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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ＣＮ０５观测资料，以及参与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５阶段（ＣＭＩＰ５）中的２６个模式，评估了新一代全

球气候模式对东北三省气候变化模拟能力并选出４个较优模式，发现经过筛选得出的较优模式集合平均模拟结果

的可靠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尤其体现在对气温的模拟上．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多模式集合在不同典型浓度路径

（ＲＣＰｓ）下对未来气候变化特征的预估．结果表明：２１世纪的未来阶段，东北三省将处于显著增温的状态，且ＲＣＰ８．５

情景下的增温速率（０．５３℃／１０ａ）明显高于ＲＣＰ４．５情景下的速率（０．２２℃／１０ａ）；空间上，北部地区将成为增温幅度

最大、增温速率最高的区域．未来降水将会相对增加，但波动较大，２１世纪末期ＲＣＰ４．５和ＲＣＰ８．５情景下的降水

增加幅度分别为１１．２４％和１５．９５％；空间上，辽宁省西部地区将成为降水增加最为显著的区域．根据水分盈亏量，

２１世纪未来阶段，ＲＣＰ４．５情景下的东北三省绝大多数地区未来将相对变湿，尤其到了中后期；ＲＣＰ８．５情景下则

是中西部地区将相对变干，其余地区则会相对变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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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如今，气候变化作为科学前沿问题，已经给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根据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ｎｅｌ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ＰＣＣ）第五次评估报告（ＡＲ５）

（ＩＰＣＣ，２０１３）的主要结论，１８８０—２０１２年全球平均

地表气温升高了０．８５（０．６５～１．０６）℃．而且未来的

温度将会持续升高，极端暖事件进一步增多（胡伯彦

等，２０１３）．据估计，到２１世纪末（２０８１—２１００年），

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将比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增加０．３～

４．８℃（ＩＰＣＣ，２０１３）．全球未来的降水则会呈现“干

者愈干、湿者愈湿”的格局，强降水事件发生的强度

和频率都可能进一步加大（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中国

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是我国最大的国有

林区，林业用地面积达５３５０．３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６７．１％．活立木总蓄积量３５万立方米，占全国活立

木总蓄积的２４．３％，是我国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

（张珑晶，２０１４）．此外，东北地区还是我国重要的商

品粮基地，２０１２年东北地区粮食产量为１１１７５万

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１９．０％，２０１３年更是达到

了１１７５０万吨，成为全国粮食增长最快、贡献最大的

区域（关国锋等，２０１５）．可见，东北未来气候的变化

关系到全国的林业资源与粮食安全，因此研究东北

的未来气候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气候模式是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

（Ｃｈｅｎ，２０１３）．与之前的模式相比，国际耦合模式比

较计划第五阶段（ｐｈａｓｅｆ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ＭＩＰ５）中的模式在分辨

率、物理过程以及参数化等方面都有所改进（Ｇｕ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这些改进在对气温的模拟上效果较为

明显（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如

Ｇｕｏ等（２０１３）的研究表明，ＣＭＩＰ５模式对中国年平

均气温的模拟结果优于ＣＭＩＰ３模式，对气温气候态

的空间分布以及变化趋势等特征的模拟能力都有所

提高．但ＣＭＩＰ５模式对降水的模拟似乎并未得到改

善（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吴佳等，２０１５）．Ｂａｋｅｒ和

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４）的研究指出，ＣＭＩＰ５模式对于美国西

南部冬季降水模拟误差并没有比ＣＭＩＰ３模拟结果

有所减小．Ｘｕ和Ｘｕ（２０１２ｂ）的研究则表明ＣＭＩＰ５

模式对中国地区降水的模拟在某种程度上与ＣＭＩＰ３

模拟结果类似．

与ＣＭＩＰ３不同，ＣＭＩＰ５采用了针对辐射强迫

而设定的典型浓度路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ＲＣＰｓ）排放情景，包括了ＲＣＰ８．５（高浓度

路径）、ＲＣＰ６、ＲＣＰ４．５（中稳定浓度路径）和ＲＣＰ２．６（低

浓度路径）（Ｔａｙｌ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根据ＣＭＩＰ５全球

气候模式的模拟结果，各国学者针对气候预估展开

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成果

（ＯｔｉｅｎｏａｎｄＡｎｙａｈ，２０１３；ＴｈｉｂｅａｕｌｔａｎｄＳｅｔｈ，

２０１４）．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相比于２０世纪末，在

１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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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ＲＣＰ情景下，２１世纪未来阶段我国的气温将

以显著增加为主要变化特征，且高浓度路径下的增

温幅度更大（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Ｔ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Ｘｕ和Ｘｕ（２０１２ａ）基于１１个ＣＭＩＰ５模式的集合结

果分析了中国未来气候变化情况，指出在ＲＣＰ２．６、

ＲＣＰ４．５和ＲＣＰ８．５三种情景下，２０１１—２１００年全

国气温增加率分别为０．０６℃／１０ａ、０．２４℃／１０ａ和

０．６３℃／１０ａ，且北方增温幅度比南方大，西北比西南

增温快（ＷａｎｇａｎｄＣｈｅｎ，２０１４）．对于降水，研究发

现其全球变化将呈现“干者愈干、湿者愈湿”的格局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中国区域平均降水将增加，且

北方地区的降水相对增加幅度明显大于南方地区

（Ｔ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值得注意的是，２１世纪前期

（２０１１—２０４０年），中国南方降水将有减少的趋势，

尤其是在ＲＣＰ８．５情景下（ＸｕａｎｄＸｕ，２０１２ａ）．

近期，崔妍等（２０１３）应用５个ＣＭＩＰ３全球气候

模式在ＳＲＥＳＢ１、Ａ１Ｂ和Ａ２三种排放情景下的试

验数据，预估中国东北地区在２１世纪中期和末期的

地面温度均将升高，且末期增温幅度高于中期，

ＳＲＥＳＡ２情景下的增温幅度高于其他情景．但是该

工作是基于ＣＭＩＰ３耦合模式模拟结果，且未考虑对

模式气温数据进行插值时因地形起伏而产生的误

差．为此，本文在考虑了地形效应影响的基础上，评

估了２６个ＣＭＩＰ５耦合模式对我国东北三省气温和

降水的模拟能力，并从中筛选出了４个对东北气候

模拟较优的模式，用该４个模式的集合平均预估了

ＲＣＰ４．５和ＲＣＰ８．５两种情景下２１世纪未来阶段

东北三省的气温和降水的变化情况及其不确定性，

并进行了相应的干旱性分析．

２　数据与方法

本文所用的气候模式资料为ＣＭＩＰ５耦合模式

历史模拟试验数据（时间段为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以及

未来模拟试验数据（时间段为２０１６—２０９９年）．根据

这两个时段气温与降水数据的可利用性与完整性，

共有２６个耦合模式的数据可用．模式的基本信息如

表１所示，更多细节请参见ｈｔｔｐ：∥ｃｍｉｐｐｃｍｄｉ．

ｌｌｎｌ．ｇｏｖ／ｃｍｉｐ５／．观测数据来自ＣＮ０５资料（Ｘ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吴佳和高学杰，２０１３），该数据是基于全

国２４００多个气象站的观测资料建立起的一套０．５°×

０．５°分辨率的格点资料，时间跨度为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

因各个模式的水平分辨率不同，故利用双线性

插值法将所有模式数据和观测数据统一插值到相同

的网格点上（１°×１°），然后根据相应的地形高度数

据对模式的气温数据进行地形效应校正（Ｚｈａ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气温直减率取０．６５℃／１００ｍ）．本文的

研究区域为中国东北三省（１１８°Ｅ—１３６°Ｅ，３８°Ｎ—

５４°Ｎ），共计１０４个格点．文章所选取的对历史气候

的模拟时段为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未来预估试验时段分

别为２０１６—２０３５年（近期）、２０４６—２０６５年（中期）

和２０８０—２０９９年（末期）（ＩＰＣＣ，２０１３）．

本文对未来气候的预估分析采用的是ＣＭＩＰ５

模式在等权重系数条件（姚遥等，２０１２）下的集合平

均结果．该方法在气候变化评估与预估领域中已得

到了广泛应用，且已有研究指出多模式集合（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ｍｅａｎ，ＭＭＥ）结果优于绝大

多数单个模式（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ＣｈｅｎａｎｄＳｕｎ，

２００９；Ｃｈｅｎ，２０１３）．

全球气候模式模拟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以下两

个方面：１）模式中对物理参数的选取及物理过程的

描述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２）太阳参数等外强迫及

气候系统对其的响应导致模式模拟结果的不确定性

（姚遥等，２０１２）．为定量地描述不确定性，本文引入

了信噪比的概念．信噪比（λ）定义为多模式集合预估

绝对值与模式间的标准差（ＳＴＤ）的比值．公式如下：

λ＝
珚狓
ＳＴＤ

＝
珚狓

１
（狀－１）∑

狀

犻＝１

（狓犻－珚狓）槡
２

，

其中，狓犻为第犻个模式的模拟结果，珚狓为多模式集合

平均结果（ＭＭＥ），狀（本文狀为４）为模式个数．λ＞１

表示模拟的可信度高，λ＜１则表示模拟可信度低

（ＺｈｏｕａｎｄＹｕ，２００６；ＸｕａｎｄＸｕ，２０１２ａ；Ｔｉ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３　结果与分析

本文首先对２６个ＣＭＩＰ５耦合模式的模拟能力

进行评估，选出较优模式，然后重点分析在不同

ＲＣＰ情景下较优模式的集合结果对东北三省未来

气温和降水变化特征的预估及其不确定性，最后对

未来的干旱变化情况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３．１　气温和降水的模拟与评估

为了客观地衡量２６个ＣＭＩＰ５模式对东北三省

年平均气温和降水的模拟能力，本文引入了泰勒图

（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１），从泰勒图上可直观地看出模式间

模拟结果的差异．如图１所示，图中的数字分别对应

表１中２６个ＣＭＩＰ５气候模式，横轴上的圆点表示

２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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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模式的基本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犅犪狊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犮犾犻犿犪狋犲犿狅犱犲犾狊

模式

编号
模式名称

模式分辨率

（经度（°）×纬度（°））

线性趋势

年气温

（℃／１０ａ）

年降水

（ｍｍ／１０ａ）

模式

编号
模式名称

模式分辨率

（经度（°）×纬度（°））

线性趋势

年气温

（℃／１０ａ）

年降水

（ｍｍ／１０ａ）

１ ＡＣＣＥＳＳ１０ １９２×１４５ ０．２４ １０．４３ １５ ＧＩＳＳＥ２Ｒ １４４×９０ ０．１７ －１．２９

２ ＡＣＣＥＳＳ１３ １９２×１４５ ０．２０ －８．１７ １６ ＨａｄＧＥＭ２ＣＣ １９２×１４５ ０．０９ －２１．１６

３ 犅犆犆＿犆犛犕１．１ １２８×６４ ０．２９ －０．６８ １７ ｉｎｍｃｍ４ １８０×１２０ ０．０８ －７．８６

４ ＢＣＣ＿ＣＳＭ１．１Ｍ ３２０×１６０ ０．２６ １０．４９ １８ ＩＰＳＬＣＭ５ＡＬＲ ９６×９６ ０．３７ １０．０９

５ ＢＮＵＥＳＭ １２８×６４ ０．６０ １４．８４ １９ ＩＰＳＬＣＭ５ＡＭＲ １４４×１４３ ０．２２ １６．３８

６ ＣａｎＥＳＭ２ １２８×６４ ０．４３ ６．３２ ２０ ＭＩＲＯＣ５ ２５６×１２８ ０．１２ －８．０７

７ ＣＣＳＭ４ ２８８×１９２ ０．２６ ９．２２ ２１ ＭＩＲＯＣＥＳＭ １２８×６４ ０．０８ １４．９８

８ ＣＥＳＭ１ＢＧＣ ２８８×１９２ ０．２６ ０．５８ ２２
ＭＩＲＯＣＥＳＭ

ＣＨＥＭ
１２８×６４ ０．２７ ４．００

９ ＣＮＲＭＣＭ５ ２５６×１２８ ０．２３ １６．６２ ２３ ＭＰＩＥＳＭＬＲ １９２×９６ ０．２２ －８．５０

１０ ＣＳＩＲＯＭｋ３６０ １９２×９６ ０．２０ １０．８９ ２４ ＭＰＩＥＳＭＭＲ １９２×９６ ０．２０ ６．５２

１１ ＦＧＯＡＬＳｇ２ １２８×６０ ０．２５ ３．０３ ２５ ＭＲＩＣＧＣＭ３ ３２０×１６０ ０．１５ －２２．８５

１２ ＧＦＤＬＣＭ３ １４４×９０ ０．１２ －２２．０７ ２６ 犖狅狉犈犛犕１犕 １４４×９６ ０．２９ －２．００

１３ 犌犉犇犔犈犛犕２犌 １４４×９０ ０．３４ －１４．２２ ＭＭＥ ０．３０ －５．８０

１４ 犌犉犇犔犈犛犕２犕 １４４×９０ ０．２７ －６．２６ ＣＮ０５ ０．３９ －３．０６

注：（１）模式名称按首字母顺序排列．（２）线性趋势为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气温和降水的趋势变化值，表示通过９５％的信度水平检验．（３）ＣＮ０５为

观测资料；加粗的模式为选出的４个相对可靠模式，ＭＭＥ为该４个模式集合平均结果．

图１　在参照时段１９６１—２００５年，东北三省模拟场相对于观测场的泰勒图：（ａ）气温空间分布；

（ｂ）降水空间分布；（ｃ）气温时间序列．实心正方形为模式集合，横轴上的圆点表示观测

Ｆｉｇ．１　Ｔａｙｌｏ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４５ｙｅａｒ（１９６１—２００５）ｍｅａｎ（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ｓｑｕａ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ＭＭＥ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ｓ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ｉｎａｂｓｃｉｓｓａａｘｉｓ

观测资料．其中，模式点到观测点的距离表示模拟场

经观测场标准差标准化之后的中心化标准误差，模

式点到原点的距离表示模拟场与观测场之间的标准

差之比（这里假定观测场的标准差为１），模式点对

应的方位角位置表示模拟场与观测场之间的相关系

数．综合以上三个指标，当模式点离观测点越近时，

表明该模式的模拟能力越强（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Ｔｉａｎ，２０１３）．

本文设置了五个定量标准来挑选相对可靠的模

式：（１）研究区域内，年平均气温和降水的模拟场与

观测场的空间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１９２（通过９５％的

信度水平检验）（图１ａ和图１ｂ）；（２）年平均气温和

降水的空间场的中心化均方根误差与观测场标准差

比值（ＮＣＲＭＳＥ）在１个标准差以内（图１ａ和图

１ｂ）；（３）年平均气温的模拟时间序列与观测时间序

列的相关系数大于０．２９４（通过９５％的信度水平检

验）（图１ｃ）；（４）年平均气温的线性趋势模拟值分别

介于０．１９４～０．５８２℃／１０ａ（ＣＮ０５气温线性趋势值

的正负５０％）之间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１）；（５）年

平均降水的线性趋势模拟值为负值（因为ＣＮ０５降

水线性趋势值为负）（表１）．最终，从２６个ＣＭＩＰ５

３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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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模式中选取了４个对东北三省气候历史模拟相

对可靠的模式：ＢＣＣＣＳＭ１．１、ＧＦＤＬＥＳＭ２Ｇ、ＧＦＤＬ

ＥＳＭ２Ｍ和ＮｏｒＥＳＭ１Ｍ．从泰勒图中可以看出，该４

个模式的集合平均尽管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如某单个

模式模拟较优，但就总体而言，综合气温和降水的空

间与时间方面的模拟，模式集合仍优于绝大多数单

个模式．

３．２　未来气温和降水的时间变化

图２给出了４个ＣＭＩＰ５较优模式集合模拟的

１８６１—２０９９年东北三省区域平均气温和降水的年

平均距平时间序列（相对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表２为

模式集合预估的２１世纪东北三省年平均气温（降

水）气候态的区域平均变化值．可以看到，中国东北

三省在不同ＲＣＰ情景下的气温均以增加为主要特

征，且高浓度路径下（ＲＣＰ８．５）的增温速率是中浓度

路径下（ＲＣＰ４．５）速率的两倍多（图２ａ）．此结论与

Ｚｈａｏ等（２０１４）和Ｘｕ和Ｘｕ（２０１２ａ）得出的全球及中

国变暖趋势类似．ＲＣＰ８．５情景下，２００６—２０９９年的

东北气温变化几乎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增温速率为

０．５３℃／１０ａ（通过９９％的信度水平检验）；且２１世

纪中期增温效应最为明显（０．５０℃／１０ａ，通过９９％

的信度水平检验）．在ＲＣＰ４．５情景下，东北气温在

２１世纪近期的变化情况与ＲＣＰ８．５情景下相差不

大，增温速率为０．４６℃／１０ａ（通过９９％的信度水平

检验）；但２０６０年之后，气温变化则相对趋于稳定．

到了２１世纪末，ＲＣＰ４．５和ＲＣＰ８．５情景下的增温

幅度分别为３．８１±０．９７℃和６．２９±０．９９℃（表２）．

表２　犆犕犐犘５模式集合对不同情景下东北三省气温

和降水的变化预估（相对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狊狌狉犳犪犮犲犪犻狉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狀犱

狆狉犲犮犻狆犻狋犪狋犻狅狀狅狏犲狉犖狅狉狋犺犲犪狊狋犆犺犻狀犪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６—２０３５，

２０４６—２０６５犪狀犱２０８０—２０９９犫狔狋犺犲犆犕犐犘５犿狌犾狋犻犿狅犱犲犾狊

犲狀狊犲犿犫犾犲犪狏犲狉犪犵犲犫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犪狋犱狌狉犻狀犵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气温（℃） 降水（％）

ＲＣＰ４．５ ＲＣＰ８．５ ＲＣＰ４．５ ＲＣＰ８．５

近期

（２０１６—２０３５年）
２．５８

（０．５１）
２．６６

（０．４８）
３．７４

（４．４５）
４．０４

（２．０２）

中期

（２０４６—２０６５年）
３．４３

（０．６７）
４．１６

（０．８１）
７．７７

（３．９９）
９．６０

（２．９８）

末期

（２０８０—２０９９年）
３．８１

（０．９７）
６．２９

（０．９９）
１１．２４

（７．７７）
１５．９５

（７．７２）

注：括号内为模式间的一个标准差．

图２　在不同ＲＣＰ情景下ＣＭＩＰ５模式集合对东北三省未来区域平均（ａ）气温和（ｂ）降水变化的情景预估．图中所示的

是相对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历史试验的年平均气温距平和年平均降水距平百分率的时间序列，阴影部分为模式间的一个

标准差．不同ＲＣＰ情景下的未来（２００６—２０９９年）气温 （℃／１０ａ）和降水（％／１０ａ）趋势以数字表示，其中加的数字表示

通过９９％的信度水平检验

Ｆｉｇ．２　（ａ）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ｎｄ（ｂ）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ｏｖｅｒ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１９８６—２００５，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ＣＰ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ＲＣＰ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ＭＩＰ５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ＭＭＥ）ｍｅａｎｗｉｔｈｏｎｅ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０ａ）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１０ａ）ｔｒｅｎｄ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ＣＰｓａｒｅ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ｉｓｋ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ｔｔｈｅ１％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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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的未来阶段东北三省区域平均降水量

将会略微有所增加（相对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图２ｂ），

且ＲＣＰ８．５情景下的降水增加速率（１．４８％／１０ａ）

和未来各时段的降水增加幅度均略高于ＲＣＰ４．５

情景（１．１０％／１０ａ）．到了２１世纪末期，ＲＣＰ４．５和

ＲＣＰ８．５情景下东北三省的降水相对增加幅度分别

为１１．２４±７．７７％和１５．９５±７．７２％，略高于全国降

水的增加量（８％±６％和１２％±８％）（Ｔｉ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

３．３　未来气温和降水的空间变化

３．３．１　相对于历史试验（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的空间变

化分布图

图３为ＲＣＰ４．５和ＲＣＰ８．５情景下ＣＭＩＰ５多

模式集合的东北三省未来年平均气温和降水量相对

当代气候（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的变化．从图３（ａ—ｆ）中

可以看出，２１世纪的未来阶段，整个东北三省地区

图３　ＣＭＩＰ５模式集合在ＲＣＰ４．５（ａ—ｃ，ｇ—ｉ）和ＲＣＰ８．５（ｄ—ｆ，ｊ—ｌ）情景下对东北三省未来年平均气温 （℃）（ａ—ｆ）和

降水 （％）（ｇ—ｌ）气候态的预估．图中为未来气温和降水与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历史试验的差异．未来３个时段分别为：（ａ，ｄ，ｇ，ｊ）

２０１６—２０３５年；（ｂ，ｅ，ｈ，ｋ）２０４６—２０６５年；（ｃ，ｆ，ｉ，ｌ）２０８０—２０９９年．图中黑点表示信噪比大于１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ｆ）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ｇ—ｌ）ｕｎｄｅｒＲＣＰ４．５（ａ—ｃ，ｇ—ｉ）ａｎｄ

ＲＣＰ８．５（ｄ—ｆ，ｊ—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ｍｉｎ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６—２００５）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ａ，ｄ，ｇ，ｊ）２０１６—

２０３５，（ｂ，ｅ，ｈ，ｋ）２０４６—２０６５，ａｎｄ（ｃ，ｆ，ｉ，ｌ）２０８０—２０９９．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ｄｅｎｏｔｅａ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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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温都在上升，且北部地区增温幅度普遍大于南

部地区，这与先前ＣＭＩＰ３的研究结论类似（崔妍等，

２０１３）．此外，到了２１世纪末期，ＲＣＰ８．５情景下东

北三省各区域的增温幅度越来越高于ＲＣＰ４．５情景

（图２ａ和图３ｃ，３ｆ），北部地区尤为显著．值得注意的

是，辽宁省最南边沿海地区的增温幅度要略高于东

北内陆地区．对比增温前后的空间分布图（图略），发

现虽然北方增温幅度高于南方，但增温后的整个东

北三省未来气温分布格局仍然是南部地区高于北

部．２１世纪近期，ＲＣＰ４．５和ＲＣＰ８．５情景下东北三

省的变暖幅度类似，相对增加了０．６～１．５℃．到了

中期，ＲＣＰ８．５情景下的增温幅度（２．２～３．１℃）开

始略微高于 ＲＣＰ４．５情景（１．５～２．５℃）．而末期

时，两种情景下的增温幅度分别为１．９～２．６℃和

４．１～５．４℃，高浓度排放下的增温幅度显著高于中

低浓度排放．

图中的黑点表示信噪比大于１．从气温信噪比

来看，在未来的三个时段，两种情景下东北气温的信

噪比均大于１，说明ＣＭＩＰ５模式集合对东北三省未

来气温预估的可靠性较大．且对末期气温预估的可

靠性高于近期，ＲＣＰ８．５情景预估的可靠性高于

ＲＣＰ４．５情景，对东北三省东南部地区预估的可靠

性普遍高于西北部地区（图略）．

从ＣＭＩＰ５模式集合在两种情景下对东北三省

未来年平均降水预估的空间分布图（图３ｇ—３ｌ）可

以看出，除了ＲＣＰ４．５情景下吉林省东南部地区在

２１世纪初期降水会有略微减少外，东北三省未来的

降水将普遍增加，但波动较大（相对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年）（图２ｂ）．此结论与Ｘｕ和Ｘｕ（２０１２ａ）的研究结果

略有不同，其用１１个ＣＭＩＰ５模式集合平均预估全

国未来降水变化情况，得出中国东北三省的降水量

在未来各个时间段都会相对增加．产生此类差异很

有可能是与所用模式不同有关．从图３（ｇ—ｌ）可以

看出，在２０６５年之前，两种情景下降水的增加幅度

相差不大，到了２１世纪末期，ＲＣＰ８．５情景下的增

加幅度高于ＲＣＰ４．５情景下．此外，在末期，ＲＣＰ４．５

情景下东北三省降水增加幅度约为５．０％～１５．３％，

此结论与Ｃｈｅｎ（２０１３）用１６个耦合模式集合预估未

来全国降水得出的东北三省降水增加幅度为８％～

１６％的结果相近．整体来看，东北三省的西南角，即

辽宁省西部地区降水的增加最为显著，尤其是

ＲＣＰ８．５情景下的末期，降水增加幅度已达到了

２５％以上．分析表明，ＲＣＰ４．５和 ＲＣＰ８．５情景下，

２１世纪东北三省的降水分布格局依然是从东南部

向西北部逐渐递减（图略）．

与气温相比，模式对东北降水模拟的可靠性也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靠性逐渐增强．但值得注意的

是，模式集合对２１世纪近期降水模拟的可靠性较

低，中期之后可靠性逐渐加强，且对北部降水预估的

可靠性普遍高于南部．

从Ｘｕ和Ｘｕ（２０１２ａ）利用１１个ＣＭＩＰ５全球耦

合模式的集合平均结果得到的全国信噪比空间分布

来看，其东北三省的气温信噪比值分布在１～６之

间，降水信噪比值分布在０～４之间．而本文得到的

气温信噪比最大可达到１０（图略），降水信噪比虽在

ＲＣＰ４．５情景下的近期较低，但在中期后明显提高．

说明经过筛选得出的较优模式集合平均结果对东北

三省气候模拟的可靠性进一步加强了，尤其体现在

对气温的模拟上．

３．３．２　未来气温和降水的线性趋势变化

为了分析东北三省未来气候线性趋势的空间分

布情况，将ＣＭＩＰ５模式集合预估的年平均气温和降

水趋势值绘于图４中．如图４（ａ—ｃ）所示，ＲＣＰ４．５

情景下，２１世纪近期东北三省一直处于增温状态

（均通过９５％的信度水平检验），且东北部地区的增

温速率最快，最大增温率达到了０．６１℃／１０ａ．到了

中期，东北三省的增温速率较近期有所下降，速率值

分布在０．１２～０．４４℃／１０ａ之间．末期，东北三省的

中部地区气温变化速率为负，开始呈现逐渐减小的

趋势．ＲＣＰ８．５情景下（图４ｄ—４ｆ），未来２１世纪东

北三省的气温均处于增加的状态（均通过９５％的信

度水平检验），且北部地区的增温速率普遍高于南部

地区，到了末期，黑龙江省最北部增温速率达到了

０．６９℃／１０ａ．

对比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的降水线性趋势变化图

（图略）发现，在ＲＣＰ４．５情景下（图４ｇ—４ｉ），２１世

纪近期，辽宁省西部和黑龙江省东部地区降水增

加速率最大（０．１２～０．１６ｍｍ·ｄ
－１／１０ａ），并通过

９５％的信度水平检验．到了中后期，东北三省各地

区的降水速率较近期有所减慢，但均未通过显著

性检验．ＲＣＰ８．５情景下，虽然近期的多年平均

（２０１６—２０３５年）降水量有所增加（图３ｊ），但降水

速率则是呈现西部为正东部为负的趋势．其中黑

龙江省北部地区的降水变化速率为正，降水逐渐

增加；吉林省东部地区的降水变化速率则为负，呈

现逐渐减少趋势．到了２１世纪中期，东北三省的

西部地区降水增加速率最快，最大降水增加率达

到了０．１５ｍｍ·ｄ－１／１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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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ＣＭＩＰ５模式集合在ＲＣＰ４．５（ａ—ｃ，ｇ—ｉ）和ＲＣＰ８．５（ｄ—ｆ，ｊ—ｌ）情景下对东北三省未来年平均气温（℃／１０ａ）（ａ—ｆ）

和降水（ｍｍ·ｄ－１／１０ａ）（ｇ—ｌ）线性趋势的预估分布．未来３个时段分别为：（ａ，ｄ，ｇ，ｊ）２０１６—２０３５年；（ｂ，ｅ，ｈ，ｋ）２０４６—

２０６５年；（ｃ，ｆ，ｉ，ｌ）２０８０—２０９９年．图中黑点表示通过９５％的信度水平检验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０ａ）（ａ—ｆ）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ｍ·

ｄ－１／１０ａ）（ｇ—ｌ）ｕｎｄｅｒＲＣＰ４．５（ａ—ｃ，ｇ—ｉ）ａｎｄＲＣＰ８．５（ｄ—ｆ，ｊ—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ａ，ｄ，ｇ，ｊ）２０１６—２０３５，

（ｂ，ｅ，ｈ，ｋ）２０４６—２０６５，ａｎｄ（ｃ，ｆ，ｉ，ｌ）２０８０—２０９９．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３．４　未来干旱性分析

有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大部分地区未来降水增

加，但因为气温升高蒸发加剧，中国许多地方仍将变

干旱（ＷａｎｇａｎｄＣｈｅｎ，２０１４）．如中国西南部地区，

未来干旱在ＲＣＰ８．５情景下会进一步加强（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东北三省未来气

温将显著升高，降水量也较２０世纪有所增加，那么

东北未来气候将会变得干旱还是湿润？为此，本文

引入了一个较为简单的干旱指标———水分盈亏量

（曾丽红等，２０１１）来衡量东北三省的干旱变化情

况．其计算公式见式（１）：

犓 ＝犘－犘犈ｍ， （１）

式中，犓 为某时段的水分盈亏量，犘 为某时段的降

水量，犘犈ｍ 为某时段的潜在蒸散量．当犓＞０时，表

明水分存在盈余，为气候湿润季节；犓＜０时，表明

水分存在亏缺，为气候干燥季节（曾丽红等，２０１１）．

其中，潜在蒸散量采用了Ｔｈｏｒｎｔｈｗａｉｔｅ（１９４８）

方法求得，计算公式见式（２）：

７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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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犈ｍ ＝１６．０×
１０犜犻（ ）犎

犃

， （２）

式中，犘犈ｍ 为潜在蒸散量（ｍｍ／月），犜犻 为月平均气

温（℃），犎 为年热量指数，犃为常数．

年热量指数犎 由式（３）计算：

犎 ＝∑
１２

犻＝１

犜犻（ ）５
１．５４１

， （３）

常数犃由式（４）计算：

　　犃＝６．７５×１０
－７犎３－７．７１×１０

－５犎２

＋１．７９２×１０
－２犎＋０．４９， （４）

当月平均气温犜犻≤０℃时，月潜在蒸散量犘犈ｍ＝０

（ｍｍ／月）．

刘珂和姜大膀（２０１５）采用ＳＰＥＩ（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干旱指标，

用１０个ＣＭＩＰ５模式的试验数据预估ＲＣＰ４．５情景

下２１世纪中国干湿变化情况，得到在该情景下的中

国区域年平均ＳＰＥＩ值逐年减小，说明中国区域整

体有逐年变干的趋势．但其并未分析年平均ＳＰＥＩ

的空间分布情况．故本文将着重从空间特征方面来

分析未来东北三省的干湿变化情况．图５为不同情

景下东北三省未来年平均水分盈亏量变化的空间分

布图（相对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从图５（ａ—ｃ）可以看

出，ＲＣＰ４．５情景下，在２１世纪近期，东北三省的南

部地区将会变得相对干旱．这是因为相比于过去，该

区域的降水增加幅度较小，局部地区甚至出现负增

长（图３ｇ），而由增温引起的蒸散量逐渐增大，蒸散

量增加幅度超过了降水增加幅度，水分盈亏量呈减

小趋势，所以将相对变旱．而东北三省的北部地区在

近期则会相对变湿１０％左右，该区域虽增温幅度略

高于南方，但降水量的增加幅度超过了由增温引起

的蒸散量的增加幅度，水分盈亏量呈增加趋势，所以

将会变得相对湿润．到了中后期，ＲＣＰ４．５情景下的

东北三省普遍都将相对变湿，相对变湿０～４０％，尤

其是西南部地区，该区域虽然位于东北的南部，气温

较高，但增温幅度与东北内陆地区相差不大（图３ｂ

和３ｃ），而受渤海海域的影响，该区域降水的增加却

远高于内陆地区（图３ｈ和３ｉ），降水增加幅度超过蒸

散量增加幅度，所以将会变得相对湿润．此结论与刘

珂和姜大膀（２０１５）得到的未来东北有较弱的变湿趋

势的结论类似．但与 Ｗａｎｇ和Ｃｈｅｎ（２０１４）的结论略

有不同，其给出了中国区域的ＰＤＳＩ（ＰａｌｍｅｒＤｒｏｕｇｈｔ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Ｉｎｄｅｘ）变化空间分布图，发现在ＲＣＰ４．５情

景下，未来２１世纪东北三省的北部将会略微变干，

尤其到了中后期；而南部地区则没有明显的变干或

变湿趋势．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是因为ＰＤＳＩ指数

除了考虑蒸散量与降水量之外，还考虑了径流量及

土壤湿度等因素．

从ＲＣＰ８．５情景下（图５ｄ—５ｆ）东北三省未来水

图５　ＣＭＩＰ５模式集合在ＲＣＰ４．５（ａ，ｂ，ｃ）和ＲＣＰ８．５（ｄ，ｅ，ｆ）情景下对东北三省未来年平均水分盈亏量变化（％）的预估．

图中为未来水分盈亏量相对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的距平百分率．未来３个时段分别为：（ａ），（ｄ）２０１６—２０３５年；（ｂ），（ｅ）

２０４６—２０６５年；（ｃ），（ｆ）２０８０—２０９９年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ｄｅｆｉｃｉｔ（％）ｕｎｄｅｒＲＣＰ４．５（ａ，ｂ，ｃ）ａｎｄＲＣＰ８．５（ｄ，ｅ，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１９８６—２００５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ａ，ｂ）２０１６—２０３５，（ｃ，ｄ）２０４６—２０６５，ａｎｄ（ｅ，ｆ）２０８０—２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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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盈亏量变化的分布特征图（相对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年）可以看出，在该情景下，东北三省将划分为两个

部分：中间偏西部地区将相对变干旱，其余地区则会

相对变湿润，尤其是在２１世纪中后期，这种现象更

为明显．出现此类分布格局是因为在该情景下，东北

三省的中西部地区气温升高幅度虽与周边相差不

大，但降水的增加幅度普遍低于周边，低于蒸散量的

增加幅度，水分盈亏量呈现减小的趋势，故将相对变

旱．而除了上述区域之外，其余地区的降水量较为充

沛，虽然未来气温的升高将会导致潜在蒸散量增加，

但降水的增加幅度更大，所以将会变得相对湿润．有

研究表明（ＳｈｉａｎｄＸｕ，２００７；刘珂和姜大膀，

２０１５），当代东北三省中部和南部属于湿润地区，其

余区域属于半湿润地区．总体来说，即东南部比西北

部湿润．ＲＣＰ８．５情景下水分盈亏量变化的分布格

局，也再一次验证了高浓度路径情景下未来气候将

会变得“干者愈干、湿者愈湿”的结论（Ｚｈ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

４　总结和讨论

东北三省气温和降水的未来变化对全国林业及

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在评估

２６个ＣＭＩＰ５模式对东北三省气候变化模拟能力的

基础上，依据泰勒图和线性趋势值选出对东北模拟

较优的４个模式，利用模式集合平均结果重点分析

了ＲＣＰ４．５和ＲＣＰ８．５两种情景下东北三省年平均

气温和降水的未来变化特征，并分析了其不确定性．

然后根据干旱指标———水分盈亏量对研究区域内未

来的干旱情况进行了讨论与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１）对气温的分析表明，２００６—２０９９年中国东

北三省在不同ＲＣＰ情景下的气温均以增加为主要

变化特征，且ＲＣＰ８．５情景下的增温速率（０．５３℃／１０ａ）

明显高于ＲＣＰ４．５情景下的速率（０．２２℃／１０ａ）．到

了２１世纪末期，ＲＣＰ４．５情景下的气温变化趋于稳

定，而ＲＣＰ８．５情景下的气温则持续上升，两种情景

下的温度分别升高了３．８１±０．９７℃和６．２９±０．９９℃

（相对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从气温变化的空间分布上

来看，未来东北三省的北部地区增温幅度普遍大于

南部地区，辽宁省部分沿渤海地区的增温幅度略高

于内陆地区．

（２）未来东北三省的区域平均降水量将会有所

加大，２００６—２０９９年将分别以１．１０％／１０ａ（ＲＣＰ４．５）和

１．４８％／１０ａ（ＲＣＰ８．５）的速率增加，但波动较大．到

２１世纪末期，ＲＣＰ４．５和ＲＣＰ８．５情景下的降水增

加幅度分别达到１１．２４±７．７７％和１５．９５±７．７２％

（相对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从降水变化的空间分布可

以看出，未来东北三省绝大部分地区的降水将普遍

增加，且辽宁省西部地区降水的增加最为显著．

（３）通过对东北三省未来气温和降水变化的信

噪比空间分布的分析可以看出，ＣＭＩＰ５多模式集合

对东北三省未来气温的预估可靠性较大（信噪比均

大于１），对降水模拟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靠性

逐渐增强，且对北部降水预估的可靠性高于南部．整

体来看，经过筛选得出的４个较优模式对东北三省

气候模拟的可靠性进一步加强了，尤其体现在对气

温的模拟上．

（４）对东北三省未来气温和降水线性趋势的

空间分布分析来看，ＲＣＰ４．５情景下，未来２１世纪

东北三省的东北部地区增温速率最快，２０１６—

２０３５年达到最大增温率（０．６１℃／１０ａ），降水则是

在２１世纪近期，辽宁省西部和黑龙江省东部地区

降水增加速率最大；而ＲＣＰ８．５情景下，三个时间

段的东北三省北部地区增温速率（最大增温率达

到０．６９℃／１０ａ）均普遍高于南部地区，降水变化

速率则是２０６５年前北部地区增加最快，最大降水

增加率可达０．１５ｍｍ·ｄ－１／１０ａ．

（５）利用Ｔｈｏｒｎｔｈｗａｉｔｅ公式计算潜在蒸散量，

并用水分盈亏量（降水量－潜在蒸散量）来考察东北

三省未来的干湿情况．结果表明，相对于１９８６—

２００５年，ＲＣＰ４．５情景下，２１世纪近期东北三省南

部地区的蒸散量增加幅度超过降水增加幅度，将变

得相对干旱，北部地区则会相对变湿；到了中后期则

整个研究区域普遍变湿．而ＲＣＰ８．５情景下，东北三

省的中西部地区将相对变干旱，其余地区则会相对

变湿润．

综合而言，虽然本文选用了最新的ＣＭＩＰ５全球

气候模式，并择选了模拟较优的模式，但它们对东北

三省气候的模拟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体现

在降水上．此外，因篇幅限制，本文计算潜在蒸散量

时采用了所需气象要素较少的Ｔｈｏｒｎｔｈｗａｉｔｅ方法．

在以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采用误差相对较小的

ＦＡＯ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方法来计算潜在蒸散量，并

加强全球气候模式与区域模式的相结合，来更好地

预测未来气候变化．

致谢　感谢文中表１所示的ＣＭＩＰ５各模式组提供

模拟试验数据，感谢国家气候中心提供ＣＮ０５观测

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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