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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亚夏季风每年给中国东部地区带来充沛的降水ꎬ 是中国水资源的主要来源ꎬ 同时也常常给中国造成严重

的洪涝灾害ꎮ 东亚夏季风水汽输送的强度、 影响范围和持续性在极端暴雨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ꎮ 这支夏季风气

流的水汽输送带可称为东亚季风水汽输送带ꎬ 与国际上近期提出的“大气河”概念相近ꎬ 但又不完全相同ꎮ 东亚夏

季风水汽输送带是东亚夏季风最具地区性的特征ꎬ 也是东亚地区夏季大暴雨和洪涝的制造者ꎮ 本文根据近百年来

的资料ꎬ 综合评述了东亚夏季风水汽输送带的特征和形成原因ꎬ 并以海河、 黄河、 淮河与长江近百年最强的 ５ 次持

续大暴雨过程为例ꎬ 分析了季风水汽输送带的重要作用ꎮ 最后ꎬ 提出气候变暖可以通过 ４ 个方面影响全球水循环ꎬ
包括气候变暖后大气可容纳更多的水汽、 大气环流发生变化、 辐射强迫改变以及气溶胶影响的区域性等ꎬ 这些变

化都会对季风水汽输送带产生重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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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地区的天气气候深受东亚夏季风的影响ꎮ 充沛的季风降水给这些地区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ꎬ 但

相伴夏季风发生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ꎬ 如暴雨与洪水也给这些地区带来严重的灾害ꎮ 因而从 ２０ 世纪初期ꎬ
中国的气象学家和水文学家就已开始关注东亚夏季风的季节进退和异常以及对中国降水和洪涝灾害的影

响[１￣６]ꎮ 东亚夏季风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具有持续稳定的西南或东南气流ꎬ 它把热带海洋上的丰沛水汽持续

不断地输送到东亚地区ꎬ 为大范围的降水提供主要水汽来源ꎮ 但东亚夏季风的水汽输送在时空上是不均匀

的ꎬ 具有不同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变率ꎬ 从而造成中国东部降水的不同时空差异ꎬ 即从年代际尺度到天气

尺度和中尺度ꎮ 东亚夏季风的研究和预报是一个十分重要、 但又十分复杂的科学问题ꎮ 从夏季风产生的极端

暴雨事件或洪水灾害而言ꎬ 人们更关注季风季节和次季节尺度的影响ꎬ 尤其是持续性的大暴雨过程和突发性

极端暴雨和洪水事件ꎮ

１　 东亚夏季风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科学家的长期研究表明[２ꎬ５￣７]ꎬ 东亚夏季风对中国水资源和洪涝灾害的影响很大程度由持续性的大

暴雨事件造成(图 １)ꎬ 尤其是对中国的华北和东北地区ꎮ 由图 １ 可看到东亚夏季风主雨带(华南ꎬ 江淮与华

北)与 ２００ ｍｍ 以上大暴雨事件发生的平均位置是高度一致的ꎻ 另一方面ꎬ 季风降水体现出时空上的高度集

中性ꎮ 表 １ 是近百年来京津冀地区夏季发生的最强的几次大暴雨过程ꎬ 可以看到其过程降水量都接近或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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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水量(北京地区年降水为 ５００ ~ ６００ ｍｍ)ꎮ 这表明ꎬ 一次季风活跃过程影响下的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或极端

降水事件对于华北季节或年降水量的贡献是其主要的部分ꎮ

图 １　 １９３１—２００６ 年 ２４ ｈ 降水大于 ２００ ｍｍ 的强暴雨个例分布[５]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ｈｅａｖｙ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２４ 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２００ ｍｍ ｆｒｏｍ １９３１ ｔｏ ２００６[５]

表 １　 近百年影响北京夏季特大暴雨的 ８ 个个例降水总量一览表[８]

Ｔａｂｌｅ １ Ａ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８ ｓｔｒｏｎｇ ｈｅａｖｙ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ｃａｓ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００ ｙｅａｒｓ [８]

年份 降水量

１９１７ 年 无降水记录ꎬ ７ 月北京与天津暴雨连绵ꎬ 街道水深 １ ~ １. ７８ ｍꎬ １０ 万人无家可归

１９３１ 年 无降水记录ꎬ 永定河涨水一丈ꎻ 河北各河暴涨ꎬ 水灾之重 ６０ 年未遇

１９３９ 年 有降水记录(４００ ｍｍ)

１９６３ 年 有降水记录(５００ ｍｍ)

１９７２ 年 有降水记录(５００ ｍｍ)

１９７５ 年 有降水记录(４００ ｍｍ)

２０１２ 年 有降水记录(５００ ｍｍ)

２０１６ 年 有降水记录(４３３ ｍｍ)

　 　 在东亚夏季风强降水事件的发生过程中ꎬ 总可以观测到强水汽输送通道的存在[７ꎬ９￣１１]ꎮ 它源源不断地把

丰沛的水汽输送到暴雨区ꎬ 导致强烈而持续性降水事件的发生ꎮ 季风水汽通道的概念与近期国际上提出的大

气河的概念和事实是一致的ꎮ 无论是季风水汽通道还是大气河ꎬ 实际上都是陆地持续性强暴雨发生的一个必

要条件ꎬ 但季风水汽通道无论在范围和强度上都比大气河大得多ꎬ 因而造成持续时间更长和降水强度更强的

极端暴雨事件ꎮ 这里把东亚夏季风的水汽通道专门称作东亚夏季风水汽输送带ꎬ 以有别于国际上通用的大气

河ꎬ 但从概念的本质上ꎬ 前者是后者在东亚夏季风区的扩展和特殊情况ꎮ

２　 大气河与东亚夏季风水汽输送带

东亚夏季风水汽输送带实际上是目前国际上关注的大气河的类型之一ꎬ 是大气河在亚洲夏季风区的一种

区域特征现象ꎮ 大气河是指位于对流层低层一条狭长的深厚水汽层从热带或副热带流向中纬地区快速流动的

输送带ꎬ 十分类似于中高纬地区的暖空气输送带(ＷＣＢ)ꎮ 在卫星云图上可定量地测量到一条从热带或副热

带延伸到中纬地区的狭长而深厚的高水汽含量层ꎬ 它是强暴雨或持续性暴雨的水汽供应通道ꎮ 大气河在全球



　 第 ５ 期 丁一汇ꎬ 等: 东亚夏季风水汽输送带及其对中国大暴雨与洪涝灾害的影响 ６３１　　

水循环以及区域天气气候学和水文学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根据最近用气柱中总水汽输送量对全球大气河

的检测与特征研究ꎬ 大气河的强水汽输送生命史至少 ６ ｈꎬ 一般可延续数天到一周以上的时间ꎻ 总水汽输送

量大于 １００ ｋｇ / (ｍｓ)ꎬ 长度大于 ２ ０００ ｋｍꎬ 长宽比大于 ２∶ １ꎮ １９９７—２０１４ 年在全球共识别和检测出 ２８１ ６１６
条大气河ꎬ 平均在全球任意时刻可检测出 １１ 条大气河ꎬ 每一半球有 ５ ~ ６ 条ꎬ 因而大气河是全球经常发生的

一种大气现象ꎮ 任意时刻观测到的大气河数量ꎬ 其中有 ２４％是登陆型的ꎬ 即在任意时刻平均会有 ２ ~ ３ 条大

气河流入陆地地区ꎬ 进而在不同地区造成暴雨ꎮ 在北半球ꎬ 大气河主要向东北方向流动ꎮ 图 ２ 是全球大气河

的分布和影响地区[１２]ꎮ

图 ２　 全球大气河的分布和北半球不同地区大气河典型例子[１２]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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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２ 中可以看到在东亚地区大气河主要流向东北方向ꎬ 一直到达日本列岛ꎮ 在印度洋大气河可明显地

影响南亚ꎬ 尤其是印度地区的降水ꎮ 北美也是深受大气河影响的地区之一ꎬ 包括北美东西岸以及中美洲ꎮ 作

为大气中细长而强劲的水汽输送通道ꎬ 尽管大气河的宽度仅占总纬圈的 １０％ ꎬ 但是其输送的水汽占到中低

纬度向中高纬度方向水汽输送总量的 ９０％ ꎮ 在中高纬地区ꎬ 极端暴雨过程(降雨量是最强的 ２％的强天气过

程)中有 ３０％ ~５０％都与大气河密切相关ꎮ 对欧洲地区做统计ꎬ 可以发现过去 ２０ 年中有 １９ 次最强的风暴过

程ꎬ 每次风暴过程都造成至少 １０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ꎬ 这 １９ 次风暴中有 １４ 次与大气河过程密不可分ꎮ 因此

大气河未来变化特征如何ꎬ 将决定整个地球气候系统中水循环和能量输送特征ꎬ 其活动与极端天气过程密切

相关ꎬ 大气河的变化也会决定未来极端事件出现的频次和强度[１２]ꎮ
大气河的概念不但对气象部门十分重要ꎬ 对水文部门也十分重要ꎮ 这是因为大气河概念简单明了ꎬ 可直

接应用于相关的水文预报与实际气象业务部门ꎮ 研究表明[１３￣１５]在美国西海岸大部分年份峰值径流(如年最大

值)与大气河密切有关ꎮ 欧洲地区的研究除得到年峰值流量与大气河有较高相关关系ꎬ 也得到 １０ 次最大的冬

季洪水(１９７０—２０１１ 年)与大气河密切有关[１４]ꎮ 因而大气河的概念ꎬ 不但直观与清楚地表征中高纬经向水汽

输送的来源ꎬ 而且可以定量估算它与中高纬降水与相关水文参数的相关关系ꎮ 目前国际上也已开展大气河的

联合气象与水文观测试验ꎬ 如北美西海岸观测和延伸预报试验ꎬ 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ꎮ 然而ꎬ 至今国际上对

影响亚洲尤其是东亚或中国地区的大气河研究甚少ꎮ 气候上中国位于亚洲季风区ꎬ 深受东亚夏季风的影响ꎬ
中国的东部地区就位于东亚夏季风的水汽主输送带中(图 ３)ꎬ 经常产生持续的强暴雨[１６￣１８]ꎮ 由图 ３ 可见ꎬ 其

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夏季风气流在深厚的层次中(地面到 ３００ ｈＰａ)持续不断地从热带海洋甚至南半球向

暴雨区输送暖湿空气ꎬ 其长度和宽度都比其他地区显著ꎮ 当季风气流到达中纬度时可与中纬度空气相互作

用ꎬ 尤其是在中纬度持续性环流(如阻塞高压)影响下ꎬ 二者具有更强、 更持久的相互作用ꎬ 可产生持续性

的大范围强降水ꎮ 根据作者的初步研究ꎬ 东亚的夏季风气流中大气河即季风水汽输送带比一般大气河具有更

强、 更宽广、 更持久的水汽输送特征ꎬ 并且其影响位置随季节性季风雨带的北推ꎬ 可以到达中国的东北地区

(图 ４)ꎬ 因而在与中高纬冷空气相互作用下可产生更持续、 更强烈的季风降水和大暴雨ꎮ 这表明东亚季风区

大气河或季风水汽输送带对区域降水具有更重要的作用ꎮ 对这个问题目前国内的学者研究尚不够ꎬ 需要进一

步加强ꎮ

图 ３　 气候平均(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夏季(６—８ 月)整层积分的水汽通量输送分布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ｌｕｘ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Ｊｕｎｅ—Ａｕｇｕｓ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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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气候平均的东亚地区(１０５°Ｅ—１２０°Ｅ)日平均降水量的纬度时间剖面

Ｆｉｇ. ４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ｔｉｍｅ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ｄａｉｌｙ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１０５°Ｅ—１２０°Ｅ)

图 ５ 是东亚夏季风时的季风水汽输送带主要类型图ꎬ 它是根据中国近 ５０ 年的东亚雨季水汽输送路径与

重大暴雨个例概括出来的[１６￣１９]ꎮ 可以看到ꎬ 在东亚夏季风盛行时期ꎬ 即从华南前汛期到江淮梅雨季ꎬ 再到

华北和东北雨季的 ５—８ 月间ꎬ 主要有 ４ 种类型的东亚夏季风水汽输送带(类型 １ 到类型 ４)ꎮ 它们形成的直

接原因与季风气流与东亚热带、 副热带和中高纬度大气环流的相互作用有关ꎮ 尤其是每一种季风水汽输送带

都与热带或副热环流系统(赤道辐合带、 副热带高压带、 季风气流的季节内振荡、 台风等)直接有关ꎬ 同时

也与中高纬稳定的阻塞高压或强高压脊密切相关ꎮ

图 ５　 东亚夏季风时的季风水汽输送带主要类型

Ｆｉｇ. ５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ｂｅｌ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北方持续性强暴雨的发生和强弱主要决定于源自热带的季风水汽输送带ꎬ 季风水汽输送起着关键作用ꎮ
由图 ６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季风水汽输送与热带赤道辐合带和不同中高纬阻塞高压以及西风波动的形势相互作

用的情况ꎮ 图 ７ 说明了当京津冀发生暴雨大洪水时的平均水汽输送ꎮ 可以看到ꎬ 在华北地区有极强的来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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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汽输送通量ꎬ 并且西太平洋水汽输送带又与赤道辐合带的水汽源相连接ꎬ 明显加强了

北侧副热带高压与赤道辐合带之间的东南气流ꎬ 使水汽快速地输送到华北ꎬ 甚至到西伯利亚高纬地区ꎮ 同

时ꎬ 由于受太行山和燕山的地形阻挡ꎬ 在京津冀地区极易产生大暴雨和洪涝灾害ꎮ 因此ꎬ 北方暴雨的预报一

方面要关注暴雨产生的环流型ꎬ 但更重要的是预测强季风水汽输送带或大气河是否会在暴雨环流型下建立ꎬ
如果水汽输送带会建立ꎬ 则会发生持续性的强暴雨ꎮ

图 ６　 不同环流型下的华北地区持续性强降水期间的整层积分水汽输送量[１８]

Ｆｉｇ. 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ｌｕｘ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ｈｅａｖｙ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１８]

图 ７　 京津冀中阻型暴雨与大洪水时平均整层积分水汽输送标准化距平(填色表示水汽异常辐合) [１６]

Ｆｉｇ.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ｌｕｘ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ｎｇ￣ Ｊｉｎ￣ Ｊ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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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东部夏季极端降水与普通降水对应的整层水汽输送通量的矢量差值场有明显的差别(图略)ꎮ
在极端强降水时期ꎬ 位于黄渤海地区的副热带高压南侧ꎬ 中纬度东风气流与热带太平洋低压环流之间形成的

偏东风带与来自印度洋￣南海的亚洲夏季风ꎬ 共同形成了一支强盛的东南强水汽输送带ꎬ 一直流入位于东北

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低压环流中ꎬ 在中国华北与东北地区具有很强的整层水汽通量ꎬ 整层输送通量在

２００ ｋｇ / (ｍｓ)以上ꎮ
江淮流域暴雨时期的季风水汽输送带与影响华北和东北地区暴雨的水汽输送带明显不同ꎮ 由图 ８ 可以看

到强水汽输送主要来自印度洋和南海地区ꎻ 另一支较弱的来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侧ꎬ 两者在南海北部和

华南汇合ꎬ 在长江中下游形成十分强烈的水汽通量带ꎮ 这表明来自热带的西南季风与西太平洋的东南季风的

汇合形成的强水汽输送带是江淮梅雨暴雨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ꎮ
通过上述中国东部夏季大暴雨个例中季风水汽输送带的分析ꎬ 可以得到东亚季风水汽输送带是中国东部

大暴雨发生和发展的一个关键必要条件ꎬ 没有季风水汽输送带强劲而持续的水汽输送和供应是不可能形成夏季

中国东部地区的极端强暴雨与持续性大暴雨暴雨期间整层积分的水汽通量值至少在 ２００ ｋｇ / (ｍｓ)以上ꎬ 最高

值可达 ４００ ~５００ ｋｇ / (ｍｓ)ꎮ 无论其宽度或长度以及强度都远大于其他地区的大气河ꎮ 由此可见ꎬ 东亚夏季风

水汽输送带是比一般大气河更强大、 更高效的由热带向中高纬度输送水汽(包括热量)的大气输送带ꎮ

图 ８　 中国梅雨时期整层积分水汽输送带分布[１６]

Ｆｉｇ. 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ｂｅ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ｅｉｙｕ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６]

３　 东亚夏季风水汽输送带影响中国大暴雨和洪涝灾害的个例分析

中国科学家的研究[５ꎬ７ꎬ２０￣２２]发现每一场中国季风区大暴雨均有暖湿的季风水汽输送带的作用ꎬ 尤其是北

方京津冀地区大暴雨的发生ꎮ 本节选取海河、 黄河、 淮河与长江近百年最强的 ５ 次持续大暴雨过程为例ꎬ 说

明季风水汽输送带的重要作用ꎮ
历史上京津冀是旱涝交替频繁发生的地区ꎬ 北京的水患也多发ꎬ 天气与气候的脆弱性及风险很大ꎮ 随着

气候变暖ꎬ 旱涝发生风险也在增加ꎮ 对京津冀近 ２ ０００ 年的旱涝发生频率进行的统计表明[２３]ꎬ 京津冀地区是

旱涝发生的高频区ꎬ 也是中国气象灾害发生的一个重要敏感区和脆弱区ꎮ 在近百年历史上ꎬ 京津冀地区曾发

生过多次重大旱涝事件ꎬ 以暴雨洪涝造成的灾害最为严重ꎮ 京津冀地区年降水量平均在 ５５０ ~ ６００ ｍｍꎬ 但一

次重大的暴雨洪涝事件产生的降水量多在 ５００ ~ ２ ０００ ｍｍ 之间ꎬ 因而一次暴雨过程的降水量接近于年降水量

甚至为年降水量的 ３ ~ ４ 倍ꎮ 以北京而论(表 １)ꎬ 近百年就至少发生过 ９ 次 ４００ ~ ５００ ｍｍ 的暴雨洪水事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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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３ 年 ８ 月上旬在太行山东麓ꎬ 河北省海河流域出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特大洪水(图 ９(ａ)ꎬ 这次大洪水

是由近一星期的持续性强降水造成ꎬ 过程总降水量达到 １ ３２９ ｍｍꎬ 在太行山的獐么地点记录到 ２ ０２５ ｍｍ 总

降水量ꎬ 并且 ８ 月 ４ 日在邢台专区的司仓站 ２４ ｈ 降水量也达到 ７０４ ｍｍꎮ 这次暴雨强度大ꎬ 面积广ꎬ 导致的

灾害影响极其严重ꎬ 河北大范围地区成一片泽国ꎬ 津浦铁路长时期中断ꎬ 这是历史上少见的ꎮ “６３８”暴雨

期间ꎬ 北京地区的暴雨从 ８ 月 ４ 日开始ꎬ 一直持续到 ８ 月 ８ 日ꎬ 城区 ２４ ｈ 平均降雨量达 ３００ ｍｍ[８ꎬ１７]ꎮ 图

９(ｂ)是造成这次持续性特大暴雨的季风暖湿输送带分布ꎮ 可以看到有两支水汽输送带向京津冀地区输送:
一支在西太平洋海上ꎬ 这支强输送带与一个台风的形成和热带辐合带气流的流入有关ꎬ 并且它们与北方副热

带高压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加强ꎬ 在西太平洋形成了一支强东风水汽输送带ꎻ 另一支季风水汽输送带是来自孟

加拉湾与中印半岛ꎬ 由印度夏季风与南海季风组成ꎬ 两者在华北汇合ꎬ 并继续向东北和和东北亚输送ꎮ

图 ９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上旬海河流域降水量和整层积分水汽通量输送量

Ｆｉｇ. 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ｌｕｘ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ｒａ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ｎ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ｕｇｕｓｔ ｉｎ １９６３

图 １０(ａ)是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北京大暴雨的雨量图ꎬ 这是一条缓慢移动的强冷锋造成的京津冀地区的大

暴雨事件ꎬ 最大雨量达 ４３３ ｍｍꎬ 可以看到明显的季风水汽输送通道ꎬ 其主要源自亚洲西南夏季风[６]ꎮ 在南

海地区受一个南海热带风暴的作用后ꎬ 转向北输送到京津冀地区ꎬ 导致了北京地区西南山区发生了极强的降

水和洪水灾害ꎮ 图 １０(ｂ)是相应于图 １０(ａ)时期整层水汽输送情况ꎬ 可以看到ꎬ 流入到“７２１”北京暴雨区

的水汽输送来源于热带西太平洋的赤道辐合带地区ꎮ
图 １１ 是造成黄河中游地区的一次大暴雨个例(“５８７”大暴雨)ꎮ 图 １１(ａ)是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中旬黄河中游

大暴雨发生时的全国大范围雨量分布图ꎮ 可以看到ꎬ 这次黄河中游的大暴雨是一条纵贯中国南北的强降雨带

的一部分ꎮ 在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 １４—１９ 日ꎬ 黄河中游出现了历时 ６ ｄ 的强降水ꎬ 暴雨区集中出现在三门峡到花园

口黄河干流区及伊、 洛、 沁河流域ꎮ ７ 月 １８ 日花园口出现了 ２２ ３００ ｍ３ / ｓ 最大流量ꎬ 一度中断了南北京广铁

路交通ꎬ 这是解放以来黄河最大的一次洪峰流量ꎬ 最大暴雨中心出现在山西的垣曲站ꎮ 暴雨最强降水的时间

很集中ꎬ 出现在 １６ 日 ２０ 时到 １７ 日 ０８ 时的 １２ ｈ 内ꎬ 过程总降水量 ４９９. ８ ｍｍꎮ 降水系统是呈东西摆动的冷

锋系统ꎮ “５８７”暴雨由 ４ 场暴雨组成: １４ 日 ０８ 时—１４ 日 ２０ 时ꎬ １５ 日 ２０ 时—１６ 日 ２０ 时ꎬ １６ 日 ２０ 时—１７
日 ０８ 时与 １８ 日 ０８ 时—１９ 日 ０８ 时ꎮ 第 ３ 场暴雨最强ꎬ 最大暴雨中心位于山西中条山垣曲县ꎬ ６ ｈ 降水量达

２４５. ５ ｍｍꎬ １２ ｈ 降水量达 ２４９. ０ ｍｍꎬ ２４ ｈ 达 ３６６. ６ ｍｍꎬ 过程总量达 ４９９. ８ ｍｍꎮ 另一个中心位于其南部的

傅店ꎬ 总量达 ４９８. ８ ｍｍꎬ 影响伊、 洛、 沁、 汾和北汝河以及汉江的丹江口和唐白河地区[５ꎬ２４]ꎮ 图 １１(ｂ)是
相应的季风水汽输送带ꎬ 可以看到这条输送带与亚洲季风密切相关联ꎬ 季风水汽输送带到达西太平洋后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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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气流流入大陆以后又转为南风气流ꎬ 直接进入黄河中游暴雨区ꎬ 之后水汽输送带一直向北输送到东北以

及远东地区ꎮ

图 １０　 ２０１２ 年“７２１”北京大暴雨时期 ２４ ｈ 降水量和整层积分水汽通量输送量分布

Ｆｉｇ. 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ｌｕｘ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７２１”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 ２０１２

图 １１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中旬黄河中游大暴雨的降水总量和整层积分水汽通量输送量分布

Ｆｉｇ. １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ｌｕｘ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ｒａ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ｅｎ ｄａｙｓ ｏｆ Ｊｕｌｙ ｉｎ １９５８

淮河流域的特大暴雨ꎬ 以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上旬发生在河南伏牛山以东淮河上游洪汝河、 沙颍河一次大暴雨

最为强烈(“７５８”大暴雨) [２５￣２６]ꎮ 这场暴雨 ３ 天之内在河南南部的局部地区降下了 １ ６３１ ｍｍ 的总雨量ꎬ
１ ｈ、 ３ ｈ、 ６ ｈ、 １２ ｈ 雨量均破中国降水的历史记录ꎮ 由于水库垮坝ꎬ 洪水夺走了该地区 ２６ ０００ 多人的生命ꎬ
经济损失巨大ꎮ 图 １２(ａ)是“７５８”大暴雨时期的雨量图ꎬ 最大的几个降水量中心 １ ６３１ ｍｍꎬ １ ４１１ ｍｍ 和

１ ５１７ ｍｍ都位于伏牛山东麓迎风面ꎮ 暴雨期间东南季风水汽输送带ꎬ 输送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图 １２(ｂ))ꎬ
在山前抬升形成强烈的对流系统ꎬ 结果在 ３ 天内降下的猛烈降雨造成了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的垮坝ꎮ



６３８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３１ 卷　

图 １２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５—７ 日淮河流域大暴雨时总降水量和整层积分水汽通量输送量

Ｆｉｇ. １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ｌｕｘ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ｒａ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ｏ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５ ｔｏ ７ ｉｎ １９７５

　 　 长江流域的大洪水ꎬ 百年来以 １９５４ 年和 １９９８ 年最为显著[２７￣２８]ꎮ 图 １３ 与图 １４ 分别是这两次长江流域大

暴雨的雨量分布图和季风水汽输送带图ꎮ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在长江流域出现多次暴雨ꎬ 使得洞庭湖和鄱阳湖以及

众多大小湖泊都达到了高水位ꎬ 失去调节长江水量的能力ꎮ 这次梅雨期除产生了早梅雨外ꎬ 梅雨期降雨持

图 １３　 １９５４ 年 ６—７ 月长江流域持续性大暴雨时的总降水总量和降水距平百分率以及整层积分水汽通量输送量

Ｆｉｇ. １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ｌｕｘ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ｒａ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Ｊｕｌｙ ｉｎ １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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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时间较长ꎬ 梅雨并没有像往年一样在 ７ 月上旬结束ꎬ 而是持续到 ７ 月底 ８ 月初ꎬ 结果造成 ６—７ 月总降水

量达到 ８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ｍꎬ 降水距平达到 １００％ ~２００％的量值(图 １３(ａ)、 图 １３(ｂ))ꎮ 这种异常的梅雨年与持

续的季风水汽输送带密切有关(图 １３(ｃ))ꎮ １９９８ 年夏季长江全流域再次发生大洪水ꎬ ３ 个月内长江上中下游

的总降水一般有 ６００ ~ ９００ ｍｍꎬ 沿江及江南部分超过 １ ０００ ｍｍꎬ 局部超过 １ ２００ ｍｍꎬ 大部分区域较常年偏

多 ５ 成以上(图 １４(ａ)、 图 １４(ｂ))ꎮ 对比同期水汽输送分布ꎬ 可以看到这与来自印度洋的持续性强西南季风

水汽输送带密切有关(图 １４(ｃ))ꎮ

图 １４　 １９９８ 年 ６—８ 月长江全流域大洪水时期总降水总量和降水距平百分率以及整层积分水汽通量输送量

Ｆｉｇ. １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ｌｕｘ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ａｇ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ｆｌｏｏｄ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ｉｎ １９９８

　 　 最后ꎬ 给出季风水汽输送带给西北东部区带来大暴雨的个例[７]ꎮ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 ５—６ 日在陕西延安地区发

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和特大洪水ꎬ 其中延安 ２４ ｈ 降水量为 １８７ ｍｍꎬ 暴雨中心(安塞地区)可达 ４００ ｍｍ(据
暴雨调查)ꎮ 这次陕西西北部干旱与沙漠地区的罕见大暴雨是在副热带高压向北伸展且强度加强、 同时与来

自河西走廊的两次高空槽东移相互作用下发生的ꎮ 在高空槽前的冷锋暖区中强劲的偏南季风水汽输送带把高

温、 高湿、 位势不稳定的空气一直从南海输送到暴雨区[７]ꎮ 这个例子表明ꎬ 只要东亚中高纬大气环流和东

亚夏季风水汽输送带发生适当配合使季风水汽输送带深入到西北地区东部(图 １５(ｃ))ꎬ 即使在干旱地区同样

也会发生大暴雨ꎮ 这也表明北方和西北大暴雨的发生ꎬ 外来的水汽输送是造成大暴雨发生的主要来源ꎮ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 １０—１１ 日甘肃河西持续性暴雨(甘肃金昌过程雨量为 ２６９. ８ ｍｍ)和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１ 日毛乌素沙漠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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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罕见特大暴雨(２４ ｈ 降水量超过 １００ ｍｍ 的面积约 ８ ０００ ｋｍ２ꎬ 暴雨中心位于毛乌素邵默地区的什拉卓海ꎬ
降水量估计达 １ ０５０ ｍｍ)也都说明这种情况[５]ꎮ

图 １５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 ５—６ 日陕西延安大暴雨过程时期雨量和整层积分水汽通量输送量

Ｆｉｇ. １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ꎬ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ｆｌｕｘ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ｅａｖｙ ｒａ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Ｙａｎａｎ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１９７７

４　 结　 　 语

本文以海河、 黄河、 淮河与长江近百年最强的 ５ 次持续大暴雨过程为例ꎬ 分析了季风水汽输送带的重要

作用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中国东部夏季降水型由北多南少转为南多北少ꎬ 长江和华南地区多雨且暴雨频发ꎬ
北方偏旱ꎮ 从 ２１ 世纪初ꎬ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自然强迫(海洋、 高原积雪等因子)的影响下ꎬ 中国东部季风雨

带逐步北移ꎬ 使降水的格局逆转为北多南少ꎬ 尤其是长江流域降水明显减弱ꎮ 总体而言ꎬ 中国北方水资源利

用和水安全问题可能会得到一定缓解ꎬ 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的风险会有所增加ꎬ 但可能并不会出现明显的水

资源短缺问题ꎮ
随着气候变暖ꎬ 一方面根据热力学中的定律(温度越高ꎬ 大气的持水能力越强)ꎬ 全球和许多流域降水

量可能增加ꎻ 另一方面ꎬ 在占全球面积 ７０％的海洋上ꎬ 蒸发量同时也在增加ꎬ 这使大气水循环和气候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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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ꎬ 即有更强的降水和更多的干旱ꎬ 从而使水循环加速ꎮ 气候变暖可以通过 ４ 个方面影响全球水循环ꎬ 包

括通过影响东亚季风水汽输送带:
(１) 气候变暖后大气可容纳更多的水汽ꎬ 如果进入大气的水分增加ꎬ 大气比湿增大ꎬ 则相对湿度增大ꎬ

更易出现降水ꎬ 所以降水的强度会增加ꎮ 对于东亚夏季风区ꎬ 季风水汽输送带将会更强ꎬ 并且北推更明显ꎬ
中国的北方可能更将面临更强的降水与强暴雨ꎮ

(２) 气候变暖也会引起大气环流发生变化ꎬ 这导致水汽辐合和降水发生变化ꎮ 大气环流的变化十分重

要ꎬ 它与水汽通量与水汽通量的散度有关ꎬ 水汽通量的散度出现辐合并加强才能造成连续的降水增加ꎮ 因

此ꎬ 环流场的改变是另一个使降水强度和总量变化的重要因子ꎮ 大气环流在气候变化影响下确实发生了异常

并将继续变化ꎬ 区域的环流也在不断改变ꎮ 东亚夏季风区气候模式模拟和预估表明ꎬ 东亚夏季风将不断加

强ꎬ 季风雨带也将不断被北推ꎮ 可以推断与之相伴随的季风水汽输送带也北推加强ꎮ 如果出现更多异常的环

流型和更强的季风水汽输送带ꎬ 则会造成持续性大暴雨ꎬ 尤其是北方ꎮ
(３) 气候变暖使辐射强迫改变ꎬ 在地表ꎬ 辐射强迫直接影响蒸发和潜热与感热以及大气的非绝热加热ꎬ

前者可影响地表向大气的热量与水汽输送ꎬ 后者可以把热量和水汽向上输送到对流层中上部ꎬ 并造成层结的

稳定度变化ꎮ 在这个过程中季风水汽输送带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ꎬ 从而改变降水的发生条件ꎮ
上面 ３ 个原因共同引起了全球与区域水循环的变化ꎬ 尤其表征降水特征的降水量、 频率、 强度、 时段长

度、 极端值和极端事件等发生变化ꎮ 由于降水主要发生在天气系统中ꎬ 增加的水汽与环流的变化ꎬ 将产生的

水汽辐合量值更大ꎬ 因而ꎬ 通过季风水汽输送带使降水更强ꎮ 此外ꎬ 由于气溶胶的存在ꎬ 可使整个降水量变

化复杂化ꎬ 增强和减弱降水的作用因条件而异ꎮ 由于气溶胶影响是区域性的ꎬ 目前对陆地降水的净作用尚不

清楚ꎬ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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