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1-6791( 2000) 03-0284-07

北极海冰对黄河上游汛期

水量丰枯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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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北半球的冷源出发, 以半球尺度来考虑北极海冰对黄河上游水量丰枯的影响, 通过对北

极海冰与黄河上游汛期水量的统计分析揭示其相关关系, 并探讨北极海冰通过影响大气环流进而

影响黄河上游水量的物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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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 也是西北和华北的重要水源。黄河上游是黄河水资源的主要来源区,

因此上游水量的丰枯变化, 尤其是汛期水量的变化, 对黄河水资源的利用至关重要。本文对龙

羊峡水库的入库站 (唐乃亥) 1956～1990年逐月平均流量进行分析, 利用 1953～1984年北极海

冰面积逐月资料, 分析其与北半球对流层大气环流指数、500 hPa 高度以及高层 100 hPa高度场

的关系, 进而探讨北极海冰影响黄河上游水量丰枯的物理机制。

1　黄河上游唐乃亥以上来水量变化的统计特征

黄河上游唐乃亥以上区域年降水量多在500 mm 以上。统计表明, 唐乃亥站每年的主要来水

时段集中在 7～10月, 其水量占全年总水量的 61%, 多年平均值为129. 2亿 m
3 , 最大值为 1981

年的 209. 7亿 m 3, 最小值为 1956年的 68. 9亿 m3 , 两者相差达 3倍多。

从 1956年1月到 1990年 12月的 35年中, 年径流量最大值为1989年的325. 7亿 m
3
, 最小

值为 1956年的 131. 8亿m
3; 最大月流量为 1981年9月的3 550 m

3 / s, 最小月平均流量为 1957

年 2月的 112 m
3 / s, 平均流量最大月是最小月的 31. 7倍。

1. 1　旱涝年的划分

按汛期水量距平百分率各取正负距平百分率最大的 4年组成旱涝年组 (表 1) , 将1956年和

1981年分别作为典型的旱年和涝年, 分析其汛期前期海冰和环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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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旱涝年的划分

Table 1. Division of drought and f lood year

年　份
旱　　年 涝　　年

1956 1959 1970 1977 1967 1975 1981 1983

距平百分率 - 46. 7 - 36. 2 - 39. 8 - 46. 1 54. 6 60. 5 61. 1 54. 0

1. 2　水量的周期分析

将唐乃亥站 1956年 1月～1990年 12月共 420个月逐月平均流量作12个月滑动平均后,进

行功率谱分析。分析表明, 黄河上游水量有 8年的周期, 黄河上游汛期水量历史演变曲线分析

也表明汛期水量存在 8年周期, 尤以涝年高峰值周期特征明显, 1967、1975、1983年都是高值

点。

2　北极海冰与黄河上游水量

2. 1　北极海冰气候概况

北极海冰覆盖面积的变化基本上反映了其本身总体变化的特点, 它是影响北半球气候变化

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冰-气的相互作用涉及到冰表面反射率、冰对大气的热力学影响以及水汽通

量、云量等的变化。因此, 冰面积变化与气候变化的剧烈程度之间不可能有简单的关系, 冰的

季节性异常主要发生在区域性范围之内。

　　将北极海冰分成 8个区 (表 2)。由于各分区在高纬度区域内的海陆分布的差异和海洋对冰

界线的季节性影响, 各分区海冰面积季节性变化差异明显: Ⅰ区、Ⅲ区、Ⅳ区及Ⅵ区季节性变

化较其它 4个区剧烈; 除极冰面积主要位于陆地、极冰面积季节和年际变化都较稳定的Ⅱ、Ⅶ

及Ⅷ三个区外, 其它都有准一年的高频振荡周期; Ⅰ、Ⅲ及Ⅳ区还有 10年、8年和 6年的低频

振荡; 各分区冰面积都在2～3月达到最大值, 8～9月为最小值。海冰的形成切断了海洋向大气

的热量输送, 海冰融化需吸收大量潜热, 冰面积愈大, 愈有利于冰面上空的气温降低, 而气温

愈低, 又愈有利于海冰的维持。这种地-气系统中温度有正反馈作用的因子有利于气候异常的维

持, 这也是海冰面积在 1～4月和 8～9月呈相对稳定状态的原因。

表 2　北极海冰的分区

Table 2. Division of the sea ice in North Pole area

区序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地理名称 白令海 波弗特海 哈得逊湾 格陵兰海 挪威海 巴伦支海 喀拉海 鄂霍茨克海

经度范围
160°E
～150°W

150°W
～110°W

110°W
～65°W

65°W
～20°W

20°W
～25°E

25°E
～70°E

70°E
～115°E

115°E
～160°E

关键区

　　白令海与巴伦支海海冰的反相特征: 为了反映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冰和洋流对东亚大气环流

和黄河上游汛期水量的影响, 在太平洋区选用季节、年季变化都较显著的白令海区海冰面积

( SⅠ) , 而大西洋区选用总面积虽小, 但海洋面积百分比大、海冰面积的季节和年际变化较剧烈

的巴伦支海区海冰面积 ( SⅣ)。统计表明, SⅠ和 SⅥ在冬春季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其中2月份两

海区海冰面积反位相变化明显, 相关系数达- 0. 51, 通过信度为 0. 01的显著性检验; 在总面积

中, SⅠ和SⅥ的贡献较其余区大, 它们分别在不同的月份与总面积 ( S ) 有较显著的正相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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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用Ⅰ区代表太平洋区域, 用Ⅵ代表大西洋区域, 分别分析两大洋海冰对黄河上游水量的影响。

2. 2　旱涝年海冰分布特点

分析表明旱年与涝年海冰总面积有明显差异, 旱年均为正距平, 涝年为负距平。在分区面

积中, Ⅰ区和Ⅶ区春季海冰面积旱年与涝年的距平亦有明显差异, 旱年为正距平、涝年为负距

平, 与总面积变化一致。1956年和 1981年汛期水量分别为历史最小和最大值, 这两年的海冰面

积分别有旱涝年的特征。

3　大气环流与黄河上游汛期水量的统计关系

在长期天气演变中, 形成长期天气过程的实体是极涡和行星尺度的超长波, 其中海陆驻波

的作用在地球大气过程中更为重要, 行星尺度超长波的活动受到加热、地形和地球旋转作用的

支配。黄河上游地处高原东北部, 西风带系统到达高原北部时受到高原地形作用和副高的阻挡,

低槽减速发展成长波槽, 另外高原的热力影响使其东北部黄河上游地区的降水过程更复杂。表

3中列出了旱、涝年汛期环流特征。由表 3可以看到, 500 hPa 上的极涡和副热带高压在旱涝年

的主要特征为:

( 1) 旱、涝年夏季极涡强度指数有显著差别。从 6～9月旱年极涡持续偏强, 涝年持续偏弱。

北太平洋海冰面积增大对极地对流层大气的冷却作用明显, 北极地区气温降低, 南北水平温度

梯度加大, 极涡加强, 向极的经向输送加强。

( 2) 7～9月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面积旱年偏小, 涝年偏大。初夏, 因大陆增暖快, 冷高

压减弱, 对流层极涡减弱, 副高加强北抬, 西风带随着副高的北上而逐渐北移, 当盛夏副高脊

线到达 25°N 以北时, 副高最强, 面积最大。此时, 当低槽自西向东移动时, 受到强大而稳定的

副高阻挡, 在高原北部东移减速, 发展成长波槽, 其引导的冷空气与副高西侧的高原低涡相遇,

有利于高原东北部的降水发生。

表 3　旱、涝年极涡强度指数和副高面积指数距平

Table 3. Departure of the indices of polar vortex and subtropical anticyclone

月　份
6～9月极涡强度距平 7～9月副高面积距平

6 7 8 9 7 8 9

旱　年 0. 3 4. 2 3. 4 1. 0 - 1. 9 - 3. 9 - 3. 5

涝　年 - 1. 5 - 2. 0 - 3. 1 - 1. 6 1. 6 0. 9 7. 5

注: 极涡强度指数和副高面积指数均采用中央气象台的定义, 资料来自中央气象台。

4　北极海冰对夏季北半球大气环流的影响

北极海冰作为地球大气的冷源, 其热力作用必将影响到整个对流层的大气环流。冰盖的存

在在冬季和夏季都有效地隔开了海洋和大气的热交换,冰面使得从下到达表面的热量变得很小,

由于它在不断地向上辐射热量, 这种表面冷却的热耗损需从大气中补偿; 另一方面, 在夏季无

冰海洋会吸收到达其表面的太阳辐射的 90%。这样冬季冰面的存在抑制了海洋的热量损失, 夏

季抑制了海洋的热量收入。对于大气, 冬季冰面上对流层冷却更强烈, 夏季则增暖更剧烈, 极

地大气的强烈热损失必然影响到整个半球对流层的大气环流。因此海冰的存在和变化使下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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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力和动力特性发生了变化, 海冰使大气减少了热量收入, 必定有热量传送到极地, 这种热

量向极地的输送靠大气环流和海洋环流来完成。环流的净作用是把热量带向极地, 从而使低纬

度的温度降低, 使极地气温升高, 极冰热机在此起作用。

4. 1　对西太平洋副高的影响

Ⅰ区和Ⅵ区海冰面积在冬春季节反位相变化特征明显, 在海气相互作用中心, 大气吸收海

洋的热量较大。巴伦支海是北大西洋四个海气作用中心之一, 它位于大西洋的东北角, 北大西

洋海流到达欧洲时分成两支, 其中一支转向东北流经爱尔兰和苏格兰西部的岛屿向挪威海和巴

伦支海流去, 由于这种海流的存在, 每年约有 4亿 m
3
的海水从大西洋进入北冰洋, 使巴伦支海

一带海水冬季不冻结, 冰界线比其它海区更偏北。而洋流状况的异常使海冰面积差异明显。巴

伦支海的海冰面积由于受洋流影响而季节和年际变化都较明显。对于白令海, 北上的北太平洋

洋流和大气活动中心阿留申低压对它都有影响, Ⅰ区海洋面积占总面积的 75% , 其季节和年际

变化非常明显, 从而影响到大气环流。

将Ⅰ区和Ⅵ区 384个月逐月海冰面积距平与 500 hPa 西太平洋副高面积和副高强度指数距

平分别作时滞相关 (相关系数见表 4) , 取最大后延为 12个月。分析表明, 0～12个月副高落后

海冰都有明显的相关, 基本均通过信度为 0. 05的显著性检验, 且Ⅰ区全为负相关, Ⅵ区全为正

相关。

表 4　副高指数与Ⅰ区、Ⅵ区海冰面积时滞相关系数

Table 4. Time lag correlation coeff icient between the area index of subtropical

anticyclone and the area of sea ice in Ⅰ and Ⅵ

时滞月数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面积
指数

Ⅰ - 0. 15 - 0. 12 - 0. 15 - 0. 2 - 0. 19 - 0. 21 - 0. 23 - 0. 18 - 0. 24 - 0. 23 - 0. 21 - 0. 19 - 0. 23

Ⅵ 0. 18 0. 14 0. 17 0. 2 0. 22 0. 2 0. 2 0. 17 0. 19 0. 19 0. 23 0. 26 0. 3

强度
指数

Ⅰ - 0. 11 - 0. 10 - 0. 14 - 0. 16 - 0. 17 - 0. 15 - 0. 15 - 0. 14 - 0. 18 - 0. 15 - 0. 17 - 0. 16 - 0. 2

Ⅵ 0. 13 0. 09 0. 11 0. 16 0. 17 0. 19 0. 16 0. 11 0. 1 0. 12 0. 18 0. 21 0. 27

　　用海冰面积较大的冬春季来对 6、7月副高面积指数作对应相关 (相关系数见表 5) , 发现冬

春季白令海区海冰面积对副高面积的影响最为显著。春季, 北半球极区太阳辐射逐渐增大, 由

于冰面上温度的正反馈作用, 春季冰面积仍然持续偏大, 辐射的增加使海冰开始融化, 而融化

需要吸收潜热。因此开始融化冰的春季海冰对大气的降温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 极

冰热机的作用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使得它对大气的影响更深远。随着辐射接收的增多, 5月冰的

融化速度增大, 海冰冰盖北撤, 面积缩小, 极冰的冷源强度也逐渐减弱。从表 4中可以看出, 7

月副高强度指数与 1～4月Ⅵ区海冰面积和 3～5月Ⅰ区海冰面积存在显著相关, 冬春季Ⅰ区和

Ⅵ区的海冰面积为反位相变化, 而它们对副高的作用又相反, 这样白令海区海冰面积偏大

(小) 和巴伦支海区海冰面积偏小 (大) 对副高的作用是一致的。因此Ⅰ区海冰面积偏大和Ⅵ区

海冰面积偏小都使副高减弱, 反之, 副高加强。

由上可见, 冬春季海冰对夏季副高的作用显著, 白令海区为负相关, 巴伦支海为正相关, 它

们在春季 3、4月对副高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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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夏季 6、7月副高面积指数与冬春季Ⅰ区、Ⅵ区海冰面积相关系数

Table 5. Correlation coef ficient between the area index of subtropical anticyclone in June

and July and the area of sea ice in Ⅰ and Ⅵ in winter and spring

月　　份　　 1 2 3 4 5

6月副高面积指数
Ⅰ　区 - 0. 1 - 0. 38 - 0. 4 - 0. 35 - 0. 27

Ⅵ　区 0. 5 0. 61 0. 51 0. 37 0. 3

7月副高面积指数
Ⅰ　区 - 0. 23 - 0. 41 - 0. 433 - 0. 466 - 0. 375

Ⅵ　区 0. 427 0. 479 0. 508 0. 443 0. 32

4. 2　北大西洋海冰对欧亚环流的影响

冬季海冰与 2月、3月欧亚经向环流指数成负相关, 而冬、春 ( 1～4月) 海冰则对滞后5到

1个月的欧亚经向环流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即与初夏 5月、6月欧亚经向环流有高相关。用Ⅵ区

海冰面积与欧亚经向环流指数作交叉谱分析发现, 欧亚经向环流指数落后海冰约 3个月, 这可

能与海流的水温异常有关, 当大西洋海流偏冷时, 巴伦支海冰面积偏大, 东北欧向极温度梯度

加大, 经向输送加强, 环流的经向度随之加大, 使乌山出现阻塞形势, 当乌山阻高建立并稳定

时, 西风出现明显分支, 在南支西风上有小槽东移, 此槽在东移到青藏高原北部时, 由于受高

原地形和副高的影响发展成长波槽, 它所引导的冷空气与高原暖湿气流相遇, 有利于副高北侧

高原东北部地区的降水发生。

4. 3　北太平洋海冰对环流的影响

相关分析表明, 2、3月白令海海冰对夏季 6月 500 hPa极涡强度有明显影响, 其相关系数

分别为 0. 393和 0. 380。这说明, 白令海区海冰面积偏大时, 其冷却作用使极地上空的气温降低

幅度增大, 极涡加强。4月白令海区海冰面积与 7月极涡经度的相关系数为- 0. 403, 说明春季

太平洋海冰不但影响夏季极涡的强度还影响其经度位置, 海冰面积偏大, 极涡加强偏西。7月极

涡多年平均经度位置在145°W 左右, 白令海区海冰面积偏大, 使得极涡中心偏致白令海部分的

极区内, 极涡的加强偏西使太平洋副高减弱, 位置偏南。从旱涝年环流分析中得知旱年对应极

涡强度为正距平, 涝年为负距平, 因此我们认为白令海区海冰通过影响极涡强度和位置影响副

高的强度和位置, 从而对黄河上游汛期水量产生影响。

5月Ⅶ区海冰面积与 6月、8月极涡强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477、0. 365, 这与海冰对大气

的降温作用有关。相关统计表明, Ⅶ区 3、4月海冰与 6月高原高度相关系数分别为 0. 419和

0. 439, 5月海冰与 8、9月高原高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452、0. 428, 旱年高原从 4月到 9月

高度持续出现正距平, 而涝年为持续的负距平。喀拉海区海冰可能通过影响夏季高原位势高度

而对黄河上游汛期水量产生作用。由对海冰与汛期水量的对应相关分析中看出, 3月、5月喀拉

海区海冰面积与随后的汛期水量关系密切,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373、- 0. 417。从喀拉海海冰

对极涡和高原高度的影响分析中, 得到春季喀拉海海冰影响黄河上游水量的可能途径: 喀拉海

区是东亚冷空气源地之一, 它的影响路径比巴伦支海附近的冷空气偏东。因此当喀拉海区海冰

面积偏大时, 极涡偏强, 副高偏弱, 冷空气从东路南下影响我国东部地区, 而高原仍为高压控

制, 黄河上游晴热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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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极海冰影响黄河上游汛期水量丰枯的可能机制

图 1说明北极海冰影响黄河上游汛期水量丰枯的可能机制。

冬春巴伦支海海冰面积偏大时, 新地岛及其附近地区大气温度冷却加剧, 东北欧向极温度

梯度加大, 对流层中层在随后的初夏季节经向热量输送随之加强, 欧亚环流经向度加大, 乌山

附近上空对流层中层出现阻塞形势。乌山阻高的建立和稳定维持对整个下游形势的稳定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阻高前的偏北气流带动新地岛的冷空气南下, 使其东侧低槽加深, 并分裂成小

槽东移。盛夏, 100 hPa 南亚高压强且为东部型, 使得副高处于稳定的经向型, 当小槽东移到高

原北部时, 由于高原地形作用, 低槽气旋性涡度加强, 副高的影响使得低槽减速, 因此低槽东

移到高原附近减速发展成稳定的长波槽, 槽前维持偏南气流。由于地形的作用, 5～9月高原常

有低涡生成, 这种低涡在东移过程中受到副高的阻挡, 被迫沿槽下方的切变线向东北方向移动,

速度减慢, 低槽引导的冷空气在此与其相遇, 使高原东北部地区产生持续的强降水。

白令海附近区域是阿留申低压的所在地, 当冬季北上的太平洋海流异常偏冷时, 阿留申低

压加深, 海冰受其牵引作用面积增大, 海冰的增大又使得对流层大气受到异常的冷却作用, 极

涡加强且位置偏向白令海区, 副高减弱南撤, 强度减弱, 此种形势使雨带偏南, 黄河流域降水

偏少。

　
冬季巴纶支海海
冰面积偏大 (小) 　　

冬春季白令海海
冰面积偏小 (大) 　　　　　　　

春季喀拉海区海
冰面积偏小 (大)

　　　　 ↓　　　　　　　　　↓　　　　　　　　　　　　　　↓

　
初夏欧亚环流经
向度偏大 (小) 　　

初夏极涡偏弱
(强) 　　　　　　 夏季极涡偏弱 (强)

　　　　 ↓　　　　　　　　　↓　　　　　　　　　　　↓　　　　　　↓

　
夏季乌山阻高加强 (减弱) , 副高偏强

(弱) , 南亚高压偏强 (弱) , 位置偏东 (西) 　
盛夏南亚高压偏强

(弱) , 高原上空 100 hPa
高度偏高 (低)

　
盛夏高原上

500 hPa 高度偏低
(高)

　　　　　　　　　 ↓　　　　　　　　　　　　　　　↓　　　　　　　↓

　 冷空气活动位置偏西 (东) 　　　　 高原上对流层扰动有效位能偏大 (小)

　　　　　　　　　　　　　↓　　　　　　　　　　　　　　↓

黄河上游汛期水量偏丰 (枯)

图 1　北极海冰影响黄河上游汛期水量丰枯的可能机制

F ig . 1. Pr obable mechanism of influence o f the sea ice in nor th-pole ar ea on the runoff

in the upper Yellow River during flo od season

由于冬春季Ⅳ区与Ⅰ区海冰面积呈反位相变化, 且其对大气环流的作用相反, 因此冬春季

巴伦支海海冰面积偏大和白令海海冰面积偏小都使得副高偏强, 乌山阻高发展, 南亚高压偏强

为东部型, 对应黄河上游水量偏丰; 反之副高减弱, 乌山阻高崩溃或成- 低槽, 南亚高压偏弱

并为西部型, 对应黄河上游汛期水量偏枯。春季 3～5月当喀拉海区海冰面积偏大时, 海冰的冷

却和融化吸收潜热使大气降温加剧, 夏季极涡偏强, 对流层中层东亚环流形势向夏季过渡缓慢,

高原季风低压弱, 冷空气活动路径偏东影响华东, 南亚高压强度较弱, 高原 500 hPa位势高度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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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高原北侧的反气旋性涡度加强, 高原高压活动频繁。当这种大范围持续稳定的暖高压东移

到高原边缘时会产生暖而干的辐散下沉气流, 加上高原东部的下坡地形, 下沉气流加强, 使得

黄河上游维持干热少雨天气。当喀拉海区海冰面积偏小时, 500 hPa高原为负距平区, 在高度场

上反映为低值系统, 它对应低涡的活跃时段, 当高原局地增热到斜压不稳定时, 扰动开始发展,

同时扰动系统迅速向北输送热量, 减弱南北温度梯度, 高原东北部正好位于气旋位相的低值系

统正涡度平流区, 水平温度平流使感热向北输送, 产生扰动有效位能, 因此, 当高原上空 500 hPa

为负距平、100 hPa为正距平时, 扰动厚度增大, 扰动增强, 这种稳定而持续的扰动与高原东移

的低涡配合, 使得高原东北部的黄河上游区域降水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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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fluence of Sea Ice in North Pole Area on Runoff in

the Upper Yellow River during Flood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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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the sea ice in the north pole area on the runoff in

the upper Yellow River during f lood season w ith hem isphere scale f rom the point o f view on the

co ld source in north hemisphere. The correlat ion ship betw een the runof f in the upper Yellow

River during f lood season and the sea ice in the north pole area w as obtained through the

stat ist ical analysis . T hen the phy sical mechanism of influence of the sea ice in nor th po le area

on atmospheric cir culation and further on the runo ff vo lume in the upper Yellow River w ere

discussed.

Key words : sea ice; north pole; the upper Yel low River ; f lood season; high-f low ; low-f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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