变量输入到方程中，然后按

顺序移去。考虑将与因变量之间的部分相关性最小

的变量第一个移去（部分相关：对于因变量与某个自

变量，当已移去模型中的其他自变量对该自变量的

线性效应之后，因变量与该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当变量添加到方程时，它与 Ｒ方的更改有关。可称
为半部分相关）。如果它满足消除条件，则将其移

去。移去第一个变量之后，考虑下一个将方程的剩

余变量中具有最小的部分相关性的变量移去。直到

方程中没有满足消除条件的变量，过程结束。这与

逐步回归建立的回归方程不同［２４］。

网格面积加权法。在建立各区域平均时间序列

时，采用Ｊｏｎｅｓ等［２３］提出的计算区域平均气候时间

序列的方法。首先将东北整个区域按经纬度划分网

格，网格尺寸为２°×２°，共４０个网格。然后将每个
网格里所有站点数据进行算术平均，得到各网格平

均值。最后应用面积加权法计算所有网格点的平均

值，获得各区冬季平均温度时间序列。计算全部网

格面积加权平均值的公式：

Ｙｋ ＝
∑
ｍ

ｉ＝１
（ｃｏｓθｉ）×Ｙｉｋ

∑
ｍ

ｉ＝１
（ｃｏｓθｉ）

（２）

式（２）中，Ｙｋ为第 ｋ年全国平均值，ｉ＝１，２，…，ｍ，
（ｍ为网格数），Ｙｉｋ为第 ｉ个网格中第 ｋ年的平均值，
θｉ为第ｉ个网格中心的纬度。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线性拟合等统计分析方法。

其中多元回归方程采用Ｆ检验，Ｆ００１（３，４０）＝４３１。
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采用 ｔ检验［２２］。本文中 Ｎ＝
５３，则ｒ０００１＝０４４，ｒ００１＝０３５，ｒ００５＝０２７。
１３　区域划分结果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东北不同地区冬季气温

变化有一定的差异。对东北冬季气温距平场进行

ＲＥＯＦ分解计算，可以较好地揭示出差异性。由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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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前两个特征向量的方差贡献分别为４６％和
表１　中国东北冬季气温距平场 ＲＥＯＦ分解前３个特征

向量的方差贡献和累计方差贡献

Ｔａｂｌｅ１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ｈｒｅｅ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ＲＥＯ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ｆｏｒｗ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旋转后特征向量序号 １ ２ ３

旋转后方差贡献 ０４６２ ０３７０ ００３９
累计方差贡献 ０４６２ ０８３２ ０８７２

３７％，前３个特征向量的累计方差贡献达到８７％。
　　图２ａ至图２ｃ给出东北冬季气温距平 ＲＥＯＦ分
解的前３个特征向量载荷的空间分布。第１特征向
量均为正值，且由北向南逐渐增大，以辽宁省营口为

大值中心，为０９３。第２特征向量均为负值，但负值
绝对值由北向南减小，黑龙江省黑河、齐齐哈尔一带

为低值中心，为 －０８９。第３特征向量体现出东西
部地区的差异变化，高值中心出现在大兴安岭以西，

向东逐步减小。

　　前２个特征量中心特征值的绝对值均在 ０８以

图２　中国东北冬季气温距平ＲＥＯＦ的第１（ａ）、第２（ｂ）、第３（ｃ）特征量分布和聚类分析（ｄ）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ｓｅｃｏｎｄ（ｂ）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ｃ）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ＲＥ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ｆｏｒｗｉｎ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

上，构成以中国辽宁、黑龙江省为中心的２个主要的

局地变化区域。第３个特征量的中心出现在蒙古国

境内，中国境内只有两个站的特征值超过０６，其方

差贡献很小，不作为单独分区依据。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将东北地区划分出以辽宁

西南和黑龙江北部为中心的两个局地变化区域

（图２阴影区），第１特征向量０６的载荷线与第２特

征向量０６５的载荷线比较接近，为此使用聚类分析

方法，发现使用第１特征向量０６的载荷线分区更

接近聚类分析。最终确定如图１所示的东北南区和

北区２个子区。北区共有３５个站，南区有５５个站。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冬季气温主要特征及异常年的划分
采用网格面积加权法得到各区域时间序列，用５

点滑动平均和一元线性趋势分析全区以及各分区温

度变化趋势（图３）。从图３可以看出，１９５７—２００９
年东北冬季气温上升趋势非常明显，全区升温趋势

为 ０４５℃／１０ａ，北区为 ０４７℃／１０ａ，南区为
０４４℃／１０ａ；与文献［２５］中国１９５１—２００１年冬季
温度上升趋势，增温速率高为 ０３６℃／１０ａ比较吻
合。近５３ａ东北冬季平均气温上升了约 ２４３℃。
增温主要是自１９８０年代开始。１９８０年代以前，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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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小的范围内上下波动，而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图３　１９５７—２００９年全区（ａ）和北区（ｂ）及南区（ｃ）
气温距平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ｂ）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ｃ）ｆｒｏｍ１９５７ｔｏ２００９

开始，气温呈不断上升趋势。

　　从偏暖年份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的年份
也明显增多。８０年代以前，没有距平超过１个标准
差的暖年；而以后却出现了８个距平超过１个标准
差的偏暖年份，而且温暖程度也越来越大。记录中

最暖的２００６年温度距平值为２３倍标准差。最近
２０ａ为东北冬季最暖，其中２００６年冬季最暖。
　　图４给出了东北地区冬季气温的线性倾向率的

图４　中国东北冬季气温线性倾向率的等值线分布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ｎｅｒ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ｒａｔｉｏ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等值线分布。１９５７—２００９年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区增
长趋势最为显著，达到０８℃／１０ａ，而西部增长相对
较慢，东北地区气温平均升高了０４５℃／１０ａ（或）
以上。与王绍武［２］中国 １９５１—２００１年年平均气温
变化趋势，东北最大升温达到了 ０８／１０ａ和李春
等［４］指出东北地区气温最大升温超过了 ０７／１０ａ，

平均升高０５／１０ａ或以上，比较一致。
　　为减少区域平均时人为因素的影响，使用全区、
南、北子区ＥＯＦ第１特征向量对应的时间系数标准
化值为对应区域冬季平均气温距平序列，用来反映

冬季平均气温的冷暖异常变化。考虑到所用资料为

５３ａ，冷暖冬年的气候概率不宜过大，也不宜太小，以
冬季平均气温距平大于（小于）１０（－１０）倍标准
差作为确定冬季冷暖的标准。

　　表２表明，东北南、北两子区的冷、暖冬年有较
表２　中国东北各区异常冷暖冬年

Ｔａｂｌｅ２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ｌｄａｎｄｗａｒｍｗｉｎｔｅｒｙｅａｒｓ
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北区

冷冬年 暖冬年

南区

冷冬年 暖冬年

全区

冷冬年 暖冬年

１９６４ １９８８ １９６６ １９５８ １９６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６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６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６８ １９９１
１９６８ １９９４ １９６９ １９９１ １９６９ １９９４
１９６９ １９９５ １９７６ １９９４ １９７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７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７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８
１９７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８ １９８５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１９８５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６ － －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 －

大的不同。１９５７—２００９年两者共同的冷冬年只有
３ａ，暖冬年有７ａ，共同异常冷暖冬年份约占全部年
份的５０％。冷冬年集中发生在 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年
代，暖冬年集中发生在９０年代以后，且暖冬年发生
强度和频率有显著增加趋势，冷冬年发生强度和频

率则显著减小。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获得的东北地

区冬季气候明显变暖的结论完全一致［５］。

２２　冬季平均气温与环流指数的相关性
２２１　与同期和前期环流指数的关系

用东北各区冬季平均气温距平序列与同期经向

纬向环流指数进行相关，发现中国东北冬季气温和

欧亚纬向环流指数、亚洲纬向环流指数呈正相关。

其中与欧亚纬向环流指数相关最强，南区相关系数

最高为０６９，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０１（表３），因此，欧
表３　中国东北冬季气温与环流指数的相关关系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ｉｎｔｅｒ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项目 北区 南区 全区 显著性水平α
欧亚纬向环流指数

（ＩＺ，０°—１５０°Ｅ）
０５５５０６９１０６６８ ０００１

亚洲纬向环流指数

（ＩＺ，６０°—１５０°Ｅ）
０４３５０６４８０５９４ ００１

东亚槽位置（ＣＷ） ０３５４０３６７０３７７ ００１
东亚槽强度（ＣＱ） ０４６４０２８９０３６８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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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纬向环流的强弱是影响冬季中国东北地区气温高

低的重要因子，其中对南部影响最为显著。在异常

发展的纬向型环流控制下，东亚大槽偏浅，西风带波

动振幅不大且快速东移，高空西风气流强盛，中国东

北地区冬季气温异常偏高。

　　图５给出了欧亚纬向环流指数与中国东北９０

图５　欧亚纬向环流指数与中国东北９０站
冬季气温同期相关系数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ＥｕｒａＡｓｉａｎｚ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９０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站冬季平均气温的同期相关系数。同样可以看出，

大部分站点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南部地区相关系数

高达０７５，北部地区相关较低，但多数台站也通过了
α＜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东北地区冬季平
均气温与欧亚纬向环流指数有较高的正相关性。

　　用前一年 １月至前一年 １１月的 ７４项环流指
数，计算持续时间分别为１个月、２个月、３个月３０
种月季组合，共得到备选环流指数因子数２２２０（７４×
３０）个。求其与东北各区冬季平均气温距平序列之
间相关发现，东北冬季气温与前期１０个副热带高压
面积指数呈现较显著正相关关系（表 ４），与前期 ５
个极涡面积指数呈现较显著负相关关系（表５）。相关
性在不同区域存在较大差异以及较大的月季差别。

　　其中前期８月东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
前期７—８月北美大西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与中
国东北冬季气温相关最好，超过０５５（显著性水平 α
＜０００１）。前期夏季６—８月北半球副热带高压面
积指数、北美大西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北美副热

带高压面积指数和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相关

均较好，最大相关系数超过 ０５（显著性水平
α＜０００１）。总体来说，中国东北北区相关性好于南

表４　中国东北冬季气温与前期夏季副热带高压指数的相关关系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ｉｎｔｅｒ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ｈｉｇｈｉｎｄｅｘ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副热带高压指数
前期夏季６—８月

北区 南区 全区

前期７—８月

北区 南区 全区

前期８月

北区 南区 全区

显著性

水平α

北半球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５°Ｅ—３６０°） ０５０５０４８１０５１１ ０５３８０５０２０５３７ ０５５６０４７７０５２８ ０００１
北非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２０°Ｗ—６０°Ｅ） ０２１４０３１２０２８７ ０２４７０３２１０３０６ ０３０３０３１００３２０ ００５０
北非大西洋北美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１１０°Ｗ—６０°Ｅ） ０４４８０４６５０４７８ ０４７８０４８６０５０３ ０４９４０４３３０４７５ ００１０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１１０°Ｅ—１８０°） ０４５６０４１５０４４９ ０４６４０４０２０４４４ ０４２７０３４３０３９１ ００５０
东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１７５°Ｗ—１１５°Ｗ） ０４７２０４１６０４５６ ０５１４０４５８０４９９ ０５５３０４７６０５２６ ０００１
北美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１１０°Ｗ—６０°Ｗ） ０５４４０５０００５３９ ０５６００５２９０５６３ ０５３６０４４６０５００ ０００１
大西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５５°Ｗ—２５°Ｗ） ０４２８０４１００４３３ ０５１９０４５９０５０２ ０４２６０３２８０３７９ ００１０
南海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１００°Ｅ—１２０°Ｅ） ０３６２０４０１０４０３ ０４１３０４４４０４５１ ０３８５０４０１０４１２ ００１０
北美大西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１１０°Ｗ—２０°Ｗ） ０５４１０５０２０５３８ ０５８３０５４１０５８０ ０５６００４５６０５１５ ０００１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指数（１１０°Ｅ—１１５°Ｗ） ０４８３０４３２０４７１ ０５１２０４５１０４９４ ０５３５０４４８０５０１ ０００１

表５　中国东北冬季气温与前期极涡指数的相关关系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ｉｎｔｅｒ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ｏｌａｒｖｏｒｔｅｘｉｎｄｅｘ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极涡指数
前期８月

北区 南区 全区

前期１０月

北区 南区 全区

亚洲区极涡面积指数（１区，６０°Ｅ—１５０°Ｅ） －０４１３ －０３５８ －０３９５ －０５３３ －０４８５ －０５２５
太平洋区极涡面积指数（２区，１５０°Ｅ—１２０°Ｗ） －０４２８ －０３５０ －０３９６ －０３３７ －０３１０ －０３３４
北美区极涡面积指数（３区，１２０°Ｗ—３０°Ｗ） －０２９４ －０２０８ －０２５０ －００９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８
大西洋欧洲区极涡面积指数（４区，３０°Ｗ—６０°Ｅ） －０３０２ －０２９６ －０３１１ －０１２９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０
北半球极涡面积指数（５区，０°—３６０°） －０５３５ －０４５６ －０５０６ －０３７５ －０３１３ －０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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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７—８月好于夏季。８月东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
积指数相关性达到最高。

中国东北冬季气温与前期１０月亚洲区极涡面
积指数、前期８月北半球极涡面积指数相关最好，最
大相关系数绝对值均超过 ０５，显著性水平达到
α＜０００１，其中中国东北北区相关性又好于南区。
中国东北冬季气温与前期其他区域极涡面积指数相

关性一般不高，仅与前期８月太平洋区极涡面积指
数呈现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２２２　主要前期影响因子的选取与预测
根据以上冬季气温与前期副热带高压和极涡面

积指数的相关分析结果，选取超过０００１显著性水
平的相关因子，并用多元回归方法计算最优预测因

子，得到关键因子：前期８月东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
积指数（１７５°—１１５°Ｗ）Ｘ１，前期１０月亚洲区极涡面
积指数（１区，６０°Ｅ—１５０°Ｅ）Ｘ２，前期８月北半球极
涡面积指数（５区，０°—３６０°）Ｘ３，建立中国东北回归
预测方程。

全区：Ｙ＝０２４３Ｘ１－０３０１Ｘ２－０３２３Ｘ３　Ｒ＝０６７
Ｆ＝１３３３

北区：Ｙ＝０２６７Ｘ１－０２９０Ｘ２－０３４６Ｘ３　Ｒ＝０７０
Ｆ＝１５５２

南区：Ｙ＝０２４２Ｘ１－０２９２Ｘ２－０２２５Ｘ３　Ｒ＝０６１
Ｆ＝９６９

以上各式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１的 Ｆ检
验，Ｆ＞＞Ｆ００１（３，４０）＝４３１。复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６７、０７０、０６１。北区和全区冬季平均气温与所选
取的前期环流因子复相关系数较高。

图６给出关键因子多元回归值（图６中折线）与

图６　标准化多元回归预测值与中国东北北区（ａ）和
全区（ｂ）冬季气温标准化距平的比较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ｂｙ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ｂ）

冬季平均气温距平序列的关系。可见，两者对应关

系较好。

　　表６分别列出各个区域冷冬年、暖冬年及对应
表６　中国东北冷暖冬年及对应的预测值

Ｔａｂｌｅ６　Ｔｈｅｃｏｌｄａｎｄｗａｒｍｗｉｎｔｅｒ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北区

冷年 预测值 暖年 预测值

全区

冷年 预测值 暖年 预测值

１９６４ －１６２６８１９８８ ０５４４８ １９６７ －０４３３２１９８８ ０５２９２
１９６５ －１１２２４１９９０ １０３２８ １９６８ －１８５６４１９９１ １１２２５
１９６８ －１８５７８１９９４ １３９５０ １９６９ －１５４７４１９９４ １４０７８
１９６９ －１５１５３１９９５ ０６９０５ １９７６ －１９０２１１９９７ １５９０４
１９７６ －１８６８２１９９７ １５４５９ １９８０ －０５６７６１９９８ ２６３２２
１９７７＃ －０９３８３１９９８ ２６３５９ １９８５＃ －０８６９６２００１ １３９０６
２０００ －０１５７５２００１ １４３４７ ２０００ －０２３４４２００３ １３６５７
－ － ２００３ １３８４３ － － ２００６ １４１０２
－ － ２００６ １３９１１ － － － －
－ － ２００７ １５７５０ － － － －

　　注：为大于（小于）１０（－１０）；＃为接近１０（－１０）。

的模型预测值。根据大于（小于）１０（－１０）倍标
准差作为确定冬季冷暖的标准，１９５７—２００９年，北区
８０％的暖冬年和８０％冷冬年可以预测出，全区８７％
的暖冬年能够预测出来，而冷冬年仅有５０％能预测
出来。因此，本文所建立的统计预测模型对东北地

区冷、暖冬年具有一定预测能力，尤其是暖冬年，误

报率较低。

　　图７给出利用后１０ａ独立样本资料计算获得的

图７　冷暖冬年模型预报值与观测值相关系数空间分布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ｃｏｌｄａｎｄｗａｒｍｗｉｎｔｅｒｙｅａｒｓ

各站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布情

况。平均相关系数 ｒ＝０６１，大部分区域在 ０６０以
上，北区大部超过０７０。由于１０ａ独立样本试验容
量不大，有相当大的随机性。仅有的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９
年两个冷冬年均成功地预测出来，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６年
两个暖冬预测出一个。除了２００５年，距平超过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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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标准差的冷暖年份趋势均报对。说明其具有一定

的预测能力。

２３　冷暖冬年同期环流异常特征与成因
合成冷，暖冬年的同期５００ｈＰａ高度场和海平面

气压距平场（图略）。在暖冬年，欧亚大陆的中纬度

地区是大面积的正距平，欧亚大陆的高纬度地区为

负距平。这种北低南高的位势高度距平场的配置使

得欧亚纬向环流占优势，极涡在亚洲的活动范围减

小，强度减弱。西风带波动振幅不大且快速东移，高

空西风气流强盛，气流北侧靠近高纬度地面气压为

负距平。在气流南侧气压为正距平。距平场的上述

特征，抑制了冷暖气团的经向交换，加上高纬度空气

持续冷却，中纬度增温稳定维持，最终在高纬度出现

气温负距平，中纬度出现气温正距平，中国东北地区

出现暖冬年。冷冬年的位势高度距平场分布与暖冬

年基本呈现出相反分布，欧亚大陆的中纬度地区为

负距平控制，高纬度表现为正距平，使得冷冬年在中

高纬度地区盛行经向环流。在这样的环流形势背景

中，极地的冷空气在西风带的偏北气流引导下，源源

不断地向南入侵，造成中纬度的中国东北地区气温

异常偏低，出现冷冬年。

从表４—表５可以看出，极涡与东北气温呈显著
负相关，副热带高压与东北气温呈正相关关系，如果

８月和１０月极涡面积显著收缩，通常后期冬季中国
的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反之，若当年８月和１０月
的极涡面积显著扩展，那么冬季中国东北地区气温

有下降趋势；尤其是当前期亚洲区极涡面积扩大（缩

小），冬季气温显著下降（上升）。从夏季同期

５００ｈＰａ高度距平场可以看出，当极涡面积异常偏大
（偏小），反映副热带高压的５８８线主体也偏小（偏
大）、偏南（偏北），即北半球副热带高压面积偏小

（偏大）。

３　结论与讨论

（１）根据ＲＥＯＦ分析，东北地区气温分布可分为
两个区域：以辽宁渤海湾为中心的南部地区，以黑龙

江北部为中心的北部地区。

（２）各分区冬季气温变化的特征，表现为一致的
上升趋势，上升的幅度以北部地区为最大，其次是南

部地区，西部地区温度上升最缓慢。冷冬年发生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暖冬年发生在９０年代以后，南
北区冷暖差异较明显。

（３）用前一年１月至前一年１１月的７４项环流
指数，分别计算了持续时间为１个月、２个月、３个月
３０种月季组合，共 ２２２０个备选因子数。选取超过
０００１显著性水平的相关因子，建立 “最优”回归方

程，得到两个极涡面积指数和一个副热带高压面积

指数为中国东北冬季气温的最优预测因子；冷、暖冬

年预测可以将选定时段和区域的极涡和副热带高压

面积指数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且误报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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