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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空气湿度是重要的气象要素ꎬ 与气温和降水密切相关ꎬ 其长期变化特征是气候系统变化的重要表征ꎮ ２００３
年前后全国自动站与人工站的更替使得相对湿度资料存在不能满足均一性的要求ꎬ 亟需加强空气湿度变化特征方

面研究ꎮ 利用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中国 ８２４ 个气象站订正后均一性较好的逐日气温、 降水量和相对湿度数据ꎬ 剔除缺测

多的站点ꎬ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趋势检验和偏相关分析方法ꎬ 综合分析中国水汽压和相对湿度的长期

变化特征及其与气温和降水量的相关特征ꎮ 结果表明: ① 全国各地年均水汽压呈增大趋势的站点占全部站点的

９０ ３％ ꎻ 除春夏两季的黄土高原至云贵高原一带和长江下游地区、 秋季的华南地区有所减小外ꎬ 各季节全国水汽压

普遍呈增大趋势ꎮ ② 全国年均相对湿度呈减小趋势的站点占 ６４. １％ ꎻ 除河北北部至辽宁北部、 陕西南部至黄淮地

区、 江南北部、 青藏高原和四川西部地区以及西北大部呈增大趋势外ꎬ 其余地区普遍减小ꎻ 季节差异明显ꎬ 春、 夏

和秋季ꎬ 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以减小趋势为主ꎻ 冬季除东北地区和云南减小外ꎬ 其余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

增大ꎮ ③ 全国各地水汽压与气温、 降水量普遍以正相关为主ꎬ 与气温的相关性强于与降水量的相关性ꎻ 相对湿度

与气温普遍呈显著的负相关ꎬ 与降水量普遍以正相关为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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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自 １８８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升高了 ０. ８５ ℃(０. ６５ ~ １. ０６ ℃) [１]ꎮ 中国最新的百年

器测气温序列显示ꎬ １９０９—２０１１ 年中国陆地区域平均增温 ０. ９ ~ １. ５ ℃ꎬ 增温幅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ꎮ 气候

系统其他变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ꎮ 比如ꎬ １９５６—２０１２ 年ꎬ 全国平均降水量没有显著的趋势性变化ꎬ 但

是存在区域和季节差异ꎻ 全国年平均风速呈显著减小趋势ꎮ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 年ꎬ 全国平均日照时数呈显著减少

趋势ꎬ 相对湿度总体呈波动减小趋势ꎮ 同时ꎬ 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ꎬ ２００３ 年以后全国平均相

对湿度呈断崖式减小ꎬ 很可能与观测仪器更换造成的资料不连续有关ꎬ 其可信度较低ꎬ 需要加以研究[２]ꎮ
朱亚妮等[３]指出中国地面相对湿度资料存在严重的非均一性问题ꎬ ６８％的台站存在断点ꎻ 造成数据非均一的

主要原因包括人工观测转自动观测、 迁站和时次变化ꎻ 利用加拿大环境部气候研究中心研发的 ＰＭＴｒｅｄ 和惩

罚最大 Ｆ 检验(ｔｈｅ ｐｅｎａｌｉｚｅｄ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Ｆ ｔｅｓｔꎬ ＰＭＦＴ)方法ꎬ 对月平均相对湿度资料进行了订正ꎬ 使资料具有较

好的均一性ꎮ
空气湿度的大小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ꎬ 同时也对当地的工农业生产等有着指示性作用[４]ꎮ 目前国内

外表征空气湿度的指标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绝对指标ꎬ 包括比湿、 水汽压、 露点温度等ꎻ 另一类是相对指

标ꎬ 包括相对湿度、 饱和差、 露点差等ꎮ 中国常用的绝对和相对湿度指标分别为水汽压和相对湿度ꎮ 水汽压

是空气中水汽的分压强ꎬ 气温上升ꎬ 加速地面蒸发ꎬ 使空气中的水汽增多ꎬ 理论上水汽压应增大ꎬ 但又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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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供水情况和外部水汽输送有关ꎮ 相对湿度为空气中水汽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汽压的比值ꎮ 气温升高ꎬ 饱和

水汽压增大ꎬ 相对湿度的变化取决于水汽压和饱和水汽压增大速率的相对大小ꎮ Ｌｕ 和 Ｔａｋｌｅ[５]基于北美地区

１９７９—２００７ 年温度、 水汽压和降水再分析资料的研究表明ꎬ 北美地区低层水汽压显著增大ꎬ 中高层水汽压

没有显著趋势ꎻ 所有高度层相对湿度均呈一致地减小趋势ꎬ 且中层的减小速率最快ꎻ 降水量与水汽压和相对

湿度均呈正相关关系ꎻ 温度与水汽压呈正相关关系ꎬ 与相对湿度呈负相关关系ꎮ Ｂｒｏｗｎ 等[６]基于美国 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 年气温、 露点温度、 相对湿度和比湿等指标的站点观测资料的研究表明ꎬ １９５０ 年以前相对湿度资料存

在较大的不均一性ꎻ １９４７—２０１０ 年ꎬ 绝对湿度指标显著增大ꎬ 相对湿度指标变化不大ꎮ Ｖｉｃｅｎｔｅ￣ Ｓｅｒｒａｎｏ 等[７]

研究表明ꎬ １９６１—２０１１ 年西班牙绝对湿度除了春季显著增大外ꎬ 全年和其余季节均没有明显变化ꎻ 相对湿

度显著减小ꎬ 春季和夏季减小趋势更明显ꎻ 同时研究分析指出ꎬ 随着温度升高ꎬ 虽然大气持水能力加强ꎬ 但

是如果地表供水不足ꎬ 则大气湿度指标不一定增大ꎮ Ｂｙｒｎｅ 和 Ｏ′ｇｏｒｍａｎ[８] 通过观测和模式模拟表明ꎬ 陆地表

面相对湿度显著减小ꎬ 海洋相对湿度微弱增大ꎻ 某地空气湿度变化不仅与当地的气温和降水量变化密切相

关ꎬ 还受到外部水汽输送的影响[８￣９]ꎮ 综上所述ꎬ 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指标存在不同的变化趋势ꎬ 同时在不

同高度层ꎬ 不同区域和不同季节之间变化趋势也存在差异ꎮ
近年来ꎬ 有不少研究涉及中国全域或局地空气湿度的变化特征[１０￣１４]ꎬ 其中绝对湿度指标全年或各季节

以增大趋势为主ꎬ 相对湿度指标的变化趋势则存在较大的区域和季节差异ꎮ Ｓｏｎｇ 等[１０] 采用中国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 ４６３ 个国家级地面站未经订正的逐月比湿数据ꎬ 得出全国大部分地区夏季比湿呈减小趋势ꎬ 与全球平均比

湿的变化趋势不一致ꎻ Ｗａｎｇ 和 Ｇａｆｆｅｎ[１１]采用中国 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６ 个站点逐 ６ 小时比湿资料ꎬ 得出全国大

部分地区比湿呈增大趋势ꎬ 夜间增大趋势大于白天ꎬ 冬季大于夏季ꎻ 朱亚妮等[３] 采用 １９５１—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２ ４１３个国家级地面站逐日相对湿度资料ꎬ 分析得出全国年平均相对湿度无明显增减趋势ꎬ 但存在区域差异ꎬ
华北地区、 长江流域、 青藏高原、 四川西部地区和西北地区大部相对湿度增大ꎻ 卢爱刚[１４] 采用 １９５８—２００７
年中国 ４４４ 个标准气象站相对湿度月平均值资料ꎬ 分析得出秦岭￣淮河一线以北主要以相对湿度减小为主ꎬ
以南相对湿度变化在区域上表现不明显ꎬ 从季节分析看ꎬ 夏季变化幅度不大ꎬ 其他 ３ 个季节变化幅度大ꎬ 特

别是冬季变化幅度最大ꎮ 已有研究多为局地分析ꎬ 涉及相对指标较多ꎬ 绝对指标较少ꎬ 更鲜有同时对比分析

空气湿度的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变化特征的研究ꎮ
本文将从大区域尺度(全国)出发ꎬ 利用经过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订正的具有较好均一性的气

象站气温、 降水量与空气湿度观测资料ꎬ 采用目前国内已有研究中最常用的线性回归分析和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
趋势检验方法ꎬ 分析并比较水汽压和相对湿度长期变化特征及区域差异ꎬ 并利用偏相关分析方法探讨空气湿

度与气温和降水量在时空变化上的关系ꎮ

１　 数据与方法

１. １　 数据资料及预处理

选取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中国 ８２４ 个气象站订正后均一性较好的逐日气温、 降水量和相对湿度数据ꎬ 数据来

源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ꎮ 剔除存在缺测情况的站点ꎬ 相对湿度数据剩余 ６７２ 个站ꎬ 日均温数据剩

余 ７８３ 个站ꎬ 降水量数据剩余 ７１７ 个站ꎮ
再由相对湿度 Ａ 和气温 ｔ 计算得到逐日的水汽压 ｅꎮ 计算方法如下:

ｅ ＝ ＡＥｗ 或 ｅ ＝ ＡＥ ｉ (１)

ｌｇＥｗ ＝ １０. ７９５ ７４ １ －
Ｔ１

Ｔ
æ
è
ç

ö
ø
÷－ ５. ０２８ ００ｌｇ Ｔ

Ｔ１
( ) ＋ １. ５０４ ７５ × １０ －４ [１ － １０ －８. ２９６ ９ Ｔ

Ｔ１
－１( ) ]

＋ ０. ４２８ ７３ × １０ －３ [１０４. ７６９ ５５ １－
Ｔ１
Ｔ( ) － １ ] ＋ ０. ７８６ １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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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ｇＥ ｉ ＝ － ９. ０９６ ８５ Ｔ１

Ｔ － １æ
è
ç

ö
ø
÷－ ３. ５６６ ５４ｌｇ Ｔ１

Ｔ
æ
è
ç

ö
ø
÷＋ ０. ８７６ ８２ １ － Ｔ

Ｔ１
( ) ＋ ０. ７８６ １４ (３)

式中: ｅ 为水汽压ꎬ ｈＰａꎻ Ｅｗ、 Ｅ ｉ 分别为干球温度 ｔ 所对应的纯水平液面、 冰面饱和水汽压ꎬ ｈＰａꎻ Ｔ１ ＝
２７３. １６ Ｋ(水的三相点温度)ꎻ Ｔ 为干球温度 ｔ 对应的热力学温度ꎬ Ｔ ＝ ｔ ＋ ２７３. １６ꎬ Ｋꎮ

１. ２　 数据分析方法

(１) 全年和各典型月指标均值的计算ꎮ 选取 １ 月、 ４ 月、 ７ 月、 １０ 月为典型月份ꎬ 分别代表冬、 春、
夏、 秋四季ꎬ 计算全年和各典型月水汽压、 相对湿度、 气温均值ꎮ 计算方法如下:

Ｘ ｊ ＝
∑

ｎ

ｉ ＝ １
ｘｉｊ

ｎ (４)

式中: Ｘ ｊ为某站某气象要素全年或第 ｊ 个代表性月份的均值ꎻ ｘｉｊ为该站该气象要素全年或第 ｊ 个代表性月份

第 ｉ 日值ꎻ ｎ 为该时段天数ꎮ
(２) 全年和各典型月降水量的计算ꎮ 计算方法如下:

Ｐ ｊ ＝ ∑
ｎ

ｉ ＝ １
ｐｉｊ (５)

式中: Ｐ ｊ为某站全年或第 ｊ 个代表性月份的降水量ꎻ ｐｉｊ为该站全年或第 ｊ 个代表性月份降水量第 ｉ 日值ꎮ
(３) 气候倾向率计算ꎮ 气候倾向率表示气候指标随时间的变化速率ꎬ 由于逐年变率小ꎬ 多以 １０ 年趋势

表示ꎮ
本文采用 Ｓｅｎ 斜率估计法计算序列的斜率 βꎮ 斜率 β 表示此序列的平均变化率以及时间序列的趋势ꎬ 当

β > ０ 时ꎬ 序列呈增大趋势ꎻ 当 β ＝ ０ 时ꎬ 序列趋势不明显ꎻ 当 β < ０ 时ꎬ 序列呈减小趋势ꎮ
对于某气象要素的时间序列 Ｙｔ ＝ (Ｙ１ꎬＹ２ꎬꎬＹｎ )ꎬ Ｓｅｎ 斜率的计算公式为

β ＝ Ｍｅｄｉａｎ ｙ ｊ － ｙｉ

ｊ － ｉ
æ
è
ç

ö
ø
÷ꎬ∀ｊ > ｉ (６)

式中: Ｍｅｄｉａｎ 为取中值函数ꎮ β × １０ 即为气候倾向率ꎮ
(４)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趋势检验ꎮ 相关研究表明[１５]ꎬ 在进行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 趋势检验时ꎬ 若时间序列存在自

相关ꎬ 会增加检验的误差ꎬ 因此在检验前要去掉时间序列的自相关性ꎮ
一阶自相关系数:

ρ ＝
Ｃｏｖ(ＹｉꎬＹｉ ＋１)

Ｖａｒ(Ｙｉ)
＝

１
ｎ － ２∑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Ｙｉ ＋１ － Ｙ)

１
ｎ － １∑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 ２

(７)

式中: Ｙ 为时间序列的平均值ꎻ ｎ 为序列长度ꎻ Ｃｏｖ() 、 Ｖａｒ() 分别是计算协方差和方差的函数ꎮ
修正时间序列:

Ｙ′ｉ ＝ Ｙｉ － ρ Ｙｉ －１ (８)
式中: Ｙ′ｉ 为修正后的时间序列ꎬ 后面用 Ｙｉ 表示 Ｙ′ｉ ꎬ 以修正后数据代替原序列数据ꎮ

定义检验统计量 Ｓ:

Ｓ ＝ ∑
ｎ

ｉ ＝ ２
∑
ｉ －１

ｊ ＝ １
ｓｇｎ(Ｙｉ － Ｙ ｊ) (９)

式中: ｓｇｎ()为符号函数ꎮ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统计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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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 ＝

Ｓ － １
ｎ(ｎ － １)(２ｎ ＋ ５)

１８

ꎬ Ｓ > ０

０ꎬ Ｓ ＝ ０
Ｓ ＋ １

ｎ(ｎ － １)(２ｎ ＋ ５)
１８

ꎬ Ｓ <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１０)

当 Ｚ > ０ 时表示有增大趋势ꎬ Ｚ < ０ 表示有减小趋势ꎬ ｜ Ｚ ｜ ≥１. ６４５、 ｜ Ｚ ｜ ≥１. ９６０、 ｜ Ｚ ｜ ≥２. ５７６ 时ꎬ 表示

在 α ＝ ０. １ꎬ ０. ０５ꎬ ０. ０１ 置信水平上ꎬ 趋势通过显著性检验ꎮ
(５) 相关性分析ꎮ 相关分析是研究 ２ 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内在联系的一种方法ꎮ 考虑到空气湿度变化有多个

影响因素ꎬ 本文采用偏相关分析法研究 ２ 个变量之间的关系ꎬ 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ꎮ 首先计算 ２ 个变量之间的

相关系数ꎬ 如下:

ｒｘｙ ＝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ｙｉ － ｙ)]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２∑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 ２

(１１)

式中: ｒｘｙ 表示变量 ｘ 和 ｙ 的相关系数ꎻ ｘｉ 表示第 ｉ 年空气湿度年均值或月均值ꎻ ｙｉ 表示对应时段的降水量或

平均气温ꎻ ｘ 、 ｙ 为变量 ｘ 、 ｙ 的平均值ꎻ ｎ 表示样本数ꎮ
再通过相关系数进一步计算得到偏相关系数ꎬ 如下:

ｒ１２ꎬ３ ＝
ｒ１２ － ｒ１３ ｒ２３

(１ － ｒ２１３) ＋ (１ － ｒ２２３)
(１２)

式中: ｒ１２ꎬ３ 表示除去变量 ３ 干扰后变量 １ 和变量 ２ 之间的偏相关系数ꎻ ｒ１２ ꎬ ｒ１３ ꎬ ｒ２３ 分别表示变量 １ 和变量

２、 变量 １ 和变量 ３、 变量 ２ 和变量 ３ 之间的相关系数ꎮ
最终计算得到全国各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气温、 水汽压、 相对湿度年均值或各典型月均值的气候倾向率、

年降水量和各典型月降水量气候倾向率及其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趋势显著性检验结果ꎬ 并分析水汽压、 相对湿度

与气温、 降水量的偏相关系数ꎮ 结合站点的经纬度信息ꎬ 反映区域差异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空气湿度变化情况

２. １. １　 水汽压变化情况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间ꎬ 全国各站年均水汽压普遍呈增大趋势ꎬ 呈增大趋势的站点占全部站点的 ９０. ３％ (表
１)ꎬ 东部季风区增大趋势尤为显著(图 １)ꎻ 呈减小趋势的站点仅占全部站点的 ９. ７％ (表 １)ꎮ 增大趋势显著

的站点为 ２９３ 个ꎬ 减小趋势显著的站点仅有 ４ 个(表 １)ꎮ

表 １　 全年和各季节典型月水汽压变化情况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ｈ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季节
增大站点 增大通过 ０. ０５ 显著性检验站点 减少站点 减少通过 ０. ０５ 显著性检验站点

数量 / 个 占比 / ％ 数量 / 个 占比 / ％ 数量 / 个 占比 / ％ 数量 / 个 占比 / ％

全年 ６０７ ９０. ３ ２９３ ４３. ６ ６５ ９. ７ ４ ０. ６

冬季 ６５２ ９７. ０ １２７ １８. ９ ２０ ３. ０ １ ０. ２

春季 ４９２ ７３. ２ ７１ １０. ６ １８０ ２６. ８ ８ １. ２

夏季 ５０１ ７４. ６ ８７ １３. ０ １７１ ２５. ４ １２ １. ８

秋季 ５４６ ８１. ２ ９２ １３. ７ １２６ １８. ８ ２ 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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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年均水汽压倾向率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从各季节来看ꎬ 全国各站水汽压变化亦以增大为

主(表 １)ꎮ 倾向率的空间分布及季节变化差异明显

(图 ２): 冬季全国各地水汽压普遍增大ꎬ 增大趋势显

著的站点主要分布在东北东部、 华北北部、 东南沿海

地区、 海南、 云南南部、 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ꎮ 春季

呈显著增大趋势的站点主要分布在东北、 黄淮、 江

南、 华南、 云南、 青藏高原和新疆ꎬ 呈减小趋势的站

点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至云贵高原一带和长江下游地

区ꎮ 夏季呈显著增大趋势的站点主要分布在东北南

部、 江南、 华南南部和西北地区ꎬ 呈减小趋势的站点

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至云贵高原一带和长江下游地

区ꎮ 秋季呈显著增大趋势的站点主要分布在东北南部

和新疆地区ꎬ 呈减小趋势的站点主要分布在华南

地区ꎮ

图 ２　 各季节典型月月均水汽压倾向率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ｈ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２. １. ２　 相对湿度变化情况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间ꎬ 全国各站年均相对湿度以减小为主ꎬ 呈减小趋势的站点占全部站点的 ６４. １％ (表 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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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东北、 华北南部、 长江中下游、 华南、 西南和西北东部地区(图 ３)ꎻ 呈增大趋势的站点占全部站

点的 ３５. ９％ (表 ２)ꎬ 主要分布在河北北部至辽宁北部、 陕西南部至黄淮地区、 江南北部、 青藏高原和四川西

部地区以及西北大部(图 ３)ꎮ 减小趋势显著的站点为 １７３ 个ꎬ 增大趋势显著的站点为 ３３ 个(表 ２)ꎮ 空间分

布特征与朱亚妮等[３]的结果基本一致ꎮ

表 ２　 全年和各季节典型月相对湿度变化情况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ｈ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季节
增大站点 增大通过 ０. ０５ 显著性检验站点 减少站点 减小通过 ０. ０５ 显著性检验站点

数量 / 个 占比 / ％ 数量 / 个 占比 / ％ 数量 / 个 占比 / ％ 数量 / 个 占比 / ％

全年 ２４１ ３５. ９ ３３ ４. ９ ４３１ ６４. １ １７３ ２５. ７

冬季 ４５８ ６８. １ ５７ ８. ５ ２１４ ３１. ９ ２９ ４. ３

春季 １８８ ２８. ０ １５ ２. ２ ４８４ ７２. ０ １６９ ２５. ２

夏季 ２５８ ３８. ４ ２６ ３. ９ ４１４ ６１. ６ １１８ １７. ６

秋季 ２１３ ３１. ７ １８ ２. ７ ４５９ ６８. ３ １００ １４. ９

图 ３　 年均相对湿度倾向率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从各季节来看ꎬ 全国各站相对湿度变化除冬季以增大为主外ꎬ 其余各季节均以减小为主(表 ２、 图 ４):
冬季呈显著增大趋势的站点主要分布在华北北部、 江西省、 青藏高原和西北东部地区ꎬ 呈显著减小趋势的站

点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云南ꎻ 春季呈显著增大趋势的站点零星分布在新疆ꎬ 呈显著减小趋势的站点主要分布在

黄土高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ꎻ 夏季呈显著增大趋势的站点零星分布在西北和江汉地区ꎬ 呈显著减小趋势的站

点主要分布在东北北部、 华北、 长江下游地区、 广东和云南ꎻ 秋季呈显著增大趋势的站点零星分布在西北地

区ꎬ 呈显著减小趋势的站点主要分布在东北南部、 华北和南方地区ꎮ

２. ２　 相关性分析结果

２. ２. １　 水汽压与气温、 降水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间ꎬ 全国各站年均水汽压和气温普遍呈正相关(图 ５(ａ))ꎬ 其中有 ３１７ 个(４４. ７％ )站点偏

相关系数大于 ０. ６ꎬ 有 ３７ 个(５. ２％ )站点偏相关系数大于 ０. ８ꎬ 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ꎮ 年均水汽压和降

水量在华北、 江南南部、 华南、 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正相关较强ꎬ 其它地区无明显相关性(图 ５(ｂ))ꎬ 有

１５４ 个(２１. ７％ )站点偏相关系数大于 ０.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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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各季节典型月月均相对湿度倾向率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ｈ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图 ５　 年均水汽压与气温和降水量的偏相关系数分布

Ｆｉｇ. 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ｖａｐ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 ２. ２　 相对湿度与气温、 降水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间ꎬ 全国各站年均相对湿度和气温普遍呈显著负相关(图 ６(ａ))ꎬ 有 ６１３ 个(８６. ５％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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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相关系数小于 － ０. ６ꎬ 有 ３３５ 个(４７. ２％ )站点偏相关系数小于 － ０. ８ꎮ 全国各站年均相对湿度和降水量在华

北、 江南南部、 华南、 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正相关较强ꎬ 其它地区无明显相关性(图 ６(ｂ))ꎬ 有 １９. ７％ (１４０
个)的站点偏向关系数大于 ０. ６ꎮ

图 ６　 年均相对湿度与气温和降水量的偏相关系数分布

Ｆｉｇ. 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３　 讨　 　 论

年均湿度指标的变化主要由各月湿度指标的变化综合导致ꎮ 图 １ 显示东部地区大部分站点年均水汽压呈

显著增大趋势ꎬ 而在各季节典型月的图中(图 ２)ꎬ 东部地区显著性增大的站点较少ꎻ 同时图 １ 显示新疆年均

水汽压几乎不存在显著增大的站点ꎬ 而图 ２ 显示ꎬ 新疆在典型月存在较多显著增大的站点ꎮ 分析原因可能是

因为本研究中所使用的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趋势检验方法ꎬ 检验的对象是湿度指标的变化是否存在确定的长期变

化趋势ꎮ 例如ꎬ 图 １ 中河北南部的石家庄站、 南宫站和黄骅站存在较大的年代际增大趋势(红色空心大三角

形所示)ꎬ 但这种趋势在统计上没有通过检验ꎬ 不具有确定性ꎻ 反之西北地区红色实心小三角形表示的站点

(图 １)ꎬ 表明水汽压相对增大趋势虽然较小ꎬ 但每年保持稳定增大ꎬ 统计上能显著通过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趋势检

验ꎮ 虽然图 １ 和图 ２ 中年均和典型月的增大性趋势是否显著存在一定差异ꎬ 但是整体来看ꎬ 年均和典型月的

增大趋势是一致的ꎮ 另外ꎬ 典型月仅包括 １ 月、 ４ 月、 ７ 月和 １０ 月 ４ 个月份ꎬ 与全年 １２ 个月的平均状况相

比可能存在一定差异ꎮ
由偏相关分析结果可知ꎬ 全国各地水汽压与气温、 降水量普遍以正相关为主(图 ５)ꎮ 相对湿度与气温普

遍呈显著的负相关ꎬ 与降水量普遍以正相关为主(图 ６)ꎮ 结合各季节气温和降水量长期变化情况(图 ７)ꎬ 以

下分析水汽压和相对湿度变化的原因ꎮ
(１) 升温且降水量增多的地区(图 ７ 中红色点)ꎬ 主要包括西北地区ꎬ 青藏高原地区ꎬ 冬季、 春季和秋

季的东北地区ꎬ 冬季和夏季的南方部分地区ꎬ 这些地区的水汽压主要呈增大趋势ꎮ
(２) 升温但降水量减少的地区(图 ７ 中橙色点)ꎬ 水汽压增减情况不一ꎮ 其中水汽压呈增大趋势的地区

主要包括冬季的华北地区、 春季的黄淮和华南地区、 夏季的东北地区以及秋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ꎬ 可能的原

因在于: 这些地区降水量的减少对地表供水情况影响不大ꎬ 而受升温影响较大ꎬ 使得水汽压呈增大趋势ꎻ 同

时有研究表明[９]ꎬ 全球气温升高以后ꎬ 海洋的蒸发增加比陆地更快ꎬ 更多的水汽会从海洋输入陆地ꎬ 而且ꎬ
中国水汽输送无论冬夏ꎬ 均以南方海洋输入水汽为主[１６]ꎬ 东部季风区水汽压的增大很可能与来自海洋上的

水汽输送有关ꎮ 另一部分水汽压呈减小趋势的地区主要包括春季的黄土高原和长江下游地区、 夏季的华北部

分地区以及秋季的华南地区ꎬ 可能的原因在于: 这些地区虽然升温明显ꎬ 但由于降水量减少ꎬ 导致地面供水

不足ꎬ 蒸发减弱ꎬ 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减小ꎬ 导致水汽压呈减小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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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各季节典型月气温和降水量变化情况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ｎ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ｈ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３) 降温但降水量增多的地区(图 ７ 中绿色点)ꎬ 主要包括夏季的南方部分地区ꎬ 该地区水汽压呈增大

趋势ꎮ 可能的原因在于: 虽然该地区气温略微下降ꎬ 但由于降水量增多ꎬ 蒸发加强ꎬ 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增

大ꎬ 同时ꎬ 来自海洋的夏季风带来了更多的水汽ꎬ 导致水汽压呈增大趋势ꎮ
(４) 降温且降水量减少的地区(图 ７ 中蓝色点)ꎬ 主要包括春季的西南局部地区ꎬ 该地区水汽压呈减小

趋势ꎮ
(５) 对于各季节相对湿度变化来说ꎬ 升温且降水量增多的地区(图 ７ 中红色点)ꎬ 相对湿度增减情况不

一ꎮ 其中相对湿度呈增大趋势的地区主要包括新疆ꎬ 冬季、 春季和秋季的青藏高原地区、 冬季的陕甘宁地区

和南方部分地区以及春季的东北地区北部ꎬ 可能的原因在于: 这些地区降水的增加幅度大于饱和水汽压因升

温而增大的幅度ꎬ 导致相对湿度呈增大趋势ꎮ 另一部分相对湿度呈减小趋势的地区主要包括秋、 冬二季的东

北地区、 春季的东北地区南部以及夏季的青藏高原地区和东南沿海部分地区ꎬ 可能的原因在于: 这些地区降

水的增加幅度小于饱和水汽压因升温而增大的幅度ꎬ 导致相对湿度呈减小趋势ꎮ
(６) 升温但降水量减少的地区(图 ７ 中橙色点)ꎬ 主要包括春季、 夏季和秋季的黄土高原和黄淮地区、

春秋二季的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夏季的东北和华北地区ꎬ 这些地区相对湿度呈减小趋势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冬

季的华北部分地区升温的同时降水量略微减少ꎬ 但相对湿度呈增大趋势ꎬ 可能有外来水汽输送的增多影响ꎬ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７) 降温但降水量增多的地区(图 ７ 中绿色点)ꎬ 主要包括夏季的南方部分地区ꎬ 该地区相对湿度主要



　 第 ５ 期 谢云ꎬ 等: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全球变暖背景下中国空气湿度长期变化特征 ６８３　　

呈增大趋势ꎮ
(８) 降温且降水量减少的地区(图 ７ 中蓝色点)ꎬ 主要包括春季和秋季的西南局部地区ꎬ 该地区相对湿

度主要呈增大趋势ꎬ 可能的原因在于: 该地区降水量的减少幅度小于饱和水汽压因降温而减小的幅度ꎬ 导致

相对湿度呈增大趋势ꎮ

４　 结　 　 论

通过分析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间中国水汽压和相对湿度的长期变化特征及其与气温和降水量的相关性ꎬ 得到

以下结论:
(１) 全国各地年均水汽压普遍呈增大趋势ꎬ 呈增大趋势的站点占全部站点的 ９０. ３％ ꎬ 东部季风区增大

趋势尤为显著ꎮ 分季节来看ꎬ 水汽压在各季节以增大为主ꎬ 除春夏两季的黄土高原至云贵高原一带和长江下

游地区、 秋季的华南地区有所减小外ꎬ 各季节全国水汽压普遍呈增大趋势ꎮ
(２) 全国各地年均相对湿度呈减小趋势的站点多于呈增大趋势的站点ꎬ 呈减小趋势的站点占全部站点的

６４. １％ ꎬ 除河北北部至辽宁北部、 陕西南部至黄淮地区、 江南北部、 青藏高原和四川西部地区以及西北大部

呈增大趋势外ꎬ 其余地区普遍减小ꎮ 分季节来看ꎬ 春、 夏和秋季ꎬ 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以减小趋势为

主ꎻ 冬季除东北地区和云南减小外ꎬ 其余大部地区相对湿度增大ꎮ
(３) 全国各地水汽压与气温、 降水量普遍以正相关为主ꎬ 与气温的相关性强于与降水量相关性ꎮ 相对湿

度与气温普遍呈显著的负相关ꎬ 与降水量普遍以正相关为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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