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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春夏季云南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季节连旱，特旱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公里的日数远远多

于其它年份。与之一致的是降水从 2 月至 6 月连续五个月持续偏少三成以上，其中干旱最严

重的 4-6 月偏少近五成。该年西南雨季于 6 月第 3 候开始，为历史第二晚年，而云南雨季开

始时间较常年推迟 29 天，为历史最晚。但和雨季异常偏晚相反的是 2019 年南海夏季风爆发

时间异常偏早，二者相差 7 候，亦为历史之最，远多于常年差值（不及 1 候）。本文从季节

和季节内两个时间尺度分析了造成夏季风爆发后雨季迟迟未来进而导致旱灾持续和加剧的

原因。雨季来临异常偏晚造成的降水持续偏少以及潜在蒸散量异常偏大是干旱长时间持续和

加重的直接原因。而雨季来临晚和孟加拉湾上空环流密切相关。在季节尺度上，统计结果表

明，4-6 月西侧的西南水汽对云南降水的贡献高于其东侧的偏东水汽输送贡献，而 2019 年

这一时段南支槽异常偏浅，孟加拉湾上空为异常强大的反气旋式距平环流，进入云南的经向

水汽输送明显偏弱。在季节内尺度上，南支槽的偏弱时段亦为历史最长，造成虽然南海夏季

风爆发早，但孟加拉湾强对流爆发明显滞后，云南低层水汽辐合长时间弱，无有效降水，旱

情发展；夏季风开始后至西南雨季开始前，南支槽的强度进一步减弱，孟加拉湾地区西南水

汽通量的经向分量亦减弱，西南水汽主要输送到华南-东南沿海等地；西南雨季开始后，南

支槽仍维持明显偏弱状态，进一步削弱了进入云南西侧的西风水汽，云南缺乏有效降水，干

旱发展加强。统计结果和个例分析均表明，2019 年春季和初夏澳大利亚高压明显偏强造成

了孟加拉湾上空反气旋异常偏强和南支槽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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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2019 年春夏季云南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季节连旱，特旱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公里的日数远远多于其它年份。与之一致的是降水从 2 月至 6 月连续五个

月持续偏少三成以上，其中干旱最严重的 4-6 月偏少近五成。该年西南雨季于 6

月第 3 候开始，为历史第二晚年，而云南雨季开始时间较常年推迟 29 天，为历

史最晚。但和雨季异常偏晚相反的是 2019 年南海夏季风爆发时间异常偏早，二

者相差 7 候，亦为历史之最，远多于常年差值（不及 1 候）。[资料和方法]本文从

季节和季节内两个时间尺度分析了造成夏季风爆发后雨季迟迟未来进而导致旱

灾持续和加剧的原因。[结果与结论] 雨季来临异常偏晚造成的降水持续偏少以及

潜在蒸散量异常偏大是干旱长时间持续和加重的直接原因。而雨季来临晚和孟加

拉湾上空环流密切相关。在季节尺度上，统计结果表明，4-6 月西侧的西南水汽

对云南降水的贡献高于其东侧的偏东水汽输送贡献，而 2019 年这一时段南支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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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偏浅，孟加拉湾上空为异常强大的反气旋式距平环流，进入云南的经向水汽

输送明显偏弱。在季节内尺度上，南支槽的偏弱时段亦为历史最长，造成虽然南

海夏季风爆发早，但孟加拉湾强对流爆发明显滞后，云南低层水汽辐合长时间弱，

无有效降水，旱情发展；夏季风开始后至西南雨季开始前，南支槽的强度进一步

减弱，孟加拉湾地区西南水汽通量的经向分量亦减弱，西南水汽主要输送到华南

-东南沿海等地；西南雨季开始后，南支槽仍维持明显偏弱状态，进一步削弱了

进入云南西侧的西风水汽，云南缺乏有效降水，干旱发展加强。统计结果和个例

分析均表明，2019 年春季和初夏澳大利亚高压明显偏强造成了孟加拉湾上空反

气旋异常偏强和南支槽偏弱。 

关键词  云南，极端干旱，南海夏季风，西南雨季，南支槽 

 

Abstract  In spring and early summer of 2019, Yunnan province experienced the 

most severe seasonal drought on record, with days of extreme drought area exceeding 

10
5
 km

2
 far more than normal. Consistently, the precipitation in each month from 

February to June is over 30% less than normal, and about 50% less in the most severe 

drought period (April-June). The rainy season in Southwest China (SWC) started on 

the third pentad in June 2019, which is the second latest year. The rainy season in 

Yunnan started 29 days later than normal, which is the latest. On the contrary to the 

late rainy season, the onse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ummer monsoon (SCSSM) is 

abnormally early. The lag time between the rainy season in SWC and the onset of the 

SCSSM in 2019 is 7 pentads, which is the largest since 1961 and is much longer than 

climate mean (less than 1 pentad). 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s the possible reason why 

the rainy season came extremely late and the drought disaster persisted and intensified 

after a much early SCSSM at both seasonal and sub-seasonal time scales. The 

abnormally late onset of the rainy season and the second greatest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since 1981 are the direct reason for the persistent drought.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water vapor from the southwest in April-June 

contributes more than that from the east at the seasonal scale. However, the southern 

branch trough (SBT) in this period of 2019 was abnormally weak. The large and 

strong anticyclonic wind anomaly prevailed over the Bay of the Bengal (BOB),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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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dional water vapor transport to Yunnan was weak. At the sub-seasonal scale, 

the weaker SBT lasted the longest, which resulted in a dry climate in Yunnan and 

caused severe drought before the SCSSM. From the onset of the SCSSM to the start 

of the rainy season in SWC, the SBT and the meridional water vapor transport from 

the BOB were still weak, and the water vapor mainly transported to the coastal area i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China rather than Yunnan. After the rainy season in SWC, 

the SBT was still weak. This conducted to the weak water vapor in westerlies to the 

west of Yunnan, and brought the persistent extreme drought. Both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case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 stronger Australian high in spring and early summer 

of 2019 results in the abnormal anticyclonic circulation over the Bay of Bengal. 

 

Key words  Yunnan province, extreme drought, South China Sea summer monsoon 

(SCSSM), rainy season in Southwest China (SWC), southern branch trough (SBT) 

 

引言 

[研究的意义]干旱灾害是我国最主要的气象灾害，其造成的损失为各类灾害之

首。2004-2015 年期间的统计结果表明，每年旱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600

亿元（郑国光等，2019）。和洪涝、台风等其它灾害有明显的季节和地域分布差

异不同，我国的干旱灾害可发生于任何地区和任何季节。总体来说，南方干旱发

生的频次低于西北和华北地区（丁一汇等，2013）。但西南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

南侧，夏季风盛行期间同时受西南季风和东南季风的共同作用，降水年循环有显

著的干、湿季之分。每年的 11 月至次年 4 月为干季，降水量不到年降水总量的

15%（晏红明等，2013）。和同纬度的江南、华南相比，西南雨季开始时间晚，

平均雨季开始日期在 5 月中旬前后，若某年雨季来临滞后易使春末夏初雨量少，

造成该地区发生春旱甚至是冬春或春夏连旱。这就导致西南地区为我国南方干旱

的高发中心，其频次明显多于同纬度的东部地区。例如 1982 年西南雨季开始日

期较常年明显偏晚，云南发生严重春旱，昆明 5 月降水量仅 8 毫米，是之前八

十多年来的最低值（丁一汇，2008）。1983 年雨季开始时间继续偏晚，西南春末

夏初再次经历严重旱情，给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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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意义]由于云南地处低纬地区，山地面积占全省的 84%，因此更易受干

旱灾害影响，亦是西南地区旱灾高频中心（程建刚等，2009；丁一汇等，2013）。

云南干旱的频发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地形对干旱灾害的地域分布有很

大影响。从滇西北的梅里雪山起，沿着苍山到哀牢山一带的东部和东北部等地是

常年旱灾易发区，其中尤以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元江及南盘江流域等干热河

谷地区最为突出（程建刚等，2009）。统计表明，云南的气象灾害中有 43%为干

旱灾害，位列所有灾害之首，这其中春旱占云南所有干旱的 70%左右（宋连春等，

2003；程建刚等，2009）。若夏季风爆发晚、雨季开始期推迟，则会发生春夏连

旱。虽然春夏连旱的概率远小于冬春连旱（沈振荣，1982），但其造成的灾害程

度却为最重。程建刚等（2009）指出，云南 80%的重旱年均属于春夏连旱。2019

年春季和初夏，云南省发生了极为罕见的持续性气象干旱。据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统计， 4-6 月干旱灾害共造成 135 万公顷农作物受灾，其中绝收 7.9 万公顷，直

接经济损失 65.62 亿元，超过之前 5 年旱灾直接经济损失的总和。 

[前人研究进展]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云南干旱有显著增多的趋势，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云南降水呈减少态势，与之相伴的干旱事件增强，旱灾面积增大，发

生周期也由 2-3 年缩短为 1-2 年（程建刚等，2009）。金燕等（2018）也揭示出

该地区区域性干旱的发生频次、累积强度和累积影响站次均呈现上升趋势。且气

候预估的结果显示西南地区未来的旱灾风险将进一步增强（秦大河等，2015）。

因此，近年来很多研究分析了云南干旱的主要成因。但由于该地区降水异常的影

响环流有很大的季节性差异，这也使得冬旱和春旱的形成机理不尽相同。例如对

2009-2010 年云南严重冬旱的诊断分析表明，西风带环流系统异常是其主要成因。

在中高纬度，贝加尔湖为高度负距平，东亚沿海为高度正距平，从贝加尔湖以西

到东亚中高纬度西风带较平直，冬季冷空气偏弱，很难影响西南地区。在低纬地

区，孟加拉湾南支槽减弱，云南省受异常西北气流控制（杨辉等，2012）。同时，

北大西洋涛动（NAO）也和云南冬旱密切相关（宋洁等，2011）。但这种环流形

势不适用于春旱。对于云南春旱，夏季风爆发的早晚和热带环流的位置强度异常

被认为有更直接的作用。例如 2005 年春末夏初云南严重干旱，刘瑜等（2007）

研究指出中高层大气环流季节转换滞后，南海夏季风爆发偏晚，同时热带对流偏

弱，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后文简称为“西太副高”）偏南偏强偏西是最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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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晏红明等（2007）也揭示了 850 hPa 北印度洋地区持续的东风异常和西太

副高持续偏强偏西的重要作用。郑建萌等（2014）进一步对比了 5 月四个极端旱

年和极端涝年的环流，发现旱年低纬地区环流差异明显，表现为低层西太副高偏

强偏西，赤道西风向东向北推进受阻，孟加拉湾和中南半岛的夏季风偏弱、爆发

偏晚，云南以西风带水汽输送为主，而非热带地区水汽输送。 

[本研究切入点]但近年来的监测结果也显示，西太副高的位置和强度并非云南

干旱的直接原因，尤其是当热带印度洋偏暖、东太平洋为厄尔尼诺背景时，西太

副高易偏强偏西，但云南春季并未大范围少雨。例如 2016 年春季，受超强厄尔

尼诺事件影响，春季副高就表现出这种分布特征，但我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

无论是春季还是 4-6 月均未出现明显旱情，西部降水甚至偏多 5 成以上。另一方

面，21 世纪西太副高存在非常显著的年代际增强和西伸趋势（Gao et al.，2014），

但云南地区降水仍以年际变率为主，近二十年来出现大范围降水的情况并不鲜

见。此外，2019 年南海夏季风于 5 月第 2 候爆发，属于异常偏早的年份（丁婷

和高辉，2020），这和前面研究指出的云南春季干旱易发生在夏季风爆发偏晚条

件下亦不一致。[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 2019 年春夏季云南破纪

录干旱的季节性演变及极端性特征，并从季节和季节内两个角度对比东西侧热带

副热带大气环流（西太副高和南支槽）位置和强度的异常，揭示出南支槽持续性

偏弱对本次极端干旱发生发展的贡献。 

 

1 资料和方法 

文中所用逐日降水资料时段为 1981-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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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集集中解决基础气象资料质量和国家级、省级存档资料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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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资料齐全的云南省 126 个测站开展分

析。同时段逐年南海夏季风爆发日期和西南雨季开始日期监测序列由国家气候中

心提供。大气环流资料为 NCEP/NCAR 逐日再分析资料集中的 500 hPa 位势高

度场和 850 hPa 水平风场。该资料水平分辨率为 2.5°×2.5°（Kalnay et al.，1996；

Kistler et a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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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日不同等级气象干旱面积监测数据源自国家气候中心。干旱指标采用最新

的《气象干旱等级》国家标准（GBT-20481-2017）中的气象干旱综合指数 MCI

（Meteorological drought Composite Index）（张存杰等，2017；廖要明和张存杰，

2017）。其计算公式为：MCI = Ka × (a × SPIW60 + b × MI30 + c × SPI90 + d × 

SPI150)。其中 SPIW60 为近 60 天标准化权重降水指数；MI30 为近 30 天相对湿润

度指数；SPI90 和 SPI150为近 90 天和近 150 天标准化降水指数。根据《国家气象

干旱标准（GB/T 20481-2017）》，式中 a、b、c 和 d 为各自项权重系数，分别取

0.5、0.6、0.2 和 0.1；Ka 为季节调节系数，文中对春季三个月分别取 1.1、1.2 和

1.0，夏季三个月统一取 1.2。该指数为国家气候中心干旱实时监测业务指标，并

在全国各气候业务单位推广应用。 

 

2  2019 年春夏季云南干旱的演变特征和极端性 

2019 年春季至初夏，云南发生了极为罕见的持续性极端气象旱灾。从国家

气候中心逐日中旱、重旱和特旱三级强度干旱面积监测结果可知（图 1），自 4

月中旬开始，云南省中等强度及以上的干旱范围迅速扩大，并自 5 月上旬开始达

到最大面积，其中在 5 月 19 日中旱以上面积高达 34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

的 86%。从 5 月中旬开始直至 6 月中旬，中旱以上面积基本维持在 30 万平方公

里。5 月初开始，干旱强度由中旱转为重旱并在 6 月上中旬达到最大。受持续降

水偏少的影响，6 月初特旱范围急剧增多，并在 6 月上中旬稳定维持。6 月下旬

的强降水过程使干旱范围有明显衰减，但仍有一半以上的面积为重旱以上（刘海

知和何立富，2019）。随着 7 月云南降水的增多，7 月下旬开始，重旱和特旱区

域基本消失。进一步分析了 1981 年以来春夏季日特旱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公里的

所有频次共 49 次，这其中有 35 次发生在 2019 年，且这 49 次中的前 27 次也都

发生在 2019 年，其中 2019 年 6 月 23 日特旱面积超过 23 万平方公里，为有历史

记录以来最大，进一步表明该年干旱的持续性之长、极端性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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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的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云南逐日中旱（浅黄）、重旱（黄）

及特旱（棕红）面积演变（直方图，单位：10
4
 km

2）。图中三条曲线自上至下分别为气候态

中旱、重旱和特旱面积。左上角图给出了云南 1981-2019 年期间 3-8 月所有 49 个日特旱面

积超过 10
5
 km

2 的个例及对应年份。 

Fig 1 The daily area variations (bars, unit:10
4
 km

2
) of moderate (light yellow), severe (yellow) and 

extreme (reddish brown) drought in Yunnan from March 1st to August 31st, 2019 by monitoring 

from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The three curves from top to bottom show the areas of moderate, 

severe and extreme drought category for climate mean, respectively. The upper left panel shows 

the 49 cas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years of the daily extreme drought areas exceeding 10
5
 km

2 
in 

March-August during 1981-2019. 

 

从图 1 还可以看出，2019 年春夏季干旱的季节性演变特征和气候态相比有

明显不同。就多年平均而言，冬季和春季前期属于西南地区的旱季，降水季节性

10
4 
km

2
 

105 km2 



10 

 

偏少，这一时段干旱日数和范围大于其他时段。5 月开始随着索马里越赤道气流

的增强和孟加拉湾越赤道气流的建立，进入西南地区的水汽开始增多，西南雨季

随之开始，云南的干旱范围缩小，尤其是重旱和特旱面积明显减少（图 1 中曲线）。

但 2019 年干旱却呈现相反的季节性演变趋势。 

 

3  旱期云南降水和雨季异常 

干旱的发生发展取决于蒸发量和降水量的收支变化，虽然气象干旱受到多个

要素影响，且不同的干旱指标中各因子的权重不同（张存杰等，2017），但降水

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要素。在分析降水异常前 ,本文用 Thornthwaite 方法

（Thornthwaite，1948）计算了潜在蒸散量 PET（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的

标准化值。2019 年这一数值为 1.36，也即该年 PET 正异常超过一个标准差，在

研究时段的 39 年中仅次于 2015 年（2015 年也为春旱年份）。表明该年蒸散量明

显偏大，有利于旱情发展。因此首先分析云南此次春夏极端连旱期间降水的异常。

图 2 左侧表格给出了 1961 年以来 3-8 月逐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图中用浅蓝色、

蓝色和深蓝色分别表示距平百分率在-50% ~ -30%、-80% ~ -50%及小于-80%三种

等级。由于夏季是云南降水最集中的季节，因此夏季各月距平百分率低于-30%

的概率明显小于春季各月。在 2019 年 2-6 月，降水距平百分率持续 5 个月低于

-30%（2 月也低于-30%，图略），这在近 60 年从未出现，尤其 5 月原本是受雨季

开始影响、降水迅速增多的月份，但该月降水偏少 62%。1992 年是最接近 2019

年的年份，该年 3-6 月降水均偏少 20%以上，春夏季也出现了持续干旱，但无论

是干旱范围还是强度均明显弱于 2019 年。在干旱发生发展的 4-6 月，2019 年三

个月平均降水比常年偏少 43%（直方图），距平标准化值为-2.15，是 1961 年以

来最少年绝对数值超过了 PET 值。因此，从降水角度而言，2019 年 3-6 月降水

持续明显偏少是破纪录极端干旱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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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61-2019 年云南 3-8 月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左侧表格, 单位：%）及 4-6 月平均降

水量标准化值（右侧直方图）。左侧浅蓝色、蓝色和深蓝色分别表示距平百分率在-50% ~ 

-30%、-80% ~ -50%及小于-80%。右侧细、粗虚线分别表示标准化值为±1 和±2，红色为 2019

年。 

Fig 2 The percentage of precipitation anomaly from March to August (left chart, unit: %) and the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right bar) in April-June over Yunnan during 1961-2019. The light blue, 

blue and dark blue in the chart denotes the percentage at -50% ~ -30%, -80% ~ -50%, and less 

than -80%. The thin and thick dashed lines show the standardized value ±1 and ±2, and the red bar 

shows the year 2019. 

 

图 3 进一步给出了从 2019 年 3 月 1 日开始直至 8 月 31 日（春夏季）累计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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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曲线及累计降水的距平百分率，并同时给出气候态累计降水曲线，不同时段曲

线的斜率大小表明这一时段降水的增加速率。从气候态（蓝色虚线）可以看出，

累计降水曲线斜率在 5 月中下旬开始有明显的增大，这主要是因为西南雨季的平

均开始时间为 5 月中旬（晏红明等，2013；白慧和高辉，2017）。但 2019 年 5 月

第 5 候之前累计降水曲线斜率值很小，5 月底至 6 月期间虽然相比之前有所增大，

但增速仍低于气候值，这也导致 5 月下半月开始直至 6 月底，降水值明显偏少，

累计距平百分率低于-50%，即从 3 月开始的累计降水不足常年的一半，土壤缺

墒严重，干旱发展。图 3 的结果和图 1 完全一致。 

 

 

 

图 3  3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云南累计降水曲线（对应左纵坐标，蓝色实线为 2019 年，蓝色

虚线为气候态，单位：mm）及累计降水距平百分率（红色曲线，对应右纵坐标，单位：%）。 

Fig 3 The accumulated precipitation in Yunnan during March 1st to August 31st in 2019 and 

climate mean (the left vertical axis, blue solid line: 2019, blue dashed line: climate mean. unit: 

mm). The red line shows the percentage of the accumulated precipitation since March 1st, 2019 

(the right vertical axis, un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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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表明，2019 年南海夏季风于 5 月第 2 候爆发，是 1961 年

以来第四早的年份，仅次于 1965、1994 和 2008 年的 5 月第 1 候。南海夏季风爆

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索马里地区越赤道气流的加强东传和孟加拉湾地区越赤

道气流的建立（何金海等，2001；高辉等，2004）。伴随着上述两支越赤道气流

的建立和加强，赤道印度洋西风也随之增强，进入西南地区的暖湿气流增多。因

此，就气候态而言，西南雨季的平均开始时间为 29.2 候，滞后于南海夏季风爆

发的平均时间（28.6 候）不到 1 候。但从图 4 可以看到，2019 年西南雨季开始

于 6 月第 3 候，是历史第二晚的年份，仅次于 1977 年，造成西南雨季滞后于南

海夏季风爆发 7 候，这一差值为 1961 年以来最大值。而云南省进入雨季时间更

晚，为 6 月 24 日，较常年推迟 29 天，创历史最晚纪录。雨季来临异常偏晚，云

南等地无明显降水过程，导致旱情在 5-6 月急速发展。 

 

 

图 4  1961-2019 年西南雨季（实心直方图，黄色为 2019 年，灰色为其它年份）和南海夏季

风爆发日期（空心直方图，红色为 2019 年，黑色为其它年份）。灰色和黑色水平虚线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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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雨季和南海夏季风气候态开始日期。纵坐标24对应4月第6候，25对应5月第1候，……，

以此类推。 

Fig 4 The onset dates of the rainy season of the Southwest China (solid bar, yellow shows 2019 

and grey shows other years, the grey dashed line means the climatology) and the onset dat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ummer monsoon (hollow bar, red shows 2019 and black shows other years, the 

black dashed line means the climatology) during 1961-2019. The label 24, 25, … on vertical axis 

denote the 6th pentad of April, the 1st pentad of May, … and so on.  

 

4  2019 年云南极端干旱期大气环流异常 

4.1 季节环流异常特征 

西南春旱和雨季来临的早晚密切相关，而雨季日期的早晚则受到热带印度洋

和孟加拉湾上空低层气流的影响。晏红明等（2003，2013）发现孟加拉湾季风爆

发偏晚时，云南 5 月降雨量偏少，但当季风爆发偏早或正常时，雨量的多少则主

要与中低纬度地区冷空气的活动有关。白慧和高辉（2017）诊断发现，在东半球

低层的几支越赤道气流中，只有索马里和孟加拉湾越赤道气流的强弱会影响到雨

季开始早晚和雨量大小，且都对应于急流强雨季早、急流弱雨季晚的特征。受上

游越赤道气流影响，赤道印度洋西风和孟加拉湾西南气流在雨季开始前也会增

强，为西南地区提供充沛的水汽。王璐思和王伟（2018）对 1951-2011 年西南地

区典型春季旱年和涝年开展对比分析，发现西南春旱的主要原因是 500 hPa 上空

受高压脊的控制，辐散气流强，700 hPa 水汽输送和冷暖空气的交汇都不明显。

因此，这里首先分析 4-6 月平均的云南降水和环流场线性相关（图 5）。为避免

2019 年极端事件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本文的相关分析时段取 1981-2018 年。图 5

中阴影区为降水和 500 hPa 位势高度相关。可以看出，从阿拉伯海到我国华南西

侧的热带地区均为通过 95%置信度检验的负相关区，最显著的负相关中心位于孟

加拉湾地区，这与王璐思和王伟（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在降水和低层水平风

场相关图上，可以很清楚看出来自云南西侧的西南水汽输送对4-6月降水的影响，

其中在孟加拉湾地区最为显著，表现为在 85°E 以西为西北向相关矢量，85-100°E

则为西南向相关矢量，表明了孟加拉湾地区南支低槽的重要作用。而在云南东侧

的华南地区为东北向相关矢量。这一相关结果显示，云南 4-6 月的降水受到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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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西南水汽和东侧偏东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但西侧的贡献更为显著。由于位势

高度场有显著的线性增强趋势，为更好看出南支槽的作用，图 5 同时给出了这一

时段云南降水和 850 hPa 涡度的相关，图中粗、细线条表明通过 99%和 95%置信

度检验。可以看出，降水-涡度的相关分布和降水-风场的相关分布极为一致，最

显著的正相关中心位于孟加拉湾北侧和斯里兰卡东侧。结合 4-6 月南支槽的气候

平均位置，可以认为当槽偏强偏深时，槽前西南水汽输送至云南地区，有利于降

水产生；反之若孟加拉湾上空高度场偏高，南支槽弱，则不利于降水，干旱容易

发生发展。 

 

 

图 5  1981-2018 年 4-6 月平均的云南降水和大气环流场线性相关。阴影区为和 500 hPa 位势

高度相关（仅给出通过 95%置信度检验区），线条为和 850 hPa 涡度相关（粗、细线条通过

99%和 95%置信度检验），箭头为和 850 hPa 水平风相关，其中粗箭头表明和纬向风、经向

风相关均超过 95%置信度检验。灰色阴影区为 1500 米以上大地形。 

Fig 5 The correlation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precipitation and the circulation in April-June 

during 1981-2018. Shading shows the correlation with the geopotential height at 500 hPa (only 

significance at 95% level is shown), contours show the correlation with vorticity at 850 hPa (thick 

and thin lines show significance at 99% and 95% level), and the arrows show the correlation with 

the winds at 850 hPa. The thick arrows in Fig.5 mean bot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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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pitation with the zonal wind and the counterpart with the meridional wind have passed the 

95% level. The grey shades mean the altitudes over 1500 meters. 

 

图 6 为 2019 年 4-6 月平均的大气环流和距平场，其中实线为 500 hPa 位势高

度，黄色区域为正距平值超过 15 gpm。可以看出，自阿拉伯海至云南上空均为

正位势高度距平，距平值高于 15 gpm。和气候态相比，5860 gpm 等值线位置明

显偏北，位于 20°N 以北地区，5880 gpm 等值线南界位于赤道以南。这表明孟加

拉湾地区位势高度场明显偏高。结合前述研究成果（王璐思和王伟，2018），这

样的环流形势易导致春季西南干旱的发生发展。850 hPa 风场距平上，孟加拉湾

地区为一异常强大的反气旋式环流，这一反气旋环流的南界可越过赤道到达南半

球，北界位于我国西藏南部。结合图 5 的相关结果，这一反气旋环流中心易造成

进入云南的西南向水汽输送明显偏弱，这是云南 4-6 月干旱少雨最直接的原因。 

 

 

图 6  2019 年 4-6 月平均的 500 hPa 位势高度（实线, 单位：gpm）及距平（阴影，仅给出

正距平超过 15 gpm，单位：gpm）和 850 hPa 水平风速距平（箭头，单位：m/s）。虚线为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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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态 5860 和 5880 gpm 等值线。图中“A”表示反气旋式距平环流。灰色阴影区为 1500 米

以上大地形。 

Fig 6  The geopotential heights (solid contour, unit: gpm) and the anomalies at 500 hPa (shades, 

unit: gpm, only values greater than 15 gpm are shown) and the horizontal wind anomaly at 850 

hPa (arrows, unit: m/s) in April-June 2019. The dashed contours denote the 5860 and 5880 gpm at 

500 hPa for climate mean. The character “A” means the anti-cyclonic wind anomalies. The grey 

shades mean the altitudes over 1500 meters. 

 

进一步分析了 2019 年 4-6 月南支低槽或低层气旋式环流强度的极端性。这

里给出了以孟加拉湾为中心（80-100°E 平均）的各层位势高度和涡度的标准化值。

在位势高度场上，20°N 以南的整个对流层均超过 1 个标准差（图 7a），最强的两

个中心分别位于对流层中层的近赤道地区和孟加拉湾北部，中心值都超过了 2.5。

对三个月平均来说，这一数值表明位势高度值异常偏强。同样给出各层涡度值（图

7b）。可以看到其分布和位势高度有明显的差异性，低于-1 的负值中心主要位于

500 hPa 以下的孟加拉湾地区，这与图 7a 的位势高度场一致。但不同于图 7a 的

近赤道地区位势高度值出现明显异常，这一地区的负涡度强度并不强。从图 7 看

出，最强的涡度中心位于孟加拉湾中部地区，即 15-20°N 范围。这一位置和图 5

的最强相关中心及图 6 中反气旋环流中心位置完全吻合。图 7 的结果表明，无论

是用位势高度场还是涡度场表征南支槽，其在 2019 年 4-6 月的强度都异常偏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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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9 年 4-6 月平均的 80-100°E 平均的各层位势高度（a）和涡度（b）标准化值。图

7a 和 7b 中阴影区分别大于 1 和小于-1。 

Fig 7 The standardized geopotential height (a) and vorticity (b) at different levels averaged in 

80-100°E in April-June, 2019. In Fig.7a and 7b, shades mean the values greater than 1 and less 

than -1, respectively. 

 

4.2 季节内环流异常特征 

前面分析的是三个月平均的大气环流异常。由于 5 月是季节转换的时段，因

此结合 2019 年夏季风和雨季的开始日期，将这一时段划分为南海夏季风爆发前

（4 月 1 日-5 月 10 日）、南海夏季风爆发后至西南雨季开始前（5 月 11 日-6 月

10 日）及西南雨季开始后（6 月 11 日-6 月 30 日）共三个阶段分别分析环流尤其

是南支槽的阶段性特征。 

在季风爆发前，索马里地区已有南风气流建立，但位置偏西（图 8a）。孟加

拉湾越赤道气流和热带印度洋北侧上空西风气流均未建立。孟加拉湾地区 850 

hPa为一反气旋式风场距平环流，但500 hPa位势高度不强，正距平值在10-20 gpm

之间。这一反气旋式距平环流导致这一时段进入云南地区的西风水汽主要来自于

20°N 以北的热带外地区，而作为主要水汽源地的孟加拉湾东侧的西南风分量偏

弱。这一反气旋距平环流也导致印度洋上西风正距平中心位于缅甸至我国西南地

区南部，同时从原始风场环流可以看出，西南水汽经过云南北部输送到四川和西

北地区南部等地，导致这些地区降水偏多明显，云南则水汽不足少雨（图略）。 

南海夏季风爆发后至西南雨季开始前这一时段（图 8b），孟加拉湾地区对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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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层仍然为正位势高度距平控制，高度场较常年偏高 20-30 gpm，这也导致这

一地区的反气旋式风场距平更为强大。虽然这时索马里越赤道气流进一步增强，

且孟加拉湾和南海地区的越赤道气流也已建立，但这一反气旋距平环流迫使孟加

拉湾地区西南水汽通量的经向分量继续减弱，水汽输送位置更加偏向我国华南-

东南沿海，因此这一时段我国华南东部、江南等地降水偏多，但云南降水仍偏少

（图略）。西南雨季开始后（图 8c），孟加拉湾西侧和印度东北部对流层中层仍

然为正位势高度距平控制，低层的反气旋式距平环流导致 10-20°N 区域为东风距

平，云南西侧亦为东风距平分量，这表明在这一时段进入云南的西南水汽仍然偏

弱。对比图 5 和图 8 还可以看到，云南东侧的水汽输送距平在不同时段并不一致，

其中在南海夏季风爆发前的两个时段中均为西风距平分量，和图 5 的相关结果相

吻合。而在干旱最为严重的 5 月中下旬至 6 月（图 8c），云南东部则为东风距平

分量，并非典型的春夏季干旱年环流形势。由此可见，上述三个阶段孟加拉湾地

区都存在反气旋式距平环流，导致云南西侧进入的水汽持续偏弱，这是云南旱情

在 4-6 月发展和维持的主要原因。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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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9 年 4 月 1 日-5 月 10 日（a，南海夏季风爆发前）、5 月 11 日-6 月 10 日（b，南海

夏季风爆发后至西南雨季开始前）及 6 月 11 日-6 月 30 日（c，西南雨季开始后）的 850 hPa 

风场（流线, 单位：m/s）及距平场（箭头, 单位：m/s）和 500 hPa 位势高度距平（阴影区，

仅给出超过 20 gpm 值，单位：gpm）。图中“A”表示反气旋式距平环流。灰色阴影区为 1500

米以上大地形。 

Fig 8 The wind field (stream line, unit: m/s) and its anomaly (arrow, unit: m/s) at 850 hPa and the 

geopotential height anomaly at 500 hPa (shading, only values greater than 20 gpm are given, unit: 

gpm) during April 1st - May 10th (a, before the onset of SCSSM), May 11st – June 10th (b, from 

the onset of SCSSM to the onset of the rainy season in Southwest China) and June 11th – June 

30th (c, after the onset of the rainy season in Southwest China). The character “A” means the 

anti-cyclonic wind anomalies. The grey shades mean the altitudes over 1500 meters. 

 

     

A 

b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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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对比了整个 4-6 月和季风爆发之后直至 6 月底这两个时段的孟加拉湾

地区涡度的异常。结合图 5，这里选取（0-25°N，80-100°E）计算区域均值。从

三个月平均结果看，2007 年之后涡度值有显著的减弱趋势（图 9），这和 2007 年

以来云南 4-6 月降水呈年代际减少一致（图略）。在年际尺度上，2019 年数值为

1981 年以来第二低，仅次于 2010 年。图 1 结果也显示，2010 年春季云南也发生

了严重的气象干旱，极端干旱面积超过 10
5 平方公里的日数有 7 日，仅次于 2019。

如果只考虑南海夏季风爆发之后的时段，孟加拉湾地区 850 hPa 的涡度值则是

1981 年以来最低值。因此，春季中后期至夏季前期孟加拉湾地区南支低槽异常

偏浅。统计结果还显示，2019 年同时也是夏季风爆发后负涡度距平日数最多的

年份。图 9 的结果表明，2019 年 4-6 月南支槽不仅强度弱，且弱槽维持时间长，

造成槽前西南水汽输送持续偏弱，云南降水持续偏少，从而造成旱情的发生和急

剧发展。 

 

 

图 9  4-6 月（空心直方图）和 5 月 11 日-6 月 30 日（实心直方图）平均的孟加拉湾地区 850 

hPa 涡度标准化值。黄色和红色对应 2019 年。 

Fig 9 The standardized vorticity at 850 hPa averaged in (0-25 °N，80-100 °E) during April-June 

(hollow bar) and May 11th – June 30th (solid bar). Yellow and red highlight the yea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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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湾反气旋异常偏强或南支槽偏弱导致云南低层水汽辐合明显减弱。考

虑云南上空（22.5-27.5°N，97.5-105°E）这一区域的 700 hPa 水汽收支。从 2019

年 4-6 月逐日云南水汽通量散度及和对应气候值比较可以看出，低层水汽收支在

不同时间段有较大的差异（图略）。在 4 月水汽通量散度值和气候值比较接近，

这是因为在孟加拉湾和南海夏季风爆发前云南的水汽汇入虽然和孟加拉湾上空

环流有关联，但同时受到中纬度西风系统的作用。在云南降水月际增加最明显的

5 月，云南几乎整月散度值高于气候值，表明底层水汽辐合弱，环流条件不利于

降水。和 5 月相比，6 月的水汽净收入要增好，但大部分时段仍低于气候值。因

此，在 5-6 月低层水汽收入的不足是干旱持续的直接原因。 

云南雨季开始期降水与孟加拉湾西南夏季风爆发早晚密切相连。郑建萌等

（2005）通过个例分析指出孟加拉湾季风爆发早且偏强是导致云南 2001 年雨季

开始偏早、雨量偏多的直接原因。刘瑜等（2007）发现初夏孟加拉湾低压出现频

率与云南雨季开始早晚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且低压系统有利于初夏降水偏多。

国家气候中心孟加拉湾地区逐日 OLR 实时监测表明（图略），该地区 OLR 通常

在 5 月第 2 候下降到 225 W.m
-2 之下。但对于 2019 年，孟加拉湾地区 OLR 在 4

月底 5 月初短暂下降到 225 W.m
-2 之后在 5 月上旬末再次迅速上升超过 225 

W.m
-2，直至 5 月 26 日才稳定下降到 225 W.m

-2 之下，比气候值晚了近二十天。

2019 年孟加拉湾深对流爆发滞后进而导致该年夏季风爆发偏晚和前文提到的孟

加拉湾异常反气旋持续偏强有直接联系，也是造成云南在 5 月旱情持续的主要原

因，和郑建萌等（2005）、刘瑜等（2007）的研究结果也一致。 

 

4.3  澳大利亚高压的影响 

从图 8 可以看出，南支槽偏弱主要表现在夏季风爆发后即 5 月中旬至 6 月，

因此我们计算了 1981-2018 年期间 5 月 11 日-6 月 30 日平均的孟加拉湾上空 850 

hPa 涡度和 SLP 及风场的相关（图 10）。可以看出，这一时段影响孟加拉湾反气

旋强度的 SLP 信号主要来自南半球，其中在西南印度洋为显著负相关区、澳大

利亚主体及南侧则为显著正相关区，表明马斯克林高压和澳大利亚高压在统计上

具有重要影响。850 hPa 风场的信号和 SLP 相类似，也是表现为西南印度洋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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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洲南部东侧和马斯克林群岛为气旋式相关矢量（图中标注“C”），而澳大利亚

主体及南部为反气旋式相关矢量（图中标注“A”）。这表明，当澳大利亚高压偏强

时，容易在其东北侧激发东南风异常分量，从而加强赤道印度洋的东风距平，尤

其是澳大利亚西北部的孟加拉湾地区。而同时若其西部的马斯克林高压偏弱，其

西北侧易激发西北向风场距平分量，进一步有利于孟加拉湾东风距平加强。孟加

拉湾近赤道地区的东风距平有利于其上空反气旋的维持。 

 

图 10  1981-2018 年 5 月 11 日-6 月 30 日平均的孟加拉湾上空 850hPa 涡度和 SLP（蓝色和

黄色阴影及等值线，阴影通过 95%和 99%置信度检验）及风场（箭头）相关。灰色阴影表

明地形高度超过 1500 米。 

Fig 10 The correlation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vorticity at 850 hPa over the Bay of Bengal and 

SLP (blue, yellow shades and contours, shades for significance at 95% and 99% level, respectively) 

and wind (arrows) during May 11th – June 30th, 1981-2018. The grey shades mean the altitudes 

over 1500 meters.  

 

图 11 为 2019 年 5 月 11 日-6 月 30 日 SLP 及 850 hPa 风场距平。对比图 10

可以看出，2019 年个例结果和相关分析非常一致，SLP 距平场上最显著的环流

异常出现在南半球，尤其是澳大利亚高压明显偏强，其南侧距平值超过 3 hPa。

马斯克林高压北部则为负距平区。和相关结果相对应，2019 年这一时段澳大利

亚东北侧为东南风距平分量，并沿着澳大利亚北侧汇入赤道地区。沿赤道东风距

平在孟加拉湾上空最显著，从而有利于激发孟加拉湾反气旋环流异常并维持。相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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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下，由于马斯克林高压北侧在 2019 年负异常不够显著，因此孟加拉湾以西

虽然整体环流型和相关结果类似，但距平值较小，尤其是 80°E 以西地区，赤道

地区为西风距平分量，这和相关结果不一致。因此可以认为，2019 年春季和初

夏澳大利亚高压明显偏强造成了孟加拉湾上空反气旋异常偏强和南支槽偏弱。 

 

 

图 11  2019 年 5 月 11 日-6 月 30 日 SLP 距平（蓝色和黄色阴影及等值线，单位：hPa）及

850 hPa 风场距平（箭头, 单位：m/s）。灰色阴影表明地形高度超过 1500 米。 

Fig 11 The SLP anomalies (blue, yellow shades and contours, unit: hPa) and wind anomalies 

(arrows, unit: m/s) at 850 hPa during May 11th – June 30th, 2019. The grey shades mean the 

altitudes over 1500 meters.  

 

5 结论与讨论 

2019 年 4-6 月，云南发生了破纪录春夏连旱。干旱持续时间长、极端性强，

特旱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公里的天数远远多于其它年份。和此次旱灾直接相伴的

是云南降水持续偏少，2-6 月降水连续 5 个月偏少三成以上，其中干旱发生发展

最集中的 4-6 月降水比常年偏少 43%，是 1961 年以来最少年。虽然南海夏季风

于 5 月第 2 候爆发，较常年提前两周（常年为 5 月第 5 候），但该年西南雨季开

始于 6 月第 3 候，为历史第二晚年，其中云南省进入雨季时间为 6 月 24 日，较

常年推迟 29 天，为历史最晚。云南降水本身有典型的干湿季之分，由于雨季来

临异常偏晚，并且潜在蒸散量异常大，导致春季后期至夏季前期旱情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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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 

气候平均而言，西南雨季开始时间晚于南海夏季风爆发不及一候，此前研究

也揭示了南海夏季风爆发早有利于后期西南多雨，但为何 2019 年南海夏季风爆

发一个多月后云南雨季才迟迟开始？本文统计结果表明，从阿拉伯海到我国华南

西侧的热带地区位势高度场与云南 4-6 月降水为显著负相关，最显著的负相关中

心位于孟加拉湾地区。在低层水平风场上，云南 4-6 月的降水受到其西侧来自孟

加拉湾地区和东侧的偏东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但西侧的贡献更显著。2019 年

4-6 月，阿拉伯海至云南上空均为正位势高度距平，孟加拉湾北部的位势高度异

常超过 2.5 个标准差；孟加拉湾地区为一异常强大的反气旋式环流，该地区 500 

hPa 以下的负涡度少于常年 1 个标准差，导致进入云南的经向水汽输送明显偏弱，

这是云南春夏季干旱少雨最直接的环流原因。进一步分析了南海夏季风爆发前、

爆发后至西南雨季开始前及西南雨季开始后三个阶段，发现这三个阶段南支槽都

持续偏弱，孟加拉湾地区都存在反气旋式距平环流，尤其是南海夏季风爆发后直

至 6 月底，孟加拉湾上空 850 hPa 涡度值和负涡度日数均为近 40 年来之最。其

中前两个时段孟加拉湾地区西南水汽通量的经向分量减弱，西南水汽主要输送到

四川-西北地区南部和华南-东南沿海等地，第三阶段西南雨季开始后，云南西侧

亦为东风距平分量，导致云南西侧进入的水汽持续偏弱，干旱发展加强。但云南

东侧的水汽输送距平在不同时段并不一致，其中在南海夏季风爆发前的两个时段

中均为西风距平分量，而在干旱最为严重的 5月中下旬至 6月却为东风距平分量，

并非典型的春夏季干旱年环流形势。这表明，无论是季节还是季内尺度，西侧的

南支槽异常偏弱并进而导致水汽输送也异常弱对云南干旱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南海夏季风爆发异常偏早，但西南雨季迟迟未开始的原因。无

论是多年统计结果还是 2019 年个例均表明，2019 年春季和初夏澳大利亚高压明

显偏强造成了孟加拉湾上空反气旋异常偏强和南支槽偏弱。澳大利亚高压偏强

时，其东北侧为东南风距平分量，并沿着澳大利亚北侧汇入赤道地区。沿赤道东

风距平最显著的地区即出现在孟加拉湾上空，从而有利于激发孟加拉湾反气旋环

流异常并维持。 

本文仅从个例角度分析了南支槽持续偏弱对 2019 年云南春夏连旱的影响，

但对南支槽持续偏弱的机理尚未分析，尤其是热带海温的作用。已有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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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印度洋对南支槽有直接的影响，但这种关系更多体现在冬季且在年代际尺度

（Lu 和 Ren，2016）。陶云等（2014）指出，厄尔尼诺事件发展期、拉尼娜事件

衰弱期以及印度洋海温偏暖时都有利于云南干旱的发生发展。监测表明，2018

年 9 月开始，赤道中东太平洋发生了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并于 2018 年 11 月达到

峰值。同时热带印度洋全区一致海温模态（Indian Ocean Basin Wide Mode，IOBW）

指数自 2018 年 11 月开始持续为正位相（丁婷和高辉，2020），但无论是厄尔尼

诺事件还是 IOBW 指数值均不强。因此，前期热带海温如何造成南支槽持续偏

弱的机理仍需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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