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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国经历了最炎热的夏季，无论是最高气温、平均气温或是最低气温均为 1961 年以

来最高值，大部地区气温明显暖于常年，尤其是北方地区偏高 1 °C 以上（超过 2 倍标准

差）。北方地区气温在季节内和年际尺度上与全国的一致性变化表明其对全国破纪录热夏的

贡献最大。利用大气环流和海表温度等数据，重点研究了 2018 年夏季全国气温异常偏高与

高低空大气环流和全球海表温度异常的关系。发现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副高）异常偏北、

东北冷涡偏弱、及我国北方至日本海一带位势高度场偏高，这是造成我国夏季气温异常高的

直接原因。尤其是 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副高偏强且脊线位于 40 °N 以北，同时东北冷涡

偏弱偏北，造成我国北方气温持续偏高。诊断分析还表明，2018 年夏季黑潮及其延伸体海

域海温亦为 1961 年以来最高，这一地区海温异常有利于我国华北-东北-日本上空 500 hPa 位

势高度场偏高，从而副高偏北控制北方地区，且东北冷涡偏北偏弱，导致我国北方大部异常

偏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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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 年我国经历了最炎热的夏季，无论是最高气温、平均气温或是最低气温均为 1961

年以来最高值，大部地区气温明显暖于常年，尤其是北方地区偏高 1 °C 以上（超过 2 倍标

准差）。北方地区气温在季节内和年际尺度上与全国的一致性变化表明其对全国破纪录热夏

的贡献最大。利用大气环流和海表温度等数据，重点研究了 2018 年夏季全国气温异常偏高

与高低空大气环流和全球海表温度异常的关系。发现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副高）异常偏北、

东北冷涡偏弱、及我国北方至日本海一带位势高度场偏高，这是造成我国夏季气温异常高的

直接原因。尤其是 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副高偏强且脊线位于 40 °N 以北，同时东北冷涡偏

弱偏北，造成我国北方气温持续偏高。诊断分析还表明，2018 年夏季黑潮及其延伸体海域

海温亦为 1961 年以来最高，这一地区海温异常有利于我国华北-东北-日本上空 500 hPa 位势

高度场偏高，从而副高偏北控制北方地区，且东北冷涡偏北偏弱，导致我国北方大部异常偏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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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候变暖背景下，夏季因温度异常偏高导致高温伏旱事件频频发生，这是近年来全球所

面临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AR5）指出，全球大部分陆地极端最高

气温显著上升，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热浪频次有增加趋势（IPCC，2013）。

21 世纪以来频发的高温事件如 2003 年欧洲（Beniston，2004），2009 年澳大利亚（Pezza et al，

2012），2010 年俄罗斯（Barriopedro et al，2011；Dole et al，2011；Trenberth et al，2012）

和 2011 年美国热浪等（Hoerling et al，2013）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导致严重的人

员伤亡，仅 2003 年欧洲热浪期间死亡人数就高达 7 万人（Robine et al，2008）。 

我国亦属高温灾害频发国家（翟盘茂等，2003）。近年来高温灾害同样造成了巨大的经

济损失，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如 2013 年南方破纪录罕见高温（孙建奇，2014；

邹海波等，2015；彭京备等，2016；杨涵洧和封国林，2016），2016 年长江中下游出梅后急

转高温（Ding et al，2018）。研究还表明，我国八种主要气象灾害中，高温热浪的未来风险

在所有区域均偏高（秦大河，2015）。 

目前对夏季气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温热浪。夏季平均气温和高温热浪有着密切的联

系。气温整体偏高有利于高温热浪达到其阈值，同时极端性高温热浪对气温季节性整体偏高

又起着重要贡献。但二者亦有差别。高温热浪发生在夏季的某一时段。即使是强如 2013 年

的破纪录持续性极端高温，其高温日数也不及夏季天数一半。因此，对气温本身及其影响环

流系统的分析也有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我国夏季气温变化有三个主模态，其中第一模态为全国一致型冷暖，第二模

态为南、北与中间反位相的三极子型，第三模态为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反位相偶极型（张灵等，

2017）。其中夏季全国一致性冷（暖）主要受东亚上空高度场负（正）距平影响，尤其是大

陆高压的强弱（张灵等，2017）。第二模态则与东亚-太平洋遥相关型波列（EAP）有关，第

三模态与东北冷涡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后文简称为副高）等有关（张灵等，2017）。对

南方地区而言，副高是高温最直接的影响因子，副高稳定控制区内盛行下沉气流并导致长时

间温高雨少，这已被大量统计结果和个例分析所证实（Zhang et al, 2014；彭京备等，2016；

杨涵洧和封国林，2016）。由于南亚高压与副高之间有东西振荡相反的特征（丁一汇，2013），

因此除副高外，南亚高压对夏季南方高温维持亦有作用（张宇等，2014；Li et al，2015；邹

海波等，2015）。此外，作为东亚夏季风上游环流系统的索马里和孟加拉湾越赤道气流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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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方高温的持续时间和强度产生影响（Ding et al，2018）。但由于夏季我国气温和高温分

布的地域差异，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淮河及以南地区，而对北方高温的研究很少涉及。 

导致我国夏季气温和高温的大气环流系统亦受到不同外强迫信号的影响。这其中，不同

海区海温的异常信号起到主要作用。作为全球最强的热带地区年际变率信号，ENSO 暖位相

时可造成副高偏强偏西从而导致高温少雨天气的发生，如 2016 年高温（Ding et al，2018）。

同时，热带印度洋海温的接力作用也会影响到后期副高的位置和强度（Yuan et al，2017）。

此外，近海海温也会影响夏季气温的异常，如热带西太平洋暖池是影响东北夏季气温的关键

海域（郑维忠和倪允琪，1999）；夏季和初秋黑潮区海温偏高时，华北至日本以东区域上空

500 hPa 高度场亦偏高，导致东亚大槽减弱，北方地区气温高（杨明珠等，2013）。北大西洋

海温异常对 2013 年极端高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孙建奇，2014）。除自然系统外，人类活动

和城市化也可对高温产生影响。Zhou 等（2014）利用 31 个 CMIP5 模式结果分析发现，对

于 2013 年 7-8 月我国南方发生的高温热浪事件，人类活动的贡献占气温增暖幅度的 47%。

Sun 等（2016）基于 CMIP5 对比了有无人类活动两种情景下的影响，认为人类活动对 2015

年华西极端高温起到很大的贡献。此外，城市增暖与热浪强度存在正反馈机制，城市化效应

使得城市高温热浪发生更为频繁（Bian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17）。 

2018 年夏季是自新中国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最高、最低及平均气温均

创历史记录。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全国有 19 省（区、市）平均气温偏高 1 °C 以上，其

中 11 省气温位列各自历史前三名。极端性方面，夏季全国共有 197 站达极端事件标准（超

过第 95 百分位），其中北方 55 站突破历史极值。和 2013 年及 2016 年高温不同，2018 年高

温主要发生于我国北方地区，其影响系统和外强迫海洋信号与前两个高温个例年也有很大差

异。在之前对典型高温事件的分析中，大多强调副高的偏西偏南，从而控制中国南方大陆上

空，导致南方高温发生发展。由于夏季气温的南北差异，相比于夏季南方高温，北方高温的

个例少，对其研究也不足。因此，需要在分析 2018 年夏季北方气温异常特征基础上揭示其

不同的环流系统和外强迫信号，从而为北方高温的机理认识提供参考，也为短期气候预测业

务提供可用信息。 

 

2  数据和方法 

我国逐日台站气温资料取自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级地面气象

站基本气象要素日值数据集（V3.0）》（任芝花等，2012），时段为 1951—2018 年，包括日最

高气温、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三种。该数据集集中解决基础气象资料质量和国家级—省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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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资料不一致的问题，数据质量和空间分辨率（测站数）比之前观测降水资料均有明显提高，

已在业务和科研中得到广泛应用。考虑到五十年代测站和观测记录相比后期均明显偏少，因

此选取 1961 年及之后时段资料。同时段的大气环流资料源自 NCEP/NCAR 逐日再分析资料，

要素包括各层位势高度场、气温场及850 hPa、500 hPa水平风场，资料水平分辨率为 2.5°× 2.5°

（Kalnay，et al，1996；Kistler，et al，2001）。海温资料为英国 Hadley 中心月尺度海表温度

数据（HadISST），分辨率为 1°×1°，原始资料自 1870 年开始，文中选取 1961-2018 年（Rayner，

et al，2003）。考虑到 1980s 之后气温与海温都有显著增加的趋势，如无特殊说明均在计算

相关前分别对气温和海温去除线性趋势，并用 t 检验法对相关的显著性进行检验（黄嘉佑，

2004；魏凤英，2007）。为了避免 2018 年个例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文中计算线性相关时段为

1981-2017 年，0.01、0.05 和 0.1 的显著性水平对应的相关系数值分别是 0.42、0.32 和 0.27。 

    本文研究对象为夏季气温，指的是 6-8 月时段内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和日最低气温

的季节平均值。这一指标主要用于衡量夏季的整体气温高低情况。高温热浪事件通常指持续

一定时日或阈值的高温天气过程。WMO 曾建议将连续 5 天超过日最高温度气候平均值 5℃

作为达到热浪的标准（Frich et al., 2002）。在我国，高温通常用日最高气温达到 35℃作为阈

值。 

 

3  2018 年夏季气温特征 

为直观表征 2018 年夏季中国气温突破历史最高记录这一特点，图 1 给出了 1961 年以

来逐年夏季所有测站面积加权平均的最高气温、平均气温及最低气温的演变。从图中可以看

出，我国夏季气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呈现出明显的年代际转折特征。1961-1990 年期

间，无论是最高气温、平均气温或是最低气温，除个别年份外，均低于气候平均值。除最低

气温有增长趋势外，其它两种气温值均以年际变化为主。而九十年代之后三种气温值均表现

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中国夏季气温增暖晚于冬季（任国玉等，2005），且与九十年代全球气

候增暖基本同步（Hartfield，et al，2018）。除年代际变化趋势外，中国夏季气温还呈现显著

的年际趋势，且年际差异在九十年代之后更为明显。在 1961-1990 年期间，最高、平均和最

低气温的最大年际差异分别为 1.62 °C、1.50 °C 和 1.51 °C，均方差分别为 0.31 °C、0.28 °C

和 0.31 °C。但在 1991-2018 年时段，最大年际差异分别提升为 1.91 °C、1.78 °C 和 2.21 °C，

均方差也分别提高至 0.47 °C、0.44 °C 和 0.50 °C。 

2018 年夏季，全国平均最高气温为 27.9 °C，和 2006 年并列为 1961 年以来最高值（若

将资料延伸至 1951 年新中国有大范围持续气象记录以来，亦为最高值）。平均气温和最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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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分别为 21.9 °C 和 17.2 °C，也均为 1961 年以来最高值（图 1）。2018 年上述三种气温标准

化值分比为 1.88、2.10 和 2.33，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对异常阈值的定义（超过 2 倍标准差），

这一年夏季无论是最高、最低或平均气温均接近或达到异常偏高的标准。 

 

 

图 1  1961-2018 年全国夏季最高气温（红色）、平均气温（黑色）及最低气温（蓝色）（单

位：°C），水平虚线为相应的气候值，点线为各气温分别在 1961-1990 和 1991-2018 年的线

性趋势 

 

2018 年夏季破纪录气温还表现为气温距平在空间分布上整体一致性为正值（图 2）。除

华南南部因降水持续偏多导致雨日多光照少气温略偏低外，全国其余地区夏季均明显暖于常

年，其中长江以北大部偏高 1 °C 以上。对于夏季季节平均而言，1 °C 以上的正距平表明这

一时段气温显著暖于常年。例如，即使 2013 年南方地区遭受历史罕见的持续高温事件（孙

建奇，2014；彭京备等，2016），但该年夏季高温区气温正距平也仅为 1 °C 左右（柯宗建等，

2014；龚志强等，2014）。图 2 同时给出各站平均气温的标准化值，在东部地区除东北外，

长江以北大部分测站气温超过常年平均 2 倍标准差以上，尤其在华北、黄淮及江淮地区，平

均气温更是超过 3 倍标准差。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2018 年夏季我国共 84 站最高气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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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历史极值，大多位于东北南部和华北。在这 84 个测站中，河北元氏（站号 53791，43 °C）

和无极（站号 53699，41.8 °C）分别位列第 1 和第 3。这表明，北方地区的气温偏高对全国

气温打破历史记录起到了最重要的贡献。极端高温通常伴随干旱少雨，且二者互为作用。2018

年夏季北方高温开始于 7 月中旬（张夕迪和孙军，2018）。在高温开始前的 7 月上旬，东北

地区南部、华北东部及黄淮等地降水明显偏少（图略）。夏季辽宁持续发生重度干旱，华北、

黄淮等地在 7、8 月的不同时段发生中度至重度干旱。 

 

 

图 2  2018 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距平空间分布（单位：°C）。图中大、小实心红点分别表示

气温距平超过 3 倍、2-3 倍标准差 

 

从 2018 年全国和各区域夏季气温的逐日变化可见（图 3），全国平均气温在整个夏季基

本都处于正距平。6 月平均气温距平超过 1 °C 的时段主要有两段，分别在 6 月 6-7 日和 6 月

23-30 日。7 月 11 日之后，全国平均气温一直处于偏高状态，7 月 11 日至 8 月 15 日气温持

续偏高 1 °C 以上，甚至 7 月中旬后期全国平均气温距平持续超过 2 °C 达到 3 天。为了对比

不同区域平均气温与全国平均气温的季节内演变特征差异，将全国分为 7 个区，分别是新疆

（XJ）、西藏（Tibet）、西北地区中东部（WNC）、西南地区（WSC）、南方地区东部（ESC）、



8 

 

北方地区东部（ENC）及东北地区（NEC）（图 3 中虚线所示）。在这 7 个区域中，北方地区

东部与全国平均的日气温在 2018 年的相关系数最高，达到 0.84。从季节内演变也可以看出

两者非常相似的变化特征，除 6 月中下旬和 7 月中旬气温偏低外，其余时段气温都明显偏高。

西北地区中东部的气温变化特征也与全国气温变化较为一致（相关系数为 0.72），尤其在 7

月中下旬至 8 月持续异常暖。西藏、西南和南方东部与全国气温的相关基本在 0.3 左右，出

现气温偏低时段比西北地区中东部和北方东部两个区域的偏低时段多，其演变特征也与全国

平均气温的特征差异较大。东北地区气温虽然与全国平均气温的相关系数仅为 0.3，但它在

7 月下旬也出现多天持续偏暖 4°C 以上，与全国 7 月下旬出现高温的时段一致。而新疆与全

国气温在季节内基本无相关，表明夏季新疆气温特征及其影响环流系统与我国东部地区差异

较大。从 7 个区域来看，北方两个区域与全国气温在季节内的高相关性再次表明了 2018 年

夏季全国气温异常偏暖主要是长江以北地区的贡献。  

 

 

图 3  2018 年夏季全国及分区气温距平逐日演变（单位：°C。红色为正距平，蓝色为负距平） 

 

2018 年夏季我国北方地区异常偏暖对全国气温突破历史记录起到了主要贡献。为了从

统计上验证这一结论，图 4 给出了 1981-2017 年期间全国平均夏季气温和逐一测站气温的线

性相关分布。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东北南部、华北至河套、黄淮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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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的相关系数均超过了 0.42（达到 0.01 显著性水平），而东北北部、华南和西南地区与全

国气温变化的一致性较差，基本无相关或为较弱的负相关。对夏季逐月平均气温进行 EOF

分解，第一模态表现出全国一致型特征，但从空间分布型来看，异常大值也主要位于北方（张

灵等，2017）。从而更进一步证明，在季节尺度上，夏季我国北方气温对全国气温偏高的贡

献最大。 

 

 

图 4  1981-2017 年全国平均夏季气温和逐一站点气温相关分布 

 

夏季地面气温偏高与对流层中下层气温异常有密切关系。我国东部地区夏季高温热浪的

多个例合成结果显示，温度的正异常区从地面高温热浪区向上延伸到 250 hPa，并随高度向

北倾斜，从地面高温热浪区到 850 hPa 有一个 3 °C 的正异常中心，另一个 4 °C 的正异常中

心位于 400-250 hPa（钱维宏和丁婷，2012；丁婷和钱维宏，2012）。但由于气温值随高度上

升而下降，各层间数值有很大差异。为更好看出 2018 年夏季气温异常的垂直空间特征，图

5 给出了沿 100-120 °E 平均的各层气温标准化值的纬度-高度剖面图。可以看出，2018 年夏

季我国东部地区对流层气温从近地面到 200 hPa 大范围都偏高，有两个高值中心。一个是在

12.5-22.5 °N、400-300 hPa 之间，温度异常超过 2 倍标准差，但这一纬度带的对流层中低层

600 hPa 以下气温均为负异常。另一个气温正异常中心出现在对流层中层 600-400 hPa 的

40-45 °N 范围内，正异常超过 2.5 倍标准差。对比各层的高值中心位置可见正异常有向北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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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的变化，这和已有研究一致（钱维宏和丁婷，2012；丁婷和钱维宏，2012）。温度的正异

常区从地面高温区向上延伸到 200hPa，并随高度向北倾斜，这与夏季副高脊线的气候特征

有关。温敏和何金海（2002）研究指出，从气候平均特征来看，夏季西太平洋副高脊轴随高

度向北（极地）倾斜，受到空间非均匀加热影响。对于多年平均的副高活动，太阳辐射是其

主要驱动力，因而产生季节性南北移动，而非均匀加热使其产生非匀速的运动，高低层的不

等速改变副高脊轴倾斜度（温敏和何金海，2002）。非均匀加热对副高的作用主要在其垂直

切变率上，虽然副高北侧的加热率在数值上比南侧小，但其作用却比南侧明显，造成副高脊

轴随高度向北倾斜（温敏和何金海，2002）。对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北方来说，从地面到对流

层顶附近均为气温正异常，高值中心位于对流层中层（图 5），表明 2018 年夏季地面气温偏

高与对流层中层的环流异常有直接联系。 

 

 

图 5  2018 年夏季沿 100-120 °E 平均的各层气温标准化值 

 

4  大气环流和可能的外强迫因子 

已有研究指出，我国夏季气温偏高尤其是北方地区气温偏高对应着对流层低层到平流

层低层均为正高度距平（钱维宏和丁婷，2012），控制中国大范围的高度场异常为深厚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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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系统，大陆高压较为明显（张灵等，2017）。我国夏季持续高温对应的 500 hPa 平均高度

场环流形势可分为四种，即西北暖脊型、大陆暖高压型、北方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型和南方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型（张玛，2011）。副高和大陆变性高压是造成我国东部地区夏季高温

的主要影响系统（张尚印等，2005）。除副高之外，持续性的东北冷涡活动也可在一定程度

上显著影响我国夏季气温。在冷涡频发的夏季，东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以及华北大部分地区

更易出现气温异常偏低, 即所谓的“冷夏”（胡开喜等，2011）。由以上研究可知，副高、大

陆高压和东北冷涡对我国夏季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北方地区气温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为了

更好表征 2018 年夏季东亚地区高度场的异常程度，图 6 给出了 2018 年夏季 500hPa 位势高

度的标准化值的空间分布及表征副高范围的 5880 gpm 特征等值线和气候值，并叠加了 850 

hPa 风场距平以及东北地区涡度场零线的位置。从图中可以看出，2018 年夏季副高面积明显

偏大，但西伸脊点偏东，脊线偏北。整个东亚地区 30 °N 以北均为 500 hPa 高度场正异常控

制，我国河套-华北-东北南部-日本海一带高度场正异常超过 2 倍标准差。同时，在 500 hPa

东北冷涡中心明显较气候态偏北，850 hPa 距平风场上气旋式环流异常中心位于 55 °N 附近。

气候态涡度零线在 35 °N 附近，而 2018 年夏季涡度零线在 45 °N 附近，表明夏季冷涡活动

偏弱且位置偏北。受其影响，我国北方至日本海为位势高度正异常控制，这是夏季长江以北

地区气温偏高的直接环流因素。导致 2018 年高温与 2013 年、2016 年高温的环流机理有很

大差异。2013 年高温发生时段内，西太副高维持偏强偏西，稳定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南

亚高压向东伸展，这是典型的南方高温环流型（彭京备等，2016）。2016 年越赤道气流和热

带印度洋地区纬向西风的减弱对副高增强西伸及其维持有很大贡献（Ding et al., 2018）。2018

年夏季副高异常偏北超过 3 个标准差，高度场正异常位于我国北方至日本海一带，导致高温

发生在北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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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8 年夏季 500 hPa 位势高度标准化值（细等值线）、5880 gpm 特征等值线（黑色粗

实线为实况值，黑色粗虚线为气候值）及 850 hPa 风场距平（箭头）。图中红色粗实线及红

色粗虚线分别为 2018 年及气候平均的夏季 500 hPa 涡度零线（东北冷涡位于其北侧）。字母

“A”和“C”分别表示 850 hPa 异常反气旋和气旋环流 

 

对于夏季环流特征异常，首先关注的是西太副高的异常活动。由以上分析，2018 年夏

季平均副高西伸脊点偏东，脊线偏北，在季节平均尺度上副高 5880 gpm 特征线所覆盖的范

围并没有超过 35°N，然而副高的位置和强度在季节内的变化非常显著。图 7a 给出了 2018

年夏季东部地区 110-130°E 平均的 500 hPa 位势高度随时间的演变。可以看出，6 月副高的

南北位置和强度变化较大， 6 月上旬副高偏强、脊线略偏北，6 月中旬副高减弱南退，下旬

又再次加强北抬，中心强度超过 5920 gpm。6 月底至 7 月初，副高明显减弱。但 7 月 7 日-8

月 18 日期间，副高持续偏强偏北，这一时段北方平均气温距平超过 2 °C。其中 7 月 14 日-21

日和 7 月 29 日-8 月 5 日副高中心强度超过 5920 gpm，7 月底-8 月初副高持续在最北位置，

脊线位于 40 °N 以北，东北平均气温距平超过 4 °C，北方地区东部平均气温距平也接近 3 °C

（见图 3）。8 月下旬之后副高出现季节性南撤，但强度仍比气候态偏强，脊线仍偏北，这一

时段北方气温仍持续偏高，但强度较前期有所减弱。除了副高在 7-8 月维持异常特征外，东

北冷涡在 2018 年夏季也表现出异常偏弱偏北的特征。图 7b 给出 110-130 °E 平均 500 hPa 涡

度的逐日演变，用来表征东北冷涡的季节内变化。可以看出 7 月初至 8 月底，在 30-4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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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涡度为负值，表明冷涡并不活跃。尤其是在 7 月底至 8 月初，30-50 °N 范围内涡度达

到最小（-3×10
-5

m/s
2），而这一时段同时也是副高最强、脊线最北的时期（图 7a）。副高持续

强及冷涡持续弱直接导致在 7 月底至 8 月初我国北方，尤其是华北、东北出现了历史罕见的

高温。因此，持续的副高偏强、偏北和东北冷涡不活跃是 2018 年夏季我国北方气温持续偏

高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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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8 年夏季 110-130 °E 平均的 500 hPa 位势高度（a，单位：gpm。大于等于 5860 gpm

用阴影表示，黑色曲线表示气候平均 5860 和 5880 gpm 等值线）及涡度（b，单位：10
-6

 m/s
2，

正值用阴影表示）的时间-纬度逐日演变剖面 

 

那么，2018 年夏季全国气温异常偏高是否有海温外强迫因子的可能影响？在去除全国

气温和全球海温线性增暖趋势的基础上，计算了夏季全国平均气温与全球海温距平的相关分

布。可以看出，显著的正相关区域主要位于黑潮区及其向东延伸的西北太平洋（图 8），多

数研究称为黑潮及延伸体（李忠贤和孙照渤，2004；Wang，et al，2012；Qiu，et al，2017）。

有研究认为，黑潮海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变冷趋势（如 Nonaka, et al，2006），同样为

避开之前的年代际变化，我们采用 1981 年以来序列加以分析。这一相关分布表明，当该区

域海温偏高时，全国夏季平均气温也易偏高。2018 年夏季，北太平洋大部海温均偏高，尤

其是黑潮及延伸体为海温正距平中心，中心值超过 1.5 °C（图 9a）。该区域与图 8 显著相关

的区域基本一致。根据已有研究，定义图 8 中黑色虚框范围内区域平均海温距平为黑潮及延

伸体指数（K-KE 指数，定义为 25-45 °N，120°E -180°）。1961-2018 年，K-KE 指数表现出

显著的年际变化，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明显的线性增暖趋势（图 9b）。这样的年际

变率与全国夏季平均气温的年际变率（见图 1）非常一致，它们的相关系数在 1981-2017 年

期间达到 0.75，去除线性趋势后相关系数仍为 0.53，达到 0.01 显著性水平。同样计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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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2017 年 K-KE 指数与全国夏季平均气温的相关系数，数值为 0.65，去掉线性趋势后相

关系数为 0.68，并计算了两者 11 年滑动相关，发现在 1961-2017 年期间两者大部分时段都

达到显著正相关（图略）。考虑到这两个时段的相关对本文结论无明显影响，因此文中仍采

用 1981-2017 年数据计算相关。2018 年夏季，K-KE 指数为 23.3 °C，正异常超过 1.7 倍标准

差，和 1961 年并列为历史最高值（图 9b）。结合相关结果和海温异常偏高特征，可以认为

黑潮及延伸体海温异常偏暖对夏季副高异常偏北进而导致我国夏季气温持续偏高有着重要

贡献。 

 

 

图 8  1981-2017 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与全球海温距平的相关分布，黑色虚线框为 K-KE 指

数的定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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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8 年夏季海温距平空间分布（a，单位：°C）及 1961-2018 年夏季 K-KE 指数标准

化序列（b），黑色虚线框为 K-KE 指数的定义范围 

 

同样计算了黑潮及延伸体海温和我国台站夏季气温的相关。未去除线性趋势前，除了华

南西部个别站点为负相关外，K-KE 指数与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的相关系数都能达到 0.05 的显著性水平（图 10a）。

考虑到这种显著性可能部分受到年代际增暖的影响，因此在去除线性增暖趋势之后重新计算

二者相关，发现 K-KE 指数与江淮、华北、东北及西北部分地区的气温依旧呈现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图 10b）。这一结果表明，黑潮及延伸体暖海温异常对 2018 年夏季我国东部北方地

区的气温偏高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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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1981-2017 年夏季 K-KE 指数和全国夏季气温相关分布（a：原始值；b：去趋势） 

 

由前文分析，2018 年夏季副高的异常偏北及东北冷涡偏弱，对应我国北方至日本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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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位势高度场偏高，是造成夏季气温异常高的直接原因。而黑潮及延伸体海温偏高如何通过

影响关键环流进而造成北方异常暖，这其中的机制还需进一步分析。由于黑潮区的海水热含

量巨大，且其延伸区存在着东西向的海洋锋区，这使它们成为北太平洋中高纬海气相互作用

的关键区（王钦等，2016）。前期冬季黑潮海温异常可同时影响到东北冷涡和副高的强度，

其上空为气旋式距平环流系统（王钦等，2016）。其西北侧的东北风距平分量有利于在东北

冷涡处形成一个反气旋式距平环流，减弱了东北冷涡的强度。同时其西南侧的西南风距平分

量有利于副高上空反气旋环流系统的进一步加强，导致副高偏强（高辉和高晶，2014）。数

值试验表明，冬季黑潮延伸体增暖时，东北一带为强的反气旋式环流异常，副高强度总体上

呈增强趋势，其中 7 月下旬和 8 月中下旬的强度指数增加最为显著，北界指数变化主要表

现出 5-9 月一致偏北的特征；在温度场的空间分布上，45 °N 以南地区除对流层上层和平流

层下层有小范围的降温，基本上为一致增温，增温高值区主要分布在 35-45°N 之间，对应我

国华北至东北一带（王晓丹等，2011）。王钦等（2016）也通过个例分析和数值试验指出，

2010 年夏季异常暖海温中心位于黑潮延伸体，由于对流层低层的显著加热，使得其产生向

上向北的波活动通量，进而导致东亚沿岸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加强。 

前面分析已经指出，2018 年夏季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异常偏高最主要的环流系统就是持

续偏北的西太副高和持续偏弱的东北冷涡。无论是全国夏季平均气温还是北方夏季平均气温

与 500 hPa 高度场的相关都显示，显著的正相关区位于我国长江以北大部至日本上空（图 11a

和 11b），表明当该区域高度场偏高时，我国大部尤其北方大部夏季气温易偏高。与此同时，

K-KE 指数与 500 hPa 高度场相关也显示，显著的正相关区位于我国华北-东北-日本上空（图

11c），较图 11a 和 11b 略有偏东。这表明，当黑潮及延伸体区域夏季海温偏高时，有利于我

国华北-东北-日本上空 500 hPa 位势高度场偏高，从而有利于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高（图

10b）。从不同月份 K-KE 指数与夏季 500 hPa 高度场的相关系数的时间-纬度剖面也可以看出

（图 12），最显著的正相关发生在夏季，相关系数均能达到 0.01 显著性水平。但在前期 4-5

月，黑潮及延伸体海温异常与东亚 110-130 °E 夏季 500 hPa 高度场也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能达到 0.1 显著性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黑潮及延伸体海温偏暖对夏季东亚中

纬度 500 hPa 位势高度场偏高有一定的超前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图 13 给出了 2018 年最暖夏季的成因示意图。2018 年夏季黑潮及延伸体区域夏季海温

异常偏高，造成东北一带为强的反气旋式环流异常，东北冷涡偏弱且位置偏北，西北太平洋

对流活跃，有利于副高较气候态偏强偏北，我国北方受下沉气流控制，导致大部气温异常偏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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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1981-2017 年全国夏季平均气温序列（a）、我国北方夏季平均气温序列（b，100 °E

以东，30 °N 以北）、夏季 K-KE 指数（c）分别与同期 500 hPa 位势高度场的相关分布，阴

影区超过 0.05 显著性水平 

 

 

图 12  1981-2017 年不同月份 K-KE 指数和夏季 110-130 °E 平均 500 hPa 位势高度的相关系

数的时间-纬度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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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8 年夏季高温成因示意图，，其中蓝色细虚线（标注 WPSHclim）和红色线条（标

注 WPSH2018）分别表示气候态及 2018 年副高位置，蓝色粗实线和粗虚线分别表示 2018 年

和气候态东北冷涡南界位置 

 

5  结论和讨论 

利用全国 2400 站站点气温和全球再分析大气环流及海温数据，文章详细分析了 2018

年中国最热夏季的主要异常特征及可能成因。2018 年夏季是中国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热的夏

季，尤其我国北方地区气温异常偏高对全国破纪录热夏的贡献最大。与副高偏强偏西造成的

典型南方高温型不同，2018 年夏季西太副高面积偏大、脊线位置持续异常偏北，加上东北

冷涡也持续偏弱、偏北，我国北方-日本海一带位势高度偏高，这是导致我国北方大部气温

偏高的直接环流因素。进一步分析表明，黑潮及延伸体海域海温异常偏暖对 2018 年夏季东

亚北部的高度场正异常及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高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结论如下： 

2018 年夏季，全国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气温、最低气温分别为 27.9 °C、21.9 °C 和 17.2 °C，

均为 1961 年以来最高值。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明显暖于常年，其中北方地区气温偏高 1 °C 以

上（超过 2 倍标准差）。北方地区气温在季节内和年际尺度上与全国的一致性变化表明其对

全国破纪录热夏的贡献最大。我国北方气温异常偏高与对流层中层的环流异常有直接联系，

其中最主要的环流系统是副高和东北冷涡。副高面积明显偏大、脊线位置异常偏北，东北冷

涡偏弱偏北，以及我国北方-日本海一带为位势高度场正异常控制，这是导致破纪录热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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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原因。尤其是 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副高偏强且脊线位于 40 °N 以北，同时东北冷涡偏

弱偏北，造成我国北方气温持续偏高。监测结果显示，2018 年夏季，黑潮及延伸体海域海

温偏暖达到 1.7 倍标准差，为 1961 年以来并列最高值。统计分析表明，这一海域海温偏暖

易导致东亚中纬度地区 500 hPa 位势高度场偏高，从而有利于副高偏北、东北冷涡偏弱，对

我国北方大部夏季气温偏高起重要作用。 

东亚热带副热带大气环流尤其是副高的持续异常无疑是导致破纪录热夏的直接原因，这

和东亚-太平洋遥相关型（EAP）有直接联系。根据 Huang 和 Wu（1989）的定义，当 EAP

为正（负）值时，热带地区对流为负（正）距平，中纬度为正（负）距平，副高主体偏北（南）。

计算表明，2018 年盛夏 EAP 遥相关指数为 1961 年以来第二高值，其数值超过 2 个标准差，

热带-副热带对流异常的空间分布也体现了 EAP 遥相关型的作用。但在盛夏 EAP 指数最强

的 1994 年，副高位置却没有 2018 年偏北。同样 EAP 指数明显偏低年如 2015 年副高也非异

常偏南。作者的分析也表明，2018 年索马里和孟加拉湾越赤道气流的位置以及热带大气季

节内振荡（MJO）的位相异常都起到了不同的贡献。孟加拉湾越赤道气流异常偏强（1980

年来最强），并且，热带西太平洋对流活动在 2018 年盛夏异常活跃（1980 年以来历史第一），

热带大气季节内振荡（MJO）活动也在副高偏北的时期持续偏强并位于第六位相（西太平洋

区域），盛夏西北太平洋生成的 14 个热带气旋中有 9 个都生成于 18 °N 以北的位置，并且多

数是北上或西北行路径，这些因子都对 2018 年盛夏副高脊线位置达到历史最北起到了重要

作用（这部分工作将另文发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2018 年夏季我国气温异常偏高在时空

上并非独立现象。监测表明，这一时段整个北半球中纬度气温均偏暖。和地面观测相对应，

对流层中低层为正位势高度距平控制，这表明 2018 年我国的异常暖夏有着更大的空间分布

异常背景，不仅仅受到前文所分析的局地环流系统影响。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

步诊断其它环流系统的作用。 

除大气环流内部作用和海洋信号外，上游的北极海冰、欧亚雪盖等外强迫因子也对东亚

夏季风环流系统有重要影响，而这些环流系统又和夏季气温（高温）有直接的关系。例如，

Wu et al（2013）研究指出，冬季格陵兰以西海冰密集度异常通过冬春持续性异常影响纽芬

兰南部春季大气环流异常，进而对次年夏季欧亚北部大气环流产生显著影响。海冰偏多年与

偏少年相比，夏季自欧洲西部-欧洲东部-亚洲西北部-东亚地区 500 hPa 高度场表现为“正-

负-正-负”波列。同样，欧亚积雪的热力作用也会导致夏季风环流及夏季温度异常，尤其是

春季欧亚大陆雪水当量偏低时，由于其滞后的积雪水文（土壤湿度）效应会造成东亚中高纬

地区位势高度场偏高，亚洲 40 °N 以北气温偏高（Yasunari et al, 1991; Wu et al, 2009）。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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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2017/2018 年冬季格陵兰以西海冰偏少，利于夏季贝加尔湖以南至我国东北地区

出现高度场正距平，我国北方盛行下沉气流，气温异常偏高。同时，2018 年春季欧亚大陆

积雪日数偏少，对夏季东亚北部高度场正异常也有一定贡献。这些均表明，上述两个因子可

能对 2018 年气温异常偏高也有一定潜在影响。但无论是海冰还是积雪对夏季高温的影响前

人研究均没有专门涉及，这其中的机理仍需未来深入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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