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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使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 NCEP/ NCAR) 1948- 2003 年再分析格点资料, 研究了华北

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的时空分布特征、沿 37 5 N不同经度和沿 115 E 不同纬度大气中水汽含量的年变化、大气中水

汽含量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 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南部, 西部和北部水汽含量较

少; 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夏季最多, 冬季最少; 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80 年代

中期呈持续下降趋势。大气水汽含量高值期出现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中期。7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期,

大气水汽含量距平基本处于 0线以下 , 为低值期; 华北地区大气水汽含量的年际波动变化与厄尔尼诺 ( El Nino)

与南方涛动( ENSO)事件有很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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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国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华北地区处于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季风气候区, 人均占有水量在全国各大流域中最低。由于华北地区水

资源危机日趋严重, 加强对华北地区水资源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大气水分在气候系统中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大气中水汽含量与水资源问题密切相关。大气中水汽含量的多少, 是人工增水的重要基础, 对

其深入研究为有效利用大气水资源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与大气水汽输送、地面蒸发及降水

密切相关, 是大气水分平衡的重要分量, 对其正确估计, 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华北地区天气和气候变化过程和水

文循环过程。

20世纪 50年代末, 徐淑英[ 1] , 谢义炳等[ 2]就十分关注我国大气水分的研究。徐淑英研究了我国的水汽输

送和平衡, 谢义炳等讨论了黄河地区强降水过程的水汽输送。在我国高空探空资料出版后, 陆渝蓉, 高国栋

等[ 3~ 5]又对我国大气水分气候特征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翟盘茂等[ 6]选取我国 57个探空测站的资料, 计算分析

了近 20年来( 1970- 1990年)我国大气水分气候的特征及变化趋势。樊增全等[ 7]利用 1980- 1987年一日两次的

探空资料, 计算了华北地区上空的水汽输送特征。但过去的研究受到资料的限制, 资料年代较短, 资料序列存

在明显的不均一性。基于上述原因, 本文使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EP/ NCAR)最新

公布的1948- 2003年的月平均分析格点资料, 研究了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的特征及其变化趋势, 对进一步

认识华北地区水资源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资料和计算方法

使用美国NCEP/ NCAR( 1948- 2003年)再分析格点( 2 5 2 5 )资料,计算华北地区整层大气水汽含量。

大气中的水汽含量 Qa 可表示为

Qa =
1
g

pt

ps

q( p )dp

式中 g为重力加速度; ps 和 pt分别为地面气压、大气顶部气压。本文以地面到 300 hPa 的水汽含量代表整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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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水汽含量。

2 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的时间与空间分布

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的时空分布,主要受大气环流及下垫面因子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点。

图 1 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的年平均

地理分布(mm)

Fig 1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annual mean water vapor co-

tent in the whole atmospheric layer over North China

图 1给出了华北地区整层年平均大气水汽含量的地理分布

特征。从图 1中可看到华北地区年均水汽含量平均在16 66mm

左右,基本上从东南向西北减少。东南部水汽含量最多,年平均

值在24mm左右,西北部为最小区,在 10mm以下。

冬季 1月份(图 2( a) ) , 比较单一, 华北地区受西北气流

控制, 水汽主要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 大气中水汽含量基本

随纬度的升高而减少, 水汽含量在 3~ 8mm。

图 2 华北地区大气水汽含量分布(mm)

Fig 2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water vapor cotent in the whole atmospheric layer over North China ( mm)

春季 4月份(图2(b) ) , 是冬夏季风的过渡时期, 大陆反

气旋已有减弱, 副热带反气旋势力开始加强西伸, 西南气流

开始增强北进, 大气中水汽含量开始增多, 从南部的 20mm

到北部的 6mm。

夏季 7月份(图 2( c) ) , 亚洲大陆为暖性气旋所控制, 副

热带高压加强北移。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来自三支气流, 西

北、西南及东南气流。西南及东南气流水汽充沛, 大气中水

汽含量达 24~ 50mm, 其分布为从东南向西北减少。

秋季 10月份(图 2(d) ) , 是夏季风向冬季风过渡时期, 亚洲大陆反气旋势力加强, 太平洋反气旋东撤南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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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水汽含量开始减少, 其分布是自南部 22mm向北部 8mm 递减。

3 沿 37 5 N和 115 E不同经纬度大气中水汽含量的年变化

从图 3可了解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年变化的经向差异。月最小值在冬季, 约 5mm, 东部与西部相差

不大, 分布较均匀。春季月份各经度上水汽含量都有所增加, 约10mm。夏季各月份水汽含量最大, 西部约 25

mm, 中部及东部可达 40mm。

各经度上水汽含量的年较差是东部大于西部, 东部年较差为30mm, 西部为 20mm。

从图 4可了解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年变化的纬向差异。月最小值各个纬度上都在冬季, 南部为 8 mm

左右, 北部为 2~ 3mm。月最大值在夏季, 南部最大达 50mm, 北部为25mm。春秋季介于冬夏季之间。南部水

汽含量的年变化大于北部, 南部达 40mm, 而北部为 22mm左右。南北变化梯度以夏季最大达 25mm, 冬季最

小只有5 mm。

图 4 沿 115 E 不同纬度水汽含量的年变化 (mm)

Fig 4 Annual variations of water vapor content along 115 E

图 3 沿 37 5 N不同经度水汽含量的年变化 (mm)

Fig 3 Annual variations of water vapor content along 37 5 N

4 近 56年来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的变化趋势

取34 N~ 42 N, 110 E~ 120 E区域范围来讨论华北地区1948- 2003年近 56年来大气水汽含量的变化趋势。

图 5 1948- 2003 年华北全区平均逐年水汽含量距平及

11 年滑动平均

Fig 5 Anomaly of annual water vapor content and its 11-year

running mean over North China from 1948 to 2003

图 5为近56年来华北地区平均逐年水汽含量距平及

11年滑动平均曲线。从图 5中可清楚看到, 华北地区近

56年平均水汽含量变化非常明显。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

含量自20世纪 50年代末至 80年代中期呈持续下降趋势。

大气水汽含量高值期出现在 20世纪 40年代末至 70年代

中期。20世纪 70年代中期至 21世纪初期, 大气水汽含量

距平基本处于 0线以下, 为低值期。

图6为华北地区1948- 2003年近 66年来春、夏、秋、

冬各季节平均大气水汽含量距平及其 11年滑动平均的变

化曲线。冬季(图 6( a) ) , 华北地区近 56年来变化不大,其

中20世纪 50~ 60年代中期及 70~ 80年代中期为大气水汽

含量的低值期, 80年代初期大气水汽含量达最低。60年

代后期至 70年代中期及 80年代中期以后大气水汽含量为

相对高值期。春季(图6( b) ) , 大气水汽含量近 56年来呈明显下降趋势。20世纪60年代初期大气中水汽含量最

大, 80年代以后水汽含量在平均值以下为低值期。夏季(图 6( c) ) , 大气水汽含量在近 56年中变化较大。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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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40 年代末期至70 年代末期, 是水分含量的丰值期, 最大值在 60年代初期, 之后迅速下降。自 20世纪 80年

代初期至 21世纪初, 大气含水量低值期。秋季(图6( d) ) , 20世纪 40年代末期至 21世纪初大气水汽含量呈一

致下降趋势。20世纪 80年代末至 21世纪初是大气含水量相对较少的时期, 水汽含量低于平均值。

图 6 华北地区近56年来春、夏、秋、冬各季节平均大气水汽含量距平及其 11 年滑动平均

Fig 6 Anomaly of water vapor content and its 11-year running mean in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over

North China from 1948 to 2003

通过对华北地区近 56年来逐年水汽含量距平变化趋势分析发现, 华北地区大气水汽含量的年际波动变化

与厄尔尼诺(El Nino)与南方涛动( ENSO)事件有关。ENSO是年际气候变化的重要信号, 不仅给全球不少地方造

成严重气候异常和灾害, 同样对华北地区的气候也有明显的影响,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来联系的。在典型的 El Nino年的夏季,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弱或脊线位置偏南, 暖湿气流北上势力不强, 华

北地区空气干燥, 大气水汽含量较少; 反之, 拉尼娜( La Nina)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或脊线位置偏北, 利

于水汽向北输送, 从而使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增大
[ 8]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El Nino 事件发生非常频繁,

强度比过去明显增大。这期间不仅发生了1982/ 1983年及1997/ 1998年 2次 20世纪最强的El Nino 事件。而且在

1991- 1995年期间发生了 3次强度不等的 El Nino 事件, 由于在长达 5年的时间里, 赤道中太平洋持续偏暖,

因此有人也称它为一次长El Nino事件, 这样长的El Nino 事件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另外从 1976- 2000年的 25

年间, 包括强度最弱的 1995/ 1996年冷事件总共才发生了 4次, 而 El Nino 事件却发生了 8次[ 9]。华北地区大气

水汽含量受其影响, 从 20世纪 4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为丰水期, 水汽含量在平均值以上。70年代中期以后,

由于 El Nino 发生频率以及强度的增大, 大气水汽含量明显减少, 绝大部分时期低于平均水平。

5 结 论

(1) 华北地区年均水汽含量平均在 16 66mm 左右, 基本上从东南向西北减少。东南部水汽含量最多, 年

平均值在 24mm左右, 西北部为最小区, 在 10mm 以下。

( 2) 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冬季最少, 为 3~ 8 mm, 自南向北减少。夏季最多, 为 24~ 50mm, 自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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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北减少。

( 3) 华北地区水汽含量的年较差是东部大于西部, 东部年较差为 30mm, 西部为 20mm。南部水汽含量的

年变化大于北部, 南部达 40mm, 而北部为 22mm左右。

( 4) 华北地区大气中水汽含量自 20世纪 50 年代末至 80年代中期呈持续下降趋势。大气水汽含量高值期

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 70年代中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 21世纪初期, 大气水汽含量距平基本处于0线

以下, 为低值期。

( 5) 华北地区大气水汽含量的年际波动变化与 ENSO事件有很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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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vapor content in the atmosphere and its variation trend over North China

CAO L-i qing1, YU Jin-hua2, GE Zhao-xia1

(1 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24, China;

2 Nanjing Meteorology Institute, Nanj 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NCEP/NCAR global re-analysis grid data( 2 5 2 5 Lat /Lon) for 56 years ( 1948- 2003) , the wa-

ter vapor contents in the atmosphere are calculated over North China We analyze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water vapor

content in the whole atmospheric layer, annual variat ions of water vapor content along 37 5 N , annual variat ions of water va-

por content along 115 E and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s of water vapor content from 1948- 2003 over North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 1) the water vapor content in the atmosphere over Huabei areas mainly concentrates in the east and the south, but

there is very little in thewest and the north; ( 2) the water vapor content in the atmosphere over Huabei areas reaches the max-

imum in summer, and the minimum in winter; ( 3) the tendency of water vapor content in the atmosphere over Huabei areas is

continually decreasing from the end of fift ies to the middle of eight ies of the 20th contury From the end of forties to the middle

of sevent ies of the 20th contury, there exists higher water vapor content in the atmosphere; from the middle of seventies to the

beginning of 21th century, the anomaly of water vapor content in the atmosphere is basically below zero, namely, the period of

low value; and ( 4) there are obviously correlat ions between the inter-annual vacillat ion of water vapor content and the ENSO

events

Key words: North China; water vapor content ; variation trend; EN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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