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3卷 筇 3 

2003 q-5 Jj 

中 吲 沙 漠 
JOURNAL W DESERT RESEARCH 

、 【I1．23 ＼【I．3 

M f wl-、 

文章编 号 ：I(~0-694X(2003)03-0306-05 

近 45 a我国沙尘暴和扬沙天气 

变化趋 势和 突变分 析 

丁瑞强，王式功 ，尚可政，杨德保，李建红 
(兰州大学 大气科学系，tt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利用 1954--1998年我国 334个站每月沙尘暴和扬沙发生 日数资料 ，通过线性趋势估计和多项式 函数拟合 

等方法分析了沙尘暴和扬沙日数的长期趋势变化和周期变化 ，发现沙尘暴和扬沙日数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沙尘 

暴和扬沙年平均 日数都是在 20世纪 50年代最高 ，60年代减少 ，之后 70年代又有 回升 的趋势 ，到 80年代又减少 ， 

90年代最少。沙尘暴 日数的变化存在着 6．7 a的周期及 2．59 a和3．38 a的周期 ，并且 2．59 a和3．38 a的周期都通 

过了 ot=0．1的显著性检验。扬沙不存在显著性周期 。由于资料长度的限制，无法对 22 a以上的长周期进行分析 。 

利用滑动 t检验法和气候跃变参数 分析了沙尘暴 和扬 沙 日数的突变问题 ，发现沙尘暴和扬沙 日数从 80年代到 

90年代的变化率最高 ，沙尘暴和扬沙分别在 1985年和 1984年发生了由多到少的突变。我 国北方强沙尘暴的发生 

次数从 50年代到 90年代呈上升趋势 ，从而使沙尘天气对我国的影 响不但 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强的趋势；近年来 ，大 

范围的强沙尘暴天气出现的频率增加 、程度增强、范围扩大，因此保护生态环境 ，防止土地荒漠化 ，是我们 目前面临 

的紧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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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沙尘天气所引发 的气候学效应 ，对人类生 

存环境的危害以及对经济 、社会活动的影响 ，使我们 

越来越认识到沙尘天气是不可忽视的大气和生态环 

境问题之一。为了更好地预报和预防沙尘天气 ，减 

少沙尘天气的危害，就需要对沙尘天气变化趋势进 

行分析。许多学者对我国沙尘天气变化趋势已做了 

大量的工作 ，王式功  ̈通过对我 国北方几个沙尘暴 

多发区的统计 分析，指 出就整个北方地区而言 ，20 

世纪 50年代沙尘爆发生 日数最多 ，60年代初期 又 

略有降低 ，60年代末略有增加 ，80年代又呈下降趋 

势。最近，周 自江 利用 681个站点的详细资料 ，以 

点面结合的方式，分析了中国北方地区近45 a沙尘 

暴和扬沙天气的趋势，指出近 45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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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前对我国沙尘天气变化趋势的研究，大多局 

限于以各站沙尘天气资料简单平均为基础的统计分 

析上，忽略了相邻各测站的相关联系。另外在我 国 

沙尘多发地区测站都比较少，且分布不均匀 ，这给统 

计结果造成很大误差。本文从相邻地理区域内沙尘 

暴和扬沙 日数距平分布特征 的相关性 出发，通过线 

性趋势估计和多项式函数拟合等方法分析了沙尘暴 

和扬沙 日数的长期趋势变化和周期变化 ；又利用滑 

动 t检验法和气候跃变参数 _， 分析了沙尘暴和扬沙 

日数的突变问题 ；目的是为了搞清我 国沙尘天气的 

发展趋势 ，为防灾 、减灾提供帮助。 

1 资料和方法 

1．1 沙尘暴和扬沙变化的周期分析 

本文主要以沙尘暴和扬沙的发生 日数作为定量 

指标。利用国内 334个站点 1954--1998年各站沙 

尘暴和扬沙月发生 日数资料 ，其 中沙尘天气发生比 

较多的35。N以北及青藏高原地区的站点有 153个， 

其余站点沙尘天气发生较少 ，对我 国沙尘天气趋势 

的分析影响不大。通过算术平均法建立近 45 a沙 

尘暴、扬沙年发生 日数距平序列 Y (t=1，2，⋯，45)， 

把序列看成由以下 3部分组成 3】，即： 

Y = +P +s (1) 

其中 为沙尘暴(扬沙 )趋势分量 ；P 为周期分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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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为随机变量。由于随机变化相对前两项是一个小 

量 ，因此可不作单独分析。首先通过线性趋势估计 

沙尘暴(扬沙)的趋势变化，再采用多项式拟合原序 

列 Y ，分析沙尘暴(扬沙)的变化趋势 ，最后对余序 

列 ：) 一 进行周期分析。 

1．2 突变分析方法 

按照两个序列样本平均值之差是否显著的 t检 

验计算公式 ，当两个子序列样本单元数 目 n。≠n 

时，统计量为 ： 

t=( l一五)[nl·n2(nl+n2—2)] [(nl一1)· 

s +(n2—1)·si]|1 ·(nl+n2)|1 (2) 

其中： 、五和s 、s 分别代表两个子序列样本的平 

均 值 和 均 方 差 的 无 偏 估 计 值。 且 规 定 

≥ t ：0 0l (3) 

则可判断该序列中有突变发生。 

再应用文献[5]定义的气候跃变参数 ．，．，来验 

证滑动 t检验得出的结论。气候跃变参数 ．， 的表达 

式为 

J =l l一 2 l／(S。+．s2) (4) 

其中：下标 Y表示气候要素序列中某个时刻，这里为 

某年； 、 、．s 、．s2分别为 Y年前 Ⅳ年 、后 Ⅳ年两 

个子序列的平均值和均方差。当 J >1，表 明序列 

在 Y年附近出现跃变 ，．， >2表明出现强跃变。 

2 沙尘暴、扬沙 日数的趋势变化 

首先 ，建立 Y (t)与 t(t=1，2，⋯，45)之间线性 

回归方程： 

n =N—n +1，其 中Ⅳ为序列样本总数。由于天气 (t)=口+6￡ (5) 

变化过程中相邻气候阶段时间尺度至少在 10 a以 式中：口为回归常数 ；6为回归系数 ，当 6>0(或 6< 

上 ，所以取 ／7, =10，1 1，⋯，(Ⅳ一lO)进行循环计算 出 0)时 ，表示沙尘暴及扬沙的发生有上升(或下降)趋 

统计量 t(n )，取其中的最大绝对值进行统计量显 势。类似地 ， (t)为5阶多项式趋势 函数。表 1给 

著性检验 ，若有 ： 出线性和 5阶多项式趋势函数及其拟合结果与原序 

tmax=max{I￡(n )I，n。=10，11，⋯ ，(N一10)} 列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 1 我国沙尘暴 、扬沙 日数线性和 5阶多项式趋势函数及其拟合结果与原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 

Tab·1 Linear and polynomial fitting functions for sand storm and sand-blowing  days as well as correlative 

coeffi cients between calculating  and original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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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54-- 1998年我 国沙尘暴与扬沙年发生 日数距平年际变化 

Fig．1 Yearly variation of sandstorm and sand—blowing days’anomaly from 1 954 to 1998 in China 

图中实线为沙尘暴(扬沙)年发生 日数距平 ，虚直线为线性趋势，虚曲线为多项式拟合 

由线性趋势(图 1虚直线)可以看 出，45 a沙尘 

暴和扬沙发生 日数总体呈下降趋势(沙尘暴 为 0．1 

d·a～，扬沙为 0．31 d·a )。沙尘暴和扬沙的 5 

阶多项式 (￡)与原序列 Y 之间的相关显著性水平 

都通过了 =O．01的显著性检验。沙尘暴和扬沙的 

拟合线(图 1虚曲线)的趋势基本相同，只是扬沙的 

变化幅度比较大。沙尘暴和扬沙都是从 1954年始 

呈下降趋势 ，到 1964年又有小幅度的上升，在 7O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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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又呈下降趋势，扬沙在 1997年开始又呈上升趋 

势，但依然是负距平。这个结论与文献 [1]、[2]指 

出的近 45 a我 国沙尘暴和扬沙 日数在 5O年代最 

多，之后呈下降趋势相一致。 

去掉长期趋势后的沙尘暴(扬沙)余序列 的 

变化与原序列 Y 的变化趋势十分一致 ，两者的相关 

系数达到 0．821(沙尘暴)和0．912(扬沙)。以下采 

用功率谱方法分析余序列的周期，由于 N=45，本文 

迫 

取最大后延相关长度 M =22来计算 各滞 后相关 函 

数 r( )， =l，2，⋯ ， 。由相关函数 ，利用功率谱计 

算公式 ，得到谱图(图2)。我们看到沙尘暴 日数(图 

2中 a)存在着6．7 a的周期及2．59 a和3．38 a的周 

期 ，并且 2．59 a和 3．38 a的周期都通过了 =0．1 

的显著性检验。扬沙 (2中 b)不存在显著性周期。 

由于资料长度的限制 ，对 22 a以上的长周期无法进 

行分析。 

K 值 K 值 

图2 1954-- 1998年沙尘暴与扬沙 日数功率谱 

Fig．2 Power chart 0f san~torm and sam —blowing days from 1954 to 1998 

3 沙尘暴、扬沙日数的年代际变化 

利用 1954--1998年我国沙尘暴和扬沙 日数距 

平序列，采用滑动 t检验分别对应得到 1963--1988 

年的沙尘暴和扬沙 日数距平的 t检验值(表 2)。在 

本文取 N=10，对 1954--1998年沙尘暴(扬沙)日数 

利用公式(4)进行计算，对应可得到 1964--1988年 

沙尘暴(扬沙)的跃变参数 _， 值。 

表 2 1963—1988年我国沙尘暴 (扬沙 )日数第二时段 

减去第一时段样本平均值的 t检验值 

Tab．2 t-te~ VaIues ot sample mo~ng averages 

f0r 10 years ot sandston~ and sand-blo~ ng 

days from l963 t0 1988 

年份 Ⅳl 沙尘暴 扬沙 年份 Ⅳ- 沙尘暴 扬沙 

l963 lO 5．419 2．801 l976 23 5．629 5．O48 

l964 l1 5．o34 2．613 l977 24 5．963 5．721 

1965 l2 4．910 2．702 l978 25 6．O52 6．2l6 

l966 l3 5．3O2 3．158 l979 26 6．148 6．706 

1967 l4 5．4．49 3．344 l980 27 6．306 7．369 

1968 l5 5．O69 3．233 1981 28 6．238 7．70l 

l969 l6 4．933 3．257 1982 29 6．290 8．O97 

1970 17 4．789 3．236 1983 3O 6．6lO 8．461 

197l l8 4．832 3．3l5 l984 3l 7．066 8．794 

l972 19 5．081 3．597 1985 32 7．172 8．793 

1973 20 5．335 3．982 l986 33 6．999 8．528 

1974 2l 5．45l 4．319 l987 34 6．8ll 8．336 

1975 22 5．467 4．64l 1988 35 6．6o8 8．O8l 

表 2为 1963--1988年我国沙尘暴(扬沙)日数 

第二时段减去第一时段样本平均值的 t检验值。由 

表 2可见，沙尘暴 日数 t检验 中，最大的 t值出现在 

1985年，并达到了 0．01的显著性水平。1985年沙 

尘暴的跃变参数 _， 值达到了 2．02，可见我国沙尘暴 

由多到少的跃变年为 1985年。扬沙最大的 t值 出 

现在 1984年 ，也超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 ，其跃变 

参数 _， 值为 2．09，在 1984年扬沙发生 了由多到少 

的跃变。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在 8O年代 

中期，我国的沙尘天气发生了突变 ，由相对偏多进人 

相对偏少期。 

为了比较近 45 a来沙尘暴和扬沙 日数不同年 

代的差异 ，表 3给出了沙尘暴和扬沙年平均 日数的 

年代际变化。从表 3可 以看 出，沙尘暴和扬沙年平 

均 日数都是在 5O年代最高 ，6O年代减少，之后 7O 

年代又有回升的趋势 ，到 8O年代又减少 ，9O年代最 

少。其中从 8O年代到 9O年代 的变化率最大，且为 

负值 ，这与上面分析的在 8O年代中期沙尘暴和扬沙 

日数出现了由多到少的突变是相一致的。 

4 讨论 

我国 自5O年代到 9O年代(截至 1998年)，沙尘 

天气发生 日数总的趋势是减少的，但其间也有起伏， 

如 7O年代沙尘天气发生 日数又略有增加 ，个别地区 

和站点的趋势与总的趋势相反 ，自50年代到 9O年 

代沙尘 天气 发生 日数 呈 上升 趋 势 J。2000年 和 

5  0  5  0  5  0  5  0  

2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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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沙尘暴和扬沙年平均 日数的年代际变化及相对变率 

Tab．3 Decadal change of sandstorm and sa nd—blowing days and their relative variability 

2001年沙尘天气发生 日数又突然增加 ，是不是一个 

沙尘多发性周期 的到来 ，目前还不清楚。我国北方 

地区强和特强沙尘暴的发生频数 自5O年代以来一 

直在增加 J，5O年代每年为 0．5次 ，6O年代每年为 

0．8次 ，7O年代每年为 1．3次 ，8O年代 每年 为 1．4 

次，9O年代每年为2．3次 ，2000年则为 l2次。沙尘 

天气发生 日数的减少和强与特强沙尘暴的发生频数 

的增加根源何在?现在仍没有一个明确 的答案 ，还 

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根据现有 的成果 ’ ，沙尘 

天气发生 日数减少的原因，就整体而言 ，可能由于近 

45 a来 ，北方广大地区冬季变暖，冬夏温差变小 ，以 

寒潮大风方式形成的风沙活动的天气 日数 (如大 

风、扬沙等天气现象)总体上呈现减小的趋势。中 

国科学院地学部对中国华北地区沙尘天气的成因分 

析中指出，近 40 a来 ，气象站的观测纪录表明，中国 

北方春季大风 日数的增减与沙尘 日数的增减是一致 

的 。 

强和特强沙尘暴发生频数增加的原因，一方面 

与 2O世纪 以来异常天气状况频繁出现、全球气候变 

化有一定联系；根据对气候资料的研究发现，灾害性 

天气有周期变短、频率加快的趋势。另一方面 ，强和 

特强沙尘暴的发生频数的增加可能与观测资料前疏 

后密 ，观测资料 的精度有所提高有关。还有一重要 

的方面就是，人类对土地的开垦所导致的沙漠化增 

加了沙尘暴的灾害强度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迄今为 

止沙漠化土地不仅面积广大，而且发展速率仍在加 

快。6o一7O年代为1 560 km ·a～，8O年代为2 100 

km ·a～，9O年代达到 2 460 km ·a [8】。沙尘暴 

发生的频次与同期我国沙漠化土地扩展的步伐是一 

致的。因此保护生态环境 、防治土地的荒漠化对于 

减少沙尘暴的发生及危害是十分必要的。 

变化的统计规律 ，可以有以下几点看法 ： 

(1)沙尘暴和扬沙 日数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 

沙尘暴 日数的变化存在着 6．7 a的周期及 2．59 a和 

3．38 a的周期 ，并且 2．59 a和 3．38 a的周期都通过 

了 =0．1的显著性检验 。扬沙不存在显著性周期。 

由于资料长度的限制 ，无法对 22 a以上的长周期进 

行分析。 

(2)沙尘暴和扬沙年平均 日数都是在 5O年代 

最高，6O年代减少 ，之后 7O年代又有回升的趋势 ， 

到 8O年代又减少，9O年代最少。其 中沙尘暴和扬 

沙 日数从 8O年代到 9O年代 的变化率最高 ，并分别 

在 1985年和 1984年发生了突变。 

(3)我国北方地区强和特强沙尘暴的发生频数 

从 5O年代到 9O年代呈上升趋势 ，并且频率加快 、间 

隔变短、强度增大是今后沙尘暴发生的趋势。保护 

生态环境 ，防止土地荒漠化，是我们 目前面临的紧要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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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of Sandstorm and Sand-blowing W eather Trend 

and Jump in China in Recent 45 Years 

DING Rui—qiang，W ANG Shi—gong，SHANG Ke—zheng，YANG De—bao，LI Jian—hong 

(Department ofAtmospheric Science，lxmzhou University，Lu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meteorological date from 334 stations in China during 1 954-- 1 998，the temporal and spa— 

ti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andstorm and sand．blowing weather are studied．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 

sandstorm  and sand—blowing weather had an obviously inter—annual change in recent 45 years．In total，the days of 

sandstorm and sand—blowing weather decreased with time in China．Both the minimum of the number of the days 

and the maximum of the relatively variational rate emerged in 1 990’S．(2)In the past 45 years，sandstorm had the 

oscillation period of 2～3 years．An obvious jump of the days of sandstorm and sand—blowing weather respectively 

occurred in 1985 and 1984．(3)There was an increasing trend of frequency of strong sandstorm from 1950’S to 

1 990’S，SO the harm  of sandstorm  and sand—blowing weather to our society also became seriously．It is very necessa— 

ry to protect environment and control desertification for decreasing the days and degree of sandstorm  and sand·-blo·- 

wing weather． 

Key words：sandstorm ；blowing—sand；t-test；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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