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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许多地区蒸发皿蒸发量出现持续减少现象。淮河流域是中国南北方气候分界线，研究蒸
发问题对认识淮河流域水分循环和水资源状况有重要作用。利用淮河流域实测蒸发皿蒸发量、气温、降水等７种气
象要素、英国ＣＲＵ月平均云量资料和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的再分析资料，分析了淮河流域近５０年来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
及其原因。结果表明，淮河流域蒸发皿蒸发量存在显著的下降趋势。在一年的四季中，春夏季节蒸发量最大，下降
趋势最强；淮河流域北部和西部蒸发量最大，下降趋势最强。究其原因，蒸发皿蒸发量下降与下垫面风速和日照时
数减少、相对湿度和降水量增多有关；大气对流层相对湿度和比湿的增加致使地面相对湿度增大，天空云量和降水
量增多，从而减弱了太阳辐射的强度，缩短了日照时间，结果使蒸发皿蒸发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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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水面蒸发量的估算值与观测值应当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但是人们在研究中发
现，估算蒸发量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蒸发量增大非常明显，而观测到的蒸发
皿蒸发量却存在显著的下降趋势［１４］。由此引发“蒸发悖论”的一系列讨论［５９］。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地
区蒸发皿蒸发量都存在下降趋势的，导致蒸发皿蒸发量下降的原因也众说纷纭。Ｐｅｔｅｒｓｏｎ等［１］认为，蒸发皿
蒸发量下降与气温日较差减小有关，由此推断低云量增加会使气温日较差减小，从而使蒸发皿蒸发量下降。
Ｇｅｒａｌｄ等［２］认为日照是影响蒸发皿蒸发量下降的主要因子，而Ｄｏｎａｌｄ等［３］则认为风速和水汽压下降是引起
蒸发皿蒸发量下降的原因。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等［４］在印度也发现了类似的蒸发皿蒸发量下降现象，利用回归分
析得出相对湿度增加对蒸发皿蒸发量下降有很大的影响，而温度不能唯一解释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Ｒｏｄｅｒ
ｉｃｋ［５］和Ｃｏｈｅｎ等［６］都发现云量和气溶胶的增加导致太阳总辐射下降，从而使蒸发皿蒸发量下降，并从温度
日较差变小的事实出发，在理论上解释了近年来蒸发皿蒸发量下降主要是由于太阳辐射量减少造成的。中国
也存在同样的现象，例如，长江流域［１０］、黄淮河流域［１１］、北方部分地区［１２１５］和西部地区［１６］蒸发皿蒸发量
都有显著减少现象，究其原因，大多认为是由于太阳辐射和日照时数显著下降、平均风速和气温日较差减小
导致的［１１１３］，也有人分析与云的物理属性变化有关［１４］，与相对湿度增多有关［１５１６］。

上述研究表明，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面气象要素变化对蒸发皿蒸发量影响方面。事实上，下垫面气象
要素的变化无一不是大气环境场变化导致的，而对大气环境场的变化影响蒸发皿蒸发量的研究却较少。因此本
文试图通过分析大气湿度的变化，以淮河流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及影响其变化的原因。

１　 数据及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的是国家气象中心整编的淮河流域２５个气象站逐日蒸发皿蒸发量、气温、气压、日照时数、

相对湿度、风速和降水等气象要素资料，起止年份为１９６０年１月１日～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云量资料是取
自英国的ＣＲＵ月平均资料，起止时间为１９５１ ～ ２００２年。８５０和５００ ｈＰａ相对湿度和比湿取自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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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数据，起止年份为１９５１ ～ ２００７年。
对于个别站点存在缺测数据，则以该站缺测日前后几天的平均值代替，如果是整个月份数据缺测，则以

该月多年平均值代替。
实测蒸发量数据与其它气象要素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使用直径２０ ｃｍ的蒸发

器（用Ф２０表示）量测蒸发量，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气象台站陆续增设Ｅ６０１蒸发皿（用Ｅ６０１表示）量测蒸发量，
所以对任何一个站而言，均没有一个完整的Ф２０或Ｅ６０１蒸发量数据，本文采用了一种简便方法来获得一致
的蒸发量序列。该方法是对于Ф２０和Ｅ６０１观测重叠时段进行回归分析，即令

Ｙ６０ ＝ ａ ＋ ｂＹ２０ （１）
式中　 Ｙ６０代表Ｅ６０１蒸发皿观测的数据，Ｙ２０代表Ф２０蒸发器观测的数据，求得回归系数，得到估算的Ｅ６０１
蒸发量数据。所有的站点资料均做此处理，形成一个完整的估算Ｅ６０１蒸发量序列。

数据分析分别使用了时间序列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线性趋势分析的方法。

２　 淮河流域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特征
２ １　 蒸发皿蒸发量年内和年际的时间变化特征

淮河流域蒸发皿蒸发量的年内变化呈单峰型，图１给出了区域平均月蒸发量的分布及各个月份蒸发量占
年总蒸发量的比值。由图１可见，蒸发皿蒸发量峰值出现在６月份，占年总量的１３ ６ ％，其次为５月和７
月，分别占年总量的１２ ３ ％和１１ ７ ％。最小值出现在１月份，蒸发量仅为３８ ３ ｍｍ，占全年蒸发量的
３ ８％。表１给出了各个季节区域平均蒸发量的数值及占年总量的比值。由表１可见，淮河流域春、夏两季
蒸发量最大，可占到全年的６５ ９％，而秋、冬两季蒸发量较小，仅占年总量的３４ １％。因此春、夏两季蒸
发量对水循环起着重要的作用。

图１　 淮河流域各月蒸发量及分配比
　 Ｆｉｇ 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ａｎ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表１　 淮河流域多年平均四季蒸发量及分配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ａｎ ｓｅａｓｏｎ ｐａｎ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季节 蒸发量／ ｍｍ 分配比／ ％
春季（３ ～ ５月） ２９９ １ ２９ ７
夏季（６ ～ ８月） ３６４ ６ ３６ ２
秋季（９ ～ １１月） ２１９ ０ ２１ ７
冬季（１２ ～ ２月） １２５ ６ １２ ５

图２　 淮河流域标准化年蒸发量的时间序列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２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ａｎ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淮河流域年蒸发量最大值接近１ ３００ ｍｍ左右，最小
值在７５０ ｍｍ左右。蒸发量极端最大值出现在１９６６年，
约为１ ２７６ ｍｍ；极端最小值出现在２００３年，仅为７７８
ｍｍ，极端最大最小值相差约５００ ｍｍ。图２为淮河流域
标准化平均年蒸发量的时间序列变化图，由图２可知，蒸
发皿蒸发量具有明显的年际变化特征，从９点高斯滑动
曲线上看到，蒸发量还存在显著年代际变化，１９８０年成
为蒸发皿蒸发量变化的分水岭，在１９８０年前，蒸发量大多大于平均值，而１９８０年后，蒸发量基本低于平均值。
在图２中还可以看到年代际波动中还混杂较短一些的波动现象，说明蒸发皿蒸发量是一种复杂的多周期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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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动。从线性趋势线中可以看到，蒸发量存在显著的逐年减少现象。
２ ２　 蒸发皿蒸发量的空间变化特征

对淮河流域内２５个站点分别计算了蒸发皿蒸发量年总量的平均值，并将它们点绘成淮河流域多年平均蒸
发量的空间分布（如图３所示），可以看出，淮河流域多年平均蒸发量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减小，淮河以北地区
的蒸发量大于淮河以南，淮河以西地区的蒸发量大于以东地区。蒸发量最大值出现在山东兖州、河南开封和
宝丰一带，可达１ ２００ ｍｍ左右；蒸发量较小地区在江苏东台、射阳以东地区和安徽霍山以南地区，平均值
小于９００ ｍｍ，中部平原地区蒸发量约在９５０ ～ １ ０５０ ｍｍ之间。

淮河以南属于典型气候湿润地区，而淮河北部则为半湿润区，淮河上游区域为半湿润气候区，而下游是
湿润气候区。图３显示的正是气候越湿润地区，蒸发皿蒸发量越小，而半湿润区蒸发量明显偏大。这可能是
因为半湿润气候区水汽多为不饱和状态，更容易产生蒸发，而湿润区饱和状态的水汽较多，因此蒸发量反而
偏小。
２ ３　 蒸发皿蒸发量的趋势演变特征

图４是流域内各站蒸发皿蒸发量线性趋势的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到，整个淮河流域基本为负趋势，表明
该区域内蒸发皿蒸发量整体有逐年减少的趋势。流域上游及以北地区蒸发量减少的速率较大，南部和东部减
少速率较小。减少速率最大的是在山东兖州一带，可达１５５ ９３ ｍｍ ／（１０ａ），减少速率最小的在安徽的霍山、
江苏的赣榆和东台一带，最小值仅为１ ４１ ｍｍ ／（１０ａ）。由此可知，淮河北部和西部蒸发皿蒸发量减少的程度
很大，而淮河南部和东部减少的程度偏小，这就意味着蒸发量大的区域未来减少的趋势很显著，而蒸发量小
的区域减少的趋势不明显。

图３　 淮河流域年均蒸发量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ａｎ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

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图４　 淮河流域蒸发皿蒸发量线性趋势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ａｎ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图５是淮河流域４个季节蒸发皿蒸发量线性趋势的空间分布图。从中可以看到，各个季节均以下降趋势
占据整个流域，说明蒸发皿蒸发量下降的特点在一年四季中都存在。但是各个季节也有差异，如春季和夏季下
降趋势基本覆盖了整个流域，趋势数值也很大，表明下降的程度很强烈，零趋势线仅存在于淮南春季很小的一
部分地区。但是在秋季，尽管还是负趋势控制整个流域，但是正趋势的范围较之春夏两季有所扩大，同时，负趋
势的数值也明显偏小，表明秋季蒸发皿蒸发量下降的程度不如春夏季节。冬季虽然也是负趋势控制全流域，但
是也存在下降程度偏小的现象。综上所述，秋冬季节蒸发皿蒸发量下降的程度均不如春夏两季，也就是说，蒸
发越强的季节，减小的程度越明显，蒸发量偏小的季节，减少的程度偏弱。因此，蒸发皿蒸发量在不同季节中的
变化是存在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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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淮河流域４个季节蒸发皿蒸发量线性趋势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ｅａｓｏｎ ｐａｎ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３　 影响蒸发皿蒸发量变化的因素分析
３ １　 气象要素与蒸发皿蒸发量的统计关系

大气状态对蒸发皿蒸发量有重要影响，大气状态就是由不同高度层的气压、降水量、气温、相对湿度、日照
时数、风向风速和云量等多种气象要素来综合体现的。为了解气象要素对蒸发皿蒸发量的影响，计算了区域平
均地面气象要素与区域平均蒸发量的线性相关系数，并列于表２。由表２可见，地面气象要素与蒸发皿蒸发量
的关系各不相同，它们有的呈正相关关系，有的呈负相关关系，有的关系不明显，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只有年平均
相对湿度、年降水量、年平均风速和日照时数４个气象要素，说明这４个气象要素与蒸发皿蒸发量存在显著的
线性关系，蒸发皿蒸发量与相对湿度和降水量为显著负相关，与风速和日照时数显著正相关，即当相对湿度和
降水量较大时，不利于蒸发，反之亦然；当风速和日照时数较大时，蒸发会得到加强，反之亦然。

表２　 淮河流域年蒸发皿蒸发量与各气象要素的线性相关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ａｎ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气象要素 气压／ ｈＰａ 温度／ ℃ 云量／ ％ 相对湿度／ ％ 降水量／ ｍｍ 风速／（ｍ·ｓ － １） 日照时数／ ｈ
相关系数 ０ ０６ － ０ １２ － ０ １９ － ０ ５４ － ０ ５２ ０ ６９ ０ ９０

　 注：表示通过了０ ００１信度水平的检验。

其它要素，如气温，尽管人们一直认为温度是影响蒸发的重要因子，但是在淮河流域，它与蒸发皿蒸发量的
关系是不显著的。云量与蒸发皿蒸发量的关系也不能用简单的线性关系来描述，过去人们认为大气层中云量
和气溶胶增多时，会导致辐射强度下降，进而使蒸发量减少。这种认识是对的，但是云量可能通过辐射影响蒸
发，也可能存在其它的方式影响蒸发，这也需要做深入研究。

为进一步了解气象要素对年蒸发量的影响，选取与年蒸发量显著相关的４个气象因子（相对湿度、降水
量、风速和日照时数），建立以年蒸发量为因变量，气象要素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方程

Ｅ ｐａｎ ＝ ７８８ ５８ － ８ ２７Ｕ － ０ ００９ ７Ｒ ＋ １２４ ２７Ｗ ＋ ３ ２Ｓ （２）
式中　 Ｅ ｐａｎ为流域年蒸发量；Ｕ为流域年平均相对湿度；Ｒ为流域年降水量；Ｗ为流域年平均风速；Ｓ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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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６　 淮河流域年蒸发皿蒸发量实测值与模型计算值的
比较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域年平均日照时数。方程复相关系数为０ ９３８，通过显
著性水平为０ ０１的检验。气象要素对蒸发皿蒸发量的
方差贡献依次为日照时数为５７ ５ ％，风速为２５ ５ ％，
两者加起来占到了８３ ％，相对湿度和降水量的方差贡
献分别为１０ ３％和６ ７％。说明对于淮河流域而言，太
阳辐射所起的作用最大，平均风速的影响排在第２位，
相对湿度排在第３位，降水量的作用最小。利用该方程
得出的计算值与实测值的比较如图６所示，可以看到两
曲线基本吻合，相对误差的绝对值在１０％以内。说明
式（２）对蒸发皿蒸发量的拟合精度较高，各气象要素影
响差异的描述是恰当的。

图（ａ）中ｒ ＝ ０ ２６８５是８５０ ｈＰａ相对湿度与地面相对湿度９点高斯滑动平均序列的相关系数，
图（ｂ）中ｒ ＝ ０ ４９１９是地面相对湿度与总云量距平序列的相关系数）

　 图７　 淮河流域８５０ ｈＰａ夏季平均相对湿度距平（８５０ｈＰａＲＨａ）、地面相对湿度距平（ＲＨａ）和总云量距平（ＣＡａ）时间序列
变化

　 Ｆｉｇ ７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ｅ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ｔ ８５０ ｈＰ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ｌｏ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３ ２　 气象要素影响蒸发皿蒸发量变化的原因分析
过去已有人就风速和日照时数对蒸发皿蒸发量的影

响做过分析［６，１５２０］，但是湿度如何影响蒸发皿蒸发量问题少有研究。事实上，大气环境场的湿度对地面要素的
影响很大，它可以影响太阳辐射、影响日照时数、影响云系分布，甚至影响降水系统。为此本文以对流层湿度变
化为讨论对象，分析大气湿度对蒸发皿蒸发量的影响。图７给出了淮河流域内８５０ ｈＰａ平均相对湿度距平（以
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数据中３０°Ｎ ～ ３２°Ｎ、１１０°Ｅ ～ １２０°Ｅ区域内格点数据平均值代表）与流域内２５个气象站平均相对
湿度时间序列，以及地面平均相对湿度距平与总云量距平的时间序列变化，同时，选择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数据中
２０°Ｎ ～ ５０°Ｎ、８０°Ｅ ～ １６０°Ｅ区域内，１９５１ ～ ２００７年内的８５０ ｈＰａ和５００ ｈＰａ年平均比湿数据，计算了该区域内
每个格点比湿的线性趋势，形成了８５０ ｈＰａ和５００ ｈＰａ年平均比湿线性趋势的空间分布图（见图８）。

由图７（ａ）看到，淮河流域内８５０ ｈＰａ所代表的对流层低层相对湿度经历了几次明显的变化，相对湿度最
大的阶段分别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７０年代中期和８０年代中期～ ９０年代中期，偏小阶段分别为６０年代以前、
７０年后期～ ８０年代中期和９０年代后期到现在。值得注意的是，正位相数值有增大的趋势，而负位相有明显
减小的趋势，３次相对湿度偏小期的强度一次比一次小，２０００年以来，尽管相对湿度处于负距平时期，但
是，负距平值是近５０多年来最小的时期，而且还有向正距平发展的趋势。从趋势线可以看出，整个时间序
列存在上升趋势，说明对流层低层水汽含量存在增大趋势。

大气相对湿度与地面相对湿度存在正的线性相关关系（见图７（ａ）），尽管没有达到信度检验水平，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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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９点滑动平均序列的相关系数却达到了０ ０５信度水平（见图７（ａ）中的相关系数），说明大气的湿度条
件对地面湿度变化有很大影响，而当大气湿度增大时，降水的可能性也显著增大（图略，地面相对湿度与降水
量的相关系数通过了０ ００１信度检验）。图７（ｂ）中显示了淮河流域地面平均相对湿度距平与淮河流域天空总
云量距平的关系，两者也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并达到了０ ０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图７表达了大气湿度条
件与地面降水的正反馈过程。另外，当大气低层湿度增大时，就意味着大气水汽含量增多，增多的水汽会吸
收更多的太阳辐射，使温室效应增强，还会形成较多的云，散射和折射更多的太阳辐射，使射入地球表面的
净辐射被极大地削弱，蒸发皿获得的热能减少，蒸发量减少。云量增多后还会导致降水增多，使日照的时间
进一步缩短，最终导致蒸发皿蒸发量减少。所以，大气湿度对蒸发皿蒸发量的作用是通过减少日照时数和辐
射强度来完成的。

图８反映的是北半球上东半球对流层中层和低层年平均比湿的线性趋势分布特征，可以看到，８５０ ｈＰａ
从欧亚大陆的中纬度地区到北太平洋几乎都为正趋势所覆盖（见图８（ａ）），最大正趋势数值达到０ ５ ｇ ／（ｋｇ·
ａ），淮河流域基本在０ ３ ～ ０ ４ ｇ ／（ｋｇ·ａ）之间，说明对流层低层的水汽含量有明显的随时间增加的趋势。同
样，对流层中层（５００ ｈＰａ，见图８（ｂ））位于亚洲大陆中纬度地区到北太平洋地区也为正趋势所覆盖，北太平
洋是比湿最大的地区，其数值高达１ ２ ～ １ ４ ／（ｋｇ·ａ），淮河流域基本在０ ２ ～ ０ ６ ｇ ／（ｋｇ·ａ）之间。这种现象
表明中国大部分地区从对流层低层到中层大气水汽质量也都在增大，这就必然对当地的太阳辐射强度和日照
时间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当地蒸发皿蒸发量的变化。

图８　 １９５１ ～ ２００７年８５０ ｈＰａ和５００ ｈＰａ年平均比湿的线性趋势空间分布（实线为正趋势，虚线为负趋势）
　 Ｆｉｇ ８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ｉｍ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ｔ ８５０ ｈＰａ ａｎｄ ５００ ｈＰ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１９５１ － ２００７

４　 结　 　 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淮河流域蒸发皿蒸发量的现状、时空变化特征及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并就过去未曾深

入分析过的大气湿度条件以及对蒸发皿蒸发量的影响做了初步分析，得到如下的几点结论。
从时间变化上讲，淮河流域蒸发皿蒸发量年内变化呈单峰特征，即初夏蒸发量最大，秋冬季节最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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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蒸发量的时间序列变化具有显著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蒸发量明显偏
大，其后蒸发量明显偏小。从空间分布上讲，淮河流域以北及上游地区蒸发量明显偏大，以南及下游蒸发量
偏小。表现出气候越湿润的地区蒸发量偏小，而气候较干燥的区域蒸发量明显偏大的特征。

淮河整个流域蒸发皿蒸发量未来的变化趋势均以减少为主要特征，无论是年蒸发量还是季节蒸发量，都
存在明显减少的趋势，春夏蒸发皿蒸发量最大的季节减少最显著，而秋冬蒸发量偏小的季节减少强度偏小。

影响淮河流域蒸发皿蒸发量变化的主要气象要素以相对湿度、降水量、风速和日照时数为主，它们与蒸
发量有很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气温、气压和云量与蒸发皿蒸发量的关系不显著。尽管下垫面日照时数和
平均风速减小是淮河流域蒸发皿蒸发量下降的主要原因，相对湿度增大是次要原因，但是日照时数减少和地
面相对湿度增加均与大气对流层湿度增加有很大关系。当对流层低层到中层大气湿度明显增大（包括低层
相对湿度和中层比湿）时，大气中增多的水汽将会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影响到达地球表面的净辐射强度；
大气对流层湿度增大还会导致天空云量增多和降水增加，而使日照时数进一步减少，其综合作用是使得蒸发
皿不能获得足够的能量，导致蒸发皿蒸发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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