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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13年，世界各地的人们继续感受到气

近些年来，天气预报（包括风暴和灾害预

候变率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WMO关

报）的精细化程度已显著提高。2013年10月，

于2013年度气候状况声明》盘点了过去一年天

印度遭受了气旋“费林”相关事件的袭击，这是自

气与气候的全球和区域趋势，重点突出了2013

有现代记录以来强度位居第二的热带气旋。这些

年一些最显著的极端事件。

事件表明，改进后的预报与政府行动相结合，以

2013年的温度与2007年持平，并列成为自
1850年开始有全球记录以来的第六最暖年份。
虽然气候每年都在自然波动，但是可以明确看
出，地球目前正在经历总体变暖的趋势。自有

开展国家应变能力建设并提供避难场，并大大减
少生命损失。尽管如此，极端事件仍然能够造成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备
灾和早期预警系统，并采用多灾种方法降低灾害
风险。

记录以来14个最暖年份中有13个均出现在21世
纪，过去30年中的每一个10年都比之前的10年

本声明利用了顶尖研究机构和WMO会员的

偏暖，2001-2010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10

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提供的素材。为了尽可能确

年。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

保声明拥有最广泛的读者，本声明用WMO六种

估报告》强调的，这次稳定的变暖趋势是由于人

官方语言发布。然而，对于有兴趣了解更详细内

类活动产生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不断上升造成

容的读者，我还特别鼓励他们登录WMO网站查

的。

阅基础报告。
目前我们对人为气候变化有了更好的认

知，气候科学家们能够逐步确定大尺度气压和

.

温度分布型是如何影响天气的。其中了解得
最透彻的分布型是太平洋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ENSO）现象，该现象通过“遥相关”影响整个
世界天气型态。除了ENSO外，北大西洋涛动、
北极涛动、急流以及其它反复出现的型态通常也
可解释为什么天气状况与平均状况相比会多雨或
少雨，更暖或更凉、或者有更多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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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雅罗）
秘书长

序
本声明是根据WMO会员及其伙伴提供的

过各自网站提供了资料和气候报，并在必要时

2013年的资料集和信息撰写的，并在全球和区

调用这些信息。当对有关事实和数字产生质疑

域地理背景下作了评估。尽可能以恰当的方式与

时，WMO就相关的国家提供方进行了沟通，以

气候平均值和记录（历史背景）作了比较。

便在将其信息纳入本声明之前进行核实。区域的
划分是依据WMO的区域架构，具体如下：

全球气温的评估基于3个独立资料集，这
些资料集的维护机构分别是英国气象局的哈得

•

非洲（一区域）

莱中心和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气候研究小组

•

亚洲（二区域）

(HadCRU)；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NOAA)的

•

南美洲（三区域）

航天局（NASA）下属的戈达德空间科学研究所

•

中北美和加勒比地区（四区域）

（GISS）。HadCRU资料集可追溯到1850年，

•

西南太平洋（五区域）

而NCDC和GISS资料集可追溯到1880年（因此

•

欧洲（六区域）

国家气候资料中心（NCDC）；美国国家航空

将两个资料集合并）。为了进一步分析还使用了
其它资料集。

WMO气候系统监测使用的变量沿用了“全
球气候观测系统”确定的基本气候变量(ECV)。

本声明内容是由国际和区域气候研究机

已确定了大约50种可行的ECV。本声明囊括了

构、中心和计划的一些专家编写，并经过同行

利用ECV资料和产品检测到的全球气候状况和

评审，作为基础观测资料和气候信息的主要提

观测到的极端事件所作的评估，这些资料和产品

供者，全世界的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NMHS）

包括气温、降水、平流层臭氧和长生命期温室气

也参与其中。有50多个NMHS响应WMO的号召

体、积雪、冰盖和土壤湿度、海冰、海平面上

为本声明直接提供了素材。其它许多NMHS通

升、海表温度和海洋酸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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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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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13年全球地表温
度和海表温度距平(°C)，
相对于1961–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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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1990年)，出处：英
国气象局哈得莱中心及英

是气候系统自然变率的主要驱动因子。这两种

温度

条件在2013年均未出现。2013年是有记录以来

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
究小组(HadCRUT4)。(黑
线和灰色阴影区分别表示
平均值和95%的不确定性
区间）、NOAA国家气候资
料中心(红色)、NASA戈达
德空间研究所(蓝色)。(出
处：英国气象局哈得莱中
心、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
气候研究小组）

2013年和2007年并列成为自1850年开始

ENSO中性年份中第四最暖年份。自有记录以

全球记录以来第六个最暖年份。全球地表平均

来，14个最暖年份中有13个出现在21世纪，其

温度比1961-1990的平均温度高 0.50°C±0.10°C

中包括201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暖年份是2010

(0.90°F±0.18°F)，比2001-2010的平均温度高

年和2005年，其次是1998年。在2010年和1998

0.03°C(0.05°F)。而且，去年也暖于2011年和

年的前几个月盛行厄尔尼诺条件，而弱的厄尔尼

2012年，虽然这两年均明显处在拉尼娜变冷条

诺条件从2004年一直延伸到2005年上半年。

件下，但平均温度比平均值分别高出0.43°C和
WMO得到上述结论是利用了三个主要的全

0.46°C。

球温度资料集，它们由不同机构单独管理，并采
厄尔尼诺的变暖效应和拉尼娜的降温效应

用了不同方法。其它资料集也给出了类似但略有
不同的结果。例如日本气象厅单独开展了温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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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年份。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再分析资料显
示，2013年与1998年并列成为自1958年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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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最暖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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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月期间温度仅次于2006年，位居第二位，
这是造成高温距平的原因。2013年全球海表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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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最暖年份，比1961-1990年的平均温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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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C ±0.0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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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期北半球天气型主要受到北极涛
动的影响。这使欧洲大部、美国东南部、俄罗
斯西北部和日本部分地区的春季气温低于常年
均值。与此同时，北极地区连同非洲中部和北
部、地中海东部、俄罗斯南部以及中国大部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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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温度大幅高于常年均值。这种所谓的北极
暖、大陆冷的分布型态具有北极涛动负相位的特
征。2013年3月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大负相位向
的北极涛动现象。当年春末再次出现了类似的分
布型态，同时格陵兰岛上空出现高压、南部低
压，再次引起北极冷空气迅速涌向西欧和中欧。
在南半球，夏季极为温暖，澳大利亚部分
地区1月份温度距平达到了+5°C。冬季也出现了
异常暖的气候条件，新西兰经历了有记录以来

新高。由于南半球某些地区全年温度均持续偏

图4：1950-2013年期间

暖，所以澳大利亚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阿

1至12月全球地表和海表

根廷出现第二最热年份，新西兰是第三最热年

温度距平（相对于1961-

份。模拟试验结果表明，在受到人为气候变化影

1990年）；已发生的以中

响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夏季创记录高温的发生概率

等或强拉尼娜事件开始

增加了4倍（见第xx页及相关图）。

的年份用蓝色表示；已发
生的以中等或强 厄 尔尼

降雨和冰雪

最暖的冬季。在2013/2014年南半球夏季开始之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表示，2013年全球

初，南美洲某些地区非常炎热，十二月温度创了

降水与1961–1990年平均值（1,033毫米）持

诺事件开始的年份用红
色表示；其它年份用灰色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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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13年全球陆地区域

90N

年降水距平；1.0度格点雨
量，以毫米/月为单位 (相对

60N

于1951–2000年)。(出处：德
国气象局全球降水气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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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岛大部分、阿拉伯半岛南部、印度中部和
中国西部的降水超过常年均值。美国西部、加拿
大北部大部、赛尔维亚北部、澳大利亚内陆东部
的气候条件均比常年干燥。

北半球6月积雪减少速率快于北极最低海冰
面积的减少速率，该速率超过了气候模式的预
估，这进一步证实了北极冰冻圈对不断升高的气
温作出了快速响应。

过去几年来，北美冬季积雪的差异较
大。2012/2013年冬季期间的积雪面积比1981-

土壤湿度是监测气候系统的一个重要变

2010年的平均值大50万平方公里，成为1966年

量，因为它对地表与大气之间水和能量的交换有

开始记录来北美第四最大冬季积雪面积。春季北

很大影响。水文气象事件带来非常潮湿的土壤条

美积雪面积超过平均面积83万平方公里，位居

件是显而易见的，并对包括俄罗斯东部地区、中

1997年以来北美洲第10大春季积雪面积。

国东北部、印度、菲律宾和中欧在内的许多地区
发生的洪水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年土壤湿度异

同期欧亚大陆的积雪面积比1981–2010年
的平均值超出171万平方公里，是该地区自有记

常显示南半球的干旱状况，其中澳大利亚、南美
和非洲南部在上半年都经历了严重干旱。

录以来第三大冬季积雪面积以及2003年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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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冬季积雪面积。但是欧亚大陆的春季积雪显

3月 15日 北 极 海 冰 范 围 达 到 了 年 最 高 值

著退缩，比多年平均值小了43万平方公里，是有

1513万平方公里。这比1981-2010年平均值还

记录以来该季节第四最小积雪面积。5月，欧亚

低约50万平方公里，使其成为1979年有卫星记

大陆积雪急剧下降到730万平方公里，创造了该

录以来最大海冰范围的第六低值。在2012/2013

年 增 长 季 ， 北 极 海 冰 范 围 增 长 了 1172万 平 方
公里，这是最大的季节性增长记录；这是因为

16

2012年9月出现了海冰范围的最小记录。3月北

14

降。
评估北极海冰状况的另一种方法是估算冰
龄，因为一年期的冰最薄，也最容易融化。四
年或以上的冰从1984年3月占冰量18%下降至

㤹പδⲴнᒩᯯޢ䠂ε

极最大海冰范围以每十年2.6％的平均速率下

2012年3月的2%。2013年微升至3%。1984年
了2013年3月在峰值时一年期冰占总积冰量的

18%，使其成为年度最低记录第六低值。所有七
个有卫星记录以来的最低北极海冰范围都发生在
过去的七年中，从2007年开始。9月北极海冰范
围以每十年13.7%的平均速率下降。总最低海冰
量包括测量冰范围和模式模拟的冰厚度，2013
年高于2010、2011和2012年，但低于2007年，

8
6

2

78%。

低于1981-2010平均最低值510万平方公里或

10

2013
2012
1981–2010平均值

4

3月，56%的积冰是由一年期冰组成的，而到

9月13日北极海冰覆冰量达到了年最低值，

12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ᴾ

2013年相比创纪录的2012年，格陵兰冰

图 6：2013 年 北 极 海 冰

盖表面融化少得多。海冰融化于7月下旬达到顶

范围，分别与2012年和

峰，卫星检测到超过44%的表面融化。这正好与

1981–2010年时期均值

格陵兰西南部的升温记录相一致（7月30日，马

相比。 （出处：美国国家

你伊特索克的温度达到25.9°C，这是格陵兰的最

冰雪资料中心）

高温度记录）。过去十年间，海冰盖的融化和格
陵兰冰盖物质的损失已加快。

也大大低于1979-2012年的平均水平。

海洋
2月标志着2013年南极海冰融化季节的结
束。海冰年最低面积于2月20日达到368万平方

海洋作为气候系统的一种有效缓冲液，吸

公里。这是第二大南极年最小海冰面积。此外，

收和存储大量来自大气的过多碳和热量。自工

南极海冰连续第二年达到最高纪录。10月1日，

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向大气释放的大量二氧化

为1957万平方公里，比1981-2010年平均值高

碳（CO2）中大约四分之一被海洋吸收。吸收的

2.7%。

CO2形成了弱碳酸，从而导致海洋酸化。因此，
海洋的pH值下降了0.11，这相当于酸度增加了

9月南极海冰面积以每十年10%的平均速率
增长。科学家认为过去三十年大气环流的变化（

约30%。海洋酸化已经伤害了珊瑚、贝类和其它
海洋生物。

即环绕南极的盛行风减弱）可能是其中一个因
素。海冰面积增加也许与不断变化的海洋环流以

虽然近年来海表气温的上升速率有所放

及南大洋表面淡水积聚有关，这是由于降水增加

缓，但热量仍然留在地球系统中，大都是海洋

以及陆地冰架融化所致。

增加的热含量。1971至2010年间，存在于地球

7

洋流、陆地运动和海洋变暖的局地变化。自过去
半个世纪以来在菲律宾附近的太平洋区域观测到

60°N

了最高海平面上升速率。这是菲律宾群岛遭遇巨

30°

大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台风“海燕”于11月袭击

EQ

了菲律宾并造成了大规模风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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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陆经历了炎热的一年，2013年仅次
于2010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温暖年份。3月
4日南非菲乌尔德勒夫的温度飙升至47.3°C，这

图7：2003–2012年海平

系统中约93%的过多能量被海洋吸收。从1980

是非洲3月器测以来最高的温度。在西非，3月6

面趋势。 （出处：澳大

至2000年，海洋获得了约50泽焦耳（1021焦

日，在加纳的纳夫龙戈温度达到了43.0°C，这是

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

耳）热量。从2000年到2013年，增长了大约三

加纳器测以来最高的温度。肯尼亚也打破了几项

究组织（CSIRO）海洋研

倍量。2000年之前，大部分热量都存储在海面

温度记录。突尼斯春季和冬季的温度分别高于平

究分部）

和700米深度之间。此后，大部分热量都存储在

均值2.2°C和4.0°C，这一年成为自1950年以来

700米至2000米的深度。该区域吸收量增加的原

10个最暖年份之一。

因可能是由于热带太平洋大气和海洋环流型态发
生变化以及与大尺度气候型（ENSO与太平洋年
代际涛动）的相互作用。

马里北部和阿尔及利亚的邻近地区出现了
高于平均值的降水。而沿着几内亚湾，从科特迪
瓦到尼日利亚以及加纳、贝宁和多哥的最南端地

在全球，自二十世纪初海平面上升了19厘

区的降水反而低于平均值。

米以来，海平面上升主要是因为海洋热膨胀以
及冰川和冰盖融化。自1993年器测开始以来，
海平面每年约上升2.9至3.2毫米（基于两个独
立 的 估 值 ， 每 个 估 值 的 不 确 定 性 为 每 年 ±0.4
毫米），每年的变化不同。该区间包括观测到的
2001-2010这十年每年上升约3毫米的速率，大
倍。
初步分析表明，全球平均海平面在三月创
下了新高。全球一些地区正经历更大的海平面上
升（一些地区甚至面临海平面下降），这是由于

8

洪水袭击了莫桑比克南部的绍奎镇，妇女在
Chaquelane安置营取水。

AGNIESZKA FLAK / REUTERS

约是观测到的20世纪每年上升1.6毫米趋势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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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图中给出了2013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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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近30年低季节降雨以及连续第二

知县四万十市于8月12日出现了全国最高温度记

年无雨之后，安哥拉和纳米比亚遭遇过去30年

录41°C。在3月和4日，中国香港打破了多个日

来最严重的旱灾之一。据估算，安哥拉南部150

最高温度记录，一些地方的温度超过了40°C。

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纳米比亚近80万人也是如
此。从5月到9月历史性干旱条件也影响了留尼汪

这一年是自1961年有全国纪录以来中国第
四最暖年份。7月到8月间，中国南部发生了自

岛。

1951年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温度超过了40°C。
在莫桑比克，1月发生的严重洪水造成至少

该地区还经历了严重的干旱条件，大约7800万

113人死亡，18.5万人被迫撤离。3月到4月间强

人和80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直接经济损失估计

降雨引发了洪水，破坏庄稼并导致整个索马里南

为77亿美元。

部和肯尼亚东部部分地区数千人流离失所。8月
苏丹也发生了强降雨，造成了严重破坏，76人死
亡，50万人受灾。马里的巴马科和摩洛哥的马拉
喀什也受到洪水影响。

5月22日，印度那格浦尔创下了有史以来最
高温度记录，为47.9°C，同时阿姆利则在5月23
日和24日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高温度48.0°C。
超过2700人死于高温。亚洲西南部季风降雨是

亚洲

该国平均水平的106%，但存在地区差异。在印
度全境季风提前开始，给印度 - 尼泊尔边境地区

亚洲许多地区的夏天都极其炎热。以日本

带来了过去半个世纪最严重的洪灾和破坏。印度

为例，这一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其中高

西北部6月的雨量超过平均值近一倍；导致成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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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美国阿拉斯加

遇到自1962年以来最冷的三月份和自
1996年以来最冷的五月份；总体而言，
成为自1962年以来最冷的春季； 3月
22–24日北部地区出现20厘米或以上厚
度的降雪；成为自1979年以来该地区
冬末最大的降雪事件

气候条件潮湿，成为该州
96年记录中最潮湿的年份

加拿大

6月19日的大暴雨引发了多处洪水，阿尔伯塔省南部
部分地区蒙受的损失高达几十亿加元；成为加拿大
付出代价最高的自然灾害

加拿大东部

美国

格陵兰
在马尼伊特索科观测到格陵兰最高气温记录
7月30日的气温高达25.9°C

法国

12月21东部发生大风暴，造成航班
延误和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

东南部和中部地区的旱情有所缓解， 但西
部地区旱情加重；成为加利福尼亚州最干
旱的年份并成为俄勒冈州有记录以来第四
最暖年份

温带风暴

自1950年以来五月份最
英格兰东南部整个地区大范围阵风，风速 高温度降至最低水平，
高达111–129千米/小时，成为自2002年 2013年位居第二
以来该地区最强的秋季风暴

西班牙
热带风暴尚塔尔
7月7–10日

东北太平洋飓风季节

最大风速 – 100千米/小时成为有记
录以来（1966–2013年）所观测到
的大西洋流域热带纵深海域（20°N
以南）移动速度最快的热大气旋

季风活动超出平均值：
20个风暴、9个飓风

墨西哥

马里

大西洋飓风季节

自1958年以来首次有两个热带风暴系统，即飓风“曼纽尔”(Manuel)
（东北太平洋）和“英格丽德”（Ingrid）（北大西洋）于9月15日几
乎同时登陆。大量降雨引发了洪水和山体滑坡。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ENSO)

三月份月平均降水增加了三倍多；
成为1947年开始有观测记录以来降
水最多的三月
8月9-12日期间，基达尔和塞古两地的
暴雨引发了洪水；8月28日巴马科大
暴雨引发了山洪

飓风活动接近平均值：
13个风暴，2个飓风
自1994年以来该流域首次没有出现大
飓风；自1982年以来飓风数量最少的
一年

巴西

2013年初巴西东北部一些地区降雨
量低于平均值，而有些地方遇到过去
50年以来最严重的旱情

全年维持中性的ENSO条件。

加纳

3月6日，纳夫龙戈的气温
高达43.0°C；创下了该国
任何月份观测到的最高温
度记录

非洲南部
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安哥拉全
年普遍降雨不足，造成30年来最
严重旱灾之一

巴西

热带气旋最大风速图例
(km/h)
63–118
119–153
154–177
178–209
210–249
>249

图9.2013年重大气候异常和时间
（出处：美国NOAA国家气候资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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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12月中旬期间北部和中部地区发生持续热
浪天气，在几个地点观测到12月份最高、
最低和平均温度新记录；全年温度升高，
使2013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最暖年份，
仅次于2012年最高记录

12月间，东南部各州部分地区出现
暴雨，引发了洪水和山体滑坡；在
许多州创下了月降雨记录；艾莫雷
斯市降雨量超过12月份平均降雨量
400%；暴雨导致45人死亡。

全球热带气旋活动
热带气旋活动接近平均值：94个风暴，
41个飓风/台风/气旋

挪威

中国和俄罗斯联邦

自1900年的国家记录以来第
二最湿润的12月，仅次于
1975年

俄罗斯东部及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在8月出现大雨；
在中国，8月16日，南口前镇总计单日降水量占
其年均降水量的一半；在俄罗斯，有140多个城
镇遭受到12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

俄罗斯联邦
自1891年的国家记录以来最暖的11月和12月；总体上，是该国有记录
以来第六最暖年份

中欧

极端降水导致多瑙河及易北河流域出
现了至少自1950年以来强度最大和
范围最广的洪水

韩国和日本
中东
在12月中旬，叙
利亚西部、约旦和
以色列出现罕见的
伊朗
暴风雪
在戈尔韦和哈马丹，8
月-9月出现了中度到极
端干旱

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夏季（6月-8月）；8
月12日，高知县温度达到41˚C，创下
日本新的国家日最高温度

中国

7月-8月，南方地区出现最严重的热浪之
一；300多个台站记录的日最高温度超过
40°C，高温造成40多人死亡

高于平均活动：
31个风暴、13个台风；自
2004年以来最活跃的季节

台风“天兔”
9月16–24日

苏丹

8月1-4日，苏丹大部分地区
出现大雨，引发严重洪水

西北太平洋台风季节

最大风速 – 260 km/h
9月21日在菲律宾北部登陆，给该地区农业造成严重破坏，
引发洪水和滑坡，造成了30人死亡

气旋“费林”
10月4–14日

最大风速– 260 km/h
自1999年奥迪沙超级气旋以来
在北印度洋洋盆的最强风暴

台风“海燕”
11月3–11日

最大风速– 315 km/h
有记录以来在任何流域登陆的最强热带气
旋；也是有记录以来菲律宾最致命的台风，
造成6200多人死亡

北印度洋气旋季节
低于平均活动：
5个风暴、3个气旋

澳大利亚气旋季节
热带风暴“哈鲁纳”
2月19日–3月1日

低于平均活动：
10个风暴、4个气旋

最大风速– 164 km/h
2月22日在马达加斯加登陆，并在莫
桑比克海峡徘徊了7天

澳大利亚
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年份；最暖的12月
-2月、第三最暖的6月-8月和最暖的9月
-11月，促成总体创纪录的温暖

西南太平洋气旋季节
明显低于平均活动：
5个风暴、4个气旋

西南印度洋气旋季节
南非

3月4日菲乌尔德勒夫的温度达到
47.3°C；非洲各地所记录的最热
的3月温度

接近平均活动：
10个风暴、7个气旋

新西兰
自1909年的国家记录以来第三最暖
年份；也是第四最暖的7月和最暖的8
月，导致最暖的6月-8月（冬季）

南极海冰面积
在融化季节南极第二大最小海冰面积；
在增长季节，自1979年的记录以来最大海冰面积

热带气旋分类
飓风、气旋和台风是同一种天气现象的不同表达方式，这种天气现象伴随着暴雨和最大持续风速（近中心）超过119公里/小时。
根据不同的区域这类天气现象被称为：
•

飓风：北大西洋西部、北太平洋中部和东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

•

台风：北太平洋西部；

•

气旋：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

•

强热带气旋：南太平洋西部和西南印度洋；

•

热带气旋：西南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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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
南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以高温为主，
除了巴西南部以及南美洲中北部和西部地区的
一些有限地区的温度接近于低于平均温度的水
平。10-12月暖期（包括在1961年有记录以来最
热的12月）使这一年成为自1961年有记录以来
MOHSIN RAZA / REUTERS

阿根廷第二最暖年份，仅次于2012年的高温记
录。12月，自1987年以来最强的热浪袭击了阿
根廷中部和北部。
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合尔，天气极其炎热一个
男孩跳进运河里和其他人一起避暑。

巴西东北部遭遇了5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这是继2001-2010十年之后的一次旱情，此时亚
马逊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久旱。南美洲的

千人死亡，更多人失踪。
巴基斯坦出现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热浪，

核心季风区-巴西高原出现了自1979年有记录以
来最严重的少雨情况；损失超过80亿美元。

拉尔卡纳的温度达到了51°C，这是自1998年以
来该市5月最高温度。棉花作物和稻田遭到破

4月2日，阿根廷拉普拉塔短短三小时内的
降雨量达到了300毫米。倾盆大雨引发了山洪，

坏，100多人死亡。8月大部分时间，由于季风
强降雨，旁遮普省和信德省被洪灾。洪水淹没
了近20万平方公里区域，造成约250人死亡，近
150万人口受灾。
2012/2013年冬季间，东亚北部遇到寒冷

10N

EQ

期，这与北极涛动负相位条件和东西伯利亚周围
的阻塞型态相关。西伯利亚大部低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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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

2°C−3°C，该冬季成为二十一世纪最冷的冬季之
一。

20S

从7月底至8月中旬，位于中国与俄罗斯联
邦边界的阿穆尔河附近出现了特大暴雨。中国东
图10：2012年9月至2013

北地区的松花江、辽河流域发生了自1998年以

年5月季风活跃期南美降水

来最严重的洪灾。俄罗斯东部也发生了大规模洪

距平。
（出处：美国NOAA

水。12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致使140多个乡镇受

气候预测中心及巴西国家

灾。

30S

40S

50S

气象局的天气与气候预报
60S
80W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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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W

40W

导致50多人死亡，这是阿根廷历史上最严重的天

及阿尔伯塔南部广大地区，10万人被迫撤离家

气灾害之一。12月间巴西许多州在也遭遇了极端

园，并造成了近60亿美元的损失。2013年美国

强降雨，其中至少有7个城市创下了新的降水记

本土的降水大于平均值，在地理分布上有些变

录。在巴西东南部，艾莫雷斯市一个月内的降雨

化。密歇根和北达科他两个州出现了创纪录的湿

量超过了平均降雨量的4倍。

润条件。阿拉斯加观测到其有记录以来第三湿润
和过去50年来最湿润的年份。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2012年和2013年初的大旱在美国大部分地

2013年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都高于平

区出现好转，此次大旱涵盖了美国中部广大地

均值，但总体上比2012年更为温和。在加拿大

区。到2013年底，美国约31%的地区还在遭受

和美国，冬季温度高于平均值，而美国本土的春

干旱，而年初时的比例为61%。加利福尼亚出现

季是自1996年以来最冷的春季。美国在夏季期

了自1895年的记录以来最干燥的年份；旧金山

间的温度回弹，温暖持续到九月份。阿拉斯加的

的降雨量仅为自1947年的当地记录以来年均降

夏季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暖，10-12月为该州同

雨量的16%。极热条件，加上强风和干旱，促使

期有记录以来第六暖。墨西哥出现了创纪录的暖

科罗拉多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山火。

7月和8月以及暖秋。

美国本土遭受几次季末冬季风暴袭击。四

在加拿大，2013年是有记录以来第13最干

月，北达科他州的俾斯麦降雪量为44厘米，创下

燥年份。但在6月，倾盆大雨淹了卡尔加里市以

新的历日纪录。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和南达科他州

S

Drought not analyzed
in shad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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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国家水利委员会和墨
西哥国家气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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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皮德城都出现了其各自有记录以来最大降雪月

份，昆士兰东部沿海许多地区以及新南威尔士北

份，分别为129 厘米和109 厘米。俄克拉荷马州

部，热带低压造成了大洪水。在昆士兰，洪水达

埃尔里诺遭受极强龙卷风的侵袭：4.3 公里宽，

到创纪录高度，致使五人丧生，8000居民被迫

它是美国所观测到的最宽龙卷风。

疏散。

在加勒比地区，瓜德罗普群岛在1-3月期间

新西兰出现了其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冬季，

出现了强烈干旱条件，雨水缺乏造成甘蔗和香

也是其自1909年的国家记录以来总体第三暖的

蕉作物损失。4月，马提尼克岛出现了特大强降

年份。新西兰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了其有记录以

雨。

来最干燥的年份，遭受了干旱，而其它地区则出
现了接近记录高位的年度降雨量。

西南太平洋
自2012年末以来的较常年偏干的天气条件
在澳大利亚，2013年是自1910年的国家

导致马绍尔群岛北部出现了严重干旱条件。这造

记录以来最暖的年份，比平均温度高1.20°C，

成了严重的饮用水短缺、粮食作物受损以及国

比2005年的记录高0.17°C。一月是该国曾经

家灾害状况声明。法属波利尼西亚马克萨斯群

观测到的最热月份。夏季（12月-2月）和秋季

岛阿图奥纳南部在6月出现了丰沛的降雨。6月

（9月-11月）是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季节，冬季

5日，该地区一小时降水量达到66.1毫米。7月

（6月-8月）是第三暖季节。在1月7日创下了

1–3日，随着温带低压，新喀里多尼亚出现了强

图12:1910-2013年澳大利

40.30°C的新国家平均日最高温度记录。南澳大

降雨。24小时内的总降雨量达到714 毫米，创下

亚年（1月1日-12月31日）平

利亚蒙巴的温度达到49.6°C，是该国自1960年

了新纪录。

均温度十分位值图（出处：

以来最高记录。霍巴特在1月4日记录了其观测到

澳大利亚气象局）

的历史高温41.8°C，而悉尼在1月18日的温度达

欧洲和中东

到45.8°C，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在相同月
2013年 是 欧 洲 有 记 录 以 来 第 六 暖 年
份 。 2013年 伊 始 ， 许 多 地 区 的 温 度 高 于 平 均
值。冰岛东北部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暖的1-2
月。在立陶宛，二月的温度比平均值高3.0°C。
ᓜॷ࠼փٲ॰䰪
ᴰ儈㓚ᖅ

然而，瑞士高山地区的少女峰出现了过去40年最
冷的冬季。

10

䘌儈Ҿᒣ൷≤ᒣ

8–9

儈Ҿᒣ൷≤ᒣ

4–7

ᒣ൷≤ᒣ

2–3

վҾᒣ൷≤ᒣ

平均值8°С−10°С。法国、荷兰和英国都出现了

䘌վҾᒣ൷

几十年来最冷的春季。在冰岛，其内陆东部的温

ᴰվ㓚ᖅ

度下降到–21.7°C，创下了五月新的最低温度纪

1

俄罗斯联邦的欧洲部分北部经历了半个世
纪以来最冷的三月，某些地区的温度骤降，低于

录。同时，格陵兰西部沿岸出现了其创纪录的最
暖三月，挪威和瑞典都观测到了各自国家记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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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欧洲2013年3月温
度距平（出处：德国气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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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以来的最暖五月。

量超过400毫米。奥地利观测到其自1858年的记
录以来最湿润的5月-6月。有些河流水位达到历

欧洲许多国家，夏季非常炎热。葡萄牙遭
受了自1941年以来最严重的7月热浪。奥地利
8月份的持续热浪创下了40.5°C的国家新高温

史记录高度；在德国，帕绍出现了其自1501年
以来的最高水位。

记录。在8月8日，斯洛文尼亚的许多台站均观

在12月10-15日，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中东

测到了其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有些超过了

部分地区。在埃及，开罗出现了112年来的首次

40°C。同日在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的温度

降雪。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也出现了空前的降

达39.4°C，是其自1850年观测以来的最高温

雪量。寒冷天气伴随着风暴。在12月15日，约

度。

旦沙巴克的温度骤降至–16°C ，为该国记录的最
低温度。
欧洲的秋季伊始也是异常的温暖。俄罗斯

联邦到2013年年底前都异常温暖。创纪录的最

10月28日，温带气旋袭击了英国，这是自

暖11月份比1961–1990年平均值高5.3°C，而后

2002年以来袭击该地区的最强秋季风暴。在12

俄罗斯又观测到了其创纪录的最暖12月份，高

月4-7日，温带气旋在欧洲北部自西向东移动；

于平均值4.6°C。12月25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产生的风暴潮，包括在英国及荷兰出现的风暴

分别以高于0.4°C和1.4°C打破了其日最高温度记

潮，为过去60年来最严重的。在德国，风暴潮高

录。

出平均海平面4-6米，但堤坝有8米高。
在阿尔卑斯地区、奥地利、捷克、德国、

热带气旋

波兰和瑞士，极端降水导致多瑙河及易北河流域
出现了至少自1950年以来强度最大和范围最广

2013年全球产生了94个热带气旋（风速大

的洪水，5月29日-6月3日，一些局部地区的降雨

于等于63公里/小时）。风暴的数量大于2012年

15

15

（84个风暴）、2011年（74个风暴）和2010年

失所，约2.2万所房屋受损。

（67个风暴，为现代卫星时代的最低数量）。应
当指出，风暴的数量与影响陆地居住地的风暴数
量没有必然关系。

西北太平洋洋盆共出现了31个风暴，高于
1981-2010年的26个风暴平均值，并远高于最近
十年（2001-2010）的23个风暴平均值，使之成

大 西 洋 洋 盆 出 现 了 13个 命 名 的 风 暴 ， 与

为自2004年以来最为活跃的季节。在这些风暴

1981-2010年的平均12个风暴相比略高，但低于

中，有13个增强为台风。台风“天兔”是2013年

最近十年（2001-2010年）平均每年出现的15个

形成的全球最强气旋之一，其10分钟风速达204

风暴。这些风暴都没有达到大强度（风速178公

公里/小时。11月，台风“海燕”（菲律宾称之为

里/小时）。测量到该季节飓风强度和持续时间

Yolanda）成为有记录以来在全球登陆的最强风

NASA

为平均值的33%，是自1994年以来的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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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暴之一，在登陆前，其10分钟最大风速达230公

2013年，东北太平洋洋盆的飓风活动高于

里/小时。“海燕”给整个东南亚造成了重大损害，

平均值。总共有20个风暴，其中有9个强度达到

菲律宾首当其冲受到破坏。在塔克洛班人口密集

飓风级，有一个（“雷蒙德”）成为大飓风。9月

的低洼地区以及萨马岛和莱特岛出现了5-6米的

15日，来自两个单独洋盆的两个热带气旋（北大

风暴潮。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的

西洋的“英格瑞”和北太平洋东部的“曼纽尔”）几

报告，直接涌浪和随后的洪水造成的损害是过

乎同时袭击了墨西哥。这一异常事件自1958年

去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有6200多人死亡，约

以来从未发生过，致使格雷罗州的数万居民流离

1400万人受灾。菲律宾国家灾害风险减少和管

2013年11月7日台风“海燕”接近菲律宾

理委员会估计，仅该国的损失总计超过8.5亿美

亿美元。

元。
在西南太平洋洋盆，与1981–2010年热带
北 印 度 洋 洋 盆 出 现 了 5个 热 带 气 旋 ， 与

气旋平均为12个、2001–2010年10年平均为10

1981-2010年的平均4个热带气旋相比，略高于

个相比，2012/2013年热带气旋季节要远低于平

季节平均值；其中的3个风暴(“费林”、“利哈尔”

均值，仅有5个命名的热带风暴，其中4个达到强

和“马迪”）发展成为极强的气旋风暴。“费林”迫

热带气旋，接近于1981–2010年的平均值。强热

使奥迪沙邦和安得拉邦的110万居民在风暴来袭

带气旋“伊万”是这一季节在该洋盆的最强风暴，

之前撤离，这是印度历史上其中一次最大规模的

仅在萨摩亚和斐济，造成10人死亡，经济损失达

撤离。

3亿美元。

在2012/2013年热带气旋季节，在西南印度

温室气体和损耗臭氧物质

洋洋盆观测到了10个热带风暴。这接近于1981–
WMO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报告称，2012

2010年的长期平均值以及2001–2010年的平均9
个热带风暴数量。其中的7个风暴达到气旋级，

年，大气中CO2、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

另3个成为强烈气旋，分别远高于4个和1个的平

的 水 平 均 达 到 了 新 高 。 2013年 的 资 料 尚 未 汇

均值。

编。CO2的全球平均水平达到393.1±0.13 ppm，
比工业化前（1750年之前）水平高41%。2013

与1981–2010年平均11个和最近10年平均9

年5月，北极以外的一些台站自开始观测以来首

个相比，澳大利亚流域2012/2013年出现了接近

次出现CO2的日平均水平超过了400ppm的指示

平均水平的气旋季节，热带气旋数量为10个。其

性阈值。（在植被生长及其它过程开始吸收CO2

中的4个风暴成为强热带气旋。该季节最强的气

之前，北半球春季的CO 2水平达到了季节最高

旋当属“拉斯蒂”，其造成的经济影响可能超过1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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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左：1984年至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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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013年南极臭氧

2012年甲烷的大气浓度为1819±1ppb，

被从《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洞面积（百万km2）与之前

比 工 业 化 前 高 出 160%， 氧 化 亚 氮 的 浓 度 为

淘汰，这些气体会在大气中存在多年，会消耗保

两个臭氧洞的对比（2012

325.1±0.1 ppb，比工业化前高出20%。

护地球生命的平流层臭氧，所造成的南极空洞已
经改变了南极风的形态和区域气候。9月15日南

年 和2011年）。绘制的曲
线图显示7月1日至12月31
日的资料。为了比较，还
标出了有弱臭氧洞的两年
（2004年 和2002年）以
及历史上最大的两个臭氧

所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的2012年年度
温室气体指数为1.32，即各种长期温室气候的总
辐射强迫上升了32%（与1750年相比）。温室
气体浓度的上升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极臭氧空洞最大为2310万平方公里，9月16日为
2400万平方公里。这比2010年和2012年观测到
的季节最高值更高，但低于2011年的季节最高
值2440万平方公里。

氯氟碳化合物、哈龙和其它有害化学质已

洞（2000年和2006年）。
粗浅灰线表示1992–2012

ཟᮦ
200

年期间平均日臭氧洞。该
30

图由WMO制作，并依据

250

300

350
30

2013
2012

2008年之前的荷兰皇家气

2011
2006

25

象研究所多传感器再分析

来由EUMETSAT运行的
Metop-A卫星的GOME-2
资料。关于MSR资料 集

2004

䶘〥[ 106 ᒩᯯޢ䠂]

资料（MSR）和2009年以

25

2002

20

20

2000
1992–2012

15

15

10

10

5

5

详 情，见：ht tp:// w w w.
atmos- chem-phys.
net/10/11277/2010/acp10-11277-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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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世界各地重大天气和气候事件
•

台风海燕 （Yolanda），登陆的最强风暴之一，在菲律宾中部部分地区造成极大破坏。

•

南半球陆地表面气温很高，导致普遍出现热浪；澳大利亚年均温度为历史最高，阿根廷年均
温度为历史第二高，新西兰年均温度为历史第三高。

•

极地冷空气席卷了整个欧洲和美国东南部。

•

安哥拉、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遇到严重干旱。

•

季风带来的暴雨在印度和尼泊尔边界引发了严重洪涝灾害。

•

大量降雨和洪水影响了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联邦东部。

•

暴雨和洪水使苏丹和索马里受灾。

•

中国南方受到大旱影响。

•

巴西东北部遭遇过去50年最严重的干旱。

•

有观测以来范围最广的龙卷风袭击了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埃尔里诺。

•

极端降水导致阿尔卑斯山和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德国、波兰及瑞士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

以色列、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遭受前所未有的降雪袭击。

•

亚热带风暴影响了西欧和北欧的几个国家。

•

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达到历史新高。

•

全球海洋的海平面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

南极海冰面积创下日最高值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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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2/2013年夏季和2013全年澳大
利亚创记录高温的说明
Sophie C. Lewis和David J. Karoly，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大气研究中心下属气候系统科学卓越中心

归因科学的重要性

化和自然变率。研究人员也正在使用参与WCRP
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5阶段的9个全球气候模式对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由世界气象

人类影响造成澳大利亚夏季极端温度的概率变化

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进行研究。这九个模式很好地模拟了自1910年

国际科学理事会联合发起，2012年该计划确定

以来观测到的澳大利亚夏季平均温度和12个月平

了气候科学界的6大挑战。极端事件的预测和归

均温度的概率分布。

因就是其中一大挑战。对社会影响很大的极端气
候事件（包括物质上和经济上）越来越需要及时
和可靠的科学解释。

验，模拟过程中纳入了人为影响（大气中温室气
体、气溶胶和臭氧浓度的变化）和自然原因（太

当今，自然科学界在如何解决导致具体极

阳辐射变化和火山喷发排放），并将模拟结果此

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复杂性并

与另一组只包括自然原因的平行试验的结果进行

理解上述因素方面的能力不断得到加强。最近对

比较。比较结果表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大

各种事件的分析表明，自然天气和气候波动的影

幅增加了2013年澳大利亚出现创记录夏季高温

响在许多极端事件的强度和变化中起到了关键作

的可能性。如果人为影响包括在模式模拟中，那

用。然而，对于某些事件，分析表明有很强的

么澳大利亚各地极高夏季温度的可能性至少会增

证据证明由于阻挡热量外逸的排放，人类造成的

加五倍。在未来全球变暖背景下，模拟的澳大利

气候变化也对此做出了贡献。对此类事件影响的

亚的这类极端夏季变得更加频繁。

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极端事件是如何变化
的，为什么正在发生变化。此外，对特定极端事
件发生几率的计算为量化气候变化对这些事件的
影响提供了一种方法。

近期创纪录的澳大利亚夏季高温引人注目
的另一个原因是出现高温时ENSO为中到弱的拉
尼娜现象，而这种条件一般导致澳大利亚温度下
降。在2013年之前，八个最热的澳大利亚夏季

澳大利亚2012/2013夏季区域平均地表气温

中有六个发生在厄尔尼诺年期间，但ENSO的自

自1910年有国家记录以来是最高的。除了夏季

然变率很不可能解释2013年澳大利亚创记录的

外，还打破了日温度和月温度记录。2013年下

高温。

半年，澳大利亚12个月国家记录连续三个月被
刷新：分别为截至八月、九月和十月的连续12个
月期。最终，2013公历年年底创下了新温度纪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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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澳大利亚夏季高温概率用于模式试

使用相同的模拟方法对2013公历年澳大利
亚地区平均温度记录的初步分析表明，人类原因
大大增加了创温度新记录的几率。在上述模拟实
验中，仅凭自然变率几乎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

研究人员正在使用一套气候模式研究导致

温度。在只考虑自然因素的模拟中，在模拟的

2013年澳大利亚创纪录高温的原因，包括与厄

13000个年份中没有任何一年超过澳大利亚之前

尔尼诺 - 南方涛动（ENSO）相关的人为气候变

最热的年份，即2005年。相反，在包括自然和

人为原因的2006-2020年期模拟中，这类高温记
录大约为10年一遇。

下列人员对2012/2013年澳大利亚创记录
的夏季高温和2013公历年创记录的高温进行了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包括和不包括人为因
素的两类气候模式的模拟结果显示，由于受到人
为气候影响出现2012/2013年澳大利亚创记录夏
季高温的可能性大约是后者的五倍，如果人类不
排放那些阻挡热量外逸的气体，那么几乎是不可
能创下2013公历年的高温记录，这说明由于气
候变化，一些极端事件正变得更加可能发生。

归因 - Sophie C. Lewis和David J. Karoly，澳
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大气研究中心下属的气候系统
科学卓越中心。改编自：《人为活动对2013年
澳大利亚创记录夏季高温的贡献》，地球物理研
究简报，40（14）:3705-3709（2013年7月28
日）: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
澳大利亚夏季温度距平概

grl.50673/abstract 。

率密度函数(相对于19111940年)，观测结果(黑色
虚线，表示所有年份)；仅
考虑自然因素的模式模拟
结果 (绿色，表示所有年
份)。考虑人为和自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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