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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4年延续了已观测到的过去几十年

和模拟技术的改进，在将某些已观测到的气

一直持续的升温趋势，而WMO已在名义上

候极端事件和天气事件归因于人类引起的气

将2014年列为19世纪中叶开始现代仪器测

候变化方面已取得了不错的进展。WMO正

量以来最热的年份。虽然2014年仅超过记

在与其会员及领先的科学组织合作以进一步

录几百分之一度 – 低于不确定性的边际 – 但

推进归因研究，旨在在不久的将来将其纳入

这一结果意味着有记录以来15个最热年份中

业务气候服务中。

有14个都出现在21世纪。因此，越来越有
力的证据表明是人类活动引起了全球变暖。

尽管预计可能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但
该事件并没有发生，这使得2014年成为厄

尽管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主要侧重于接

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现象中性年。厄

近地表的大气变暖 — 地表当然很重要，因

尔尼诺现象通常与全球温度升高有关。这不

为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 但海洋的变暖也

仅意味着2014年尽管温度异常高但未成为

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大气温室气体浓度

厄尔尼诺年，还意味着未能形成ENSO也带

不断升高造成了过剩能量，而海洋吸收了其

来了重要的科学问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

中的93%以上。《WMO 2014年全球气候状

究。2014年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南极洲周

况声明》中指出，2014年全球平均海表温

围海域的行为。虽然南极洲陆上的部分冰川

度比有记录以来任何一年都高。为了更好地

正在发生融化，但是海冰范围的增加已连续

了解海洋温度趋势及其对长期气候变化的影

三年创造纪录。这同样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重

响，我们需要保持甚至加强海洋观测系统。

要领域，需要继续开展观测和研究。

该声明还强调了2014年发生在国家和

该声明使用了全球和区域领先的气候中

区域层面上的极端事件。以欧洲为例，这一

心、研究机构以及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提供的

年欧洲温度异常高，有19个国家报告了创纪

资料。该声明用六种WMO官方语言发布，

录的高温。很多国家发生了严重的洪水和暴

以达到更为广泛的受众。

洪，特别是巴尔干地区、南亚地区、以及非
洲、南美洲和中美洲的部分地区。
每年自然气候变率可引发这类极端事
件，但世界各地洪水事件高发与水文循环加
速相一致，而水文循环加速是受大气温室气
体捕获的额外能量所驱动的。由于科学认识

(米歇尔• 雅罗)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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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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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是NOAA国家气
NCDC)制作的陆地海洋表面温度综合
分 析 数 据 集 ( MLOS
T)。 (来源：英国气

象局哈得莱中心和英
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

温度
2014年可称得上是有器测记录165年以
来全球平均近地表温度最高的一年。2014
年，全球平均温度是0.57±0.09°C 1(1.03±
0.16°F)，高于1961-1990年14°C(57.2°F)

研究所)
1

不确定性是指HadCRUT.4.3.0.0数据集的估算不确定
性。MLOST数据集得出的预估值为 ± 0.12 °C，这具有可
比性。NASA/GISS不制作个别年份的不确定性估算，但
1950-2008年年平均值的不确定估算为± 0.05 °C。ftp://
ftp.ncdc.noaa.gov/pub/data/mlost/operational/products/
aravg.ann.land_ocean.90S.90N.v3.5.4.201409.asc以及
Hansen等人 (2010)。

2014年5月，萨纳阿街头，一个男孩在水龙头下
冲凉

4

的平均值。相对于过去10年(2005-2014年)
平均距平0.50°C(0.89°F)，2014年高出了
0.08°C(0.14°F)。
这一年的距平值为0.57±0.09°C(1.03±0.16
°F)，使得2014年在名义上成为有记录以来
最热的一年。然而，估测的年平均值不确
定性却大于最热年份之间的差异。在名
义 上 ， 其 他 三 个 最 热 的 年 份 是 ： 2010年
(0.55±0.09°C)、2005年(0.54±0.09°C)和
1998年(0.52±0.09°C)。
WMO使用的年平均值是基于三组全球
温度数据集的平均数：由英国气象局哈德莱
中心和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所制作的
HadCRUT.4.3.0.0、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
理局国家气候资料中心(NOAA/NCDC)制
作的MLOST以及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戈
达德空间研究所(NASA/GISS)制作的GISTEMP。日本气象厅还制作了全球平均温度
估测值，这个数值使得2014年在名义上成为
最热的一年。根据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制
作的再分析资料，2014年处于1979年以来
最热年份的前10%。
厄尔尼诺 - 南方涛动(ENSO)是造成全

KHALED ABDULLAH ALI AL MAHDI (REUTERS)

候 资 料 中 心 ( NOA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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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温度逐年发生变化的其中一个最大驱动因
素。发生厄尔尼诺事件期间的开始年份通常
比中性ENSO条件或拉尼娜事件期间的开始
年份要热。2013年底热带太平洋东部的海
表温度只比平均值略低，表明厄尔尼诺或拉
尼娜现象不会严重影响2014年的全球温度。
对 于 大 多 数 陆 地 区 域 而 言 ， 2014年
的平均温度高于长期平均值。根据NOAA
的估算，陆地上空的大气温度平均值高于
1961-1990年平均值0.88 ± 0.20 °C，在名
义 上 这是 有记录以来第四热的一年(根据
CRUTEM4数据集，为第五热的一年)。特
别 炎 热的 地区包括北美西部(包括阿拉斯
加、欧亚大陆西部)– 欧洲很多国家都经历
了创纪录的暖天 – 欧亚大陆东部、非洲许多
地区、南美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南部
和西部。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范围地区，
这一年的温度则明显低于平均值。

雨、雪和冰
根据NOAA的资料，2014年全球平均降
水量接近长期平均值1033毫米。与往常一
样，降水距平的模式特点是一些地区降水量
异常低而另一些地区则异常高。特别是美国

9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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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部、中国东北部以及巴西东部等地区降
水量异常低，这些地区2014年都发生了干
旱。而年降水量异常高的地区包括流经阿根
廷北部、玻利维亚、巴拉圭和巴西南部的巴
拉那河流域以及巴尔干地区。
根据美国罗格斯大学全球积雪实验室的
资料，北半球冬季积雪量高于长期平均值。
春季积雪是有记录以来(1966年以来)第三
低值，接近2800万平方公里。相比之下，
北半球秋季积雪却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值(2220万平方公里)，北美的秋季积雪范
围达到最高纪录(970万平方公里)而欧亚大
陆达到第三高(1250万平方公里)。

图3

根据三个数据集

（GISTEMP、MLOST
和HadCRUT.4.3.0.0）
的平均值，1950–2014
年全球年平均温度距平

0.6

（相对于1961–1990

ቄቬ䈪
ѝᙗ
ቬ၌

年的平均值）。彩色竖

0.4

ᓖ䐍ᒣ˄°C˅

90S
180

条 表 示某一 年归类 为
厄 尔尼诺 影 响 年（红
色）、ENSO-中性年（

0.2

灰色）还是拉尼娜影响

（来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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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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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2000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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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海冰范围 2在3月达到最大值，在9
月出现最低值。根据国家冰雪资料中心的资
料，2014年，年度日最大范围出现在3月21
日，达到1491万平方公里，而年度日最小
范围出现在9月17日，为502万平方公里，
这也是有记录以来的第六低值。9月的月平
均范围也是第六低纪录，低于1981-2010年

年 9月 份 北 极 （ 左 ）
和南极（右）海冰范
围实测结果，单位：
百万平方千米。 （来

源：数据由美国国家
冰雪资料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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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多数时间南极每日海冰范围保
持在历史高位水平；9月22日达到了日最高
范围为2011万平方公里，比前次2013年10
月1日创下的纪录高出56万平方公里。2014
年是连续第三年创下了南极海冰范围的新纪
录。南极海冰范围于当年底降至低于纪录水
平，而12月的海冰范围是有记录以来第三高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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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E

平均值124万平方公里，但是比2012年9月
出现的创纪录低范围高165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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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sidc.org/arcticseaicenews/2014/10/2014melt-season-in-review/; http://nsidc.org/arcticseaicenews/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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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对自1979年以来观测到的南极海冰
范围长期增长趋势在科学认识上为低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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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月和8月格陵兰冰盖表面的融化
率高于1981-2010年的平均水平。夏季月份
的融化面积距平高于长期平均水平，但是远
低于2012年观测到的融化记录。2014年夏
季，西格陵兰的康克鲁斯瓦格创下了新高温
记录，该区域的融化率也是最高。这一年是
努克自1784年以来第二热的夏季。与2013
年相比，2014年夏季冰雪的颜色也更暗；
较低的反照率意味着表面可吸收更多的日
照，在相同的条件下会提高融化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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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是测量气候系统的另一重要因
素，它与海洋热量有关，因为通过热膨胀海
洋体积会增大。冰盖和冰川融水也有促进作
用。海平面的局地变化受到潮汐、风暴和大
尺度气候形势(如ENSO)的影响。2014年，
在多数月份里全球平均海平面创下记录或接
近创纪录的水平。4鉴于卫星记录时代(1993
年至2014)已观测到的平均变化率为3.2±
0.4 毫米/年，这个水平接近预期的水平。
3

基 于 NCDC使 用 的 ERSST数 据 集 和 GISTEMP。 在
HadSST.3.1.1.0中，这是最高的温度，其距平为0.48±
0.10 °C。

4

http://www.cmar.csiro.au/sealevel/sl_hist_last_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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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气候系统中累积的大多数能量最终都进
入了海洋。以下海域的海表温度(SST)大大
高于以下地区的平均水平：北太平洋和西北
太平洋以及极地和亚热带北大西洋、西南太
平洋、南大西洋部分区域以及印度洋大部分
区域。而南大洋、格陵兰以南区域以及赤道
以南20度东太平洋部分区域SST却低于平均
水平。2014年全球平均SST高于1961-1990
年平均值约0.44 ± 0.03 °C 3，比有记录以来
任何一年都高。从6月至10月，北半球的海
表温度尤为高。

2014ᒤ10-12ᴸⲴйњᴸᒣ൷
2014ᒤⲴᒤᓖᒣ൷
2010-2014ᒤⲴӄᒤᒣ൷

区域分析
图6

非洲

1 9 5 5 年

至 2014年 0–700米
海洋层全球海洋热

2014年间，在非洲所有拥有长期记录
的地区，几乎所有这些地区的温度都接近
或高于平均值。温度显著高于长期平均值
1–2°C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非。整个非洲大
陆的平均距平也高于长期平均值，但是低于
2010年的记录值。1月16日至18日间，南
非发生了严重的热浪，有4项高温记录被打
破。9月下旬和10月期间炎热的天气条件影
响了突尼斯和摩洛哥。

含量距平(相对于
1955–2006年 ) ， 其
中 标 示 出 2014年 10
月 至 12月 的 3个 月 平
均(红线)、年度平
均(黑线)和五年平
均(蓝线)(来源：美

国 NOAA国 家 海 洋
资料中心卫星和信
息处，Levitus

等人

(2012)更新，http://

从5月至7月，在萨赫勒地区(撒哈拉南
部半干旱边缘)许多地方季风季节前段的主
要特点是降水延迟且分布不均。塞内加尔、
几内亚比绍以及毗连尼日尔、尼日利亚、喀
麦隆和乍得的乍得湖区都出现了严重的缺雨
现象。在冈比亚，由于年降雨量低于长期平
均值17%，使得该国发生了干旱。在肯尼
亚大部分地区，3月至5月的“长降雨”连续第
二季低于平均值，而有四个台站记录到过
去50年内4月出现了最低月降雨总量。在南
非，西北省从2013年9月5日宣布进入旱灾

www.nodc.noaa.gov/
O C 5 / 3 M _ H E AT _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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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量达587.8毫米，创下了该台站的记录。11
月份在摩洛哥，盖勒敏4天的降雨量达到了
126毫米，这个量接近该地区年平均总量。

天气系统的

卫星图像，该系统导
致了摩洛哥南部发
生严重洪水（Image
MSG, 28/11/2014 ,

亚洲

05h00UTC） （ 来

源：摩洛哥气象局）

这个春季是自1936年有记录以来俄罗
斯经历的最温暖的春季，其距平为3.12°C；
北部和东部的温度超过这个季节平均值5°C
以上。4月，西伯利亚的鄂毕河较常年早了
两个星期开始出现冰面融化，这也是过去
100年中最早的一次。5月，俄罗斯多地创
下日最高温度的新记录，而韩国经历了自
1973年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5月。 57月和8
月，伊朗部分地区遭遇了热浪袭击，当地温
度升至50°C以上，而在7月17日这一天胡齐
斯坦省哥特凡的温度更是高达53°C 。

状态，而此次干旱一直持续至2014年1月。
农民损失了超过50%的作物；估计损失约20
亿南非兰特币(1.7亿美元)。2012年2月至
2014年1月期间，在纳米比亚、安哥拉南部
和赞比亚的部分地区降雨总量异常偏低。
以 1981–

图8

2010年 基 线 的 百 分
比表示2014年6月至
9月 的 4个 月 降 水 总
量；没有阿富汗的资
料 （来源：日本气象

厅 ， http://ds.data.
jma.go.jp/tcc/tcc/
products/clisys/
reports/report/report20141128.pdf）

年初时，1月底至2月东非发生了强降
雨，降雨导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部分地
区发生暴洪。10月和11月在东非的一些地
区(包括肯尼亚)发生了暴雨引发的严重洪
灾，有三个台站记录到自1957年以来10月
份出现的24小时最大总降雨量。10月的洪
水还影响了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中南部。3
月，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南非北部的大部分
地区。3月，暴雨引发的洪水影响了莫桑比
克；3月26日，奔巴岛市连续四天的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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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中国长江流域以及西北部地区
的温度比常年偏低。长江下游地区经历了自
1961年以来最凉爽的8月。
印度西南季风的开始时间比长期平均时
间略晚，6月6日到达喀拉拉邦，比平均的开
始时间晚了5天。2014年，印度夏季季风降
雨量仅为长期平均值的88%。在3月的第一
个星期，一场空前的、波及广泛的雹暴袭击
了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

8月和9月暴雨袭击了孟加拉国和印度
东北部，造成孟加拉国在8月发生严重的洪
50N
水，致使280万人受到影响，超过5.7万个家
6
40N 庭流离失所 。9月期间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
邦以及巴基斯坦也发生了严重的洪水，致使
30N
大约100万人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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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liefweb.int/disaster/fl-2014-000117-b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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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的一半。12月，斯里兰卡因暴雨
引发了洪水；超过100万人受灾。2月，日
本北部和东部沿太平洋一侧遭遇了两次强降
雪。日本东北区域和关东/工进区域的部分
地区遭遇了破纪录的降雪。8月，日本西部
遭遇了创纪录的高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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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

15S
20S

在南美洲大陆的多数地区温度都高于
平均水平。在阿根廷，平均温度距平使得这
一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一年，仅次于
2012年，但却比2013年温度略高。巴西南
部和阿根廷北部地区的温度异常高。十月，
热浪袭击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该地区的月
平均温度是有记录以来10月的最高纪录。
南美洲同时经历了降雨较多和较少的
情况。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
等国在1月至10月期间的降雨量均高于平均
水平。阿根廷1月到10月全国降雨总量创下
新记录，使得这一年成为该国自2003年以
来首个降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年份。5月和
6月，巴拉圭、玻利维亚南部地区以及巴西
东南部部分地区总降水量超过长期平均水平
250%。
在巴西东部部分地区以及沿南美大陆
北部边缘的各国，降水量均大幅低于平均水
平。到2014年底，巴西东部和中部部分地
区仍处于严重干旱的状态，严重缺水的状况
延续超过两年。圣保罗的受灾情况最为严
重，为超过1100万人提供用水的坎塔雷拉水
库出现严重的蓄水短缺。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在北美洲，美国东部和加拿大东部的年
温度低于平均水平。在美国，这一年是7个
州有记录以来十个最寒冷年份之一。由于持
续的天气形势，冬季和早春的温度尤其低，
但这种天气形势却给欧洲带来了高温。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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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寒冷天气意味着到4月初，大湖地区仍有
三分之二的湖面未解冻，而苏必利尔湖直到
6月初才完全解冻。7相比之下，北美大陆的
西部，从阿拉斯加穿过加拿大一直到加利福
尼亚州天气比平均水平更为温暖。在美国，
这一年是8个州十个最温暖年份之一，而加
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创下了
高温记录。墨西哥也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温
暖的一年。8

图9

以百分位数

表 示 2014年 降 水 总
量；基线期为1979–
2013年 （ 来 源 ： 美

国NOAA气候预测中
心）

美国本土北部地区的降水均高于平
均降水量，而大平原南部和阿巴拉契亚中
部部分地区观测到的降水却低于平均降水
量。2014年，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部大平
原而言旱情有所改善，但对于远西的大部地
区来说干旱有所加重。2014年初加拿大就
处于干旱状况。7月，洪都拉斯政府宣布开
展抗旱应急响应。缺少雨水的情况还影响了
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
在美国，3月创纪录的降水导致华盛顿
7

http://coastwatch.glerl.noaa.gov/statistic/statistic.html

8

http://smn.cna.gob.mx/climatologia/analisis/reporte/
Anual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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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2014年的显著气候距平和事件
（来源：美国NOAA国家气候资料中心提供地图和信息，http://www.ncdc.noaa.gov/sotc）

美国

加

阿拉斯加出现了自1916年开始有全州记录
以来其最暖的年份。

加
加拿大出现自1996年以来最冷的年份。2013/2014年冬季的特
是严重低温和创纪录的降雪，导致18年中的最冷冬季和35年
中的第三最冷冬季。

美国
2014年初北极冷空气数次 发，为整个中西部和
西西比河流域的冷年 定了基础。 个州出现了位
列前十的冷年。同时，西部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高于
平均值，有 个州出现位列前十的暖年。亚利桑那
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出现了其有记录的的
最暖年份。

（7月31日-8月11日）
最大风速- 220 km/h
影响夏威夷大岛的有记录的最强热带气旋以及自
1992年飓风“伊尼基”以来在夏威夷任何地点登陆的
首个热带气旋。

西洋
活 度低于平均值
正常累积气旋能量的63%
8个风暴、6个飓风

北太平洋
活 度高于平均值
正常累积气旋能量的143%
20个风暴、14个飓风

西
本年度多数时间的温度高于平均。有
些月份是位列前十的最暖月份。

（9月10-19日）
最大风速 – 215 km/h
与1967年的飓风“奥利维亚”一样，成
为在卫星时代登陆下加利福尼亚州的
最强飓风

南美洲
5月和6月期间，巴拉圭部分地
区、玻利维亚南部以及巴西东南
部地区观测到比正常更湿润的状
况。降水总量是长期平均值的
250%以上。

自1961年开始有国家记录以来，阿根
廷出现了继2012年后的第二最暖年。

Please Note: Material provided in this map was compiled from NOAA’s NC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www.ncdc.noaa.gov/so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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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海冰

在海冰增长期，北极出现了其第五最小的
年度最大海冰范围。在融化期，北极达到
有记录的其第六最小的最小海冰范围。
俄罗斯联邦出现了自1936年开始有国家
记录以来最暖的3月-5月。

欧洲
整个欧洲经历了其有记录的最暖年
份。包括例如德国、奥地利、法国、
瑞典、比利时和英国。

日本西部出现了其自1946年以来最多雨的
月，降雨量接近其月平均的三倍。台风“夏浪”和“
娜基 ”促成了极端潮湿。

度和
9月份暴雨引发了严重洪水。据报道有10多万人
流离失所，250人死亡。

西太平洋
活 度接近平均值
23个风暴、11个台风
11月 的大雨在摩洛哥南部引发了严重
洪水。有些地区几天内的降雨量就超过
了年平均降雨量。

气旋
（10月7-14日）

南非

北

2014年伊始干旱状况一直在西北省
持续。这是自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
干旱。

活 度接近平均值
3个风暴、2个气旋

最大风速 – 215 km/h
给印度东南部带来大雨；安得拉邦的一个局地区域
24小时降雨总量达380毫米

度洋气旋

洲地区气旋
西南

西南太平洋气旋

活 度低于平均值
8个风暴、4个气旋

度洋气旋

活 度低于平均值
6个风暴、2个气旋

活 度接近平均值
9个风暴、5个气旋

亚
澳大利亚在整年度持续温暖，促成有记
录的最暖春季、第三最暖秋季和有记录
的第三最暖年份。

南

海冰

在海冰增长期，南极出现了其最大的年度最大海冰范围。在其融化
期，南极达到其有记录的第四大最小海冰范围。

西
新西兰一些台站出现有记录的三个最干
3月之一。

CDC State of the Climate Reports and the WMO Provisional Status of the Climate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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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时

图11

的美国干旱情况（来

源：美国干旱监测公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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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太平洋
对于澳大利亚，2014年是有记录以来
(记录始于1910年)最三热的年份，西部和
东南部地区尤为炎热。1月，墨尔本连续4
天的温度超过41°C，阿德莱德有5天超过
42°C，而堪培拉也有4天超过 39°C。5月的
天气是以长期的高温为主，使得这个5月成

2014年3月，美国华盛顿靠近达灵顿地区奥索发生大规模泥石流。搜索工作仍在继续。工人们正在淤泥
和杂物中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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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REDMOND (路透社)

州发生山体滑坡，造成43人死亡。4月29日
和30日，特大暴雨袭击了美国东南部、大西
洋中部和东北部，造成了严重的暴洪。11月
中旬，严寒在纽约布法罗引发了湖泊效应的
雪暴；若干地点24小时内累计降雪超过127
厘米，最有可能超过了全州有史以来的累计
降雪量。

图12

2014年澳大

利亚年平均温度十分
位值 （来源：澳大利

亚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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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澳大利亚有记录以来第三热的5月；秋季
总体上也是有记录以来最三温暖的秋季。
在新西兰，5月北岛多数地区都观测到
针对该月份创纪录或接近记录的最低温度，
在经历了一个寒冷的5月后，6月又成为有
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9从7月底至8月初的几
天，寒潮影响了澳大利亚，这是十年来最严
重的一次，给该国东南部地区带来了严重的
霜冻并造成相关的作物损失。春季，澳大利
亚开始了不同寻常的高温条件，主要标志是
春季热浪以及南部和东部地区提早进入火灾
季节。整个春季是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春
季，并在11月发生了两次严重的热浪。
欧洲
对于整个欧洲来说，2014年的温度都
远高于平均水平，其中一些国家报告了创纪
录或接近创纪录的年温度。欧洲的平均温度
9

http://www.niwa.co.nz/climate/nzcu/new-zealand-climate-update-181-july-2014/current-climate-june-2014

距平 10比有记录以来任何一年都高得多。对
于19个欧洲国家来说，这是有记录以来最热
的一年。
1月 是 自 1900以 来 法 国 经 历 的 最 热 1
月，对于葡萄牙(自1931以来)和西班牙(自
1961年)来说是第三热的1月。同样持续的
天气形势造成美国和加拿大在2月和3月的温
度低于平均水平，却使得欧洲异常温暖和湿
润。瑞典的部分地区经历了其自1859年以
来最温暖的3月。11在欧洲，很多国家这个夏
季温度较平均水平偏高。挪威经历了有记录
以来最热的7月，其距平为4.3°C，这比之前
的记录高1°C。12在丹麦，7月是自1874年以
10 从CRUTEM4看，欧洲的范围为25°W–45°E35°–75°N 或
是 25°W–30°E 35°–70°N 外加土耳其，30°–45°E 35°–
40°N (欧洲环境局使用的范围)。
11 http://www.dwd.de/bvbw/generator/DWDWWW/Content/Oeffentlichkeit/KU/KU2/KU23/rcc-cm/products/
Berichte/monthly__ravi__bulletin/bulletin__2014__0
2,templateId=raw,property=publicationFile.pdf/bulletin_2014_02.pdf
12 http://met.no/Klima/Klimastatistikk/Varet_i_Norge/2014/
juli_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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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E-OBS数据

集的欧洲年平均温度
距平（相对于1981–
2010年 ） （ 来 源 ：

欧洲气候评估和数据
集，获取数据可登录
www.ecad.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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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第二热的7月。在芬兰，7月中旬至8月中
旬赫尔辛基遭遇了一场持久性的热浪，创纪
录地连续持续了26天。
英国、法国西部、伊比利亚半岛西部(
这是葡萄牙在本世纪过去25年里降雨量最
多的一年)、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地区的年降
雨量都高于平均水平，以巴尔干地区最为突
出。另一方面，挪威、以及西班牙和法国的
东部地区年降雨量却低于平均水平。在英
国，1月和2月的冬季降雨量是长期平均值的
177%，使得这个冬季成为整个英国有记录
以来最湿润的冬季。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5月12-18日的强
降雨导致本已饱和的地表发生洪水和山体滑
坡。塞尔维亚受灾最严重，受灾人口达160
万。洪水还影响了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
加利亚和斯洛伐克，其中斯洛伐克的一些台
站创下了5月份日降雨最多的记录。13

区降水量也异常高。卢森堡经历了有记录以
来最湿润的8月。9月，巴尔干南部部分地区
的降雨量超过月平均降雨量的250%以上，捷
克共和国的局地降雨量是常年的332%，而土
耳其的部分地区达到了常年水平的500%以
上。
热带气旋
就全球而言，2014年总共发生78个热
带风暴(风速等于或超过63公里/小时的风
暴)。这个数低于2013年的94个，也低于
1981-2010年的平均水平89个风暴，但超过
了2010年的67个，67个是现代卫星时代的
最低数。2014年热带风暴季节期间总共记
录了80个风暴，其中一些与2013年底有重
叠(参见下文)。
2014年，在北大西洋海盆有8个已命名
的风暴， 14这低于1981-2010年平均水平的
12个风暴。在这8个暴风中，有6个发展成
为飓风，2个发展成为主要飓风(风速超过
177公里/小时)。2014年，北太平洋东部的
飓风活动高于平均水平。总之，5月22日和
11月5日期间生成了20个命名风暴，高出了
长期平均值的15个。热带风暴“伊塞莱”于8
月7日登陆夏威夷大岛，最大持续风速达96
公里/小时。这是有记录以来登陆大岛最强
的热带气旋，也是自1992年飓风“伊尼基”以
来第一个登陆夏威夷的热带气旋。飓风“奥
迪尔”给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州带来了强
降雨，而飓风“万斯”给11月带来了较高的降
雨总量。

法国在7月和8月非常湿润，这两个月的
总降水量创下了最高记录。7月瑞士部分地

在北太平洋西部海盆，1月18日至年底
之间生成了22个命名热带气旋，还有一个热
带风暴“吉纳维芙”是从东北太平洋穿过的，
因而总数略低于1981-2010年平均水平的26
个风暴；其中有11个达到了台风的强度。台

13 http://www.shmu.sk/sk/?page=2049&id=528

14 http://www.nhc.noaa.gov/text/MIATWSAT.shtml

中国特约记者网

2014年7月，中国雷州，一家工厂建筑被台风威马逊
摧毁

风“威马逊”于7月15日在菲律宾东部登陆，
并于7月18日在中国海南岛登陆。此次台风
给菲律宾、越南和泰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这一年总共有5个台风登陆中国大陆，估计
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超过100亿美元。台
风“黑格比”于12月登陆菲律宾，再次造成大
范围的破坏。

塔”还袭击了所罗门群岛，15随之而来的大雨
造成首都霍尼亚拉以及整个瓜达尔卡纳尔省
发生山洪。在西南太平洋海盆，2013/2014
年热带气旋季形成了5个风暴，另外还有一
个从澳大利亚海盆跨越而来的热带气旋“埃
德娜”，低于12个风暴的长期平均值。1月11
日，热带气旋“伊恩”在汤加北部登陆。

北印度洋海盆出现了三个风暴，略低
于1981–2010年四个风暴这一平均数。其
中的两个风暴 – “赫德赫德”和“尼洛法”- 分
别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成为极强的气旋
风暴。10月12日，“赫德赫德”在维萨卡帕特
南附近越过印度东海岸，最大持续风速为
170–180 公里/小时。“尼洛法”在阿拉伯海上
消散。在西南印度洋海盆，2013–2014年热
带气旋季共有九个命名的热带风暴形成，而“
布鲁斯”是跨越澳大利亚海盆而来。澳大利亚
海盆2013/2014年热带气旋季达到了热带风
暴的平均数量。2013/2014年热带气旋季登
陆澳大利亚的最强热带气旋是强热带气旋“伊
塔”，登陆时其强度为4级气旋。热带气旋“伊

温室气体和消耗臭氧层物质
对WMO大气监视网计划所做观测的最
新分析表明，大气二氧化碳(CO 2)、甲烷
(CH 4)和氧化亚氮(N 2O)的水平在2013年
达到了新高(2014年的资料尚未得到充分处
理)。
二氧化碳的全球平均大气水平达到了百
万分之396.0 ± 0.1(ppm)，大约是工业化前
平均值的142%。 162012年至2013年的增幅
15 http://www.unocha.org/top-stories/all-stories/solomonislands-worst-flooding-history.
16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第
一工作组报告（IPCC AR5 WGI）《气候变化2013：自
然科学基础》第2.2.1.1.1节，工业化前的二氧化碳浓度
为278 ± 2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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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与2000年

到2013年间几个选

为2.9 ppm，是1984年至2013年之间最大的
逐年增幅。

定的臭氧空洞相对
比，2014年南极臭氧
空洞的每日面积（百
万km2）。本图涵盖
的时段为7月1日至12
月31日。为便于对
比，标示出臭氧空洞
不是非常巨大的两个
年份（2002年和2012

2013年 ， 大 气 甲 烷 浓 度 为 十 亿 分 之
1824 ± 2(ppb)，达到了新高，大约是工业
化前水平的253%。 17氧化亚氮的全球浓度
达到了325.9 ± 0.1 ppb，为工业化前水平的
121%。18
根据《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

年）。有记录以来两
个最大臭氧空洞（在
2000年和2006年）也
在图中显示。粗灰
线表示1992–2012

17 根据IPCC AR5 WGI 第2.2.1.1.2节，工业化前甲烷的浓
度为722 ± 25 ppb。
18 根据IPCC AR5 WGI 第2.2.1.1.3节，工业化前氧化亚氮
的浓度为270 ± 7 ppb。

尔议定书》，氯氟烃和哈龙等消耗臭氧的气
体已被淘汰使用。然而，这些化合物只是缓
慢分解，仍将滞留在大气中好几十年。目前
仍存在于大气中的氯和溴足以在8月至9月
臭氧季节时完全破坏南极上方一定高度处的
臭氧。由于消耗臭氧的气体浓度变化缓慢，
因此，任何特定年份臭氧空洞面积主要由
气象条件决定。2014年冬季和春季的气象
条件类似于2013年观测到的条件。NASA和
KNMI所做的分析表明，2014年臭氧空洞的
最大面积(9月11日为2406万km2和9月16日
为2300万km2)接近于2013年的数值(9月16
日为2401万km2和9月15日为2310万km2)。

年平均每日臭氧空洞
面积。本图在WMO制
作，所依据的资料来
自荷兰气象局2008
年前的多传感器再
分析（MSR）资料和
ཙ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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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世界各地主要天气和气候事件
• 2014年欧洲异常温暖，有19个国家在这一年出现创纪录的温度。
• 5月和6月，巴尔干地区洪水侵袭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
亚。
• 大雨导致8月和9月在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印度以及12月在斯里兰卡发生了洪
水。
• 洪水侵袭了摩洛哥、莫桑比克、南非、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坦桑尼亚。
• 巴拉那河流域的洪水侵袭了巴拉圭、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巴西。
• 大旱肆虐巴西东部和中部。
• 大旱肆虐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
• 2013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达到创纪录的高点。
• 全球平均海平面和海洋热含量达到了创纪录或接近记录的水平。
• 南极海冰连续第三年创下最大范围的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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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归因：适用于2014年全球及英国
的创纪录温度
参考文献：Christidis, N., P.A. Stott and 生时的具体条件，待有更全面的慢速跟踪调
F.W. Zwiers, Fast-track attribution assess- 查结果后再行考虑。根据以前计算的温度极
ments based on pre-computed estimates 端事件可能性变化表，英国气象局哈得莱中
of changes in the odds of warm extremes. 心的科学家们在去年公布了快速跟踪归因方
Climate Dynamics, 2015 (online early-view) 法。这些表的制作是针对世界任何地区，而
Authors: Nikos Christidis, Peter Stott

且可用于研究年度和季节温度极端事件。

检测和归因研究已证明，根据政府间

此方法分为三步。第一步，进行优化指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人类

纹分析。此分析是将最新气候模式的信息与

对气候的影响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

观测资料集相结合，用以提供全球气候对不

到全球气候系统无庸置疑变暖的主要驱动因

同气候强迫的温度响应。第二步，从全球响

素。人类的影响还导致了区域温度在大陆和

应中为相关地区提取区域信息。最后，将模

次大陆层面上显著的上升。另外还预计温度

拟的内部气候变率总体效应纳入到分析中。

分布将向较暖范围移动，会造成极暖事件的

在有人类影响效应和无人类影响效应情况下

频率和强度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观

的区域温度分布可得到构建。图15为（a）

测到的过去15年来全球平均温度上升放缓，

全球年均和（b）英国年均的最终温度距平

各空间尺度的高温极端事件的发生率在持续

分布。2014年观测到的温度也在图15中做

上升。快速发展的事件归因研究领域一直在

出了标示。

开发新型科学工具，通过估算与未受人类活
动影响的非真实气候相比的极端事件可能性
变化，从而确定人为气候变化对极端事件的
影响。本文中，新的事件归因方法可适用于
2014年全球和英国的平均创纪录温度。

在制作出区域温度分布后，就可以估算
出在有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和没有人类对气候
的影响情况下超出极端温度阈值的可能性。
而后通过获取对各类阈值的可能性估值而制
作出风险变化表。在与记录持平或记录被突

事件归因评估旨在厘清对事件产生若干

破的情况下，例如本文所研究的两个案例，

不同可能影响的贡献，例如事件期间的大气

则表格可提供对人为强迫对该事件影响的直

环流、气候变率普遍模式和海况，以及外部

接评估。这已使英国气象局能够在事件一发

气候强迫的影响，例如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

生就即刻发布创纪录温度的新闻稿。关于全

气体排放。此类评估通常是在事件发生后的

球平均表面温度，观测记录（图15 (a) 的黑

一年多进行，因此可以归为“慢速跟踪”。然

色竖线）处于红色分布区之内，但处在绿色

而，人们通常会向科学家们询问在高影响极

分布区的极暖尾部。这表明在没有人为强迫

端事件直接后果中，气候变化起了什么样的

效应的自然气候条件下，不会与记录持平或

作用，并要求在媒体报道期间提供健全的科

突破记录。

学分析。因此，正在开发“快速跟踪”归因技
术，以便能够及时评估人类影响如何在一般
情况下改变事件机率，即，不考虑该事件发

18

英国2014年的记录处于两个分布区之
内，但更向绿色分布区极暖尾部内侧偏移

（图15 (b)）。英国的分布区更广，重叠度

记录温度的可能性增加到十倍。

更大，因为在该较小尺度上，自然变率高于
归因人为的变化。在全球尺度上，人为部分
的相对贡献明显更大，因此两个分布区几乎
没有重叠。估计人类影响已使英国实测到破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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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竖线表示2014年
的温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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