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2016 年中国春季极端低温事件的时空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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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1961~2016 年中国 529 个台站逐日最低气温资料，研究了中国春季

极端低温事件的时空变异特征。旋转经验正交分解结果显示，中国春季极端低温事
件的频次在空间上可以分为 5 个区域，即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区、西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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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华北西部地区、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小波分析表明，这 5 个区域极端低

温频次在年际尺度上呈现出 2~4 年的振荡周期，其中江南地区、西北东部—华北

西部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 2~4 年的振荡周期在整个研究时段都显著，但东北—华

北东部地区和西南地区 2~4 年的显著周期分别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和 80 年

代到 90 年代中期。在长期变化上，
这 5 个地区极端低温的频次总体均呈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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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突变年份具有明显差异。Mann-Kendall 和滑动 t 检验结果表明，东北—华北东部
地区极端低温事件频次的突变时间为 1987/1988 年、江南地区为 1995/1996 年、西

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为 1990/1991 年、西南地区为 1987/1988 年、新疆北部地区
为 1997/1998 年。伴随着极端低温频次的降低，5 个地区极端低温事件的强度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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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半个多世纪也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但近 10 年来，中国东部地区春季极端低
温事件的频次和强度却有所增加，需要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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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daily minimum temperature data from 529 sta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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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eriod of 1961-2016, the spatio-temporal features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ELT) events are investigated. The rotated 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
(REOF)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according to the variability of the ELT frequency, the
whole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regions, which are Northeast China-eastern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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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he Jiangnan region,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northern Xinjiang. The Morlet wavelet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LT
frequencies over the five regions exhibit a 2-4-year quasi-periodicity. Such a quasiperiodicity with 2-4-year is significant over the whole period for the Jiangnan region,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and northern Xinjiang, over th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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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early 1980s for Northeast China-eastern North China, and over the period

between early 1980s and mid-1990s for Southwest China. For the long-term variation,

the LET frequencies over all five regions exhibit decreasing trends, however their abrupt

change years are different. The analysis using the Mann-Kendall (MK) and moving t-test

(MTT) suggests that the abrupt change of the LET frequency occurs in 1987/1988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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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ast China-eastern North China, 1995/1996 for the Jiangnan region, 1990/1991 for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1987/1988 for Southwest China, and
1997/1998 for northern Xinjiang. Along with the decreasing of the LET frequency, the
LET intensity over the five regions are weakened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However, in

recent 10 years,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the LET over eastern China are increased,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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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should be concerned.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Frequency,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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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位于东亚地区，东临太平洋，西靠欧亚大陆，具有青藏高原等复杂地形，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特点使得东亚地区的气候变异较为复杂，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频繁发生。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人口分布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可以给该地区的生态、社会、经济等方面带来严重影响（罗云峰，2002；吴
绍洪等，2012；Sisco et al., 2017）
。
2

在诸多极端事件中，极端低温对社会环境和人们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也
引起了较多的关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极端低温事件开展了
大量研究。近半个世纪的观测资料分析显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极端最高温度和极
端最低温度均在升高，但极端低温的升高幅度大于极端高温，由此导致这些地区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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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冷夜）日数显著减少、暖日（暖夜）日数显著增加（e.g., Karl et al.,1991; Manton

et al., 2001; Griffiths et al., 2005; Alexander et al., 2006; Brown et al., 2008; Richard et

al., 2016; Yoo et al., 2018）。部分地区更长时间的资料分析也得到类似的结果。例如，

待

Brabson et al. （2002）分析了 1772~2000 年英国中部的极端温度事件，同样发现该

科

地区冬季极端低温事件的发生频次在持续减少，夏季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次在
持续增加。

中国区域的极端低温事件，既表现出与全球类似的减少趋势，也呈现出显著的

区域变化特点。就季节变率而言，中国极端低温事件在春、秋两季最大，在夏季最
小（任福民和翟盘茂，1998；王翠花等，2003；Liu et al., 2006; 杨萍等，2010；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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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虎等，2011；Li et al., 2015; 肖冰霜等，2016）
。在长期趋势上，全国大部分地区
冬季极端低温事件的减少趋势最为显著，全年各月极端低温的增暖趋势大于极端
高温，同时极端温度冷指数（包括冷昼日数、冷夜日数、霜冻日数、冰冻日数等）
的减少趋势大于极端温度暖指数（包括暖昼日数、暖夜日数、高温日数等）
（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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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等，1999；翟盘茂和潘晓华，2003；任国玉等，2005；杨金虎等，2006；张宁等，

2008；周雅清和任国玉，2010；Xu et al., 2013; You et al., 2013; 谢星旸等，2018）
。
此外，刘雅星等（2010）和付冬雪等（2011）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全国范围内冬季极

端低温频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后发生了突变；突变后的极端低温频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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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变率明显低于突变前。在空间分布上，全国范围内极端最低温度普遍升高，极
端低温事件频次普遍减少，尤其是东北、华北、青藏高原地区最为显著（严中伟和
杨赤，2000；马柱国等，2003；Huang et al., 2010; Zhang et al., 2011; 王晓娟等，

2012； Grotjahn et al., 2016; 武丽梅等，2016；高丽等，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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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气温较低，易引发寒潮及冰雪灾害等，之前已有针对中国区域极端低温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冬季。春季是农作物耕种和生长的关键时期，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替
的季节，因此，春季也是中国极端低温的高发期，但目前针对春季极端低温事件的
研究还相对较少。王冀等（2007）和张霏燕等（2011）关注了中国东北地区春季极
端气温的变化，发现过去半个世纪该地区极端低温事件的频数整体呈减少趋势。
3

Zhu et al.（2018）的研究指出中国华北地区春季极端冷事件（“倒春寒”）从 20 世

纪 90 年代之后显著减少。这些已有的少量工作对于认识春季极端低温的变化奠定
了一定的科学基础，但还有很多科学问题亟待深入研究。例如，中国春季极端低温
事件的空间分布特征如何？如何进行分区？各地区极端低温变化有何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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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将统计分析中国 1961~2016 年春季极端低温事件时空分布特征，
并利用旋转经验正交分解（REOF）方法进行分区，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不同特征
区域春季极端低温事件的变化特征。

2 资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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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的观测资料来自于中国气象局发布的 829 个台站逐日最低气温资料。

这 829 个台站中，有 529 个在 1961~2016 年的春季（3、4、5 月）无缺测，因此本
文利用这 529 个台站的资料开展研究。

本文采用百分位法定义极端低温事件。这里以北京站 4 月 15 日为例，来具体

学

气

说明计算过程。首先，以 4 月 15 日为中心选择每年 4 月 13~17 日的最低气温组成

5 日×56 年（研究时段为 1961~2016 年）的时间序列；然后，将该时间序列按照升

序排列，将排列后序列的第 10 百分位值定义为该站该日极端低温的阈值，第 10 百
分位值的确定采用 Bonsal et al.（2001）的非参数化方案，公式如下：

(M − 0.31)
(N +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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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该公式中 P 为概率，本文选取第 10 百分位，因此 P 为 0.1；N 为某气象变量的个

数，本文中变量个数为 5×56；M 为序列的序号。根据公式可求得 M 为 28.348，为
了更准确的获得阈值，本文选择了序列中序号为 28 和 29 的最低温度平均值作为

刊

气

北京站 4 月 15 日极端低温的阈值；最后，用该站 1961~2016 年 4 月 15 日逐日最
低温度与该站该日极端低温阈值进行比较，如果某日最低气温低于阈值，则认为该
站该日发生了一次极端低温事件。根据上述过程，可以依次统计出全国 529 个台

大

站逐年春季的极端低温事件发生频次。极端低温强度定义为极端低温日最低温度

待

与阈值的差值，差值越小表示强度越大，反之则越小。
在分析中国春季极端低温的时空特征时，本文用到了旋转经验正交分解

（REOF）、Mann-Kendall 检验和滑动 t（MTT）检验、概率密度函数分析（PDF）
、
Morlet 小波分析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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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春季极端低温事件的定义阈值和频次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 1a 为中国春季极端低温事件定义阈值的空间分布。由图可见，极端低温的

定义阈值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分布差异，北方大部分地区为负值，南方大部分地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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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极端低温事件的定义阈值在 100°E 以东地区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减的特征。
阈值低值区主要位于青藏高原东部、新疆北部和东北北部地区，平均阈值在-10℃
以下；高值区位于华南（25°N 以南）地区，平均阈值在 10℃以上。按照百分位法

定义的极端低温事件空间差异相对较小，如图 1b 所示，全国大部分区域气候态平
均的极端低温事件频次在 9 次/年左右。相对的大值区位于东北、华北北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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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西南东部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年平均频次在 9.3 次以上。

图 1c 为中国春季极端低温频次标准差的空间分布。标准差的大值区主要位

于东北、华北、新疆北部、云南和淮河流域，尤其是东北和云南地区，其极端低
温频次的变率甚至和该地极端低温频次的气候平均值相当，表明这些地区极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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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频次具有很强的年际变率；相对而言，标准差比较小的地区位于华南地区
（25°N 以南），该地区极端低温频次的标准差小于极端低温频次气候平均值
的一半。

图 1 1961~2016 年中国春季极端低温（a）定义阈值（单位：℃）
，
（b）频次（单位：次/年）及（c）频次的标
准差（单位：次/年）分布

科

大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a) threshold (unit:℃), (b) frequency (unit: times/year) and (c) its standard deviation (unit:
times/year)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during 1961-2016 in China

中国地域辽阔，为了比较客观的对极端低温变异进行空间区划，本文采用了
REOF 方法开展了相关研究。REOF 前 5 个模态共解释了总方差的 63.1%，依据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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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图 2），中国春季极端低温频次在空间上可以分为 5 个区域，分别为东北—
华北东部地区（32°~54°N，113°~135°E）、江南地区（18°~31.5°N，102°~122°E）、
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34°~42°N，96.5°~112.5°E）、西南地区（21°~33°N，
78.5°~102°E）和新疆北部地区（40°~50°N，80°~95°E）
。图 3 为这 5 个区域平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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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低温频次时间序列，可以看出这 5 个区域的极端低温频次呈现出较强的年际
和年代际变化特征，后续我们将针对这两点开展研究，对比分析不同区域的异同点。
图 2 中国春季极端低温频次 REOF 前五个模态（图中 a、b、c、d、e 分别代表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
区、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
Fig.2 The first 5 REOFs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frequency (a, b, c, d, and e represent Northeast China5

eastern North China, the Jiangnan region,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northern Xinjiang, respectively)

图 3 5 个区域平均的标准化极端低温频次序列（柱状）及其 9 年滑动平均（曲线；图中 a、b、c、d、e 分别代
表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区、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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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The average standardized series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frequency in five regions (gray bars) and its
9-yr moving-average components (curve line; a, b, c, d, and e represent Northeast China-eastern North China, the

Jiangnan region,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northern Xinjiang, respectively)

4 中国春季极端低温频次的年际变异周期

待

Morlet 小波分析是对变量时域和频域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可以反映出变量的

科

周期波动特征（Chen et al., 2012; 黄嘉佑和李庆祥，2015）
。图 4 为中国 5 个区域

春季极端低温频次 Morlet 小波和功率谱分析结果。对于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极
端低温频次存在 2~4 年的振荡周期，在功率谱图中该周期是显著的；小波分析进

一步表明，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极端低温频次 2~4 年的振荡周期在 20 世纪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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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期之前可以通过 95%的显著性检验，而在这之后其显著性变弱。

江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极端低温事件频次在整个分析时段几乎都呈较为强
的 2~4 年振荡周期，而且该周期性在小波分析和功率谱分析中都能通过 95%的信

度检验。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极端低温事件频次整体上也具有 2~4 年的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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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但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其显著振荡周期为 2~8 年，之后其振荡周期基本维
持在 2~4 年。

相对而言，西南地区极端低温频次的周期性要弱一些，在功率谱中，该地区没

有显著的振荡主周期，在小波分析中该地区只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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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0 年代中期存在显著的 2~4 年振荡周期，在其他时段其周期性并不显著。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江南地区、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春季
极端低温频次具有显著的 2~4 年振荡周期；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极端低温频次周

期性较弱，其显著的 2~4 年的振荡周期只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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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极端低温频次的周期性最弱，除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

期，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该地区极端低温频次的变化没有显著的主振
荡周期。

图 4 5 个区域极端低温频次 Morlet 小波图，左图中填色区通过 95%信度检验，右图为功率谱，虚线代表 95%
的红噪音信度检验（图中 a、b、c、d、e 分别代表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区、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
6

区、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
Fig.4 Morlet wavelet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frequency in five regions, shading areas in the left column

indicate the anomalies are passing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the right column is wavelet power, and dashed lines

indicate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using a red-noise background spectrum (a, b, c, d, and e represent Northeast Chinanorthern Xinjiang, respectively)

5 中国春季极端低温频次的年代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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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n North China, the Jiangnan region,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上述各地区春季极端低温频次除了具有明显的年际振荡周期外，还具有很强
的趋势变化（图 3）。但不同区域之间极端低温频次的突变时间明显不同。我们首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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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利用 MK 方法来检验这 5 个区域极端低温频次的突变时间。如图 5 所示，东北
—华北东部地区极端低温频次的突变时间为 1987/1988 年，江南地区为 1995/1996

年，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为 1990/1991 年，西南地区为 1987/1988 年，新疆北

学

显著偏少。

气

部地区为 1997/1998 年。在突变之前，这些地区的极端低温频次都偏多，突变之后
图 5 5 个区域极端低温频次时间序列的 MK 检验（黑色实线代表 UF 线，黑色虚线代表 UB 线，±1.96 虚线代
表 95%信度检验线；图中 a、b、c、d、e 分别代表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区、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
区、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
Fig.5 the MK test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frequency in five regions (black solid line indicates the UF line,

科

大

black dashed line indicates the UB line, ±1.96 dashed lines indicate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lines; a, b, c, d, and e

represent Northeast China-eastern North China, the Jiangnan region,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northern Xinjiang, respectively)

为进一步佐证上述突变检验结果，我们还对上述 5 个区域的极端低温频次进

行了 MTT 检验。如表 1 所示，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区和西北东部—华北

刊

气

西部地区 MTT 的突变检验时间与 MK 检验时间一致，且通过了 99%的信度检验。
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的突变年时间也与 MK 检验时间一致，并通过了 95%的

信度检验。结合 MK 检验和 MTT 检验的结果可以得到结论：在 1961~2016 年期

间，中国范围内 5 个区域的春季极端低温频次均呈减少趋势，但各区域的突变时

待

大

间有所不同，其中东北—华北东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相对较早为 1987/1988 年；西北

东部—华北西部地区次之为 1990/1991 年；江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最晚，分别为
1995/1996 年和 1997/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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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TT 检验得出的 5 个区域极端低温频次突变年
Table1 Abrupt change years in five regions detected by the MTT

区域

突变年

东北—华北东部地区（32°~54°N，113°~135°E）

1987/1988***

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34°~42°N，96.5°~112.5°E）

学

刊

1995/1996***

江南地区（18°~31.5°N，102°~122°E）

1990/1991***
1987/1988**

西南地区（21°~33°N，78.5°~102°E）

1997/1998**

新疆北部地区（40°~50°N，80°~95°E）
**、***分别是通过 95%和 99%的 MTT 检验

科

待

为进一步分析极端低温的年代际变化特征，图 6 给出了各区域春季平均最低

温度在突变前后的概率密度分布（PDF）
。可以看到，5 个区域春季平均最低温度在
突变后均明显高于突变前；同时各区域春季平均最低温度的标准差也在突变后有
所增加。对于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春季平均最低温度从突变前（1961~1987 年）

学

气

的 1.98℃增加至突变后（1988~2016 年）的 3.45℃，平均最低温度标准差由 0.80℃

增加至 0.83℃。江南地区的平均最低温度由突变前（1961~1995 年）的 13.89℃增

加为突变后（1996~2016 年）的 14.68℃，
平均最低温度标准差由 0.47℃增加为 0.59℃。
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的平均最低温度从突变前（1961~1990 年）的 1.43℃增加

科

大

至突变后（1991~2016 年）的 2.52℃，平均最低温度标准差由 0.65℃增加至 0.70℃。

西南地区的平均最低温度由突变前（1961~1987 年）的 2.85℃增加至突变后
（1988~2016 年）的 3.90℃，平均最低温度标准差由 0.35℃增加至 0.50℃。新疆北

部 地 区 的 平 均 最 低 温 度 从 突 变 前 （ 1961~1997 年 ） 的 2.00 ℃ 增 加 至 突 变 后
（1998~2016 年）的 3.62℃，平均最低温度标准差由 0.93℃增加至 1.03℃。

刊

气

概率密度分布结果表明，5 个区域的春季平均最低温度均具有明显的增暖特征，

这与春季极端低温频次的年代际减少密切相关。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各区域春季平
均最低温度与该区域春季低温频次的关系。结果表明，在 1961~2016 年期间，二者

待

大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3（东北—华北东部地区）
、-0.83（江南地区）、-0.92（西北
东部—华北西部地区）、-0.94（西南地区）和-0.90（新疆北部地区）
，这些相关系数
均可通过 99%的信度检验。因此，春季极端低温频次与平均最低温度的变化存在
密切联系（Lee et al., 2013; Yoo et al.,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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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5 个区域两个时段最低温度的 PDF 分析（图中 a、b、c、d、e 分别代表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
区、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
Fig.6 The PDFs of spring minimum temperature in five regions over two different decadal background(a, b, c, d, and e

刊

Southwest China, and northern Xinjiang, respectively)

6 中国春季极端低温事件的强度特征分析

学

represent Northeast China-eastern North China, the Jiangnan region,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本文进一步对中国春季极端低温事件的强度进行了分析。图 7a 为中国春季极

端低温事件强度的空间分布。由图可知，极端低温强度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北
方地区强度强于南方地区。强度大值区位于新疆北部、华北北部及东北地区，平均

科

待

强度在-5℃以下；小值区位于西南地区，平均强度在-4℃以上。图 7b 为中国春季

极端低温强度标准差的空间分布。标准差的大值区主要位于 35°N 以北地区，尤其
是新疆北部及东北地区，极端低温强度的变率与该地区极端低温强度的气候平均

学

气

值相当，表明这些地区极端低温强度的年际变率很强；35°N 以南地区强度标准差
相对较小，极端低温强度的变率小于该地区极端低温强度气候平均值的一半。极端
低温强度 REOF 结果与极端低温频次的分解结果相似，表明中国春季极端低温强

度在空间上同样可以分为 5 个区域（图略）
。同时，这 5 个区域春季极端低温强度
Morlet 小波和功率谱分析结果也与极端低温频次小波结果相似，表明这 5 个区域

科

大

极端低温强度在年际尺度上也呈现出 2~4 年的振荡周期（图略）
。

图 7 1961~2016 年中国春季极端低温事件强度（a）气候态（单位：℃）
，
（b）标准差（单位：℃）分布

Fig.7 The distributions of (a) climatological (unit:℃), (b) the standard deviation (unit:℃)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intensity during 1961-2016 in China

刊

气

图 8 为 5 个区域极端低温事件强度的时间序列，可以看到，这 5 个区域的极

端低温强度均呈现明显的变弱趋势，这和极端低温频次的减少相一致。这意味着随
着全球变暖，过去半个世纪，中国东部春季极端低温事件显著减少，且其强度明显
降低。

图 8 5 个区域平均的标准化极端低温强度序列（柱状）及其 9 年滑动平均（曲线; 图中 a、b、c、d、e 分别代
表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区、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

待

大

Fig.8 The average standardized series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intensity in five regions (gray bars) and its 9yr moving-average components (curve line; a, b, c, d, and e represent Northeast China-eastern North China, the

Jiangnan region,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northern Xinjiang, respectively)

7 小结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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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 1961~2016 年中国春季 529 个无缺测台站的逐日最低气温资料，研
究了中国春季极端低温事件的时空变异特征。结果显示，中国春季极端低温事件的
定义阈值和频次及其变率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通过对中国春季极端低
温事件频次进行旋转经验正交分解，可以将中国春季极端低温频次较为客观地分

学

刊

为 5 个区域，分别为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区、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
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这 5 个区域极端低温频次具有明显的年际和年代际特
征。在年际变化上，5 个区域极端低温频次均呈现出 2~4 年的振荡周期，其中江南

地区、西北东部—华北东部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 2~4 年的振荡周期在整个研究时

科

待

段都显著，东北—华北东部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有 2~4 年的显著周期，西南地

区 2~4 年的显著周期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在长期

变化上，5 个地区春季极端低温的频次总体均呈减少趋势，但突变年份有明显差异，
其中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极端低温事件频次的突变时间为 1987/1988 年，江南地区
为 1995/1996 年，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为 1990/1991 年，西南地区为 1987/1988

学

气

年，新疆北部地区为 1997/1998 年。概率密度函数分析结果表明，5 个区域春季平
均最低温度和春季平均最低温度的标准差在突变后均明显高于突变前，进一步说
明 5 个区域的春季平均最低温度在突变后均有明显的增暖特征，这与春季极端低

相似的变化特征。

科

大

温频次在突变后的显著减少密切相关。中国春季极端低温强度同样呈现出与频次

虽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春季极端低温事件频次和强度都呈现出显著的

下降趋势，但是从图 3 和图 8 中还是可以看到近 10 年来有些区域极端低温事件的

频次和强度有所恢复。为了进一步探究极端低温频次和强度在近 10 年的变化，我

气

们计算了近 10 年（2007~2016 年）与之前 10 年（1997~2006 年）极端低温频次和

刊

强度的十年际差值。如图 9 所示，极端低温事件的频次和强度变化有明显的东西
差异。其中，115°E 以西大部分地区频次仍然以减少为主，尤其是青藏高原地区，
平均减少 5 次以上；115°E 以东沿海地区频次明显增加，尤其是东北东南部、华北
东部及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平均增加 5 次以上（图 9a）
。与频次的变化相似，极端

待

大

低温事件的强度差值也具有明显的东西差异，115°E 以西大部分地区强度仍然以减

弱为主，尤其是新疆西部及青藏高原地区，强度减少平均为 1℃以上；115°E 以东
沿海地区强度差值出现较多负值，尤其是东北南部、华北东部及长江下游地区，平
均增加 1℃以上（图 9b）。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近 10 年来，中国东部地区（115°E
10

以东地区）极端低温事件的频次和强度有所增加，115°E 以西地区极端低温事件的
频次和强度持续减弱，这些事件是近些年造成中国东部地区春害的重要原因，值得
进一步关注。
图 9 2007~2016 年与 1997~2006 年（a）极端低温频次的差值（单位：次/年）
，
（b）极端低温强度的差值（单

学

刊

位：℃）
（圆圈为通过 95%信度检验站点）

Fig.9 The difference of (a)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frequency (unit: times/year) and (b)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intensity (unit:℃) between 2007-2016 and 1997-2006 (circles indicate the stations passing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科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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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单位：次/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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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图 1 1961~2016 年中国春季极端低温（a）定义阈值（单位：℃）
，
（b）频次（单位：次/年）及（c）频次的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a) threshold (unit:℃), (b) frequency (unit: times/year) and (c) its standard deviation (unit:
times/year)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during 1961-2016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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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春季极端低温频次 REOF 前五个模态（图中 a、b、c、d、e 分别代表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
区、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
Fig.2 The first 5 REOFs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frequency (a, b, c, d, and e represent Northeast China-

northern Xinjiang,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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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n North China, the Jiangnan region,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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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5 个区域平均的标准化极端低温频次序列（柱状）及其 9 年滑动平均（曲线；图中 a、b、c、d、e 分别代
表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区、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

待

大

Fig.3 The average standardized series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frequency in five regions (gray bars) and its
9-yr moving-average components (curve line; a, b, c, d, and e represent Northeast China-eastern North China, the

Jiangnan region,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northern Xinjiang,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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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 个区域极端低温频次 Morlet 小波图，左图中填色区通过 95%信度检验，右图为功率谱，虚线代表 95%
的红噪音信度检验（图中 a、b、c、d、e 分别代表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区、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
区、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
Fig.4 Morlet wavelet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frequency in five regions, shading areas in the left column

待

大

indicate the anomalies are passing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the right column is wavelet power, and dashed lines

indicate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using a red-noise background spectrum (a, b, c, d, and e represent Northeast Chinaeastern North China, the Jiangnan region,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northern Xinjiang,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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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5 个区域极端低温频次时间序列的 MK 检验（黑色实线代表 UF 线，黑色虚线代表 UB 线，±1.96 虚线代
表 95%信度检验线；图中 a、b、c、d、e 分别代表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区、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
区、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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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Fig.5 the MK test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frequency in five regions (black solid line indicates the UF line,
black dashed line indicates the UB line, ±1.96 dashed lines indicate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lines; a, b, c, d, and e
represent Northeast China-eastern North China, the Jiangnan region,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northern Xinjiang,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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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5 个区域两个时段最低温度的 PDF 分析（图中 a、b、c、d、e 分别代表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
区、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

Fig.6 The PDFs of spring minimum temperature in five regions over two different decadal background(a, b, c, d, and e
represent Northeast China-eastern North China, the Jiangnan region,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northern Xinjiang,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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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61~2016 年中国春季极端低温事件强度（a）气候态（单位：℃）
，
（b）标准差（单位：℃）分布
Fig.7 The distributions of (a) climatological (unit:℃), (b) the standard deviation (unit:℃)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intensity during 1961-2016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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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5 个区域平均的标准化极端低温强度序列（柱状）及其 9 年滑动平均（曲线; 图中 a、b、c、d、e 分别代
表东北—华北东部地区、江南地区、西北东部—华北西部地区、西南地区和新疆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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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The average standardized series of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intensity in five regions (gray bars) and its 9yr moving-average components (curve line; a, b, c, d, and e represent Northeast China-eastern North China, the

Jiangnan region, eastern Northwest China-western North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northern Xinjiang,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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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07~2016 年与 1997~2006 年（a）极端低温频次的差值（单位：次/年）
，
（b）极端低温强度的差值（单
位：℃）
（圆圈为通过 95%信度检验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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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 The difference of (a)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frequency (unit: times/year) and (b) spring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intensity (unit:℃) between 2007-2016 and 1997-2006 (circles indicate the stations passing the 95%
confidence level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