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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要2017 年清原县气温变化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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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清原县气象观测站 1961要2017 年近 57 年的气温常规气象观测资料袁对该地区气温变化特征进行分析遥结果表明袁
1961要2017 年清原县年平均气温总体呈上升趋势袁平均每 10 年上升 0.27 益曰春尧夏尧秋尧冬季平均气温平均每 10 年分别上升 0.25尧0.18尧
0.23尧0.43 益袁上升最为明显的是冬季袁其次是春季曰各月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袁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为 2 月袁其次为 1 月袁上升幅度最小
的为 11 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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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袁引起众多学者关注[1-8]遥郭志

梅等 对中国北方地区近 50 年来气温变化特征进行了研
[2]

究遥结果表明袁中国北方地区近 50 年来平均气温尧日最高气
温和日最低气温的增温态势十分明显曰东北地区的增温大于

西北和华北地区曰冬季增温比夏季显著遥安 娟等[8]研究了辽
阳市近 50 年气温变化特征发现袁近 50 年辽阳市年平均气

温尧年平均最高气温尧年平均最低气温都在升高袁气候变暖
趋势明显遥
清原县地处辽宁省东部山区袁地势东南高尧西北低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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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野八山一水一分田冶之称袁是辽宁省最大的药材生产基地遥
因此袁分析该地区气温的变化特征袁可以为清原县调整产业
结构提供决策支撑遥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本文资料来源于辽宁省气候中心袁利用清原县地面气

象观测站 1961要2017 年气温常规气象观测资料制作距平
曲线袁运用线性回归方程袁得出 y渊t冤=a0+a1t遥其中袁y 为各要
素平 均值袁t 为 时间袁a 为 线性趋 势项袁a伊10 表示 各要 素

平 均每 10 年 的气候倾向 率遥 按照世 界气象组织 规定 的
渊1981要2010 年冤30 年平均值作为气候值袁分析该地区气温
变化特征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年平均气温变化特征

近 57 年清原县年平均气温为 5.9 益袁总体呈上升趋势袁

平均每 10 年上升 0.27 益遥由图 1 可知袁年平均气温在 20 世
纪 60 年代呈下降趋势袁70要90 年代呈上升趋势袁21 世纪

00 年代出现下降袁10 年代上升遥其中袁20 世纪 60要80 年代及
21 世纪 10 年代年平均气温低于气候值袁而 20 世纪 90 年
代尧21 世纪 00 年代年平均气温高于气候值遥近 57 年间年平

均气温在 60要80 年代均为负距平袁最小值出现在此时段的

60 年代袁为 4.1 益曰90 年代至 21 世纪 00 年代多为正距平袁
最大值出现在此时段的 90 年代袁为 7.6 益遥

年份

图1

1961要2017 年清原县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

春季遥其中袁 春 季平均 气温波动明 显袁20 世纪 60 年代 为
下降趋势袁70 年代上升袁80 年代下降袁90 年代上升曰21 世
纪 00 年代下降袁10 年代上升遥夏季平均气温 20 世纪 60 年代

为下降趋势袁70 年代上升袁80 年代下降袁90 年代上升曰21 世
纪 00 年代至 10 年代变化平稳遥秋季平均气温 20 世纪 60 年
代变化平稳袁70要90 年代呈上升趋势曰21 世纪 00 年代变化
平稳袁10 年代呈现下降趋势遥冬季平均气温 20 世纪 60 要

70 年代为下降趋势袁80 年代略有上升袁90 年代略有下降曰

21 世纪 00 年代至 10 年代为上升趋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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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季平均气温变化特征

近 57 年 清 原 县 春 渊3要5 月 冤尧 夏 渊6要8 月 冤尧 秋 渊9要

11 月冤尧冬季渊12 月至次年 2 月冤平均气温分别为 7.3尧21.6尧
6.6尧-12.2 益袁均呈上升趋势渊图 2冤袁平均每 10 年分别上

升 0.25尧0.18尧0.23尧0.43 益遥上升最为明显的是冬季袁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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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61要2017 年清原县季平均气温变化趋势
2.3 月平均气温变化特征

近 57 年清原县月平均气温变化趋势见图 3遥月平均气

温最低值出现在 1 月袁为-14.9 益曰之后逐渐上升袁在 7 月达
到最高袁为 23.1 益曰之后开始下降袁在 1 月达到最低点遥其间
3要5 月升温迅速袁升幅达 24.1 益曰10要12 月下降幅度最大袁

孙 丽等院1961要2017 年清原县气温变化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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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61要2017 年清原县月平均气温气候倾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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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61要2017 年清原县月平均气温变化趋势
降幅达 26.4 益遥

由表 1 可知袁近 57 年清原县各月平均气温均呈升温趋

势袁其中升温幅度最大的为 2 月袁平均每 10 年上升 0.771 益曰

其次为 1 月袁平均每 10 年上升 0.387 益遥上升幅度最小的
是 11 月袁平均每 10 年仅上升 0.07 益曰其次是 12 月袁平均每
10 年上升 0.14 益遥

3

结论

渊1冤1961要2017 年清原县年平均气温为 5.9 益袁总体呈

上升趋势袁平均每 10 年上升 0.27 益遥

渊2冤近 57 年清原县春尧夏尧秋尧冬季平均气温平均每

10 年分别上升 0.25尧0.18尧0.23尧0.43 益遥上升最为明显的是
冬季袁其次是春季遥

渊3冤近 57 年清原县月平均气温最低值出现在 1 月袁为

-14.9 益曰最高值出现在 7 月袁为 23.1 益遥各月平均气温均呈
渊上接第 191 页冤
a

气候倾向率/益窑渊10 a冤-1
0.387
0.771
0.326
0.247
0.174
0.266
0.144
0.125
0.365
0.239
0.070
0.140

升温趋势袁其中升温幅度最大的为 2 月袁其次为 1 月曰上升
幅度最小的是 11 月袁其次是 12 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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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7 年 1 月 26 日 8院00渊a冤和 20院00渊b冤500 hPa 涡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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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分析结果表明袁辽宁东部地区此次强降雪过程主要受

低空切变线和西南急流共同影响遥低空切变线和西南急流是
本次强降雪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袁强降雪中心在辽宁东南
部大致有 2 个袁分别位于本溪和丹东曰此次降雪过程属水汽
东北上型强降雪袁低空急流明显袁850 hPa 风速和比湿均达
到强降雪指标袁比湿大值中心与强降雪中心落区较为一

致曰强降雪过程发生之前袁辽宁上空 500 hPa 涡度场出现较
为明显的涡度中心袁可作为强降雪的预测指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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