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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气中的水汽输送对于全球的水分循环、 气候系统、 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ꎮ 水汽输送是影响中国旱涝

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ꎬ 其年际和年代际变化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海温、 北大西洋涛动、 太平洋年代际涛动等因

素对东亚大气环流的调控作用有关ꎮ 本文就近期关于中国地区水汽输送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的部分研究工作进行了

回顾和评述ꎬ 包括影响中国东部降水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的水汽输送机制、 影响梅雨特征年代际变化的水汽输送机

制、 热带海温对中国上空水汽输送的影响机制等问题ꎮ 此外ꎬ 本文回顾了近期与青藏高原地区水汽输送机制有关

的研究进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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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水资源中ꎬ 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０. ００１％左右[１]ꎬ 但是大气水分循环过程非常活

跃、 对大气降水具有决定性作用ꎬ 对全球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ꎮ 水汽输送是大气水分循

环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ꎬ 在海洋与内陆之间、 低纬地区与高纬地区之间的水分交换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ꎬ 对全球干￣湿或旱￣涝的空间分布具有重要作用ꎮ 此外ꎬ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ꎬ 极端降水、 极端降雪、 干

旱、 洪涝等极端气候灾害频发ꎬ 对全球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ꎬ 这些极端气候事件也与水汽输

送密切相关[２￣６]ꎮ
中国地区的气候变化受季风影响显著ꎬ 季风环流主导的水汽输送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ꎮ 夏季ꎬ 中国降

水主要受与印度季风和东亚夏季风有关的水汽输送影响ꎻ 冬季ꎬ 中国降水则主要受与东亚冬季风有关的水汽

输送影响[７]ꎮ １９６１—２０１６ 年期间ꎬ 东亚季风环流系统表现出明显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特征ꎬ 中国地区的水

汽输送在不同季节也表现出不同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特征ꎮ 中国地区水汽输送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受诸多因

素的影响ꎬ 包括厄尔尼诺￣南方涛动(ＥＮＳＯ)、 热带海温、 西太平洋对流活动、 北大西洋涛动(ＮＡＯ)、 太平

洋年代际涛动(ＰＤＯ)等等ꎮ 深入理解这些因素影响中国上空水汽输送的物理机制ꎬ 对于理解中国气候的年际

和年代际变化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根据近期关于中国上空水汽输送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的部分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和评述ꎮ 需要注意的

是ꎬ 由于地理位置和地势高度的原因ꎬ 中国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的水汽输送机制与中国东部地区的水汽

输送机制具有显著差异ꎬ 本文主要关注中国东部地区的水汽输送机制ꎮ

１　 中国水汽输送的气候平均态

气候平均态是指多年平均的气候状态ꎮ 北半球夏季(６—８ 月)ꎬ 中国地区水汽输送系统主要由以下 ３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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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汽输送通道组成(图 １(ａ))ꎮ ① 中纬度西风带水汽输送通道ꎮ 水汽主要来源于中高纬亚欧大陆地区ꎬ 经中

纬度西风带输送至中国西北、 华北、 东北地区以及青藏高原地区ꎮ ② 印度季风西南水汽输送通道ꎮ 水汽主

要来源于热带印度洋和孟加拉湾ꎬ 经印度季风以西南气流的形式输送至中国东部地区以及青藏高原地区ꎮ
③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侧的水汽输送通道ꎮ 水汽直接来源于热带西太平洋和中国南海等地ꎬ 沿副热带高

压西侧边缘以东南气流或自南向北气流的形式输送至中国东部地区ꎮ
北半球冬季(１２ 月至次年 ２ 月)ꎬ 中国地区水汽输送系统主要由 ２ 条水汽输送通道组成(图 １ ( ｂ))ꎮ

① 长江以北地区的西北风水汽输送通道ꎮ 水汽主要来源于中高纬亚欧大陆地区ꎬ 经东亚冬季风以西北气流

的形式输送到中国北方地区ꎮ ② 长江以南的西南风水汽输送通道ꎮ 水汽主要来源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ꎬ 经

由青藏高原南侧的西风绕流输送到中国南方地区ꎮ

图 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年期间 １ ０００ ~ ３００ ｈＰａ 垂直积分水汽输送通量

Ｆｉｇ. １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１ ０００—３００ ｈＰａ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ｆｌｕｘ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中国各个地区发生降水 /降雪时的水汽输送通道与上述水汽输送通道的气候平均态相比

存在一定差异ꎮ 例如ꎬ 冬季东北地区强降雪的主要水汽源地为中国东部地区、 渤海、 黄海、 日本海[３]ꎻ 冬

季华南地区降水的主要水汽源地是西太平洋[８]ꎻ 来自中国东部和南部陆地区域蒸发的水汽对夏季和冬季华

北地区、 北方半干旱地区的降水都有重要贡献[８￣９]ꎮ 此外ꎬ 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东部石笋记录反映的主要是

印度夏季风降水的变率[１０]ꎬ 但近期研究表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都是中国东部夏季降水的重要水汽源地[８ꎬ１１]ꎬ
因此ꎬ 中国东部石笋记录是可以反映东亚夏季风降水变率的ꎮ

２　 夏季水汽输送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

２. １　 中国东部夏季降水年际变化的水汽输送机制

过去 ６０ 年以来ꎬ 特别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ꎬ 中国东部地区夏季降水年际变率的经验正交分解(Ｅｍ￣
ｐｉｒｉｃａｌ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ＥＯＦ)第一主模态正位相主要表现为“负￣正￣负”经向三极子型(图 ２(ａ)ꎬ 图 ２(ｃ))ꎬ
即华南偏少￣长江流域偏多￣华北偏少ꎬ 负位相反之[１２]ꎮ 夏季降水的第一主模态正位相受东亚地区反气旋￣气
旋式经向偶极子型的水汽输送异常影响(图 ２(ｂ)ꎬ 图 ２(ｄ))ꎬ 该水汽输送异常型可引起长江流域水汽辐合、
华南和华北地区水汽辐散ꎬ 导致长江流域降水偏多ꎬ 而华南和华北地区降水偏少[１２￣１３]ꎮ 同时ꎬ 该水汽输送

异常型也是东亚上空水汽输送年际变化的 ＥＯＦ 第一主模态ꎮ
东亚地区夏季水汽输送和降水年际变化的第一主模态与热带海气相互作用密切相关ꎮ 当北半球夏季热带

西太平洋上空对流活动偏强时ꎬ 热带西太平洋异常的对流活动可通过激发向北传播的罗斯贝波ꎬ 在副热带西

太平洋上空引起下沉运动异常和反气旋异常ꎬ 并进一步在其北侧引起上升运动异常和气旋异常(图 ２(ｂ)ꎬ
图 ２(ｄ))ꎬ 反之亦然ꎬ 此即太平洋￣日本 /东亚￣太平洋(ＰＪ / ＥＡＰ)遥相关机制[１４￣１５]ꎮ 除此之外ꎬ 北半球夏季热

带印度洋海温异常对于东亚夏季水汽输送的年际变化也有重要作用: 厄尔尼诺事件处于衰退期的次年夏季ꎬ
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般偏高ꎬ 其上空增强的对流活动可激发向东传播的开尔文波ꎬ 在热带西太平洋大气边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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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东风异常ꎬ 从而在西北太平洋大气边界层引起反气旋风切变异常ꎬ 在埃克曼抽吸机制作用下引起西北太

平洋大气边界层辐散异常和下沉运动异常ꎬ 抑制了西北太平洋上空的对流活动ꎬ 导致西北太平洋出现异常反

气旋[１６￣２０](图 ２(ｂ)ꎬ 图 ２(ｄ))ꎮ 热带印度洋海温异常引起的上述效应称为“开尔文波￣埃克曼辐散效应” [１８]ꎮ
中国东部夏季降水的年际变化第一主模态及相关的水汽输送异常型在 １９９０ 年代后发生了年代际变

化[１２]ꎮ １９９０ 年代后ꎬ 中国东部夏季降水的年际变化第一主模态正位相由之前的“负￣正￣负”经向三极子型转

变为了“负￣正”经向偶极子型ꎬ 即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以北地区降水偏少ꎬ 负位相反之(图 ２(ｅ))ꎮ

(ｂ)、 (ｄ)、 (ｆ) 通量异常(箭头)ꎬ 其中绿色箭头表示通过了 ９０％显著性水平的 ｔ 检验

图 ２　 中国东部地区夏季降水年际变率的 ＥＯＦ 第一主模态和 ＥＯＦ 第一主模态标准化时间序列线性回归的水汽输送通量异常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ＯＦ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ｌａｂｅ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ｆｌｕｘ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ＥＯＦ ｍｏ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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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空间分布型主要受西北太平洋的反气旋式单极子型水汽输送异常影响(图 ２( ｆ)): 西北太平洋水汽输送异

常为反气旋异常时ꎬ 反气旋异常西北侧的西南风异常引起中国东部地区西南水汽入流增强ꎬ 长江以北(南)
地区出现水汽辐合(辐散)异常ꎬ 导致长江以北地区降水偏多(偏少)ꎬ 反之亦然ꎮ 此次年代际变化背后的物

理机制比较复杂ꎬ 与热带太平洋和印度洋海气相互作用对东亚水汽输送年际变化调控作用的年代际变异

有关[１２]ꎮ

２. ２　 中国东部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的水汽输送机制

中国东部夏季降水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 ９０ 年代末发生过 ３ 次显著年代际变化ꎬ 这 ３ 次年

代际变化与东亚夏季水汽输送的年代际变化密切相关ꎮ １９７９ 年以后ꎬ 东亚夏季风显著减弱ꎬ 中国东部夏季

自南向北的经向水汽输送整体减弱(图 ３(ｂ))ꎬ 引起长江流域水汽辐合异常ꎬ 华南和华北地区水汽辐散异

常ꎬ 导致 １９７９ 年以后长江流域降水增多、 而华南和华北地区降水则减少(图 ３(ａ))ꎮ １９９２ 年以后ꎬ 西北太

平洋和中国南海上空出现反气旋水汽输送异常ꎬ 中国南方地区上空出现气旋式水汽输送异常ꎬ 长江以北地区

上空出现自东向西的水汽输送异常(图 ３(ｄ))ꎬ 这些水汽输送异常引起长江以南地区水汽辐合异常、 江淮流

域水汽辐散异常、 华北地区水汽辐合异常ꎬ 导致 １９９２—１９９９ 年期间长江以南地区夏季降水增多、 江淮流域

降水减少、 华北地区降水增多(图 ３(ｃ))ꎻ 在此期间ꎬ 华南地区夏季大范围极端降水事件也显著增加[２１]ꎮ
１９９９ 年以后ꎬ 中国南海上空出现气旋式水汽输送异常ꎬ 中国南方的西南水汽入流减弱ꎬ 同时蒙古和中国北

方上空出现反气旋式水汽输送异常、 中国北方的西风水汽输送减弱(图 ３( ｆ))ꎬ 引起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水

汽辐散异常、 黄淮流域和华南地区水汽辐合异常[２２]ꎬ 导致 １９９９ 年以后长江流域和华北夏季降水减少、 黄淮

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夏季降水增多(图 ３(ｅ))ꎮ
东亚水汽输送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的这次年代际变化与 ＰＤＯ 对东亚大气环流的影响有关[２３￣２４]ꎮ ＰＤＯ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后由正位相转为负位相ꎬ 热带中东太平洋海温表现为冷异常ꎬ 北太平洋海温表现为暖异

常ꎮ 统计分析和数值试验表明[２３￣２４]ꎬ ＰＤＯ 负位相时ꎬ 其海温异常可通过海气相互作用引起东亚中纬度地区

高空西风减弱ꎬ 影响东亚上空西风急流的位置并引起西风急流的次级环流发生变化ꎬ 导致长江流域水汽辐散

异常、 黄淮流域水汽辐合异常ꎮ

２. ３　 梅雨特征年代际变化的水汽输送机制

１９６１—２０１６ 年期间ꎬ 长江流域的梅雨特征表现出了明显的年代际变化ꎮ 根据综合考虑了降水、 相对湿

度、 垂直速度等变量的梅雨特征指数的变化ꎬ 长江流域梅雨峰值日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和 ９０ 年代之后

通常发生在 ６ 月下旬ꎬ 而在 １９８５—１９９７ 年期间则推迟至 ７ 月初ꎻ 长江流域梅雨强度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

和 ２００５ 年之后相对较弱ꎬ 在 １９８５—１９９７ 年期间相对较强[２５]ꎮ
上述梅雨特征的年代际变化与 ＰＤＯ 对东亚夏季水汽输送的调控作用有关ꎮ ＰＤＯ 在 １９６１—１９８０ 年期间为

负位相ꎬ 在 １９８１—１９９９ 年期间为正位相ꎬ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期间主要为负位相ꎮ 在 １９８６—１９９７ 年期间ꎬ 正

位相的 ＰＤＯ 海温异常引起北太平洋上空逆时针涡旋水汽输送异常ꎬ 西北太平洋和中国东部上空自南向北的

水汽输送减弱ꎬ 从而引起东亚季风向北推进受阻ꎬ 导致长江流域梅雨峰值日期延迟ꎻ 同时ꎬ 热带中东太平洋

的暖海温异常可引起上空对流活动增强ꎬ 引起包括沃克环流和东亚夏季风系统在内的热带￣副热带大尺度纬

圈环流发生变异ꎬ 具体表现为沃克环流减弱ꎬ 热带海洋性大陆南部上空对流活动减弱ꎬ 热带海洋性大陆北

部、 中国南方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上空对流活动增强ꎬ 导致长江流域出现水汽辐合异常ꎬ 梅雨强度增大[２５]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和 ９０ 年代之后 ＰＤＯ 处于负位相的时段则情况相反ꎮ

２. ４　 印度洋海盆模态的年代际变异对东亚水汽输送的影响

印度洋海盆模态(ＩＯＢＭ)是印度洋海温年际变化的主模态ꎬ 以热带印度洋海温一致呈现海盆尺度的偏暖

或偏冷为主要特征ꎬ 其空间型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之后发生了年代际变化ꎬ 对中国地区夏季的水汽输送产生

了重要影响[２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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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为后一时段减前一时段ꎬ 降水量差异场中打点区域和水汽输送通量差异场中灰色阴影区域表示该区域的差异通过了９０％显著性水平的 ｔ 检验

图 ３　 不同时段夏季平均月降水量(ｍｍ)和水汽输送通量(ｋｇｍ － １ｓ － １)差异

Ｆｉｇ. 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Ｊｕｎｅ—Ａｕｇｕｓｔ ｍｅａ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ｆｌｕｘ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１９５１—１９７９ 年期间ꎬ ＩＯＢＭ 的年际变化活动中心主要位于南印度洋ꎮ 在 ＩＯＢＭ 正位相的夏季ꎬ 热带印度

洋的异常暖中心位于 ５°Ｓ—２０°Ｓ 之间的热带南印度洋ꎬ 北印度洋暖海温异常较小ꎮ 此种情况下ꎬ 印度洋海温

异常引起的大气环流异常对亚洲夏季气候影响较小ꎬ 对中国地区夏季的水汽输送和降水的年际变化影响相对

较弱ꎮ 在 １９８０ 年以后ꎬ 热带北印度洋夏季海温的年际变率显著增大ꎬ ＩＯＢＭ 的年际变化活动中心向阿拉伯海

偏移ꎮ 在 ＩＯＢＭ 正位相的夏季ꎬ 热带印度洋的异常暖中心位于阿拉伯海和西南印度洋ꎮ 此种情况下ꎬ 印度洋

海温异常可通过“开尔文波￣埃克曼辐散效应”在热带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引起显著的东风异常ꎬ 并在孟加拉

湾、 中国南海、 西北太平洋上空引起显著的反气旋水汽输送异常ꎬ 对中国地区的水汽输送和降水的年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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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重要影响: 在江淮流域引起水汽辐合异常和降水增多ꎬ 在长江以南地区引起水汽辐散异常和降水减少ꎮ
但是ꎬ ＩＯＢＭ 空间型发生年代际变化的原因目前尚未清晰ꎮ 初步分析表明ꎬ 其年代际变化可能与冬季

ＥＮＳＯ 对次年夏季印度洋海温影响作用的年代际变异有关ꎮ

３　 中国冬季水汽输送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

３. １　 冬季水汽输送对强降雪的重要性

东亚冬季水汽输送对于中国地区的大范围强降雪事件有重要意义ꎬ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① 水汽

输送异常是强降雪事件的重要预报因子ꎮ 强降雪事件发生过程中水汽输送的时空演变是领先于降雪的ꎬ 强降

雪发生前 ２４ ｈ 内由大尺度水汽输送引起的水汽积累对强降雪的发生和维持具有重要作用[２７]ꎮ ② 来自南方地

区和热带海洋的水汽输送异常是中国东部地区大范围强降雪事件的关键因素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中国南

方的大范围雨雪冰冻灾害和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长江流域的 ２ 次强降雪过程中ꎬ 来自孟加拉湾和中国南海的异常暖

湿气流持续向中国南方地区和长江流域输送充沛的水汽ꎬ 为大范围强降雪事件的发生提供了重要条件[２８]ꎮ
③ 水汽输送对中国强降雪事件的影响作用具有地域差异性ꎬ 对于理解中国不同地区的强降雪事件发生机理

至关重要ꎮ 来自南方的水汽输送和来自北方的冷平流的相互作用是强降雪发生的重要原因ꎬ 其中水汽输送是

中国北方强降雪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ꎬ 而冷平流则是长江流域强降雪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２９]ꎮ

３. ２　 东亚冬季经向水汽输送年际变化与热带太平洋海温的关系

东亚经向水汽输送对中国冬季降水具有重要影响ꎬ 自南向北的经向水汽输送增强(减弱)通常会导致中

国东部冬季降水增多(减少)ꎮ ＥＮＳＯ 是影响东亚冬季水汽输送年际变化的重要因素ꎬ 前人研究表明 ＥＮＳＯ 主

要通过“太平洋￣东亚(ＰＥＡ)”遥相关机制影响东亚冬季气候: 在冬季厄尔尼诺海温条件下ꎬ 热带中东太平洋

海温偏暖可引起西北太平洋东北信风增强、 表面蒸发增强ꎬ 从而引起西北太平洋海温偏冷ꎬ 在西北太平洋上

空引起下沉运动异常和反气旋异常ꎻ 沿反气旋异常西侧的南风异常引起东亚冬季风减弱ꎬ 导致东亚上空自南

向北的经向水汽输送增强[３０](图 ４(ａ))ꎮ
然而ꎬ 近期的一些年份(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８ 年等)出现了与上述理论相反的情况: 在冬季拉尼娜海温条件

下ꎬ 热带中东太平洋海温偏冷引起了东亚上空自南向北的经向水汽输送增强ꎬ 导致东亚强降雪事件增多ꎮ 这

些现象与不同时期热带太平洋海温对东亚水汽输送年际变化的不同影响有关[３１]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东亚经向

水汽输送与热带太平洋海温的关系在冬季不同月份(１２ 月、 １ 月、 ２ 月)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ꎮ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拉尼娜海温条件下出现的东亚经向水汽输送增强主要发生在 １ 月份ꎮ

图 ４　 冬季热带太平洋海温影响东亚上空经向水汽输送的 ３ 条路径示意

Ｆｉｇ. 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ｉｎｔｅｒ

近期 Ｓｕｎ 等[３１]研究发现ꎬ １ 月份热带太平洋海温与东亚经向水汽输送年际变化的相关关系及相应的物理

机制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发生了年代际变化ꎮ 在 １９６１—１９７９ 年期间的 １ 月份ꎬ 东亚经向水汽输送的年际变

化主要受 ＰＥＡ 遥相关机制影响(图 ４(ａ))ꎬ 东亚经向水汽输送与热带太平洋海温指数 Ｎｉñｏ ３. ４ 指数呈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ꎮ 在 １９８０ 年之后的 １ 月份ꎬ 主导东亚经向水汽输送年际变化的物理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ꎬ 东亚

经向水汽输送与 Ｎｉñｏ ４ 指数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１ 世纪 ００ 年代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ꎬ 表明 １９８０ 年之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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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中东太平洋海温偏冷(拉尼娜条件)易引起东亚自南向北的经向水汽输送增强ꎮ 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热带太

平洋海温影响东亚水汽输送年际变化的路径并不唯一ꎬ 且不同路径对应的物理机制引起的气候异常也不同ꎮ
在 １９８６—２０１８ 年期间的 １ 月份ꎬ 热带中东太平洋海温通过 ＰＥＡ 遥相关机制影响东亚水汽输送的作用减

弱ꎬ 这是东亚经向水汽输送与热带太平洋海温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ꎮ 热带太平洋海温影响东亚水汽输送

的第 ２ 条路径是 １ 月份拉尼娜海温条件下ꎬ 同期发生的北太平洋中部暖海温异常可引起北太平洋中部上空对

流活动增强ꎬ 从而在西北太平洋引起补偿性的下沉运动异常和反气旋异常ꎬ 导致东亚自南向北的经向水汽输

送增强(图 ４(ｂ))ꎮ 此外ꎬ 热带太平洋海温还可以通过第 ３ 条路径影响东亚水汽输送: １ 月份拉尼娜海温条

件下ꎬ 热带太平洋海温异常引起的对流活动异常可以激发出向北传播的罗斯贝波ꎬ 从而影响环北半球遥相关

波列ꎬ 该波列可经过北美、 北大西洋和亚欧大陆在西伯利亚上空引起低压异常和气旋异常ꎬ 并在下游的东亚

和西北太平洋引起高压异常和反气旋异常ꎬ 导致东亚上空经向水汽输送增强(图 ４(ｃ))ꎮ 上述第 ２ 条和第 ３
条路径的影响作用在 １９８０ 年后显著增强ꎬ 导致在 １９８０ 年后热带中东太平洋海温偏冷易引起 １ 月份东亚经向

水汽输送增强[３１]ꎮ

３. ３　 中国冬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的水汽输送机制

中国冬季气候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经历过一次显著的年代际变化ꎬ 主要表现为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东亚

冬季风减弱ꎬ 中国东部降水增多[３２￣３３]ꎮ 相应的水汽输送年代际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在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ꎬ 中

国东部地区上空有显著的来自东南方向的水汽输送异常ꎬ 表明有更多的来自副热带西太平洋的水汽输送进入

中国东部地区ꎬ 引起中国东部水汽辐合异常ꎬ 导致中国南方地区、 长江流域、 黄淮流域降水普遍增多[３４]ꎮ
此次年代际变化背后的物理机制目前存在较大争论ꎬ 可能与气候系统的内部变率和温室气体的强迫作用有

关[３５]ꎮ 在内部变率方面ꎬ 北极涛动、 ＰＤＯ、 大西洋多年代际振荡在年代际尺度上的位相转变可能是引起此

次年代际变化的原因之一[３２ꎬ３５￣３６]ꎻ 在温室气体的强迫作用方面ꎬ 数值试验结果表明ꎬ 温室气体增多可引起冬

季东亚大槽减弱和西伯利亚高压减弱ꎬ 导致中国地区冬季西北风减弱ꎬ 从而引起中国东部上空来自东南方向

的水汽输送异常[３７￣３８]ꎮ
此外ꎬ 华南地区和长江流域冬季降水在 １９７９ 年以后分别增多和减少ꎬ 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分别减少和增多ꎬ

也与中国上空水汽输送的两次年代际变化有关[３４]ꎮ １９６０—１９７８ 年与 １９７９—１９８６ 年 ２ 个时段的水汽输送差异

场表明ꎬ 在后一时段的冬季ꎬ 蒙古上空存在反气旋异常ꎬ 中国东部地区存在自北向南的水汽输送异常ꎬ 且中

国南方地区上空存在气旋异常ꎬ 这样的水汽输送异常型引起华南地区水汽辐合、 长江流域水汽辐散ꎬ 导致华

南地区降水增多、 长江流域降水减少ꎮ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 ２ 个时段的水汽输送差异场表明ꎬ 在

后一时段的冬季ꎬ 中国东部上空存在自东向西的水汽输送异常ꎬ 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上空存在较小的水汽辐

合异常ꎮ 华南降水在后一时段冬季降水减少的原因尚未清晰ꎬ 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缺少来自北方的冷平流与华

南上空的暖湿空气相互作用ꎮ

４　 青藏高原地区的水汽输送机制

青藏高原地区的水汽输送机制与中国东部地区相比具有明显差异ꎮ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地区是长

江、 黄河、 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ꎬ 对于中国地区的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ꎮ
三江源地区春季降水的年际变化主要受 ２ 支水汽输送异常影响[３９]ꎮ 一支是从三江源东边界进入该地区

的来自中国东部的水汽输送异常ꎬ 该支水汽输送异常主要受春季亚欧大陆上空大气环流的主模态影响ꎬ 当主

模态处于正位相的年份ꎬ 西伯利亚上空存在高压异常和反气旋异常ꎬ 反气旋异常南侧的东风异常可引导来自

中国东部的水汽进入三江源地区ꎬ 导致三江源地区出现水汽辐合异常、 降水增多ꎮ 另一支是从三江源南边界

进入该地区的来自中国西南地区、 印度、 孟加拉国的水汽输送异常ꎬ 该支水汽输送异常主要受西太平洋、 中

国南海、 孟加拉湾上空的气旋异常影响ꎬ 与 ＥＮＳＯ 有关ꎮ 在拉尼娜海温条件的春季ꎬ 热带西太平洋上空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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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增强ꎬ 在热带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空的大气环流引起 Ｍａｔｓｕｎｏ￣Ｇｉｌｌ 空间异常型ꎬ 从而在中国南海和孟加拉

湾上空引起气旋异常ꎬ 该气旋异常北侧的东南风异常可以引导来自低纬地区的水汽从南边界进入三江源地

区ꎬ 导致三江源地区出现水汽辐合异常、 降水增多ꎮ
三江源地区夏季降水的年际变化主要受来自西南方向的水汽输送异常影响ꎬ 该支水汽输送异常与 ＮＡＯ、

ＥＮＳＯ、 热带印度洋海温有关[３９]ꎮ 在 ＮＡＯ 处于负位相的夏季ꎬ ＮＡＯ 可在亚欧大陆引起西北￣东南方向传播的

大气环流波列ꎬ 在西亚和青藏高原上空引起低压异常和气旋异常ꎬ 气旋异常南侧的西南风异常可引导来自印

度上空的水汽进入三江源地区ꎬ 导致三江源地区降水增多ꎮ 此外ꎬ 在厄尔尼诺事件正在衰退的次年夏季ꎬ 热

带印度洋海温偏暖ꎬ 通过“开尔文波￣埃克曼辐散”效应在孟加拉湾引起反气旋异常ꎬ 该反气旋异常北侧的西

南风异常也可引导来自印度的水汽进入三江源地区ꎬ 导致三江源地区降水增多ꎮ 研究表明ꎬ ＮＡＯ、 ＥＮＳＯ、
印度洋海温、 东亚夏季风等全球气候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对夏季青藏高原上空水汽输送年际变化的影响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之前相对较小ꎬ 而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之后显著增强ꎬ 这与全球变暖背景下大气水汽含量增

加引起的大气对流凝结潜热释放作用增强有关[４０]ꎬ 同时也和前述 ＩＯＢＭ 空间型的年代际变化有关ꎮ
三江源地区冬季降水年际变化的水汽输送机制比较复杂ꎬ 冬季不同月份的降水和水汽输送受不同的因素

影响ꎮ 总体来看ꎬ 三江源冬季降水的年际变化主要受来自亚欧大陆中纬度西风带的水汽输送和来自印度的西

南方向水汽输送影响ꎬ 驱动因素包括 ＮＡＯ、 ＥＮＳＯ、 环北半球遥相关型等ꎮ

５　 总结与展望

中国上空的水汽输送具有显著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特征ꎬ 其背后的物理机制十分复杂ꎬ 受 ＥＮＳＯ、 热带

海气相互作用、 ＮＡＯ、 北极海冰等诸多因素影响ꎬ 且这些因素与中国上空水汽输送的相互作用关系是随着时

间发生变化的ꎬ 这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和温室气体的外部强迫作用等有关ꎮ 本文主要针对中国地区水

汽输送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研究进展进行了回顾ꎬ 一些未在本文中深入探讨的关于水汽输送的问题也十分

重要ꎮ
(１) 理解中国地区水汽输送的季节—年际—年代际变化多尺度相互作用机制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气候在不

同时间尺度上的变率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 ＰＤＯ 等年代际尺度的信号对于中国地区水汽输送的季节内变化有显著影响、 ＭＪＯ(热带季节内振荡)

等季节内振荡信号对中国地区水汽输送的年际变化也会产生影响ꎬ 但关于上述问题仍需要更多更加深入的

研究ꎮ
(３) 全球变暖背景下大气环流和大气水汽含量都发生了剧烈变化ꎮ 未来全球持续变暖情景下ꎬ 中国上空

的水汽输送将如何变化、 其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的物理机制将如何变化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ꎬ 需要进一步深入

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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