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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气象组织(WMO)于1990年与它

框架(GFCS)的结构、优先重点和治理工作  

的科学伙伴组织召开了第二次世界气候大

，以响应WMO与联合国系统共同于2009年

会，这次大会唤起了人们对气候的意识。

召开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所作的一致决

此后，1993年，世界气象组织一年一度的    定。通过对框架的开发，WMO致力于进一
《全球气候状况声明》创刊，这种报告一直

步改进其气候产品、信息和服务，为所有气

受到用户的欢迎，是当今科学界、媒体和广

候敏感的社会经济部门提供服务。

大公众公认的权威信息来源。本期《WMO
2010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是这一成功序
列报告中的最新一期。
2010年是特别值得注目的，全球地表
温度达到与1998年和2005年相同水平的记

2010年是WMO成立六十周年，在维也
纳举行的第一次国际气象大会的结果导致在
1873年建立了国际气象组织(IMO)，WMO
这个新组织从1950年3月23日起接管了IMO
的全球责任。

录值，这与过去50年中经历的变暖加速趋势
一致。2010年还标志着有记录以来这个最
暖十年的结束。在这十年中，一些地区变暖
十分明显，在北非和阿拉伯半岛、南亚和北
极地区尤为如此。

我谨代表本组织向所有与WMO合作，
并为这一重要出版物做出贡献的189个会员
的中心和国家气象水文部门表士感谢。与之
前几期一样，我谨强调指出您的反馈意见的
重要性。世界气象组织期待着您对《WMO

另外，在世界一些地区记录到大范围和
延伸的气候极值，造成了重大社会和经济影

2010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的意见，并欢
迎您提出建议，旨在使其进一步完善。

响。特别是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的洪水，以
及在俄罗斯联邦的夏季热浪等均属于这一年
中最显著的极端气候事件。
此外，2010年之所以特别，还在于一
个高级别专题组制定了关于全球气候服务

(M.雅罗)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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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球温度

的温度又比之前所有十年期的温度高，这与长期
变暖趋势相一致。

据 估 算 ， 全 球 平 均 温 度 比 1961–1990期
间14°C的年平均温度高0.53°C±0.09°C。这使

注：上述分析是基于分别由英国气象局的哈得莱中心和东安

2010年成为自可追溯到1880年有观测记录以来

格利亚大学(HadCRU)、美国国家气候资料中心(NCDC)以

位居2005 年的名义值(+0.52°C)和 1998年名义
标值(+ 0.51°C)之前，虽然这三个年份之间的差
别在统计上无显著意义，这是因为仅用数量有限
图1. 过去50年全球地表

的观测站点对地球陆面和海面温度进行取样，因
此存在主要与这一采样过程相关的各种不确定

插入图显示自1880年

性，而且还与在上述各站点之间估值的

以来全球地表温度的排

内插方式有关。来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

序。 条形的大小表示与

中心(ECMWF)的ERA-临时再分析资料

各年份相关的95%置信

表明2010年为全球第二个最暖的年份，

度区间。显示值为简单
加权的全年平均值。(出

与于2005年存在差异并在不确定性的上
下限范围之内。

处：英国气象局哈得莱

2001–2010年 的 十 年 也 是 创 纪 录

中心和英国东安格利亚

的最暖的十年。上述十年的平均温度比

大学的气候研究小组)

1961–1990年期间的平均值高0.46°C ，

䐓1961-1990ᒪᒩൽⲺٲᓜᐤ (°C)

温度最暖年份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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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NASA戈达德空间科学研究所(GISS)维持的三个独立的数
据集。

2010年对全球气候的主要大尺度影响
2010年一开始就遇到了在太平洋充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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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0.21°C。反之，1991–2000年十年

0.6

年的年全球温度距平

，根据哈得莱中心/CRU
(HadCRUT3)(黑线和灰
色区表示平均值和95%
不确定性区间)，并根
据 NOAA国家气候资料
中心(NCDC; 红色) 和
NASA戈达德空间研究所
(GISS; 蓝色)(出处：英

国气象局哈得莱中心和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
气候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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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之前的1991–2000年十年的平均温

图2. 从1850年到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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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厄尔尼诺事件。该事件在该年的头几个月迅速
消散。之后发生了快速转变，到8月拉尼娜条件

1991–2000

形成。通过某些测量发现，到2010年底拉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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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过程至少既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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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局哈得莱中心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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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3年以来的月最高值，而且6个月平均值达

温度数据集(出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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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强烈，南方涛动指数在该年9月和12月达到

，此处综合了三个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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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年代际全球平均陆
地—海洋表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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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也是上世纪五个最强事件之一。大气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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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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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娜的转变类似于1998年所发生的情况，该年

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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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个非常温暖的年份，但在2010年，厄尔
尼诺比1998年弱，而拉尼娜则比1998年强。

录到的极端值。南极涛动，也被称为南半球环状
模态，在全年大部分时间处于正模态，在7月和8

2010年下半年，热带东印度洋温度也显

月间达到自1989年以来的月最高值。

著高于平均值(印度洋偶极子负相位)，与之前
2007-2008年的拉尼娜事件形成对比，温度普

区域温度

遍低于平均值。北极涛动(AO)和北大西洋涛
动 ( NAO) 在 全 年 大 部 分 时 间 处 于 负 相 位 ， 在

就北半球和非洲而言，2010年是有记录以

2009/2010年北半球冬季尤为如此，根据大多数

来最暖的一年。对于六个次区域，即西非、撒

指标，该冬季达到有记录以来季节性AO/NAO的

哈拉/阿拉伯地区、地中海、南亚、中亚/西南亚

最大负值。它们在2010年后期回到一个强负相

和格陵兰/加拿大北极地区，也是有记录以来最

位，2010年12月的值只是略低于前一年冬季记

暖的一年，在一些地方创下了接近超过1度的记

90N

图4：2010年全球地表
和海表温度相对于1961-

60N

1990年的距平(℃)
(出处：英国气象局哈得

30N

莱中心和英国东安格利
亚大学气候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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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

暴雨引发了洪水和山体滑坡，
近62000人受灾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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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风、气旋和台风是相同天气现象的不同名称，这种现象伴随暴
雨和最大持续风速(中心附近)超过119公里/小时。这种天气现象
在不同区域按以下名称提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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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䴘઼⍚
38000Ӫ

✣⨹ޞᑜ≊ᰁ⍱ࣞ

≄⍫ࣘվҾᒣ൷٬
67њ仾᳤
34њ伃仾/ਠ仾/≄
22њ“བྷ”伃仾/ਠ仾/≄

飓风：西北太平洋、北太平洋中部和东部地区、加勒比海
和墨西哥湾；

•

台风：西北太平洋地区；

•

飓风：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地区；

•

强热带气旋：南太平洋西部地区和东南印度洋地区；

•

热带气旋：西南印度洋地区.

第
第

录。低于平均温度的陆地地区在空间范围上有

与拉尼娜发展有关的东太平洋海温低于平

限，最显著的地区包括西伯利亚西部和中部、澳

均值，但在其它大多数地区，则高于平均值。热

大利亚北部和中部、北欧部分地区、美国东南部

带大西洋尤其温暖，大部分地区经历了有记录以

以及中国东北部以北京为中心的地区。

来最高的海面温度。澳大利亚周边地区的海面温
度也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4

ᒤǄ

㣜ޠ
㠚1987ᒤԕᶕᴰߧⲴаᒤ઼ᴰߧⲴߜᆓ(2009ᒤ12ᴸ-2010ᒤ2ᴸ)˗
൘7ᴸ29ᰕࡋлҶ䈕ഭᓖ䇠ᖅ(37.2°C)ˈ䎵䗷Ҷ1941ᒤࡋлⲴ1.3°CⲴ䇠ᖅ˗
ᡀѪ㠚19ц㓚40ᒤԓᔰᴹ䇠ᖅԕᶕᴰ᳆Ⲵॱᒤ(2001-2010)Ǆ

״㖇ᯟ㚄䛖

6ᴸ㠣7ᴸᵏ䰤㾯䜘ൠ४ࠪ⧠儈˗㧛ᯟ、Ⲵᴰ儈ᓖ(38.2°C)ࡋл㓚ᖅ
(кањ䇠ᖅᱟ൘91ᒤࡽࡋлⲴ)˗ᶱ᳆Ⲵཙ≄࣐Ҷᰡᛵˈሬ㠤ࠪ⧠㠚1972
ᒤԕᶕᴰѕ䟽Ⲵᒢᰡ˗6ᴸ-8ᴸᱟ130ᒤԕᶕᴰ᳆ⲴᰦᵏǄ

㫉ਔ

ഭ

ԕᶕᴰߧ
˗㠚
ᴹഭᇦ
ᴰߧⲴ12

ᶕ
7

ࡇ

ཊ
≤Ǆ

൘2010ᒤࡽ4њᴸᓖվҾᒣ൷٬˗
1-4ᴸᒣ൷ᓖ∄ᒣ൷ᓖվ2–5°CǄ

ᐤสᯟඖ
ᕪᆓ仾䱽䴘൘䈕ഭᲞ䙽ᕅਁ
⢩བྷ⍚≤(7ᴸ)˗㠚1929
ᒤԕᶕᴰѕ䟽Ⲵ⍚≤ˈ
250зӪਇ⚮

ᰕᵜ
㠚1898ᒤᔰᴹഭᇦ㓚ᖅԕᶕ
ᴰ᳆Ⲵ༿ᆓ(6-8ᴸ)

ѝഭ
㠚1961ᒤԕᶕᴰ᳆Ⲵ༿ᆓ˗
ьই䜘ൠ४8ᴸ䱽䴘䟿ࡋл㓚ᖅˈ
䙐ᡀ⋣⍱ߣ๔ˈ൘䈕ൠ४ᕅਁҶ
10ᒤᶕᴰѕ䟽Ⲵ⍚≤Ǆ

ᐤสᯟඖ

5ᴸ26ᰕ൘㧛Әր䗮㖇䇠ᖅл53.5°CⲴ
䈕ഭᡰᴹᰦᵏᯠⲴᴰ儈ᓖ٬˗
㠚1942ᒤԕᶕӊ⍢ᴰ᳆Ⲵൠ४Ǆ
ঠᓖ
㠚1901ᒤᔰ
ᴹഭᇦ㓚ᖅԕᶕ
ᴰ✝ⲴᒤԭǄ

ᆏ࣐

✝ᑖ≄ Phet (5ᴸ)

✝ᑖ≄ Giri (10ᴸ)

ᯟ䟼ޠ

✝ᑖ≄- ◣བྷ࡙ӊൠ४
㠚20ц㓚60ᒤԓᔪ・ਟ䶐䇠ᖅԕᶕⲴㅜа⅑ˈ
ѻࡽ൘2ᴸԭᵏ䰤Ӿᵚᣕᴹ✝ᑖ≄ਁ⭏Ǆ

≄⍫ࣘ儈Ҿᒣ൷٬
4њ仾᳤ˈ2њ≄Ǆ

দᓜ⍁≊ᰁᆙ㢸

ᴰབྷ仾䙏˖65 km/h
᳤䴘઼⍚≤䙐ᡀ10Ӫї⭏˗
38000ӪᰐᇦਟᖂǄ

台风 Megi (10ᴸ)

ᴰབྷ仾䙏˖290 km/h
㠚2005ᒤԕᶕ⨳ޘᴰᕪⲴ✝ᑖ≄ˈҏᱟ㠚
1983ᒤԕᶕ㾯ेཚᒣ⌻ൠ४ᴰᕪⲴਠ仾Ǆ

ᴰབྷ仾䙏˖250 km/h
ቡ仾䙏઼仾᳤▞ൿ〻ᓖ㘼䀰ˈᱟ2010ᒤᴰާൿ࣋Ⲵ≄˗
ޣዋ
൘傜ᶕ㾯ӊ䙐ᡀ150ཊӪї⭏Ǆ
㠚1998ᒤԕᶕ1-5ᴸᵏ䰤
✝ᑖ≄ Laila (5ᴸ)
ᴰѕ䟽ⲴᒢᰡǄ
ᴰབྷ仾䙏˖120 km/h
20ᒤѝㅜањ5ᴸ仾᳤ᖡ૽Ҷঠᓖьই䜘ൠ४Ǆ

ᆓ仾䱽䴘઼✝ᑖ≄LailaⲴ䴘ᑖᕅਁҶ
50ᒤᶕᴰѕ䟽Ⲵ⍚≤(5ᴸ)Ǆ12ᴸᵏ䰤
㛟ቬӊ
Ⲵབྷ䟿䱽䴘઼⍚≤⇱ൿҶ8000ᓗտᡯᒦ֯
ࠐઘⲴ᳤䴘ᕅਁҶ 35зཊӪਇ⚮Ǆ
⍚≤઼⌕⸣⍱˗
ᡀѪ10ཊᒤᶕ
्দᓜ⍁≊ᰁᆙ㢸
ᴰѕ䟽Ⲵ⍚≤Ǆ

✝ᑖ仾᳤ Hubert
(3ᴸ)

ਠ仾⍫ࣘվҾᒣ൷٬
14њ仾᳤ˈ7њਠ仾Ǆ

ᴰབྷ仾䙏˖185 km/h
ᱟ15ᒤѝᖡ૽俆ቄⲴᴰᕪⲴਠ仾Ǆ

㠚1901ᒤᔰᴹഭᇦ
㓚ᖅԕᶕᴰ✝ⲴᒤԭǄ

ᴰབྷ仾䙏˖230 km/h
㔗2007ᒤ✝ᑖ≄Gunoѻਾ൘䱯՟⎧⭏ᡀⲴ
ㅜҼњᴰᕪⲴ仾᳤ˈᕅਁҶབྷ⍚≤઼ኡփ━එǄ

㾵्འᒩ⍁ਦ伄ᆙ㢸

ਠ仾 Kompasu (8ᴸ)

≄⍫ࣘվҾᒣ൷٬
11њ仾᳤ˈ5њ≄Ǆ

◣བྷ࡙ӊ
㠚2000ᒤԕᶕᴰ▞⒯Ⲵаᒤˈ㠚1900ᒤᔰᴹ䇠ᖅ
ԕᶕᴰ▞⒯Ⲵаᒤ˗൘◣བྷ࡙ӊޘഭ㓚ᖅѝᴰ▞⒯
Ⲵ᱕ᆓ˗ьे䜘ൠ४ഐ12ᴸԭࠐઘⲴ᳤䴘ᕅਁҶ
བྷ㤳ത⍚≤ˈ൘ᰶ༛ޠᐎ⍚≤ᴰѕ䟽ˈᦞ㻛ᴹ16
Ӫ↫ӑˈਖᴹ20зӪਇ⚮˗䘉Ӌᱟ㠚20ц㓚70ᒤԓ
ԕᶕᴰབྷⲴ⍚≤Ǆ

✝ᑖ≄ Edzani (1ᴸ)

ᴰབྷ仾䙏˖220 km/h
൘2010ᒤᵏ䰤ᖒᡀⲴᴰᕪⲴ
ഋњ≄ѻа

✝ᑖ≄Tomas (3ᴸ)

ᴰབྷ仾䙏˖215 km/h
㠚1972ᒤ൘ᯀ⍾ⲫ䱶Ⲵ≄Bebeԕᶕ
ᴰᕪⲴ✝ᑖ≄Ǆ

✝ᑖ≄ Ului (3ᴸ)

ᴰབྷ仾䙏˖260 km/h
൘24ሿᰦӾ✝ᑖ仾᳤࣐ᕪᡀѪᖃҾ
ᕪᓖѪ5㓗Ⲵ伃仾ˈо伃仾Wilma (བྷ㾯⌻)
аᒦᡀѪ࣐ᕪ䙏ᓖᴰᘛⲴ✝ᑖཙ≄㌫㔏Ǆ

འᒩ⍁✣ᑜ≊ᰁᆙ㢸

≄⍫ࣘվҾᒣ൷٬
11њ仾᳤ˈ5њ≄Ǆ

南极海冰面积

第8个最低的融化期间的海冰面积；自1979年开始有记录以来
第三个最大的年扩大期间的海冰面积。

非洲和阿拉伯半岛

度距平超过+1.5℃，在2月达到峰值+2.12℃；
之前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月距平是在1998年4月达

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和南亚，东至印度次

到+1.44℃。2010年所有12个月至少高于常年

大陆，2010年异常温暖。非洲平均温度高于长

0.7℃。尽管整个非洲的温度均远高于平均值，

期平均值1.29℃，打破之前0.35℃的记录。从

但在大陆北半部(延伸到阿拉伯半岛)，温度特别

2009年12月至2010年4月的五个月，大陆月温

异常，其中撒哈拉/阿拉伯地区较常年高2.22℃，

图5：2010年重大气候
异常和事件(出处：美

国NOAA国家气候资料
中心)

5

超过以前记录0.89℃，而且对于北极以外的任何

向强拉尼娜事件的转变，年底温度回落接近平均

次区域都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距平。地中海

值。

地区也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其中突尼斯平

2010年，亚洲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温

了以前的最暖年记录。

度高于平均值，除了西伯利亚西部和中部地区。
非洲的近期变暖特别强烈。2001-2010年十
年平均温度高于常年0.85℃，比以前任何十年的

年温度大多正常，非常炎热的夏季被这一年初期
和后期接近平均值的气候状况所部分抵消。

平均温度高0.49℃，自2003年以来，该大陆已

2010年夏季是有记录以来亚洲最炎热的

经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5个最热年份。在2003年
之前，东部非洲还从来没有一年比常年高1℃，
而现在已经连续八年达到这一阈值。

夏季，差点打破了之前1998年创下的纪录。中
国、日本和俄罗斯联邦都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
的夏季，其中俄罗斯联邦远东地区尤其温暖。

亚洲和太平洋

受全年大部分时间多雨条件的影响，澳大

非洲和阿拉伯半岛非常温暖的条件向北部

利亚经历了自2001年以来最冷的一年，内陆中

和东部扩展，直到南亚和中亚，向东延伸至印度

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温度低于平均值，但在热

次大陆。印度和土耳其遇到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带沿海地区，温度远高于平均值，北部一些地方

年份，在更广泛的南亚和西南亚/中亚地区也是

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2010年是新西

如此。

兰有记录以来的第五个最暖年，在南岛和奥克兰
周边地区温度创下当地纪录。

再往南，2010年是东南亚有记录以来的第
二个最暖年份，仅次于1998年。上半年该地区
温度高于常年1℃，但在这一年后期，随着从厄

过去一年，欧洲的气候状况差别很大。北

尔尼诺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的高温相关)

欧和西欧许多地区的温度低于平均值，至少自

图6. 相对于1961–1990
年(左)，2009年12
月–2010年2月和2010年
12月(右)欧洲温度距平
(°C)，(出处：WMO第

六区域协会(欧洲)区域

°C

°C
< –4
–4 – –3

气候监测中心。德国气
象局，德国)

–3 – –2

< –4
–4 – –3
–3 – –2
–2 – –1

–2 – –1 –1 – 0
–1 – 0 0 – 1
0 – 11 – 2
1 – 22 – 3
2 – 3
3 –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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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3 – 4
>4

1996年以来这一年被普遍认为是最冷的一年。

前的许多冬季出现的状况。许多相同地区当时在

挪威出现了自1985年以来最冷的年份，英国和

十二月份甚至曾出现过程度更强的温度距平。

爱尔兰出现了自1986年以来最冷年份，而其它
出现平均温度低于长期平均温度的国家(对这些
国家中的大多数，这是自1996年以来的第一次)
有瑞典、芬兰、荷兰、德国、法国、丹麦和拉脱
维亚。在标尺的另一端，东南欧许多地区年平均
温度比常年高1–3°C，土耳其出现了创记录的最
热年份，雅典出现了至少自1897年以来最热的
年份。北大西洋高纬度地区也出现较暖年份，挪
威斯瓦尔巴德的温度比常年高2.5°C，雷克雅未

欧洲大部分地区在2010年夏季异常炎热，
是该大陆有记录以来平均最热的一个夏季，以
0.62°C打破了之前2003年创下的纪录。最为极
端的状况是在俄罗斯联邦的西部地区，但是几乎
整个大陆的夏季温度高于平均值。七月份特别炎
热，打破了以往大陆记录几乎1°C，除英国、爱
尔兰和保加利亚部分地区外，几乎所有地区的温
度均高于常年至少1°C。

克的温度比常年高1.6°C，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
个最热年份。

北美洲和格陵兰岛

从阿尔卑斯往北的欧洲地区年初和年末均

北美洲北部地区是异常温暖的一年，特别

寒冷，缺少常年的冬季西风(与北大西洋涛动极

是北极地区。是加拿大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

端负相位有关)使大陆性冷空气在远至大陆的西

温度平均比1961–1990年的均值高3.0°C，冬季

部边缘得以形成。2009/2010年冬季最不寻常的

和春季都是该国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哈得逊湾北

状况是在位于欧洲最西部的爱尔兰和苏格兰均

部周围地区的年距平达到+5°C；巴芬岛伊奎特

出现了自1962/1963年以来最为寒冷的冬季。

的年均温度为−4.3°C，比以往记录高2.3°C。格

北欧和中欧许多其它地区出现了自1978/1979

陵兰岛的台站记录，除东北地区外，也表明这是

年、1986/1987年或1995/1996年以来最寒冷的

最暖的一年，伊卢利萨特的年距平为+4.9°C，

冬季，虽然状况仍远低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及之

努克的年距平为+4.0°C。整个加拿大格陵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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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相对于1961–

了不同寻常的热浪。最为极端的热浪中心位于俄

1990年，俄罗斯联邦

罗斯联邦的西部地区，峰值是从七月初延续到

2010年7月的温度距平

八月中旬，虽然从五月起温度远超过了平均值。

(°C)(出处：俄联邦水

莫斯科七月的平均温度高于常年7.6°C，成为该

文气象环境监测总局)

市最炎热的月份，超过记录2°C以上，类似距
平一直持续到八月下旬出现较凉状况为止。7月
29日温度达到38.2°C，创下了该市新的高温记
–4

–2

–0.1

0.1

2

4

6

°C

录，而且连续33天出现30°C以上的高温(相比之
下，2009年夏季没有一天的温度高于30°C)。仅

北极地区的温度超过常年2.99°C，超过以往记录
0.75°C。2001–2010年也是极暖的十年，年代际
温度比常年高1.39°C，比第二个最暖十年记录高
0.92°C。

在莫斯科，夏季极热天气导致约11000人死亡。
俄罗斯联邦欧洲中部部分地区夏季平均温度超过
常年5°C以上。与炎热相随的是破坏性林火，同
时严重的干旱，特别是伏尔加河地区的，造成大

再往南，美国大部分地区(北部边缘地区除

面积作物歉收。附近国家也受到影响。俄罗斯联

外)和中美洲温度相对接近平均值。美国东南部

邦、白俄罗斯和芬兰都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地区温度低于平均值，主要是因为冬季异常寒

温度。塞尔维亚的一些台站创下了高于20°C以

冷，佛罗里达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温度最低的一月

上夜晚数量最多的纪录。

至三月，之后出现了温度最低的十二月。整个美
国出现了自1984/1985年以来温度最低的冬季，
最南部地区从得克萨斯往东出现了有记录以来10
个最冷冬季中的一个。与这些寒冷状况伴随异常
大范围积雪，部分东部城市出现了特大季节降雪
量，华盛顿特区季节降雪总量创下了纪录。然
而，该国大部分地区夏季温度高于平均值，是有
记录以来第四个最热的夏季。

2010年初，亚洲南部地区出现过不同寻常
的季风前炎热天气，5月26日，莫亨佐达罗的温
度达到53.5°C，是巴基斯坦的全国记录，是亚
洲地区至少自1942年以来的最高温度。夏季期
间，极热天气有时还影响到北非、土耳其和阿拉
伯半岛，值得关注的高温值包括吉达(沙特阿拉
伯)的52.0°C、多哈的50.4°C、塔鲁丹特(摩洛
哥)的47.7°C、以及穆特(土耳其)的46.7°C。

南美洲
南美洲大陆北部温度大都高于平均值，
南部地区接近于平均值。在南美洲北部地
区，2010年温度仅次于1998年的温度，上半年
很温暖，之后从七月往后温度回落接近平均值。
南部地区年初和年末状况温暖，中间的冬季和初
春较寒冷；阿根廷北半部地区十二月尤为温暖。

2010年年初和年末，北欧和西欧大部分地
方出现了异常寒冷的天气。2月19日，霍瑟达哈德(俄罗斯联邦)的温度降至−57.0°C，是欧洲
有记录以来第二个最低温度。除俄罗斯联邦以
外，2009/2010年，欧洲冬季持续的寒冷状况比
个别极端事件更为不同寻常；例如，瑞典中部
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不间断0°C以下温度的最长周
期。

热浪与寒潮
极端寒冷天气在11月底再现北欧和西欧，
北半球夏季期间，欧亚大陆数个地区出现
8

并持续了整个12月份的大部分时间。在英格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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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350多年的观测中，这是第二个最寒冷的

析，2010年全球陆地平均降水是有记录以来最

12月份。挪威和瑞典部分地区的月平均温度比常

高的，比1961–1990年1033毫米的平均降水量

年低10°C以上；而北欧大部分地区的温度比常

多52毫米。以前降水最多的年份是1956年和

年低5°C以上。降雪给交通时常造成严重干扰，

2000年，也伴随着强的拉尼娜事件。

而冻雨在12月份的最后一周对莫斯科的交通也
是如此。北爱尔兰卡斯尔德格在12月23日创下
了-18.7°C的低温记录；而丹麦霍尔拜克在12月
22日的温度为-23°C，创下了该国1987年以来的
最低温度。

2010年亚洲和澳大利亚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多
雨的一年。这是澳大利亚有记录以来第二个最潮
湿的年份(比1961-1990年的平均降雨多52%)，
这与强的拉尼娜事件有关(在创记录的1974年也
出现一次强的拉尼娜事件)。印度尼西亚、日本

给北欧带来严寒的异常大气环流也使其它

和中国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远高于平均

地区(尤其是加拿大北极地区、格陵兰岛和欧洲

值。巴基斯坦的降雨量也很高，其季风降雨量创

最东南部地区)异常温暖。加拿大北部地区一些

下了该国有记录以来第四个最多的年份，而印度

台站12月份的平均温度比常年高14°C；而俄罗

西部地区也是多雨。

斯联邦的弗拉季卡夫卡兹地区12月6日的温度为
27.1°C，这比该国(2010年2月索契)冬季最高温
度记录还高3.3°C。

对中欧和东南欧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亚洲邻
近地区，2010年也是一个非常多雨的年份，部
分地区的降雨量超过常年50%或更高。匈牙利

降水

2010年的降雨量是1901年以来最多的一年，许
多地方的降雨量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其中包
根据美国国家气候资料中心(NCDC)的分

括布尔萨(土耳其)、诺维萨德(塞尔维亚)和摩尔
9

图9：2010年7月26-29日

部和西部地区以及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其中，卡

期间，巴基斯坦的降雨

塔赫纳在5-12月期间的降雨量达到2485毫米(比

量(毫米)(出处：巴基斯

常年多150%)，而且哥伦比亚许多中心的降雨量

坦气象局)

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记录。比平均降雨量偏多的
其它重要地区包括美国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加拿
大大平原地区和巴西东南部地区。
总体上，虽然2010年遭遇干旱的地区较
少，但也有些地区却遭受了严重旱灾。2010年
年降雨量远低于平均值的地区包括西北欧、阿根
廷和智利大部分地区，太平洋中部和东部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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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瓦的几个台站。与最近多年情况相反，伊比利
亚半岛大部地区也多雨。葡萄牙的降雨量是过去

世界上许多地方发生洪水

十年中最多的年份(比常年多20%)，而西班牙西
南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比常年高50%以上。

由于季风导致强降雨的影响，巴基斯坦遭
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洪灾。在以白沙瓦为中心的

2010年西非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高于平均

巴基斯坦北部广大地区四天的降雨总量超过300

值，包括萨赫勒地区。南美洲西北部及临近地区

毫米，这是造成7月26-29日洪水的主要原因。

的降雨量也远高于平均值，尤其是在哥伦比亚北

再往南的地区在8月2-8日期间还遭遇了一些其

图10：2010年澳大利亚
降雨量的十分位数；基
于格点资料并与19002010年相比计算的十分

䲃䴞ॷ࠼փ॰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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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出处：澳大利亚

气象局)

10

䎻䗽ᒩൽٲᖾཐ

8–9

䎻䗽ᒩൽٲ

4–7

ᒩൽٲ

2–3

քӄᒩൽٲ

1

քӄᒩൽٲᖾཐ
ᴶք䇦ᖋ

10

它暴雨，使得洪灾更加严重。洪灾使1500人丧

家。在贝宁，虽然降雨量本身大多没有破记录，

生，2000多万人流离失所，同时该国大片农田

但却引发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水灾，农业部门

被淹。就受灾人数而言，联合国将此次洪灾评为

损失惨重，公共服务受到严重干扰，包括通往医

近代史上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季风季节的总降

疗机构的道路被切断。2010年的前几个月中肯

雨量创下了巴基斯坦有记录以来第四个最高记

尼亚也发生了大洪水。

录，也是自1994年以来的最高值。
哥伦比亚反复出现的暴雨引发了持续的洪
印度西部夏季降雨也明显高于平均值，而

水，最严重的灾害发生在11月和12月，这被视

中国发生了自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灾，中国东

为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超过300人死

南部和东北部分地区受灾最重。中国东北地区的

亡，农业、建筑和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坏。委内

洪水还扩大到朝鲜半岛。这些洪灾很多直接或通

瑞拉和巴拿马也受到了影响，由于天气状况，巴

过泥石流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其中造成了甘肃

拿马运河于12月8-9日关闭，这是其历史上的第

省1700人死亡或失踪。10月份的大洪水也影响

一次。

了泰国和越南局部地区。然而，印度季风季降水
仅超过常年2%，而且印度东北和孟加拉的降水
远低于平均值，这是自1994年以来最干旱的季
风季节。

更多局地山洪在其它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和
多人丧生，其中包括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四月)，
马德拉(二月)，美国的阿肯色州(六月)，法国南
部(六月)和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十一月)。

2010年下半年，由于经常降暴雨造成了澳
大利亚东部多次发生洪涝。最严重的一次洪水于
12月最后一个星期发生在昆士兰中部和南部地
区，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11年初，造成几百栋
房屋被淹，农业生产、采矿和交通受到严重干
扰。罗克汉普顿、埃默拉尔德和班达伯格是受灾
最严重的地区。

亚马逊和其它地区的旱情
亚马逊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在2010年下半年
遭受了干旱的严重影响。巴西西北部七月至九
月罕见的干旱导致亚马逊河流域许多地方的河
流流量大幅减少，亚马逊河的一个重要支流，里

中欧和东南欧全年发生过几次洪涝。中欧

奥内格罗河的水位跌至创纪录的最低值。2010

在5月出现过几次大洪水，特别是德国东部、波

年初，加勒比群岛东部地区遭受干旱的严重影

兰和斯洛伐克。6月底在罗马尼亚、乌克兰和摩

响，2009年10月至2010年3月期间的降雨量大

尔多瓦发生了洪涝灾害，8月在德国、波兰和捷

部分属于有记录年份中最干旱的10%部分。南美

克共和国同样发生了洪灾。12月初，继 11月底

大陆的最北部也非常干燥，虽然其中许多地区在

在黑山以及波黑出现了连续3天100-200毫米的

这一年后期遭受了严重洪水，但委内瑞拉经历了

大范围降雨之后，东南欧再次出现大洪水，受灾

100年来最干旱的1– 3月，哥伦比亚和圭亚那也

最重的地区是在下游的塞尔维亚。德里纳河出现

受灾严重。

了历史最高洪峰。
在亚洲，中国西南部地区从2009年底到
西非萨赫勒地区夏季多雨的季风季节不时

2010年初经历了严重的干旱。云南和贵州两省

伴随洪水发生，贝宁和尼日尔是受灾最严重的国

从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中旬的降雨量创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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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记录，在此期间的总降雨量普遍比常年低

均85个相比，约减少20%，而飓风/台风数量也

30%至80%。干燥状况还伴随着高于平均温度和

远远低于44个的长期平均值。北大西洋地区是唯

多起森林火灾。上述地区的状况随着夏季的充足

一高于常年气旋活动的洋盆。

降雨而得到缓解。巴基斯坦也在2010年初季风
爆发之前的几个月经历了干旱。夏季降雨也消除
西欧地区不断发展的旱情，英国出现了自1929
年以来最干旱的1至6月。干燥的条件在暴露的沿
海地区特别明显，这些地区通常在西风气流条件
下出现强降水，而挪威西部遭受了有记录以来最
干旱的冬季。

在西北太平洋和东北太平洋这是一个格外
平静的季节。西北太平洋共出现了14个风暴(7
个台风)是自卫星时代以来的最低记录，而在东
北太平洋(8个风暴，3个飓风)平了之前的最低记
录。在这两种情况下，风暴数量只有大约长期平
均值的一半。北印度洋(4个风暴，2个气旋)和南
印度洋(11个风暴，5个气旋)活动也远低于平均

南亚其它一些地区，包括印度东北部，孟
加拉国、泰国和越南的局部分地区在主要的季风

值，而西南太平洋(11个风暴，5个气旋)接近平
均值。

季节相对干燥，尽管随后在十月泰国和越南遭受
了洪水袭击。虽然普遍高于平均值的降雨缓解了
澳大利亚许多地区的长期旱情，但西南地区则明
显例外，2010年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一

相比之下，在这个季节，大西洋却非常活
跃，19个风暴远高于10个的平均值，而且平了
自有记录以来的第三个最高总数值。其中，12个
达到了飓风强度，仅次于2005年(28个风暴，包

年。

括15个飓风)。然而，这一年没有风暴在美国大
东非地区2010年底的几个月中干旱状况有

陆登陆。

所发展，特别是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赤道地
区，该地区的不同地点在9月至12月期间的降水
量不足常年的一半。这对该地区的农业和水供应
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国东部的主要产粮地区的干
旱状况在2010年后期也得到了发展，北京以南
的六省从当年10月至次年1月的降雨量是自1961
年以来的第二个最低值。阿根廷和乌拉圭河床
地区(RiverPlate)在10月至12月的雨量低于常年
50%以上。

热带气旋

今年最强的四次气旋是艾德扎尼(一月，南
印度洋)，乌卢伊(三月，西南太平洋)，西莉亚(
六月，东北太平洋)和 鲇鱼(十月，西北太平洋)
。这四个气旋10分钟最大持续风速达到至少215
公里/小时(萨菲尔-辛普森等级中的第五级)。特
别引人注目的是今年最强的热带气旋鲇鱼，其最
大中心气压达885百帕，使其成为自2005年以来
全球最强气旋，也是自1984年以来西北太平洋
最强的气旋。它还是今年登陆时最强的气旋，当
它袭击菲律宾的吕宋岛时强度几乎达到峰值；虽
然农业损失非常严重，但对于如此强度的气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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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全球热带气旋活动创下了自现代

告的19人死亡不算严重。从大风和风暴潮的危害

卫星时代(从1970年至今)以来的最低记录。总

方面来看，今年最具破坏力的气旋是10月登陆缅

共发生了67个风暴，其中34个达到飓风/台风的

甸的吉里，它造成了至少150人死亡。许多其它

强度(持续风速达到120公里/小时或以上)。这个

气旋引起破坏性洪灾造成了相当大的生命损失，

数字打破了自1970年后在1976年和1977年观测

特别是中美洲的阿加莎、亚历克斯和马修，菲律

到的68个风暴的最低总数，与于1970-2009年平

宾的康森以及中国南部的凡那比。

十二月初以色列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图11. 2010年北半球

森林火灾，此次火灾发生在海法附件的卡梅尔山

海冰面积，与往年和

并造成超过40人死亡。随后是极端干燥和温暖的

1979-2000年平均值相

时期，8月到11月期间是海法地区记录的最干旱

比(出处：美国国家冰雪

的时期，也是有记录以来以色列最暖的时期。

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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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发生在南达科他州维维安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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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3月澳大利亚也出现了两次严重的雹灾，3月
6日发生在墨尔本的冰雹直径达到10厘米，而3
月22日出现在珀斯的冰雹直径为6厘米。从在冰

2010年其它极端天气事件

雹大小和影响来看，这两次冰雹都是各自地区有
记录以来最大雹灾，两个地区的损失都超过了10

2月底的一次严重的温带风暴(辛西亚)穿越
了西北欧，带来了大范围大风和风暴潮。超过60

亿美元。加拿大也经历了破坏力最大的雹灾，7
月12日发生在卡尔加里而其损失高达4亿美元。

人死亡，大部分是由于法国西部的风暴潮造成
的，拉罗切利的风暴朝高达1.5米。法国和德国
的保险损失超过了40亿美元，也给西班牙、比利

极地地区：北极夏季海冰最小面积为第三个最
低值

时、荷兰、瑞士和奥地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
法国比利牛斯山脉的皮克度米迪记录到的阵风风

北极海冰面积在2010年再次大大低于平均

速高达238公里/小时，在法国和瑞士的低地的风

值。北极海冰面积在9月19日达到最低值，为

速普遍达到120-140公里/小时。

460万km2，是继2007和2008年之后，有卫星记
图12. 臭氧洞季节过程
中南极臭氧洞表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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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以来第三个季节性最低值，比长期平均面积
672万km 缩小200多万km 。加拿大地区夏季冰
2

2

盖面积也是有记录以来最小的面积。8月5日发生
了自1962年以来最大的冰裂，大约251 km2冰体
从格陵兰西北部的彼得曼冰川上崩塌。
2010年秋季封冻也异常缓慢，2010年12月
平均冰盖面积(1200万km2)为有记录以来最低记
录，比2006年的记录缩小了27万km2。加拿大地
区的条件更为特殊，哈得逊湾直到2011年1月中
旬才完全封冻，比常年晚了一个多月。

南极臭氧
虽然与长期平均值相比较大，而且强度也
更大，但2010年南极臭氧洞的峰值与近些年相
比变化不大。
2010年日最大臭氧空洞在9月25日为2220
万km2。这比1979-2000年的平均值高360万
km2，但与2000年记录的近3000万km2相比低
800万km2。将整个时期(9月7日-10月13日)臭

根据格陵兰多个台站的观测结果，北极冰

氧空洞面积平均计算，2010年的臭氧空洞是自

盖面积的低值与北极大部分地区以及格陵兰/加

1979年有卫星记录以来的第12个最低值，并平

拿大北极区大大高于常年平均温度一致，使这些

了自1989年以来的第二个最小值。

地区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年份，年平均温度高
于常年3-5°C。

2010年日最小平均臭氧值在10月1日达到
118.00陶普生单位(DU)。这低于1979-2000年

相比之下，在2010年大部分时间，南极海

的125.4 DU的平均值，但位列自1979年以来的

冰面积总体略高于平均值，2月份最低月平均面

第11最高值，也是自1988年以来的第2个最高

积为316万km2，高于长期平均值22万km2。到年

值。记录的低点是在1994年，为73.00 DU。

底回落到接近平均值。南极地区的平均温度也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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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平均值。

利用再分析资料监测气候状况
Dick Dee和 Adrian Simmons，欧洲中期天
气预报中心

途根据多种不同方法完成。再分析的制作方密切
监测与所用观测相符的质量、同化模式预测这
些观测同化模式的能力以及根据资料同化程序对

在各类观测信息的基础上，再分析提供了
延伸时段连贯一致的全球大气多变量重建。重建
是采用基于模式的资料同化方法，类似于数值天
气预报采用的方法。再分析依靠预报模式传播空
间和时间信息，并对所作的估算施加物理意义上
的限制。因此，有可能如从卫星的温度和湿度观
测中提取有用的降雨信息，或根据当时的地面气
压观测资料推导二十世纪初全球环流的大尺度特

预测所作的调整。这些所谓分析增量代表观测
对再分析大气场的净影响。系统增量可能是由于
在观测、预报模式方面存在剩余偏差或二者兼而
有之。这些偏差能够在再分析中引起热、能和水
的人为的源和汇，从而影响这些物理量的全球收
支。例如，与观测系统变化有关的平均增量变化
会影响对源自再分析资料的基本气候变量趋势的
估算。

征。
自20世纪80年代首次制作以来，再分析资
料已广泛用于大气科学研究。再分析是一个快速
发展的领域；产品的更新换代促进了质量和多样
性，体现出近几十年来在模拟和资料同化领域取
得了重大进步。此外，新的再分析产品得益于观
测以及其它所需的输入数据集的改进，例如，海
面温度和海冰密集度观测的规范。这些都源于目
前在资料处理方面的努力、卫星机构及其它资料
提供方所完成的重新标定，以及以前尚未使用的
早期仪器资料的恢复和数字化。再分析的价值和
需求源于这些效益的累积及其在以全球格点便捷
提供的综合数据集中的体现。
再分析产品的质量评估通常是由用户按用

目前一些中心作为日常工作将其最新的再
分析延伸至近实时，并以短延时方式为用户提供
产品更新。延用没有变化的资料同化系统制作的
及时、综合的全球气候变量估值非常有助于气候
监测。然而，在提交年际气候变化评估之前，显
然有必要根据再分析资料评估各种不确定性。
任何已知变量趋势和变率估值的准确性取决于观
测限制的程度、取决于这种限制的时间和空间变
化，最终取决于所用模式和观测的不确定性。再
分析资料的估值必须与基于观测的独立估值对
比。这对于各种变量(如降水)尤为重要，这些变
量只是直接受同化观测的制约，因此关键是取决
于同化预报模式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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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其它背景信息
本出版物中采用的三个温度数据集分别是：
•

HadCRUT3数据集，由英国气象局哈得莱中心和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小组(CRU)开发
建立。

•

美国国家气候资料中心利用全球历史气候网(GHCN)地面温度资料制作的一个数据集以及
3b版延伸重建的海面温度(ERSST)数据集。

•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GISS)所作的GISTEMP分析。

在本出版物中，全球温度资料使用的是1961-1990年这一共同的基准期。

关于各数据集和数据的更多背景材料可登录各机构的网页：
哈得莱中心：www.hadobs.org
国家气候资料中心：www.ncdc.noaa.gov
戈达德空间研究所：data.giss.nasa.gov/gistemp/
本出版物中所用其它资料来源包括：
美国气候预测中心(厄尔尼诺/拉尼娜、北极涛动、北大西洋涛动)：www.cpc.ncep.noaa.gov
美国国家冰雪资料中心(海冰)：www.nsidc.org
澳大利亚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厄尔尼诺/拉尼娜、印度洋偶极)：www.bom.gov.au/climate
德国气象局全球降水气候中心：gpcc.dwd.de
WMO第六区域协会(欧洲)德国气象局区域气候监测中心：www.dwd.de
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小组(温度、降水、环流指数)：www.cru.uea.ac.uk
本出版物中所涉及地区是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中所确定的次区域。它们的界限可参见  
    IPCC报告中的各图：www.grida. no/climate/ipcc_tar/wg1/384.htm

关于更多信息，请联系：

世界气象组织
宣传与公共事务办公室
电话.: +41 (0) 22 730 83 14 – 传真: +41 (0) 22 730 80 27

7 bis, avenue de la Paix – P.O. Box 2300 – CH 1211 Geneva 2 – Switzerland
www.wm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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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 cpa@wmo.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