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６３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地　球　物　理　学　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Ｖｏｌ．６３，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２０

李刚，李崇银，晏红明等．２０２０．南太平洋和北太平洋年代际振荡与华北盛夏降水的关系及可能物理机制．地球物理学报，６３

（１１）：３９５２３９６６，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２０Ｎ０４１７．

ＬｉＧ，ＬｉＣＹ，ＹａｎＨ Ｍ，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ｏｆｍｉｄｓｕｍｍｅｒ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ｏｖｅｒ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Ｄｅｃａｄａｌ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Ｄｅｃａｄａ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６３

（１１）：３９５２３９６６，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２０Ｎ０４１７．

南太平洋和北太平洋年代际振荡与华北盛夏降水

的关系及可能物理机制

李刚１，李崇银２，３，晏红明４，江晓华５，鞠永茂１

１中国人民解放军６１７４１部队，北京　１０００９４

２国防科技大学气象海洋学院，南京　２１１１０１

３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４云南省气候中心，昆明　６５００３４

５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四川西昌　６１５０００

摘要　利用降水、大气环流和海表温度等多种再分析资料和偏相关方法，研究了１９５１—２００７年南太平洋年代际振

荡（ＳＰＤＯ）和北太平洋年代际振荡（即ＰＤＯ，本文称为ＮＰＤＯ）分别与华北盛夏（７—８月）降水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

的关系及其可能物理机制．结果表明：在去除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的相关性之前，它们与华北盛夏降水的关系均偏弱；

但在去除两者相关性之后，ＳＰＤＯ（ＮＰＤＯ）与华北盛夏降水存在显著正（负）相关关系．去除两者相关性之后，当

ＳＰＤＯ处于正位相时，热带西北太平洋海温异常显著偏暖，这将在对流层中下层从热带西太平洋—东亚沿岸激发出

“气旋反气旋气旋”的负位相东亚—太平洋型遥相关（ＥＡＰ）波列，该波列导致东亚夏季风异常增强，有利于低纬地

区水汽输送至华北地区，从而使得华北盛夏降水异常偏多，反之，当ＳＰＤＯ处于负位相时，华北盛夏降水异常将偏

少；对ＮＰＤＯ来说，当其处于正位相时，不仅热带西北太平洋异常显著偏冷，而且印度洋大部分海温异常显著偏暖，

在两者共同作用下，对流层中下层从热带西太平洋—东亚沿岸出现“反气旋气旋反气旋”的正位相ＥＡＰ波列，这

将引起东亚夏季风异常减弱，不利于低纬地区水汽输送至华北地区，华北盛夏降水异常因此减少，反之，当 ＮＰＤＯ

处于负位相时，华北盛夏降水异常将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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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年代际气候变化引

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Ｔｒｅｎｂｅｒｔｈ，１９９０；Ｔｒｅｎｂｅｒｔｈ

ａｎｄＨｕｒｒｅｌｌ，１９９４；李崇银，２０００），特别是在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国际ＣＬＩＶＥＲ（气候变化及可预报性研究）

计划将其列为重要研究内容之后（ＷＣＰＲ，１９９５），年

代际气候变化就成为气象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李崇银，２０１９）．经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人们在全

球海气系统年代际变化、降水和气温年代际变化等

多方面取得了不少有重要意义的成果（Ｌａｔｉｆａｎｄ

Ｂａｒｎｅｔｔ，１９９６；李崇银等，２００２；ＬｉａｎｄＸｉａｎ，２００３；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４ａ）．

在降水年代际变化方面，科学家发现中国东部

夏季降水不仅在时间上具有显著的年代际变化特

征，而且在空间上呈现出南北反相的分布特征，即：

中国东部夏季降水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大致呈现

出“南旱北涝”分布特征，即华北降水异常偏多，长江

中下游地区降水异常偏少，而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

代则大致呈现出“南涝北旱”分布特征，即华北降水

异常偏少，长江中下游降水异常偏多（黄荣辉等，

１９９９；李峰和何立富，２００２；顾薇等，２００５；Ｄ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华北降水主要出现

在盛夏（７—８月），该时段降水占华北全年降水的

６５％以上（郝立生和丁一汇，２０１２），这对华北地区水

资源多寡程度有重要影响，所以，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的夏季降水异常减少是导致近几十年华北地区水

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已成为华北社会和经

济发展所必须面临的突出问题（Ｍａ，２００７）．因此，研

究华北地区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特征及其机理就显

得十分重要．

实际上，气象学家对华北夏季降水的年代际变

化特征及其机理已经做了不少研究（陆日宇，２００２；

徐桂玉等，２００５；Ｑｉａｎ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１４）．这些研究

显示，华北夏季降水除了具有８～１０年和１６～２０年

周期（顾薇等，２００５），还具有明显的８０年周期（Ｚｈｕ

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０１），以上周期与东亚夏季风（Ｄ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海温（杨修群等，２００５；郝立生等，２０１１）

和海冰（宋华和孙照渤，２００３）等海气因子的关系紧

密．在这些因子中，太平洋海温对华北夏季降水的年

代际变化有重要影响（黄荣辉等，１９９９；李峰和何金

海，２０００），特别是太平洋年代际振荡（ＰａｃｉｆｉｃＤｅｃａｄａｌ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ＰＤＯ）与华北夏季降水具有

很好的对应关系（朱益民和杨修群，２００３；Ｑｉａｎ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１４），当ＰＤＯ处于暖位相时，华北夏季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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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偏少，当ＰＤＯ处于冷位相时，该地区夏季降水

异常偏多，ＰＤＯ主要是通过东亚夏季风来影响华北

夏季降水．值得注意的是，ＰＤＯ最早由 Ｍａｎｔｕａ等

（１９９７）提出，它是北太平洋海表温度在年代际时间

尺度上一个类似于ＥＮＳＯ的重要模态，当其处于暖

位相时，热带中东太平洋和北美西海岸附近海表温

度异常偏暖，北太平洋中部海表温度异常偏冷，处于

冷位相时，海表温度异常则大致呈现出相反分布特

征，它对太平洋及周边地区气候的年代际变化具有

重要影响．

与北太平洋相比，早期南太平洋的海温观测资

料明显偏少，这导致人们对其研究也随之偏少．但随

着２０世纪中后期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和模式算法

的改进，南太平洋海温的再分析资料质量有了明显

提高，科学家对南太平洋的研究也相应增多．已有研

究表明，在年际时间尺度上，南太平洋海温与ＥＮＳＯ

和南极涛动存在显著关系（Ｃｉａｓｔｏａｎ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２００８；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而且它

对中国降水变化影响显著（Ｚｈｏｕ，２０１１；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ｂ；ＡｏａｎｄＳｕｎ，２０１６）；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

南太平洋具有显著的１０～２０年变化周期，这种年代

际变化周期在冬季最显著（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ｂ），该年代际变

化与澳大利亚东部、海洋性大陆、台湾岛和朝鲜半岛

等地区的夏季降水存在紧密联系（ＨｓｕａｎｄＣｈｅｎ，

２０１１），此外，它还能够对我国东南地区的秋季降水

产生重要影响（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关于南太平洋和北太平洋年代际变化，科学家

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Ｓｈａｋｕｎ和Ｓｈａｍａｎ（２００９）定

义了南半球ＰＤ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ＰＤＯ，以下

简称ＳＰＤＯ），他们指出ＳＰＤＯ与ＰＤＯ并不是相互

独立的，两者关系紧密，而且它们均与ＥＮＳＯ存在

显著的关系，ＳＰＤＯ和ＰＤＯ可能是ＥＮＳＯ强迫的

结果．虽然前人已做了不少关于ＰＤＯ对华北夏季降

水影响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没有考虑ＰＤＯ和ＳＰＤＯ

的相关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ＰＤＯ和华北

夏季降水的关系与这种相关性存在什么样的联系．

此外，关于ＳＰＤＯ对华北夏季降水影响及其可能机

制的研究尚未多见，而且它的这种影响与ＳＰＤＯ和

ＰＤＯ相关性的关系也是未知的．因此，本文主要在

考虑ＳＰＤＯ和ＰＤＯ相关性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它

们各自对华北盛夏降水的独立影响及其可能物理机

制，以期为华北盛夏降水的预测提供一定的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

本文所用资料包括：（１）英国 Ｈａｄｌｅｙ中心的全

球格点月平均海表温度资料（ＨａｄＩＳＳＴ１）（Ｒａｙｎ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时间长度为１８７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

月，水平分辨率为１°×１°．（２）大气环流资料来自于

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和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Ｋａｌｎａ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６），所用要素包括风场、垂直速

度、比湿、位势高度和海平面气压等，时间长度为

１９４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垂直分２６层，水平分

辨率为２．５°×２．５°．（３）降水资料来自两套不同的全

球陆地高分辨率（０．５°×０．５°）格点降水资料，分别

是德国全球降水气候中心（ＧＰＣＣ）发布的 ＧＰＣＣ

Ｖ．６降水资料（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和英国气候

研究组（ＣＲＵ）发布的ＣＲＵＴＳ３．１降水资料（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时间长度为１９４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４）ＰＤＯ指数和ＳＰＤＯ指数由Ｓｈａｋｕｎ和Ｓｈａｍａｎ

（２００９）提供，为了与ＳＰＤＯ形成对比，本文将ＰＤＯ

指数定义为 ＮＰＤＯ指数，两个指数的时间长度为

１９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考虑到以上资料质量和时间长度，本文研究的时

间段选为１９５１年到２００７年，共５７年．其中，气候平均

选取的是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此外，我们将（３５°Ｎ—４１°Ｎ，

１１０°Ｅ—１２２°Ｅ）定义为华北地区（陆日宇，２００２）．

１．２　方法

采用相关、回归等分析方法分别计算了ＮＰＤＯ

和ＳＰＤＯ与华北盛夏降水、海温和大气环流异常的

相关和回归系数，信度检验方法为狋检验．由于本文

主要关注年代际时间尺度，因此在计算相关系数之

前，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了９年滑动平均，并去除了

各个变量的线性趋势，其中将９年滑动平均后的

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指数定义为ＳＩ９和ＮＩ９．

为了揭示ＮＰＤＯ和ＳＰＤＯ在年代际时间尺度

上对降水的独立影响，本文还采用偏相关分析．具体

计算方法为：设有三个变量狓１，狓２，狓３，那么去除狓３

影响之后的狓１ 和狓２ 之间的偏相关系数记为狉１２，３，

其计算公式如下：

狉１２，３ ＝
狉１２－狉１３狉２３

（１－狉
２

１３
）（１－狉

２

２３槡 ）
， （１）

其中，狉１２、狉１３ 和狉２３ 分别表示变量狓１ 和狓２、狓１ 和狓３

以及狓２ 和狓３ 之间的相关系数．

此外，我们还计算了整层（地面至３００ｈＰ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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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通量犙，其计算公式如下：

犙＝－
１

犵∫
３００ｈＰａ

ｐｓｆｃ

（狇犞）ｄ狆， （２）

其中，犵表示重力常数，狇表示比湿，犞 表示风场，

ｐｓｆｃ表示地表气压，狆表示气压．

在进行９年滑动平均后，本文中所用变量的自

由度会明显降低．因此，本文采用有效自由度对相关

系数显著性进行检验（Ｂｒｅｔｈｅｒ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有

效自由度计算公式如下：

１

犖ｅｆｆ
≈
１

犖
＋
２

犖∑
犖

犼＝１

犖－犼
犖 ρ犡犡（犼）ρ犢犢（犼）， （３）

其中，犖ｅｆｆ表示有效自由度，ρ犡犡 和ρ犢犢 分别表示两组

序列犡和犢 在滞后时间犼上的自相关系数．

２　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与华北盛夏降水

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的关系

在研究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与华北盛夏降水在年

代际尺度上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对盛夏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的关系进行简短讨论．图１给出的是１９５１—

２００７年盛夏ＳＰＤＯ（图１ａ）和ＮＰＤＯ（图１ｂ）指数标

准化时间序列（蓝线）及各自的９年滑动平均（红

线）．从图中可看出，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均表现出明显

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特征，它们的相关系数为０．５

（通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９年滑动平均后，

它们的相关系数明显增大（０．７３，通过９５％置信水

平显著性检验）．以上分析表明盛夏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

存在显著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

更为紧密．

为了进一步研究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在年代际时

间尺度上的关系，我们采用Ｚｈｏｕ和 Ｗｕ（２０１０）的方

法去除了两个指数的相关性，将去除相关性后的

ＳＩ９和ＮＩ９定义为ＳＩ９ｒ和ＮＩ９ｒ，计算公式如下：

ＳＩ９ｒ＝ＳＩ９－ｒｇ（ＳＩ９，ＮＩ９）×ＮＩ９， （４）

ＮＩ９ｒ＝ＮＩ９－ｒｇ（ＮＩ９，ＳＩ９）×ＳＩ９， （５）

其中，ｒｇ（ＳＩ９，ＮＩ９）表示ＳＩ９对 ＮＩ９的回归系数，ｒｇ

（ＮＩ９，ＳＩ９）表示ＮＩ９对ＳＩ９的回归系数．图１中绿色

线表示ＳＩ９ｒ（图１ａ）和 ＮＩ９ｒ（图１ｂ）．ＳＩ９和ＳＩ９ｒ的

相关系数为０．７２（通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

ＮＩ９和ＮＩ９ｒ的相关系数为０．４２（通过９５％置信水

平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盛夏

ＳＰＤＯ对ＮＰＤＯ的影响要比 ＮＰＤＯ对ＳＰＤＯ的影

响大．由于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的关系不是本文研究重

点，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将在以后工作中对其进行详

图１　１９５１—２００７年盛夏（ａ）ＳＰＤＯ和（ｂ）ＮＰＤＯ标准化时

间序列（蓝线）．红线表示ＳＩ９和ＮＩ９，绿线表示ＳＩ９ｒ和ＮＩ９ｒ

Ｆｉｇ．１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ｏｆｍｉｄｓｕｍｍｅｒ

（ａ）ＳＰＤＯａｎｄ（ｂ）ＮＰＤＯ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２００７．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９ａｎｄＮＩ９，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ｌｉｎ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９ｒａｎｄＮＩ９ｒ

细讨论．

为分析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与华北盛夏降水在年

代际时间尺度上的关系，我们首先将ＳＩ９和 ＮＩ９分

别与基于ＧＰＣＣＶ６资料的降水异常求相关（图２）．

从图２ａ中可见，华北大部分地区为正相关，其中通

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的区域主要位于华北

北部，而华北南部及山东半岛存在一部分负相关区，

但相关不显著，表明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当ＳＰＤＯ

处于正位相时，华北盛夏大部分地区的降水异常易

于偏多，特别是华北北部的一些地区降水异常偏多

显著，当ＳＰＤＯ处于负位相时，降水异常则可能出

现相反分布．

由图２ｂ可知，华北大部分地区存在负相关，通

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的区域主要位于华北

南部，华北北部则存在弱正相关，说明在年代际时间

尺度上，当ＮＰＤＯ处于正位相时，盛夏华北大部分

地区降水异常易于偏少，尤其是华北南部地区降水

异常偏少显著，反之亦然．虽然所用资料和季节定义

与朱益民和杨修群（２００３）存在差异，但我们得到的

ＮＰＤＯ和华北盛夏降水异常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

的关系与他们的结果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需要说明

的是，以上结果主要是基于 ＧＰＣＣＶ６降水资料得

出的，为了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采用ＣＲＵＴ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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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５１—２００７年盛夏（ａ）ＳＩ９和（ｂ）ＮＩ９与基于ＧＰＣＣＶ６资料的９年滑动平均后降水异常的相关系数分布．

（ｃ）和（ｄ）同（ａ）和（ｂ），但是基于ＣＲＵＴＳ３．１资料

白线包围白点区域表示通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区域．黑框表示华北地区（下同）．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Ｉ９ａｎｄ（ｂ）ＮＩ９ｗｉｔｈｍｉｄｓｕｍｍｅｒ９ｙｅａｒ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ｅａｎ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ＰＣＣＶ６ｄａｔａｓｅｔ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０７．（ｃ），（ｄ）Ａｓｉｎ（ａ），（ｂ），ｂｕ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ＲＵＴＳ３．１ｄａｔａｓｅｔ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ｆｉ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ｏ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狋ｔｅｓｔ．

Ｔｈｅｄｏｍａｉ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降水资料重新计算了ＳＩ９和ＮＩ９与华北盛夏降水异

常的相关系数（图２ｃ和２ｄ），与图２ａ和２ｂ比较可

知，两套资料的结果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表明上述结

果是可靠的．

接下来，我们定义了华北盛夏降水指数（ＮＣＲＩ），

将盛夏华北地区降水进行区域平均，并将９年滑动

平均后的ＮＣＲＩ定义为ＮＣＲＩ９．图３中蓝线表示基

于ＧＰＣＣＶ６降水资料的ＮＣＲＩ９标准化时间序列，

它与ＳＩ９（图３ａ红线）的相关系数为０．２５，与ＮＩ９（图

３ｂ红线）的相关系数为－０．３２，以上两个相关系数

未通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由以上分析可

知，ＳＰＤＯ（ＮＰＤＯ）与盛夏华北降水在年代际时间尺

度上存在一定的正（负）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总体

上偏弱，不显著．

根据以上研究，我们发现盛夏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

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而它们与

同期华北降水的关系明显偏弱，那么，它们之间的强

相关性与它们和华北降水的弱相关性存在什么样的

联系？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计算了盛夏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与同期华北降水异常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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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５１—２００７年盛夏（ａ）ＳＩ９（红线）和ＳＩ９ｒ（绿线）与

（ｂ）ＮＩ９（红线）和ＮＩ９ｒ（绿线）标准化时间序列．蓝线表示

基于ＧＰＣＣＶ６降水资料的盛夏ＮＣＲＩ９标准化时间序列

Ｆｉｇ．３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ｉｄｓｕｍｍｅｒ（ａ）ＳＩ９

（ｒ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ＳＩ９ｒ（ｇｒｅｅｎｌｉｎｅ），ａｎｄ（ｂ）ＮＩ９（ｒｅｄｌｉｎｅ）

ａｎｄＮＩ９ｒ（ｇｒｅｅｎｌｉｎ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２００７．Ｔｈｅ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ｉｄｓｕｍｍｅｒＮＣＲＩ９

的偏相关系数（图４）．由图４ａ可知，整个华北地区

均为正相关，而且与去除 ＮＰＤＯ影响之前相比（图

２ａ），通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的区域明显增

大，此外，从图３ａ可看出，ＳＩ９ｒ与 ＮＣＲＩ９表现出显

著同位相变化特征，两者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２（通过

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年代际时间尺度

上去除 ＮＰＤＯ影响后，当ＳＰＤＯ处于正位相时，华

北盛夏降水异常显著偏多，当ＳＰＤＯ处于负位相

时，华北盛夏降水异常显著偏少．

由图４ｂ可知，华北绝大部分地区为负相关，而

且大部分地区为通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的

区域，ＮＩ９ｒ与 ＮＣＲＩ９存在明显的反位相变化特征

（图３ｂ），它们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５（通过９５％置信

水平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去除

ＳＰＤＯ影响后，当 ＮＰＤＯ处于正位相时，盛夏华北

降水异常显著偏少，反之亦然．基于ＣＲＵＴＳ３．１降

水资料的计算结果与上述结果存在很高的一致性

（图４ｃ和图４ｄ），证明以上结果是稳定和可靠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

盛夏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的相关性对它们与华北降水

的关系有重要影响．具体来看，在去除这种相关性之

前，ＳＰＤＯ（ＮＰＤＯ）与华北盛夏降水存在弱正（负）相

关关系，表明当ＳＰＤＯ（ＮＰＤＯ）处于正（负）位相时，

华北盛夏降水异常偏多，反之，华北盛夏降水异常偏

少，但这种偏多或偏少的趋势不显著；去除ＳＰＤＯ

和ＮＰＤＯ的相关性之后，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与华北盛

夏降水的关系较相关性去除之前明显增强，当

ＳＰＤＯ（ＮＰＤＯ）处于正（负）位相时，华北盛夏降水异

常显著偏多，当ＳＰＤＯ（ＮＰＤＯ）处于负（正）位相时，

华北盛夏降水异常显著偏少．进一步比较ＳＩ９和

ＮＩ９与ＮＣＲＩ９的相关系数大小可知，ＮＰＤＯ与华北

盛夏降水的关系要比ＳＰＤＯ与华北盛夏降水的关

系紧密；此外，与对ＮＰＤＯ和华北盛夏降水关系（去

除相关性前后的相关系数差的绝对值为０．４３）的影

响相比，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的相关性对ＳＰＤＯ和华北

盛夏降水关系（去除相关性前后的相关系数差的绝

对值为０．４７）的影响要相对偏大．

３　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在年代际时间尺度

上影响华北盛夏降水的可能机制

在上一节，我们发现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去除

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的相关性之后，ＳＰＤＯ（ＮＰＤＯ）与

华北盛夏降水存在显著正（负）相关关系．考虑到降

水异常变化与海表温度和大气环流等存在紧密联

系，为了探讨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分别独立影响华北盛

夏降水关系的可能物理机制，我们在这一部分将采

用偏相关方法分析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在年代际时间

尺度上与海表温度和大气环流异常的关系．

３．１　海表温度异常

图５给出的是盛夏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与海表温

度异常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的偏相关系数．由图５ａ

可见，南太平洋中西部、热带西太平洋、热带东南印

度洋和北太平洋中部等区域存在显著负相关，而南

大洋高纬海域和北太平洋东北部海域存在小范围的

显著正相关，表明当ＳＰＤＯ处于正位相时，南太平

洋中西部、热带西太平洋和热带东南印度洋的海表

温度异常显著偏冷，而南大洋高纬海域和北太平洋

东北部海域的部分区域的海表温度异常显著偏暖；

当ＳＰＤＯ处于负位相时，上述区域海表温度异常则

有相反分布．以上海表温度异常分布特征与 Ｈｓｕ和

Ｃｈｅｎ（２０１１）的研究结果相似．

由图５ｂ可知，北太平洋中部和南太平洋中西部

存在显著负相关区，而热带西太平洋部分海域、印度

洋大部分海域及南太平洋东部海域存在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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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同图２，但为偏相关

Ｆｉｇ．４　ＡｓｉｎＦｉｇ．２，ｂ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区，说明当ＮＰＤＯ处于正位相时，北太平洋中部和

南太平洋中西部海表温度异常显著偏冷，而热带西

太平洋、印度洋及南太平洋中东部海表温度异常显

著偏暖；反之亦然．这种海表温度异常的分布特征与

已有研究（顾薇等，２００５）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

与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相关的盛夏海温异常分布具有

以下特征：（１）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与热带西太平洋的

关系要明显比与热带中东太平洋的关系显著，而且

从通过显著性检验范围的大小来看，ＳＰＤＯ与热带

西太平洋的关系要强于 ＮＰＤＯ与热带西太平洋的

关系，但两者均与热带西北太平洋存在显著关系，这

与前人研究南、北太平洋与热带西太平洋在年代际

时间尺度上关系的结论较为一致（ＷａｎｇａｎｄＬｉｕ，

２０００；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这些研究指出北太平洋

中纬地区的年代际信号受北赤道流的阻挡，只能传

播至热带西北太平洋，而整个热带西太平洋的年代

际信号可能主要来自于南太平洋；（２）ＳＰＤＯ与印度

洋大部分海域的关系偏弱，它仅与热带东南印度洋

部分海域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但是，ＮＰＤＯ与印

度洋大部分海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３．２　大气环流异常

在上一节，我们主要分析了海表温度异常变化

特征．那么，海温异常变化必然对大气环流异常产生

影响，进而造成降水异常变化．因此，我们在这一节

将分析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与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相

关的盛夏大气环流异常变化特征．

图６给出的是盛夏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与５００ｈＰａ

位势高度异常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的偏相关系数．

从图６ａ可看出，热带西太平洋及海洋性大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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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９５１—２００７年（ａ）ＳＩ９和（ｂ）ＮＩ９与９年滑动平均后盛夏太平洋—印度洋海表温度异常的偏相关系数分布

白线包围白点区域表示通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区域．

Ｆｉｇ．５　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Ｉ９ａｎｄ（ｂ）ＮＩ９ｗｉｔｈｍｉｄｓｕｍｍｅｒ９ｙｅａｒ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ｅａｎ

ｏｆＳＳ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０７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ｆｉ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ｏ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狋ｔｅｓｔ．

洋中南部、阿拉伯海北部、欧亚大陆中高纬及北太平

洋中部存在显著负相关，而我国东部至日本东部海

域存在正相关，表明当ＳＰＤＯ处于正位相时，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西太副高）和鄂霍次克海高压（鄂

海高压）强度显著偏弱，同时东亚大槽在一定程度上

偏浅；当ＳＰＤＯ处于负位相时，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异

常则可能有相反分布．从图６ｂ可看出，５００ｈＰａ位

势高度异常相关分布大致呈现出与图６ａ相反特征，

但ＮＰＤＯ与位势高度异常在热带太平洋—印度洋

地区的相关关系明显偏强，表明当ＮＰＤＯ处于正位

相时，西太副高和鄂海高压显著偏强，东亚大槽则偏

深，反之亦然．进一步观察可知，从热带西北太平洋

经日本至东西伯利亚存在一遥相关波列，该波列与

东亚—太平洋（ＥＡＰ）遥相关波列（黄荣辉和李维

京，１９８８）存在一定相似性，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我

们发现ＳＰＤＯ正位相对应“负正负”的遥相关波

列，即ＥＡＰ波列负位相，而ＮＰＤＯ正位相对应“正

负正”的遥相关波列，即ＥＡＰ波列的正位相．

我们又分别计算了盛夏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与海

平面气压异常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的偏相关分布

（图７）．由图７ａ可知，显著负相关主要出现在印度

洋、海洋性大陆及热带西太平洋、热带中东太平洋及

鄂霍次克海地区，表明这些地区的海平面气压异常

显著偏低，显著正相关主要出现在日本南部，说明该

地区海平面气压异常显著偏高，热带西太平洋至鄂

霍次克海地区存在负ＥＡＰ波列．由图７ｂ可知，热带

太平洋—印度洋和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均存在显著

正相关，表明这些地区的海平面气压异常显著偏高，

而日本以东西北太平洋存在显著负相关，表明海平

面气压异常显著偏低，热带西太平洋至鄂霍次克海

地区存在正ＥＡＰ波列．与５００ｈＰａ相比（图６），位

于海平面气压场上的ＥＡＰ波列的强度有一定程度

增大，这表明类ＥＡＰ波列可能随高度降低呈现出增

强趋势．此外，比较ＥＡＰ波列三个中心在５００ｈ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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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１９５１—２００７年（ａ）ＳＩ９和（ｂ）ＮＩ９与９年滑动平均后盛夏５００ｈＰａ位势高度异常的偏相关系数分布

白线包围白点区域表示通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区域．

Ｆｉｇ．６　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Ｉ９ａｎｄ（ｂ）ＮＩ９ｗｉｔｈｍｉｄｓｕｍｍｅｒ９ｙｅａｒ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ｅａｎ

ｏｆ５００ｈＰａ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ｈｅｉｇｈｔ（ｈｇｔ）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０７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ｆｉ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ｏ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狋ｔｅｓｔ．

和海平面气压场上的位置可知，与ＳＰＤＯ相关的

ＥＡＰ波列的正压性要比与ＮＰＤＯ相关的更加明显．

接下来，我们计算了盛夏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在年

代际时间尺度上与低层（８５０～７００ｈＰａ）风场异常的

偏相关分布（图８）．从图８ａ可看出，当ＳＰＤＯ处于

正位相时，从菲律宾南部海域经南海北部至日本存

在“Ａ（反气旋）Ｃ（气旋）Ａ”的ＥＡＰ波列，这种异常

环流形势使得中国西南至东北地区出现了显著的异

常西南气流，导致东亚夏季风异常增强，有利于水汽

向华北地区输送，从而引起华北盛夏降水异常偏多

（图４ａ）；当ＳＰＤＯ处于负位相时，异常环流则有相

反分布，进而导致华北盛夏降水异常偏少．从图８ｂ

可看出，当ＮＰＤＯ处于正位相时，从菲律宾南部海

域经南海北部至日本存在“ＣＡＣ”的ＥＡＰ波列，这

使得中国东北至华中地区出现显著的异常东北气

流，导致东亚夏季风异常减弱，不利于水汽向华北地

区输送，最终引起华北盛夏降水异常偏少（图４ｂ），

反之，环流形势分布相反，华北盛夏降水偏多．

以上分析表明，盛夏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在年代际

时间尺度上与ＥＡＰ波列存在显著关系．为了进一步

研究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与ＥＡＰ波列的关系，我们参

照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４）的方法，利用５００ｈＰａ相关分布的

三个中心，Ａ：５６°Ｎ，１２３°Ｅ，Ｂ：４０°Ｎ，１２５°Ｅ，Ｃ：１５°Ｎ，

１２０°Ｅ，定义了ＥＡＰ波列指数，即ＩＥＡＰ指数，计算

公式如下：

ＩＥＡＰ＝－０．２５×犎Ａ＋０．５×犎Ｂ－０．２５×犎Ｃ，

（７）

其中，犎 为位势高度场．我们将９年滑动平均后的

ＩＥＡＰ指数定义为ＩＥＡＰ９．图９中蓝线表示ＩＥＡＰ９

标准化时间序列．从图９ａ可见，ＩＥＡＰ９与ＳＩ９ｒ存在

反位相变化特征，它们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

关系数为－０．５１，通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

表明盛夏当ＳＰＤＯ处于正（负）位相时，类ＥＡＰ波

列处于负（正）位相．由图９ｂ可知，ＩＥＡＰ９与 ＮＩ９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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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同图６，但为海平面气压异常

Ｆｉｇ．７　ＡｓｉｎＦｉｇ．６，ｂｕｔｆｏｒ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ＬＰ）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存在正位相变化特征，两者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

关系数为０．５６，通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表

明盛夏ＮＰＤＯ正（负）位相对应ＥＡＰ波列正（负）位

相．此外，由图９还可看出，ＩＥＡＰ９与 ＮＣＲＩ９存在

反位相变化特征，两者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

数为－０．４３，通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表明

盛夏类ＥＡＰ波列处于正（负）位相时，华北地区降水

异常显著偏少（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在年代

际时间尺度上：（１）ＳＰＤＯ 和 ＮＰＤＯ 主要是通过

ＥＡＰ波列来对华北盛夏降水产生影响的；（２）ＳＰＤＯ

与ＥＡＰ波列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要弱于ＮＰＤＯ与

ＥＡＰ波列的关系．

由于水汽是降水生成的重要因子，图１０给出了

盛夏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与整层

（地面～３００ｈＰａ）水汽输送异常的偏相关系数，其中

箭头表示水汽输送通量异常，阴影表示水汽输送通

量散度异常．由图１０ａ可知，当ＳＰＤＯ处于正位相

时，印支半岛至华北地区存在异常西南气流，它将来

自南海和孟加拉湾的水汽输送至华北地区，而且华

北地区存在显著水汽异常辐合，从而有利于该地区

降水异常显著增多（图４ａ），反之，当ＳＰＤＯ处于负

位相，华北地区将出现水汽异常辐散，不利于该地区

降水异常增多；从图１０ｂ可看出，当 ＮＰＤＯ处于正

位相时，我国东北至华北地区存在显著的异常东北

气流，这不利于低纬水汽输送至华北地区，而且华北

地区存在显著水汽异常辐散，这导致华北地区降水

异常显著偏少（图４ｂ），而当ＮＰＤＯ处于负位相时，

水汽输送异常将有相反分布，从而引起华北地区降

水异常增多．

另外，降水的生成与大气环流垂直运动存在紧

密联系．从图１１ａ可看出，当ＳＰＤＯ处于正位相时，

盛夏华北地区存在显著异常上升运动，这为该地区

降水的生成提供了充足动力条件，有利于该地区降

水异常增多（图４ａ），反之，当ＳＰＤＯ处于负位相时，

该地区存在异常下沉运动，不利于降水异常增多．由

图１１ｂ可看出，当 ＮＰＤＯ处于正位相时，该地区存

在显著异常下沉运动，降水生成的动力条件不够，导

致该地区降水异常减少（图４ｂ），而当ＮＰＤＯ处于负

位相时，该地区存在异常上升运动，则有利于该地区

降水异常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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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１９５１—２００７年（ａ）ＳＩ９和（ｂ）ＮＩ９与９年滑动平均后盛夏低层（８５０～７００ｈＰａ）风场异常的偏相关系数分布

绿色箭头表示经向风异常通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Ａ和Ｃ分别表示异常反气旋和气旋．

Ｆｉｇ．８　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Ｉ９ａｎｄ（ｂ）ＮＩ９ｗｉｔｈｍｉｄｓｕｍｍｅｒ９ｙｅａｒ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ｅａｎ

ｏｆ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８５０～７００ｈＰａ）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０７

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ｖ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狋ｔｅｓｔ．

Ａａｎｄ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ａｎｔｉｃｙｃｌｏｎｅａｎｄｃｙｃｌｏｎ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４　结论和讨论

本文利用 ＣＲＵ 和 ＧＰＣＣ 降水资料、ＮＣＥＰ／

ＮＣＡＲ大气环流资料和 Ｈａｄｌｅｙ海温资料等再分析

资料，采用偏相关方法，分析了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在

年代际时间尺度上与华北盛夏降水的关系及其可能

物理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１）ＳＰＤＯ和ＮＰＤＯ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具有

很强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对它们各自与华北盛夏

降水的关系有重要影响．在去除相关性之前，ＳＰＤＯ

和ＮＰＤＯ与华北盛夏降水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的

关系总体上不显著；去除相关性之后，这种关系明显

增强，当ＳＰＤＯ（ＮＰＤＯ）处于正（负）位相时，华北盛

夏降水异常显著偏多，反之，华北盛夏降水异常显著

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ＮＰＤＯ

与华北盛夏降水的关系要强于ＳＰＤＯ与华北盛夏

降水的关系．

（２）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主要是通过导致ＥＡＰ波

列异常对华北盛夏降水产生影响，而且ＳＰＤＯ与

ＥＡＰ波列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要弱于 ＮＰＤＯ 与

ＥＡＰ波列的关系．关于ＥＡＰ波列的产生和维持，前

图９　１９５１—２００７年盛夏ＩＥＡＰ９（红线）和 ＮＣＲＩ９（蓝

线）、（ａ）ＳＩ９ｒ（绿线）和（ｂ）ＮＩ９ｒ（绿线）标准化时间序列

Ｆｉｇ．９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ｉｄｓｕｍｍｅｒＩＥＡＰ９

（ｒｅｄｌｉｎｅ），ＮＣＲＩ９（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ａ）ＳＩ９ｒ（ｇｒｅｅｎｌｉｎｅ）ａｎｄ

（ｂ）ＮＩ９ｒ（ｇｒｅｅｎｌｉｎ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５１—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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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１９５１—２００７年（ａ）ＳＩ９和（ｂ）ＮＩ９与９年滑动平均后盛夏整层（地面～３００ｈＰａ）水汽输送异常的偏相关系数分布

箭头表示水汽输送通量异常，阴影表示水汽输送通量散度异常．绿色箭头表示经向水汽输送通量异常通过９５％

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白线包围白点区域表示水汽输送通量散度异常通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区域．

Ｆｉｇ．１０　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Ｉ９ａｎｄ（ｂ）ＮＩ９ｗｉｔｈｍｉｄｓｕｍｍｅｒ９ｙｅａｒ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ｅａｎ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ｏ３００ｈＰａ）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ｆｌｕｘ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ｖ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ｉｔｓ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ｓｈａｄｉｎｇ）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０７

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ｖｅｃｔｏ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ｆｌｕｘ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狋ｔｅｓｔ．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ｆｉ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ｏ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狋ｔｅｓｔ．

图１１　１９５１—２００７年（ａ）ＳＩ９和（ｂ）ＮＩ９与９年滑动平均后盛夏５００ｈＰａ垂直速度异常的偏相关系数分布

白线包围白点区域表示垂直速度异常通过９５％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区域．

Ｆｉｇ．１１　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Ｉ９ａｎｄ（ｂ）ＮＩ９ｗｉｔｈｍｉｄｓｕｍｍｅｒ９ｙｅａｒ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ｅａｎ

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５１ｔｏ２００７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ｆｉ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ｏ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狋ｔｅｓｔ．

人研究发现ＥＡＰ波列的激发和维持与热带西太平

洋和印度洋海温异常存在紧密联系（Ｈ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Ｑｉａｎ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１４；祁莉等，２０１４）．当热

带西太平洋海温异常偏暖时，在对流加热作用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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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热带西太平洋至东亚大陆沿岸将出现ＥＡＰ遥相

关波列（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祁莉等，２０１４）．此外，当

印度洋海温异常偏暖时，它将调整深对流湿绝热状

态导致对流层温度升高，这将激发东传Ｋｅｌｖｉｎ波，

当Ｋｅｌｖｉｎ波东传至西北太平洋时，东风异常将在

东风以北的区域产生辐散并抑制西北太平洋的对流

活动，从而在西北太平洋低层大气激发异常反气旋

性环流（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最终有利于ＥＡＰ波列的

生成和维持（Ｑｉａｎ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１４）．

（３）因此，结合与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有关的海温

异常分布，可以初步认为它们分别独立影响华北盛

夏降水的机制是：对ＳＰＤＯ来说，当其在年代际时

间尺度上处于正位相时，热带西北太平洋的海温异

常显著偏暖，这将在热带西太平洋—东亚沿岸激发

出“ＣＡＣ”的ＥＡＰ波列，该波列导致东亚夏季风异

常增强，有利于低纬地区水汽输送至华北地区，从而

使得华北地区降水异常偏多，反之，华北地区降水异

常将偏少．对 ＮＰＤＯ来讲，当其在年代际时间尺度

上处于正位相时，在热带西北太平洋海温异常显著

偏冷的同时，印度洋大部分海温异常显著偏暖，在两

者共同作用下，热带西太平洋—东亚沿岸出现“Ａ

ＣＡ”ＥＡＰ波列，导致东亚夏季风异常减弱，不利于

低纬地区水汽输送至华北地区，华北地区降水异常

因此减少，反之，华北地区降水异常将偏多．此外，由

于与ＳＰＤＯ有关的ＥＡＰ波列仅受热带西北太平洋

影响，而与 ＮＰＤＯ有关的ＥＡＰ受热带西北太平洋

和印度洋共同影响，这可能是导致ＳＰＤＯ与ＥＡＰ

波列的关系弱于ＮＰＤＯ与ＥＡＰ波列关系的重要原

因之一．

本文主要研究了ＳＰＤＯ和 ＮＰＤＯ在年代际尺

度上与盛夏华北降水的关系及其可能物理机制，但

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对它们各自

与华北盛夏降水关系具有重要影响，那么，这种影响

是如何产生的？其物理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有待于

进一步分析．另外，本文结果主要是基于统计分析得

出的，这还需通过数值试验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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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感谢本文编辑对文章的细心审阅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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