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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气候倾向率方法, 对藏北高原 1971- 2006 年6 个气象站年、季小型蒸发皿蒸发量及其影响气候因子的变

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近 36 年藏北高原年蒸发皿蒸发量各站点均呈现显著的减少趋势, 平均减少

6117mm/ 10a(通过 99%显著性检验) , 以夏季减幅最明显。就地域分布而言, 蒸发皿蒸发量的下降主要表现在藏北高

原的中西部。蒸发量减少幅度随经度的增加减小, 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加大。影响蒸发皿蒸发量的主要气候因子日

照时数、平均风速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平均相对湿度、降水量表现为显著增加, 平均气温显著升高, 平均最低气温

的升温速率( 0154e / 10a)明显比平均最高气温的升温速率( 0117e / 10a)大, 导致气温日较差的减小( - 0137 e / 10a)。

藏北高原平均气温日较差和日照时数的显著减小, 以及平均相对湿度的明显增加可能是蒸发皿蒸发量显著下降的

主要原因, 降水量的增加和平均风速的明显减小在蒸发量减少趋势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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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作为潜热通量是决定天气与气候的重要因子, 在水循环中最直接地受到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全球性陆面蒸发对大气环流和降水均有重要意义。因此, 进行蒸发量变化的研究, 对深入了解气候变化规律及

探讨气候变化的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时, 通常认为空气将变得干燥, 陆面水体蒸发量增大, 全球水循环加速。目前已经观

测到北半球近 50年来区域平均气温以 0115 e / 10a 的速率增温[ 1] , 但通过对近四五十年蒸发皿蒸发量变化的分

析, 人们认为全球许多地区的蒸发皿蒸发量存在显著的下降趋势[2~ 5]。同样,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蒸发皿蒸发

量也都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6~ 11] , 如曾燕等认为 1960- 2000年中国蒸发皿蒸发量呈明显下降趋势, 主要表

现在春季、夏季和冬季, 太阳总辐射下降可能是近年来蒸发皿蒸发量下降的主要原因[6]。刘波等也认为近 45

年中国北方蒸发皿蒸发的下降趋势明显, 并且在空间上从东北向西北的下降趋势逐渐增大, 气温日较差和风速

都是影响蒸发皿蒸发的最重要的因子, 这可能是导致蒸发皿蒸发下降的原因[ 7]。郭军等利用黄淮海流域 117个

气象台站的小型蒸发皿观测资料, 分析得出近 50 年黄淮海流域蒸发量减少十分显著, 春季和夏季最明显, 造

成蒸发量减少的直接气候原因可能是日照时数及太阳辐射的减少, 平均风速和气温日较差的降低可能也起着重

要的作用[ 8]。

那曲地区处于青藏高原腹地, 有密集的高原湖泊和保存最完好的高寒生态系统, 平均海拔 4 500m以上。

整个地形呈西高东低倾斜, 中西部地形辽阔平坦, 多丘陵盆地, 东部多高山峡谷。当前全球变暖日益显著, 导

致近 30年来西藏那曲地区东南部气候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出现了湖泊水位面积扩大现象, 其主要原因与该地

区近年来气温升高、降水量增加和蒸发皿蒸发量的减少、冻土退化等暖湿化的气候变化有很大关系[12, 13]。本

文运用气候倾向率方法, 对整个藏北高原(西藏那曲地区)近 36年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再分析,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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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造成蒸发量变化的气候因子进行了讨论, 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藏北地区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对该区域的

水资源管理和旱涝灾害成因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1  资料和分析方法

20 cm小型蒸发皿是气象部门常用的观测仪器, 该仪器观测的蒸发量, 在湿润小风气候条件下与实际蒸发

量比较接近; 在干旱气候或旱季, 由于蒸发皿中水体小, 日晒和风吹会使蒸发量观测值显著偏大。虽然蒸发皿

蒸发量不能确切代表真实水体的蒸发, 更不能代表地表的土壤水分的蒸发(蒸腾) , 但对于了解蒸发量的变化规

律和趋势还是有价值的, 对于深入了解区域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 1 藏北高原气象站点分布

 Fig11 Distribution of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over northern Tibet

藏北高原气象观测站点较少(图 1) , 本文选取流域内

6个气象站1971- 2006年逐月的 20 cm小型蒸发皿蒸发量、

日照时数、10 m平均风速、相对湿度、降水量、平均气

温、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等资料, 按 12~ 2月为

冬季, 3~ 5月为春季, 6~ 8月为夏季, 9~ 11月为秋季生

成逐季气象要素序列, 并通过算术平均法建立藏北高原的

年、季气象要素序列。多年平均值采用 1971- 2000年的

标准气候平均值。有关观测仪器和资料统计、处理方法见

文献[ 13]。

气象要素的气候变化趋势采用气候倾向率方法, 即

Y= a 0+ a 1 t (1)

式中  Y为气象要素的拟合值; t 为时间; a 0 为常数项;

a 1 为线性趋势项, 把 a 1 @10年称为气象要素每 10年的变化趋势。

2  藏北高原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趋势

近36年藏北高原年和各季节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趋势列于表 1。就整个藏北高原平均而言, 不论是年蒸

发量还是季蒸发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减少趋势, 年蒸发量平均每 10年减少 6117mm(图 2, 通过 99%显著性检

验) , 各季节蒸发量以- 1012~ - 2018 mm/ 10a的变化速率减少, 其中夏季减幅最大(通过 99%显著性检验) , 其

次是春季, 为- 1716 mm/ 10a, 冬季减幅最小。
表 1 近 36 年藏北高原蒸发皿蒸发量及影响因子的气候倾向率

Table 1 Climatic linear tr end of pan evaporation and its impact factors over nor thern Tibet in 1971- 2006

时间
蒸发皿蒸发量

/mm# ( 10a) - 1
日照时数

/ h# ( 10a) - 1
平均风速

/m# s- 1# ( 10a) - 1
相对湿度

/ %# ( 10a) - 1
平均气温

/ e #( 10a) - 1
平均最高气温

/ e # ( 10a) - 1
平均最低气温

/ e # ( 10a) - 1
平均日较差

/ e # ( 10a)- 1
降水量

/mm# ( 10a) - 1

春季 - 1716 - 1117 v - 014 n 313 n 0126 w 0113 0148 n - 0135 n 519 v

夏季 - 2018w - 2810 n - 013 n 113 w 0131 n 0119v 0151 n - 0131 w 1010
秋季 - 1311w - 1015 v - 014 n 211 n 0131 w 0112 0149 n - 0137 w 516

冬季 - 1012 010 - 015 n 419 n 0140 w 0124 0166 n - 0143 n 117 n

年 - 6117n - 5012 n - 014 n 219 n 0134 n 0117v 0154 n - 0137 n 2312 w

 注: v , w , n 分别表示通过 90% , 95%和 99%显著性检验。

就变化趋势的空间特征而言,年蒸发皿蒸发量藏北高原各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减少趋势,平均每 10年减少

2310~ 11110mm(6个站通过90%以上的显著性检验) , 以中西部减幅最明显, 在- 8010mm/ 10a以上。春季蒸发

量, 除班戈以 319mm/ 10a的速率呈不显著的增加外, 其他各站呈现为减少趋势, 减幅为 816~ 3615mm/ 10a, 其

中西部的申扎减幅最大(通过 99%的显著性检验)。在夏季, 各站蒸发量表现为一致的减少趋势, 平均每 10年

减少 917~ 3813mm(除索县外均通过 90%以上的显著性检验) , 以申扎减幅最大。在秋季, 蒸发量除索县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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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线为历年值,点线为多年平均值,斜线为趋势值)

图 2 藏北高原年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

Fig12 Variation of annual pan evaporation over northern Tibet

外, 其余各站呈减少趋势, 减幅为 817~ 2112 mm/ 10a, 减

幅以那曲最大、嘉黎最小。冬季蒸发量表现为上升趋势的

有 2 个站(班戈、嘉黎) , 增幅分别为 211 mm/ 10a 和 415

mm/10a, 其他各地以- 616~ - 2118 mm/ 10a 的速度减少,

其中那曲减幅最明显(通过 99%的显著性检验)。

此外, 分析发现藏北高原年、季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

趋势与纬度关系不大, 与经度和海拔高度相关程度较高。

随经度的增加, 蒸发皿蒸发量的减少幅度在变小, 以夏季

最为明显(图 3( a) ) ; 随海拔高度的升高, 蒸发皿蒸发量的

减幅在增大, 特别是秋季(图 3( b) )。

图 3 藏北高原蒸发皿蒸发量变化趋势与经度和海拔高度的散点图

Fig1 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near trend of pan evaporation and longitude, altitude over northern Tibet

3  影响蒸发皿蒸发量的气候因子变化

蒸发量是一个敏感性很强的气候要素,其蒸发过程受三方面的条件控制:一是蒸发的供水条件,主要由下垫

面的性质决定;二是能量供给条件,主要源于太阳净辐射;三是水汽输送条件,取决于气温、湿度和风速的大小。

311  近 36年气候因子的变化趋势

根据影响蒸发皿蒸发量气候因子变化趋势的分析, 就藏北高原平均而言, 近36年年日照时数在以- 5012 h/ 10a

的速率减少(通过99%显著性检验) ; 除冬季外,各季节日照时数呈明显的减少趋势, 平均每 10年减少 1015~ 2810

h, 其中夏季减幅最突出(通过99%显著性检验)。年平均风速以每10年 014m/ s的速率减小, 通过了99%显著性检

验; 四季平均风速每 10年的变化趋势为- 0140m/ s左右(均通过99%显著性检验)。流域平均的各季节相对湿度均

呈现为增加趋势(均通过 95%的显著性检验) , 平均每 10年增加 113% ~ 419%, 以冬季增幅最大, 春季次之, 为每

10年 313%; 年相对湿度以每 10年 219%的速率显著增加(通过 95%显著性检验, 图4)。年降水量呈显著的增加趋

势, 增幅达2312mm/ 10a; 各季节降水量均表现为增加趋势, 以夏季增幅最大, 为 1010mm/ 10a(但未通过 90%显著

性检验)。

近36年藏北高原年平均气温表现为极显著的升高趋势, 增幅为 0134 e / 10a(通过 99%显著性检验) ; 四季

平均气温以0126~ 0140 e / 10a 的速率升高, 冬季的升幅最大。各季节平均最低气温均呈现为显著的上升趋势,

升幅为0148~ 0166 e / 10a; 年平均最低气温以 0154 e / 10a的速率明显升高。各季节平均最高气温呈升温趋势,

其中冬季升幅达 0124 e / 10a; 年平均最高气温也同样以 0117 e / 10a 的速率升高。年平均气温日较差以

- 0137 e / 10a的速率明显减小(图 5, 通过 99%的显著性检验) , 季平均气温日较差亦呈现减小趋势, 冬季减幅最

大, 为- 0143 e / 10a, 秋季次之, 为- 0137 e /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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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线为历年值,点线为多年平均值,斜线为趋势值)

图 5 藏北高原年平均气温日较差的变化

Fig15 Variation of annual daily temperature rang over northern Tibet

(折线为历年值,点线为多年平均值,斜线为趋势值)

图 4  藏北高原年相对湿度的变化

Fig14 Variation of annual relative humidity over northern Tibet

就区域各站气候因子变化趋势的时空分布来看(图表略) , 绝大部分站点年日照时数以- 13115~ - 2317 h/ 10a

的速率显著减少, 以那曲减幅最大; 夏季日照时数各站均在减少, 冬季除那曲、班戈为减少趋势外, 其它各站呈

增加趋势。各站年、季平均风速均呈现为显著的减小趋势, 减幅为每 10年012~ 110m/ s, 主要表现在冬春季。年

相对湿度以每10年 016%~ 417%的速率呈增加趋势, 以索县增幅最大, 嘉黎最小; 冬春季增湿明显, 夏季较小。

年降水量各站都表现为增加趋势, 增幅在 1119~ 4013mm/ 10a 之间, 以嘉黎增幅最明显, 班戈最小; 降水增加主

要发生在夏季, 春季次之。藏北高原各站点年平均气温呈升高趋势, 升幅为 0123~ 0147 e / 10a, 其中那曲升温幅

度最大; 季平均气温以冬季升幅最大, 在 0133~ 0169e / 10a 之间。各站年平均最低气温的升幅为 0124~ 0182

e / 10a, 升温主要表现在冬季, 最大值可达 1111e / 10a(那曲) ; 而年平均最高气温升幅为0106~ 0123 e / 10a, 明显

小于最低气温的升温幅度, 且升幅区域中东部较大, 西部较小。同样, 各站冬季平均最高气温升幅最大。区域内

各站年、季气温日较差均表现为显著的减小趋势, 以冬季减幅最明显。

总之, 区域内各站的气象要素变化趋势是气温、降水和空气湿度呈上升趋势, 日温差呈下降趋势, 日照时

数、风速呈下降趋势, 这些气象因素的综合效果最终造成了近 36年藏北高原蒸发量所表现的时空变化特征。

312  地表湿润指数增加的成因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 由于风速和日照均为影响蒸发的重要因子, 它们的明显减少在很大程度上从气候因子角度

解释藏北高原蒸发皿蒸发量减少趋势的原因; 相对湿度和降水量呈增加趋势, 说明它们对蒸发量减少也起了作

用。显然, 气温变化不是蒸发量减少的主要因子, 而平均日较差显著减小与蒸发量减少有一定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说明环境因子和蒸发皿蒸发量的关系, 对蒸发量与各气候因子进行了相关分析(表 2)。从表 2

中可知, 蒸发量与日照时数呈显著的正相关, 相关系数在 0169以上(除冬季外) , 夏季可达 01844, 说明日照时

数在蒸发量减少趋势中起着重要作用。与相对湿度、降水量呈显著负相关, 降水量增加、空气相对湿度增大,

蒸发量随之减少。与平均风速呈现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在 0149以上, 尤其是冬季相关系数为 01720。同时,

蒸发皿蒸发量与气温平均日较差也具有很高的正相关程度, 相关系数在 0170以上。可见, 平均日较差在蒸发

量减少趋势中可能也起着重要作用。

表 2  藏北高原蒸发皿蒸发量与各要素的相关系数

Table 2 Cor 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pan evaporation and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over northern Tibet

时间 日照时数 平均风速 相对湿度 平均气温 平均最高气温 平均最低气温 平均日较差 降水量

春季 01692 01674 - 01826 01734 01836 01159* 01854 - 01681
夏季 01844 01492 - 01803 01213* 01588 - 01391* 01904 - 01688

秋季 01838 01599 - 01864 01444 01762 - 01144* 01893 - 01576
冬季 01473 01720 - 01695 01730 01852 01410 01749 - 01827

年 01599 01675 - 01768 01205* 01519 - 01229* 01780 - 01585

 注: * 表示未通过 90%以上显著性检验, 样本数为 36( 1971-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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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程度分析来看, 气温日较差、相对湿度、日照时数在藏北高原与蒸发皿蒸发量减小的关系最为密

切, 其次是降水量和风速。这也表明蒸发量确实是各种气象要素综合作用的效应, 仅用单个环境因子难以解释

蒸发潜力的变化。

4  结   论

本文利用 1971- 2006年 20 cm口径小型蒸发皿观测资料, 分析了藏北高原蒸发量的变化趋势及其可能的气

候影响因子, 主要结论可归纳如下:

( 1) 藏北高原不论是年蒸发量还是季蒸发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减少趋势, 年蒸发量平均每 10年减少 6117

mm, 各季节蒸发量以- 1012~ - 2018mm/ 10a的变化速率减少, 减幅夏季最大、冬季最小。就地域分布而言,

藏北高原中西部年蒸发皿蒸发量减幅明显, 平均每 10年减少 8010~ 11110mm, 以申扎减幅最突出。这说明藏

北高原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趋势与北半球大部分地区是一致的, 表现为下降趋势。

(2) 藏北高原年日照时数在以- 5012 h/ 10a的变化速率减少, 夏季减幅最突出。年平均风速以每 10年

- 014m/ s的速率明显减小, 主要表现在冬、春季。各季节平均相对湿度均呈现为显著的增加趋势, 增幅为每

10年 113%~ 419% , 其中冬季增幅最大。年降水量呈显著的增加趋势, 变化速率为 2312 mm/ 10a, 以夏季增幅

最大。年平均气温显著升高( 0134 e / 10a) , 平均最低气温的升温速率( 0154 e / 10a)明显比平均最高气温的升温

速率( 0117 e / 10a)大, 导致气温日较差的减少( - 0137 e / 10a)。区域内各站的气象要素变化趋势存在一些主调,

即气温、降水和空气湿度是上升趋势, 日温差是下降趋势, 日照时数、风速呈下降趋势, 这些环境因子的变化

应该是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

( 3) 在藏北高原气温日较差显著减小和平均相对湿度的明显增加, 以及日照时数的减少可能是蒸发皿蒸发

量显著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降水量增加和平均风速减小在蒸发量减少趋势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蒸发量是各种气

象要素综合作用的效应, 仅用单个环境因子难以解释蒸发量的变化, 且环境因子影响蒸发量的过程可能随地点

不同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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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pan evaporations and its impact factors
over northern Tibet in 197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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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ata of monthly 20cm pan evaporation and its impact climatic factors at 6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over

northern Tibet from 1971 to 2006, the trend is analyzed through the linear trend analysis1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 1)

Significant negative trend of annual pan evaporat ion is detected at all stat ions of northern Tibet , and the mean rate of decrease

is 6117 mm per 102year ( 99% confidence level) , especially in summer ( - 2018 mm per 102year, 99% confidence level)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ange rate shows that the decrease of annual pan evaporation mainly occurs in mid2western of

northern Tibet , the decreasing rate declines with the increase of longitude and rises with the elevat ion of altitude1( 2) Signifi2

cant decrease trends of annual sunshine duration and wind speed are found over northern Tibet1 Significant posit ive trends of

annual mean relative humidity and precipitat ion are detected1 So is significant increase trend of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with

its increase is 0134 e per 102year1 While the increase trend of annual meanminimum temperature( 0154 e per 102year) is big2

ger than that of annual mean maximum temperature( 0117 e per 102year) , and the trend of daily temperature range decrease

significantly( - 0137 e per 102year)1And ( 3) it is thus obvious that the decrease of the pan evaporation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the daily temperature range and sunshine duration as well as the obviously increase of the mean rela2

tive humidity. Precipitation and wind speed may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nknown mechanism1

Key words: climat ic change; pan evaporation; impact factors; change characterist ic; norther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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