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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５０ａ来，西北地区气温呈显著的上升趋势，降水变化空间差异突出，西北地区整体暖干化
趋势明显，局部出现暖湿现象。气候变暖使冰川退缩，雪线上升，冻土消融，湿地退化，湖泊萎缩，河流

流量减少，水资源越来越短缺，出现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根据 ＩＰＣＣ预测结果分析，未来西北地区气
候变暖趋势会更加明显。从保护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完善气候变化综合监测系统以及开展重点区域

气候变化过程专项研究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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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地处北半球中纬度的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区是

一个不同于世界上其它干旱区的独特地带，在全球环

境系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气候、生态和环境

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科学家和政府关注的科学热

点［１－３］。西北干旱半干旱区不但是全球气候变化响

应最敏感的地带，也是生态环境变化最脆弱的地区，

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局地气候和全球气候也会产生重

大影响［４－５］。随着全球变暖，这一地区的水资源日益

短缺，天然植被退化，土地荒漠化，气象灾害增多，生

态环境不断恶化［６－７］。大量研究表明，虽然部分地区

出现了暖湿迹象［８－１０］，但总体干旱化趋势已经在中、

小时空尺度可以清楚地识别到［１１－１３］。但是，西北地

区干旱气候变化对全球变暖的响应机制还不清楚，西

北地区未来气候如何变化，对生态环境有何影响以及

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等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本文利用 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新疆、甘肃、青海、陕
西、宁夏５省区气象观测资料，分析气候、降水和干
燥度指数的变化趋势。利用国家气候中心提供的

ＩＰＣＣ第４次评估报告数值模拟结果，分析２０３０年
和２０５０年西北地区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利用实际
调查、文献报道等材料，综合分析气候变暖对西北地

区干旱环境的影响，并提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对

策建议。

１　西北地区气候变化的事实

１．１　气温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
近５０ａ来，西北地区气温变化表现为一致的增

温趋势（图１），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西北地区的区域年平
均气温每１０ａ升高了０．３３℃，其中，冬季升温更为
显著，达到每１０ａ０．４７℃。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该地区年均或季节的增温幅度，都要显著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１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８（１）：１－７ １



图１　西北地区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
气温变化率（单位：℃／１０ａ）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ｒｅｎｄ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６１ｔｏ２００８（Ｕｎｉｔ：℃／１０ａ）

１．２　降水变化空间差异突出
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西北地区降水量变化的空间差

异性十分突出（图２）。其中，新疆北部、祁连山区和
柴达木盆地等地区降水增加，甘肃河东地区、青海东

部、陕西、宁夏等地区明显减少。西北地区降水日数

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１５－１６］，夏、秋季１０ｍｍ以下降
水日数明显减少，２５ｍｍ以上降水日数尤其是暴雨
日数明显增加，表明强降水出现的概率增大。

图２　西北地区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
降水变化率（单位：ｍｍ／１０ａ）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６１ｔｏ２００８

１．３　西北地区整体暖干化趋势明显，局部出现暖湿
现象

近５０ａ来西北地区干燥指数的变化表明（图
３），西北中西部尽管降水是增加的，但干燥指数变

化不显著，而东部地区干燥度指数增加很显著，说明

西北中西部地区变湿不明显，而西北地区东部暖干

化趋势明显［１７］。近５０ａ来不同年代雨量线（图略）
对比分析发现，西北地区东部雨量线不断南撤，说明

半干旱区逐渐南扩［１８］。

图３　西北地区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
干燥指数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ｒｉｄ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６１ｔｏ２００８

干旱是西北地区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受

全球变暖的影响，近５０多ａ来西北地区干旱受灾面
积呈急剧扩张趋势（图４），旱灾造成的粮食减产不
断增加。尤其是进入１９９０年代以来重大干旱灾害
事件发生频率显现出快速增加之势，干旱对农业的

危害也在加大。

图４　１９６０～２００７年甘肃省干旱受灾面积变化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ｕｇｈｔ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ａｃｒｅａｇｅｉｎ

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ｏｍ１９６０ｔｏ２００７

２　西北地区未来气候变化趋势

基于ＩＰＣＣ第４次评估报告预估结果的分析显
示［１９］，到２０３０年我国西北地区年平均气温将升高

２

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８（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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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２．１℃，新疆大部和青藏高原中东部地区增温
幅度较大，大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增加幅度在８％
以下，其中柴达木盆地将比 １９９０年代偏多 ５％ ～
１９％左右。预计到２０５０年，西北地区各地气温依旧
呈现增温态势，增温幅度在１．９３～２．７７℃之间（图
５）；西北地区东部，包括甘肃天水、陇东，宁夏南部
和陕西关中等地，降水减少０．０１％ ～４．３４％，西北
地区中西部的降水呈现出增加趋势，其中新疆北部

的降水增加明显，将增加１０．０％～１９．１％（图６）。

图５　西北地区２０５０年年气温
距平预测（单位：℃）（Ａ１Ｂ情景）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ｉｎ２０５０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ｔ：℃）

图６　西北地区２０５０年年降水
变化预测（单位：％）（Ａ１Ｂ情景）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２０５０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ｔ：％）

３　气候暖干化对西北地区的影响

３．１　冰川退缩，雪线上升
据推算，西北地区冰川面积自“小冰期”以来减

少了２４．７％。其中１９６０年代以来，西北地区冰川
面积减少了１４００ｋｍ２。在过去４０ａ，天山冰川区约
有２２％的冰川体积渐渐消失。长江源区格拉丹东
冰川面积１９９２年以来减少了１６．５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２％。祁连山冰川大幅缩减，融水比２０世纪的７０年
代减少了大约１０亿ｍ３。据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
境与工程研究所估算［２０－２２］，１９５６年至今，河西内陆
河流域冰川面积和冰储量分别减少 １２．６％和 １１．
５％，冰川厚度减薄５～２０ｍ，雪线（平衡线）上升幅
度达１００～１４０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冰川
萎缩程度是１９５６年以来最剧烈的时段，冰川积雪的
“固体水库”作用消弱。

１９６１／１９６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冬季三江源区积雪
变化（图略）趋势反映出，尽管总体上呈增加趋势，

但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减少趋势十分显著（图７），这与
期间降水量减少、气温升高不无关系。

图７　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长江源区格拉丹东冰川面积变化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Ｇｅｌａｄａｎｄｏｎｇｇｌａｃｉｅｒａｃｒｅ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９９２ｔｏ２００８

利用１９９７年以来的 ＮＯＡＡ和 ＭＯＤＩＳ资料，对
整个祁连山区域冰川积雪面积的监测表明，积雪面

积呈多波形变化（图８）。
分析祁连山不同区域积雪面积变化（图８），发

现祁连山东段和中段积雪面积呈减少趋势，西段呈

增加趋势。其中，祁连山东段积雪面积 １９９９年最
大，面积约３６００ｋｍ２，１９９７年是近９ａ中面积最小
的年份，仅３９１ｋｍ２；中段积雪面积１９９９年最大，约
５０００ｋｍ２，２０００年最小，仅４０２ｋｍ２；西段积雪面积
相对中东段明显偏大，最大面积为２００２年的５８００
ｋｍ２，最小为２００１年的２５７ｋｍ２。平均而言，东段积
雪面积占总面积的 ２２％，中段为 ３５％，西段为
４３％。利用１９８８年和２００５年的 ＴＭ影像资料，也

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８（１）：１－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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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祁连山区域积雪面积的变化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ｓｎｏｗｃｏｖｅｒａｃｒｅａｇ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
Ｑｉｌｉａ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９９７ｔｏ２００６

证实了祁连山东段石羊河流域积雪面积的减少非常

明显。１９８８年祁连山东段石羊河流域积雪面积为
４３０．５ｋｍ２；到了 ２００５年，面积减少为 ３０５．０ｋｍ２。
与１９８８年相比，２００５年减少１２４．５ｋｍ２，约３０％左
右。

３．２　流量减少，水资源短缺
气温升高使西北地区各种水体（如河道、湖泊、

水库、沼泽）的蒸发量加大，农业灌溉用水、生态用

水及生活用水的用水量及比例亦增大，各地水资源

总量基本呈减少趋势。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干旱趋于严
重更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的双重影响，许多内陆河河道断流，尾闾湖泊面积缩

小，有的甚至干涸。

近５０ａ来，塔里木河进入干流的水量不断减
少［２３］。据统计，１９６０年代三源流（阿克苏河、叶尔
羌河、和田河）山区来水比多年均值偏少２．４亿ｍ３，
干流阿拉尔站年平均径流量为５１．８亿ｍ３。而１９９０
年代三源流山区来水比多年均值偏多１０．８亿 ｍ３，
但阿拉尔站年均径流量却减少到４２亿 ｍ３；干流下
游恰拉站的年均径流量从１９６０年代的１２．４亿 ｍ３

减少到１９９０年代的２．７亿ｍ３。１９７２年以来塔里木
河下游大西海子以下３６３ｋｍ的河道长期处于断流
状态。

黄河流域诸水系１９６０年代径流量最大，此后径
流量一直减小［２４］。黄河玛曲段１９８０年代平均年径
流为１６８亿 ｍ３，１９９０年代仅为 １２７亿 ｍ３，而 ２００２
更是达到历史最低点７２亿ｍ３。黄河上游径流量从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连续１５ａ为偏枯年。１９９７年黄河下
游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断流，利津站于２
月７日开始断流，截至９月２６日已断流９次，计１６９
ｄ。泾河１９６０年代年平均径流量１１．７亿 ｍ３，１９９０
年代５．９亿 ｍ３，比１９６０年代减少４９．４％。洮河径

流量１９９０年代比１９６０年代减少１４．７％，大夏河径
流量减少３１．６％。

近４０多ａ来甘肃省除黑河和疏勒河外大部分
河流径流量呈减少的趋势［２５－２６］，其中尤以甘肃省东

南部的嘉陵江水系和泾河、渭河水系减少最为明显。

由于１９９０年代干旱趋于严重，更加剧了甘肃省水资
源的紧缺。宁夏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出现
不同程度的干旱，尤其是春末夏初的干旱，造成水资

源短缺。

３．３　湖泊萎缩，湿地退化
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间，黄河源区的湖泊呈萎缩趋

势［２７］，其中鄂陵湖、扎陵湖作为外流湖，面积变化不

大，而星星海和其他湖泊随着水位的下降，已经和黄

河彻底断开，其中上、中、下星星海面积分别减少了

８．９７％、２３．８８％、２６．５８％。
根据青海省卫星遥感中心检测，１９９０年玛多县

共有６ｈｍ２以上湖泊４０５个，到了２０００年，减少到
２６１个，１０ａ间消失了１４４个。
３．４　冻土退化，土地沙漠化，生态恶化

对黄河源区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４年３个时段各
类湿地面积或斑块数变化情况进行遥感监测发现，

河流、湖泊、沼泽３类主要的湿地类型自１９９０年以
来一直呈减少趋势，其中湿地面积的减少以沼泽尤

为显著，其面积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间就减少了近２００
ｋｍ２，而斑块数则以湖泊的减少最为突出，１９９０～
２００４年的１５ａ间减少了４９块，平均每年减少３．２
块。

根据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监测［２８］，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的１２ａ间，玛曲县水体面积减小２８．
６％，湿地减少８．９％，植被面积减少２．７％，沙化土
地面积增加４０．６％。有“黄河之肾”美誉的黄河玛
曲段，水源涵养能力严重下降，近２０ａ来河流补给
量下降了１５％。

民勤县荒漠化土地已占到全县总面积的９５％，
已有０．６７万ｈｍ２耕地和３．９万ｈｍ２林地沙化，２６．３
万ｈｍ２草场退化，近０．３３万 ｈｍ２耕地因盐渍化而
弃耕。在绿洲外围，有１万 ｈｍ２的流沙、６９个风沙
口正昼夜不停地进犯，北部流沙仍以平均每年８～
１０ｍ的速度吞噬着绿洲，严重地段沙漠侵入速度达
１５～２０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的自生林和人工林
几乎全部枯死，沙地面积净增加３．３９万ｈｍ２。而遥
感监测表明［２９－３０］，在１９８７～２００３年，绿洲３个灌区
耕地面积净增加约４．７３万 ｈｍ２。由于过度开采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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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使绿洲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形成了２个大面积
的地下漏斗。

月牙泉形成距今约１２０００ａ。年均降水量在４０
ｍｍ左右，但蒸发量高达２４８０多 ｍｍ。在这种极端
干旱和强烈蒸发的气候条件下，月牙泉却能保持上

万年不干涸。１９６０年月牙泉水域面积为１．４９ｈｍ２，
最大水深７．５ｍ；１９８６年水域面积０．９ｈｍ２，最大水
深４．２ｍ；目前水域面积只有０．６ｈｍ２，最大水深仅１
ｍ左右。月牙泉的遭遇是整个大环境内生态恶化的
缩影，是敦煌盆地生态恶化的预警器。

３．５　土壤环境改变，粮食安全受影响
气候变化对土壤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已经显

现。气候变暖加快了多年冻土层融化以及土壤有机

碳矿化速率，引起一系列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反应

的变化；导致微生物对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加快，从而

加速了土壤养分的变化，可能造成土壤肥力下降；也

使得土壤水分蒸发加剧，带动了土壤盐分向上移

动，引起土壤盐分增加，导致土壤盐渍化（图９）。

图９　气温升高与土壤盐碱化的关系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ｄｓｏｉｌｓ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图１０　气温升高与小麦产量的关系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ｎｄｗｈｅａｔｙｉｅｌｄ

气候变暖对西北地区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有较

大影响［３１］。一方面，气候变暖导致气象灾害和农业

病虫害加重，对主要粮食作物生长不利，气候单产量

下降，这直接影响粮食安全。另一方面，气候变暖有

利于棉花、工业用玉米、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种植

面积的扩大，小麦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则相应减少，

这将导致粮食总产量的下降，最终影响粮食安全

（图１０）。
气候变暖也导致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减小，单位

农业产量耗水量增加，使喜温、高需水量作物的种植

面积迅速扩大，农业总耗水量增加，影响水资源安

全，并最终影响影响粮食生产安全。

４　气候变暖对柴达木盆地的影响

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柴达木盆地年平均气温每１０ａ
升温０．４４℃，是西北地区升温幅度较大的地区之
一。特别是１９９８年以来，当地升温趋势更加明显。
降水量东西差异明显，东部增加，西部减少。受升温

导致的冰雪融水增多、降水量显著增加的影响，柴达

木盆地主要内陆河径流量总体呈微弱增加趋势。

１９６１～２００８年巴音河年平均流量每１０ａ增加了０．
５６ｍ３／ｓ。当地地下水位监测结果表明，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以来，柴达木盆地地下水位总体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随着当地生态和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实施

步伐的加快，加之降水量增多，柴达木盆地草地生态

系统生产力、草地植被覆盖呈上升态势，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盆地内草地总面积每年增加近７００ｋｍ２。

气候暖湿化是在较长时间内出现的大范围的温

度升高、降水增多、湿润度增大、水资源增多、自然植

被变好等气候现象。从目前观测到的柴达木盆地气

候变化及其影响来看，虽然当地出现了较长时间范

围内的气温增高、降水量增加趋势，但对植被和湖泊

面积扩张、河流径流增加以及地下水位抬升等现象

的观测时间都比较短，因此，对柴达木盆地气候是否

将会持续出现暖湿化特征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

验证。

５　结论和讨论

西北地区整体呈暖干化趋势，仅局部出现暖湿

迹象。从近５０ａ气候变化事实来看，虽然降水量的
空间分布差异很大，而且有不少地方降水增加，但由

于气温持续升高，蒸发潜力加大，干燥度指数总体增

大，水资源日益短缺，天然植被退化，土地荒漠化加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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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干旱等气象灾害增多。就区域整体来看暖干化

趋势明显，仅局部如天山附近、柴达木盆地等区域水

资源和生态在短期有改善的趋势，表现出一些暖湿

化的迹象。

西北地区局部暖湿迹象未来是否会持续或扩大

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受全球变暖的影响，虽然西

北地区大部地区降水将会增加，似乎支持暖湿化持

续和区域扩大的说法。但是，考虑到未来经济社会

的发展方式、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以及气候模式的

模拟能力等方面的情况，未来西北地区气候变化趋

势的预估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暖湿迹象

未来是否会持续或扩大为大范围暖湿化趋势目前还

无法断定。

目前气候变化事实并不完全支持变暖与变湿之

间有必然联系。比如，乌鲁木齐和西宁在整个西北

地区升温最不明显，但这２个地方反而是降水增加
的中心。

局地生态环境改善还不能不完全归功于气候暖

湿化。很多其它因素对局地生态环境改善的贡献可

能更大，例如变暖引起的冰川和积雪消融增加，封山

禁牧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以及人工增雨的作用等。

６　对策建议

（１）重视西北地区生态和环境建设，继续加大
实施生态保护工程。许多地区的生态环境好转很大

程度归功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作用。所以，对于

近年来生态已经趋于好转的地区，要继续采取休养

生息等生态保护工程，减少和避免人为破坏，促进生

态系统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对于生态持续恶化

的地区，要加大退牧还草、防沙治沙、人工建植、生态

移民等一系列治理措施的力度，有效遏制生态退化

趋势，切不可等待气候暖湿来改变一切。

（２）加强西北地区人工增雨工作。针对西北地
区整体暖干化的趋势，人工增雨是比较有效的缓解

办法。西北地区天山、祁连山、三江源区等山区的空

中水汽资源相对丰富，仅有１５％左右形成降水，独
特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人工增雨（雪）的极佳地区。

西北地区山区全年云量较丰富，冬季人工增雪，可增

加山区冰雪蓄积，弥补增温引起的冰雪消融。即使

局部气候暖湿地区，也可充分利用暖湿化带来更有

利的人工增雨气候机遇。

（３）完善西北气候变化综合监测系统，开展西
北地区气候变化问题专项研究。目前许多问题等待

回答，例如监测资料的缺乏系统性，会影响分析结果

的可靠性；西北地区气候变化问题需要百年以上时

间尺度来深入分析研究，而目前给出的许多事实所

用的观测资料时间太短；需要弄清楚哪些变化是自

然波动作用，哪些变化是由全球变暖的影响造成的，

局部暖湿化是短期行为，还是长期趋势，局部暖湿未

来是否会扩大为整体暖湿，变暖与变湿存在怎样的

联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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