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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春季沙尘暴的趋势变化及年代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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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奇异谱分析等方法，对北疆等 7个区春季 1960--2000年的沙尘暴 日数的趋势和周期进行 

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除北疆区未表现出明显的趋势外，南疆区等其它 6个区春季沙尘暴 日数变化 

总的趋势是减少的，都是在 2O世纪 6O年代和 7O年代偏多，8O年代沙尘暴开始减少，9O年代最少；其 

中南疆区、河西区和东北区的年代际变化最为明显，大约是 8O年代初开始沙尘暴明显减少 ，其它几个 

区的年代际变化不是很明显。南疆等大部分地区春季的沙尘暴 日数在 7O年代末和 8O年代初发生了由 

多到少的转变 ，基本上与北半球大气环流的调整同步，这可能是对大气环流调整的响应；除西藏区有 

7．7年的周期外，其它 6个区的周期基本上都集中在准 2年和 5～6年两个周期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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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相关研究表明，全世界有四大沙尘暴多发区， 

分别位于中亚、北美、中非和澳大利亚【】]。我国的 

沙尘暴区属于中亚沙尘暴区的一部分，主要发生在 

北方地区。总的特点是：西北多于东北地区，平原 

(或盆地)多于山区，沙漠及其边缘多于其它地区。 

且主要集中在两大区域：一个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塔 

克拉玛干沙漠；从巴丹吉林沙漠东部 ，南至甘肃河 

西走廊，经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至库布齐 

沙地和毛乌素沙地是另一沙尘暴多发区【2]，也是我 

国强沙尘暴发生最多的区域 ]。沙尘暴对我国国民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 

研究沙尘暴的演变规律 ，对于提高沙尘暴的预报预 

警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其危害具有重要意义。 

沙尘暴的演变规律研究属于沙尘暴研究的基础 

性工 作 ，近 10年来 有 关学 者 已 做 了多方 面 的探 

讨【4 ]。近期周自江【9 利用较详细的站点资料，以 

点面结合的方式，对中国北方地区沙尘暴和扬沙天 

气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得出近 45年来我国大 

部分地区的沙尘暴和扬沙日数在减少，只有小部分 

地区呈增长趋势。钱正安等 对我国沙尘暴的时 

空分布规律也做了详细分析。但以往的研究偏重于 

对沙尘暴变化趋势的分析，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 

对我国沙尘暴发生的变化趋势和准周期性有一个全 

面的认识，则有助于研究沙尘暴的年际和年代际变 

率及可预报性，尤其对沙尘暴的演变规律以及预测 

至关重要。由于奇异谱分析方法(SSA)具有时频域 

结合的特点 ，它能对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和准周期 

性做出全面地分析，表现出比通常的功率谱分析或 

最大熵谱分析(MESA)更多的优点，所以本文使用 

SSA方法识别沙尘暴 日数序列中的长期倾向、周期 

振荡成分。 

根据统计结果，沙尘暴主要发生在春季(3～5 

月)。。 ，所以本文用春季沙尘暴发生 日数序列来代 

替全年的时间序列，对沙尘暴的趋势和周期进行初 

步的讨论。 

2 资料和方法 

沙尘暴数据使用的是 338个站 1960—2000年 

春季沙尘暴(3～5月)出现总日数的资料。对个别 

站月的缺测值采用简单方式插补，即该站该月上一 

年的值和下一年值的平均。 

众所周知，沙尘暴的产生是当地特定的下垫面 

条件、地形和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不同 

站点的下垫面条件、地形状况各异，且处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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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区中，沙尘暴发生的长期趋势和显著振荡周期 

也不同。对各站进行分析，计算量太大，而由 338 

个站的平均值分析出的结果又不能显现各周期振荡 

的显著区域和长期变化趋势的差别。为了克服这个 

缺点，我们根据文献[11]的划分方法，把 338个站 

划分为 7个区，它们分别是北疆区、南疆区、河西 

区、柴达木区、河套区、东北区及青藏区(具体范围 

请参照文献[11])。计算各区的春季平均沙尘暴 El 

数，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奇异谱分析(SSA)是一种广义功率谱分析，它 

具有稳定的识别和强化信号的功能，在识别优势周 

期信号及强化显示方面，功能超过最大熵谱分析 

(MESA)。该方法具有分析过滤器的自适应特点， 

通过对窗口长度 M 的限定 ，可对 振荡的转换进行 

时间定位 ，突出所需要求的某种周期信号，即 SsA 

能很好地从时间序列中分离出周期<M、谱宽<1／ 

M 的振荡，在气候分析和预测上，SSA方法正得到 

广泛的应用 叫 。本文使用 SSA方法识别序列中 

的长期倾向、周期振荡成分。SSA的分析对象是一 

维时间序列，记为 ，i一1～N。它的 M 阶滞后协 

方差矩阵为 

后延量 M 称为窗口长度或嵌入维数，它不应超过 

N／3。本文重点分析 10年以下的周期，所以取 M 

一 10。rfr的 k个特征 向量 E 称为第 k个时间 

EOF(T—EoF)，分量记为 ，J一1～M。 第 是个 

时间主成分(T—PC)为 

n 一 ∑z E ， (2) 
J— l 

0≤ i≤ N—M， 1≤ k≤ M． 

SSA的主要功能由重建成分(Reconstruction 

Components，简称 RC)实现，由第 k个 T—EOF 

和 T—PC重建 z 的成分记为z ，公式为 

M ≤ i≤ N—M + 1， 

1≤ i≤ M 一 1， (3) 

南 一 M ，N—M+2≤ ≤N， 
所有重建成分(RC)之和等于原序列，即： 

M  

一 ∑ ， i一1，2，K，N， (4) 
l 

截取前 K个贡献大的成分可近似表示原序列： 

K 

主 一∑ ， i一1，2，K，N． (5) 
女一 l 

关于识别 RC是准周期成分还是倾向成分，详 

细方法请参阅文献[14]，这里不再赘述。 

3 春季沙尘暴 日数的年代际变化 

为了研究北疆等 7个区春季沙尘暴 日数的年代 

际变化，我们分析了从 20世纪 60年代到 90年代 

春季沙尘暴 日数 的变化，并计算了线性趋势 系 

数。 。从表 1和图 1可以看出：(1)北疆区相比其 

它 6个区春季沙尘暴 日数较少，并且也没有表现出 

明显的趋势性(趋势系数仅为一0．0029)，60年代 

为0．50，70年代维持在 0．54，80年代突然增加到 

0．94，90年代又减少到0．35，呈现出与其它 6个区 

表 1 北疆等 7个区春季沙尘暴 日数的年代际变化 

Table 1 The interdecadal change of dust storm days in North Xinjing，South Xinjing，Hexi，Caidamu， 

Hetao·East-north China and Qinghai-Xizang regions(hereafter seven regions)in spring 

北疆区 

南疆区 

河西区 

柴达木区 

河套区 

东北区 

青 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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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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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北疆等 7个区春季沙尘暴El数 SSA的 l0项方差贡献(％) 

Table 2 Percentage of the 10 terms in SSA total variance of dust storm days in seven regions in Spring 

区域 

序 号 

北疆区 22．40 21．12 l5．5l lO．85 6．94 5．63 

南疆 区 55．32 8．38 6．45 6．12 5．90 5．35 

河西 区 58．4l 8．16 6．88 5．65 4．82 4．04 

柴达木 区 36．25 l3．5l lO．81 8．15 6．78 6．50 

河套 区 36．76 l4．44 l2．83 9．76 7．86 5．33 

东北 区 59．47 8．Og 7．38 6．76 5．39 3．9l 

青 藏区 27．14 l3．45 l1．83 lO．29 lO．16 7．75 

3．69 

2．59 

2．82 

3．87 

3．14 

1．62 

．1．68 

周期。下面对北疆等 7个区的趋势性和周期性分别 

进行讨论 。 

4．1 趋势性 

本文在判别 RC是否为倾 向成分时，取显著性 

水平 a一0．05。表 3为南疆等 6个区春季沙尘暴 日 

数的倾向成分及对应的长期倾 向。从表 3可以看 

出，6个区第一个重建成分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对应的趋势都是下降的。第一个重建成分都有相对 

较高的方差贡献(见表 2)，说明南疆等 6个区的春 

季沙尘暴 日数 自1960年以来有明显的减少趋势。 

为了深入研究南疆等 6个区春季沙尘暴日数的减少 

趋势，我们分别建立 6个区的趋势成分序列与年份 

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并计算相关系数__】 ，结果见 

图 2。 

表 3 南疆等 6个区对应 SSA的趋势成分 

Table 3 Trend components of dust storm days in South 

xinjiang，Hexi，Caidamu，Hetao，East-north China 

and Qinghai-Xizang regions(hereafter six regions) 

corresponding to SSA 

图 2表明，南疆等 6个区的春季沙尘暴 日数的 

线性减少趋势明显 ，分别为一0．062／a，一0．057／a， 
一

0．034／a，一0．048／a，一0．06／a和一0．043／a；其 

对应的相关系数分别为一0．92，一0．87，一0．74， 
一 0．89，一0．93和一0．96；都通过了 0．001的显著 

性水平(0．49)检验。另外，从图 2还可以看出，南 

疆等 6个区的趋势分量大都是 20世纪 60年代和 

70年代为高位相，7O年代末、8O年代初演变为低 

相位，明显地存在着周期性，由于资料较短，对这 

种较长的周期变化还难以确认。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在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如河西区、河套区及 

柴达木区，在近几年特别是 2000年沙尘暴 日数又 

有上升的趋势。这与钱正安等 指出近 5o年来中 

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沙尘暴频数在 60～70年代波动 

上升，80～90年代波动减少，2000年后又急剧上 

升，未来有可能进入新一轮沙尘暴活动的活跃期的 

结论基本相同。 

我国春季沙尘天气发生 日数的减少原因何在? 

这可能既有天气变化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但是 

人为因素往往通过 自然因素产生作用。天气的变化 

主要取决于大气环流的态势，在冬末春初的大风季 

节，在全球气候变暖情况下，雨雪天气的增减(降 

水量的变化)进而引起天然植被覆盖度变化的增减， 

都程度不同地影响着沙尘天气的空间格局和强度。 
一

些学者对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活动的减少作出了 

许多有益的探讨，尽管他们讨论的是全年沙尘暴的 

趋势，但由于春季沙尘暴活动占全年的绝大部分， 

因此他们作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本文。周 自江。。 从 

我国北方地区大风 日数的减少来解释沙尘暴活动的 

减少；王涛等 认为，20世纪 70年代末期后，冬 

季东亚大气环流出现突变，高空东亚大槽偏东偏 

弱_】 ，致使沙尘暴源区冬春季风速减小，再加上 

80年代中期后厄尔尼诺事件盛行，所以 8o～9O年 

代沙尘暴次数偏少；以后因东亚大槽逐渐恢复到正 

常偏强状态，使风速加强，同时 1999--2000年已转 

为拉尼娜 年 ，因此 2000年我国北方大部 分地 区沙 

尘暴急剧增加。钱正安等[5]总结了许多人的工作， 

从生态环境和降水、风速、大气环流及海温等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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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重建的南疆等 6个区春季沙尘暴 日数的趋势成分(Rc-) 

Fig．2 Reconstructed trend components of dust storm days in six regions in spring 

条件 的变化两方 面对 沙尘暴频数 的减少 作 出了说 

明，并指出沙尘暴活动的年代际变化与气象条件和 

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特别是气象条件的变化。另 

外，由于北疆区和南疆区之间隔着天山，气象条件 

的变化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新疆的人口主要集中 

在北疆 ，人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能是北疆区的沙 

尘暴活动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反而在，80～ 

9O年代增加ll 】。 

4．2 周期性 

北疆等 7个区春季沙尘暴 日数的显著振荡周期 

及所对应的方差贡献如表 4所示(RC 为第 i和第 

J个重建成分)。总的来说，周期成分对应的方差贡 

献都不是很高(最高仅为 27．7 )。北疆区的周期 

成分为 RC +RC 和 RC。+RC 。，周期分别为 5．8 

年和 2．8年；南疆区的周期成分为 RC。+RC 和 

RC +RCs，周期分别为 5．3年和2．2年；河西区的 

周期成分为 RC。+RC 和 RC +RC。，周期分别为 

4．1年和 2．4年；柴达木区的周期成分为 RC + 

RCs和 RCs+RC。，周期分别为 4．0年和 2．4年；河 

套区的周期成分为 RC +RC。和 RC +RC ，周期 

分别为 2．6年和 5．3年；东北区的周期成分为 RC 

+RC 和 RC +RC。，周期分别为 3．1年和 2．0年； 

青藏区的周期成分为 RC。+RC 周期为 7．7年。 

由此可见，北疆等 7个区春季沙尘暴日数在近 

40年的长期变化中，除具有较强的长期变化趋势 

以外，还存在明显的周期信号；虽然各个区所对应 

的周期有所差别，但大部分地区(除西藏区外)周期 

都集中在准 2年和 5～6年周期段上。对北疆等 7 

个区春季沙尘暴 日数序列做功率谱分析(取窗口长 

度 M：5年)，功率谱峰值对应的周期如表 5所示。 

表 4 北疆等 7个区对应 SSA的显著周期信号及方差 

Table 4 The dominant periods of dust storm days 

in seven regions corresponding to SSA 

区域 RC 周期／a 方差／ RC 周期／a 方差／ 

0 0 0 0 0 0 0 0 0 0 j 加 加 j ∞ 加 咖 

加 加 铷  ̈  ̈ 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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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北疆等 7个区春季沙尘暴日数序列功率谱 

分析得到的周期(年) 

Table 5 The periods of dust storm days in seVen 

regions in spring obtained by power 

spectrum analysis 

区 域 

北疆区 南疆区 河西区 柴达木区 河套区 东北区 青藏区 

周期 lO，2．5 lO lO，2．5 lO，2．5 lO，3．3 lO，2．5 lO，2．5 

从表 5可见，北疆等 7个区存在共同的 10年周期， 

除南疆区外其它 6个区还存在准 2年的周期；其中 

10年的周期 SSA的结果没有，这可能是因为功率 

谱在低频段带有红噪声谱的性质，谱值在低频处出 

现峰值，但不一定是可信的周期，同样强度的谱峰 

在低频处可信程度较在高频处差，不如将其看作长 

期倾向的反映。比较表 4和表 5，还可发现 SSA对 

准周期性的分辨比功率谱分析要精细，功率谱分析 

结果受所选的窗口长度的影响很大，分辨率低，因 

此估计出的周期是一个大致的周期 ，如北疆区、南 

疆区及河套区的5～6年周期在功率谱分析中都表 

现不出来 。 

5 小结 

通过对北疆等 7个区春季沙尘暴日数的趋势和 

周期进行 的初步分析 ，发现 自 1960年 以来 春季沙 

尘暴 El数的趋势和周期存在以下特征 ： 

(1) 北疆区相比其它 6个区春季沙尘暴El数 

较少 ，并且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性 ，但在 20世纪 

80年代突然增加，呈现出与其它 6个区不同的年代 

际变化特征；南疆区等其它 6个区春季沙尘暴 El数 

变化总的趋势是减少的，都是在 60年代和 70年代 

偏多，80年代和 90年代偏少；其 中南疆区、河西 

区和东北区的年代际变化最为明显，大约是 80年 

代初开始沙尘暴明显减少，其它几个区的年代际变 

化不是很 明显。 

(2) 南疆等大部分地区春季的沙尘暴 El数在 

20世纪 70年代末和 80年代初发生了由多到少的 

转变，基本上与北半球大气环流的调整同步，很可 

能是对大气环流调整的响应 。 

(3) 春季沙尘暴 El数北疆区有 5．8年和 2．8 

年的周期 ，南疆 区有 5．3年和 2．2年的周期 ，河西 

区有 4．1年和 2．4年的周期，柴达木区有 4．0年和 

2．4年的周期 ，河套 区有 2．6年和 5．3年周期 ，东 

北 区有 3．1年和 2．0年的周期 ，青藏 区有 7．7年的 

周期。除青藏区外，周期都集中在准 2年和 5～6 

年周期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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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ncy and Interdecadal Changes of Spring Dust Storm in China 

DING Rui—qiang． W ANG Shi—gong， SHANG Ke—zheng， YANG De—bao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Scienc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Singular spectrum analysis was used tO study the trend and period of spring dust storm in 

seven regions in china where dust storm toccurred frequently from 1960 tO 2000．The results were as fol— 

lows：From the beginning of 1960s，the dust storm days in spring appear 3 downward trend in six regions， 

except for North Xinjiang region，that is，the dust storm days were more in 1960s and 1970s，but less in 

1 980s，and the least in 1 990s．This might respond tO abrupt change of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in the late 

1970s．Its quasi—period for Tibetan region was 7．7 years，in other six regions there were main quasi—bien— 

nial and 5～ 6 years periods． 

Key words：Dust storm；Singular spectrum analysis；Atmospheric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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