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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季风区大气降水同位素的

季节尺度环流效应

谭　明① 　南素兰② 　段武辉①

（①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新生代地质与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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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Ｄａｎｓｇａａｒｄ于 １９６４提出月尺度降水 δ１８Ｏ的降水量效应（或称雨量效应），之后在古气候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于解释古季风强度的变化以及重建降水量。但在具有复合水源的中国季风区，这一应用遇到了困难。近年来，根

据大量的观测数据，指出至少在中国季风区还存在另外一种同位素效应：环流效应。对于中国东部广大季风区来

说，临近的太平洋提供近源水汽，而印度洋提供远源水汽。由于海洋和大气环流的变化，如热带太平洋海温梯度

的变化，或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变化等，可导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向中国季风区输送的近远源水汽比率发生变

化，从而导致了大气降水 δ１８Ｏ变化：无论降水量大或小，如果水汽来自太平洋，则降水 δ１８Ｏ值偏高，如果水汽来自

印度洋，则降水 δ１８Ｏ值偏低。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降水同位素季节尺度的环流效应，并引用 ＳＰＲ（江南春雨）这个

气候学概念，成功地解释了 ２０１２年的降水量效应佯谬。降水同位素的环流效应概念不仅对同位素气象学和气候

学有参考价值，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古气候代用指标的 δ１８Ｏ的信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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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石笋 δ１８Ｏ作为气候变化记录，在著名的南京葫
芦洞末次冰期序列

［１］
发表以后，受到古气候界的广

泛关注，引出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讨论。在中国，多

数研究者将大区域长尺度变化一致的石笋 δ１８Ｏ作为
东亚夏季风强度或降水量大小的指标。但是，这个

被学界广泛接受的观点，其实从未被严格证明过。

该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众所周知的“降水量效应”

（ａｍｏｕｎｔｅｆｆｅｃｔ，或称“雨量效应”）［２，３］，而原作者在
１９６４年发表的文中明确指出［２］

，他所说的“降水量

效应”是月尺度或季节尺度的降水量与 δ１８Ｏ之间的
统计负相关 （原文：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ｂ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δ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ｅ．ｌｏｗδｓｉｎｒａｉｎｙ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ｈｉｇｈδｓ
ｉｎｍｏｎｔｈｓｗｉｔｈｓｐａｒｃｅｒａｉｎ．Ｔｈｉｓ“ａｍｏｕ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ｓ
ｆｏｕｎｄａｌｌｔｈｅｙｅａｒｒｏｕｎｄａｔｍｏｓｔ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

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ｔｉｍｅａｔｍｉｄ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所以，最合乎逻辑
的做法是，我们首先要在中国季风区利用现代观测

数据，证明降水 δ１８Ｏ是否普遍存在“降水量效应”。

２　中国南方降水 δ１８Ｏ季节变化总体
特征

　　程海等［４］
统计了 ＧＮＩＰ（全球大气降水同位素

观测网）在中国南方（黄河－秦岭－青藏高原东南缘
一线以南）１２个站点的多年平均降水 δ１８Ｏ的季节变
化，所有站点均显示夏季（主要为 ７～８月）δ１８Ｏ最小，
其他月份偏大。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几乎

全部站点的降水 δ１８Ｏ数值在 ４月偏重且集中到一个
很小范围，而在 ４月前后分散开去，从而揭示出中国
季风区（至少南方）降水 δ１８Ｏ呈哑铃型的季节变化模
式。由于作者统计的是平均气候态

［４］
，它促使我们

猜想，如果“降水量效应”假说是对的，那么这个

δ１８Ｏ变化模式表明，４月各站点的降水量偏少，且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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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相同。事实如此吗？因为是观测时期的问题，应

该不难查证。下面结合笔者的观测数据和水汽输送

图进行分析。

３　观测站降水量及降水δ１８Ｏ在 ２０１２
年春夏的变化

　　过去几年，我们曾联合数个研究团队对中国东
部８个洞穴进行了从大气降水到洞穴滴水的稳定同
位素逐月观测（采用 ＩＡＥＡ规范，方法与结果见文献
［５］），其间发现２０１２年比较特别：除了北京石花洞
和云南仙人洞，广东、重庆、湖北、甘肃、安徽和见

于文献的湖南长沙
［６］
其他各站点，不仅春季降水 δ１８Ｏ

值高于夏季，而且降水量也高于夏季；贵州站点的降

水 δ１８Ｏ值春季显著高于夏季，而降水量春季非常接近
夏季（表１）。从表１可见，春季各站点降水量差异很
大，并不符合前面“几近相同”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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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测站 ２０１２年春夏降水量与降水稳定同位素数据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ｄａｔａ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ｕ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ｏｆ２０１２ｆｒｏｍ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观测点

春季降水

δ１８Ｏ平均值
／‰

春季降水δ１８Ｏ
加权平均值

／‰

春季降水 ｄ
加权平均值

／‰

春季

降水量

／ｍｍ

夏季降水

δ１８Ｏ平均值
／‰

夏季降水 δ１８Ｏ
加权平均值

／‰

夏季降水 ｄ
加权平均值

／‰

夏季

降水量

／ｍｍ

广东宝晶宫 －４．３３ －４．１７ １２．７８ ７７１．８ －７．５９ －７．１８ ８．７６ ７３０．２

重庆芙蓉洞 －３．４ －４．０８ １５．８２ ４１３．０ －９．７５ －９．７８ ８．３６ ３０７．２

湖北和尚洞 －２．３３ －３．２３ ２０．４４ ２８７．６ －８．５１ －８．９３ ６．３８ ２１１．２

甘肃万象洞 －４．３６ －４．６１ １４．２ １８７．６ －１１．１３ －１１．１６ ６．６６ １４１．８

安徽蓬莱洞 －５．０３ －５．０５ １０．５３ ３２４．０ －８．５５ －８．６２ ５．４８ ２４０．２

贵州凉风洞 －３．４５ －４．２７ １４．５２ ５６１．６ －８．７７ －８．５２ ６．４８ ５８１．４

湖南长沙 －４．１９ －５．７７ １６．７９ ８１３．１ －８．４９ －９．０６ ９．５５ ３９８．２

　宝晶宫夏季取样时段为 ６月３日到９月２０日；万象洞由于缺３月 δ１８Ｏ数据，而８月取水样于月中，故春季时段取为４月１日至６月１日，

夏季时段取为 ６月 ２日至 ８月 １５日；蓬莱洞由于春夏各缺一个月的 δ１８Ｏ数据，故春季时段取为 ４月 ７日到 ６月 ６日，夏季时段取为 ６月 ７日

至 ８月 １３日；长沙数据引自文献［６］中表 ３（δ１８Ｏ平均值及 ｄ加权平均值为作者提供）

表 １数据还提出两个问题：一是高降水量对应
高 δ１８Ｏ，显然违背“降水量效应”定义，这个有违经
典的现象，我们可称之为“降水量效应佯谬”。但真

相是什么呢？二是春季降水量高于夏季，这符合我

们熟悉的季风气候定义吗？换句话说，我们以往的

认识是否有误？笔者希望从 ２０１２年的春夏水汽输
送对比来解答这两个问题。

采用 ＮＣＥＰＮＣＡＲ再分析数据，根据全球逐月
２５°×２５°水平风场、比湿和表面气压做水汽输送
图（图 １）。从图 １中春夏水汽输送对比可见，果然
在多数站点分布范围内，春季水汽输送强度大于夏

季。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与正常年份或多年平均

比较，２０１２年到底是春季特别，还是夏季特别，还
是都特别。所以，还需要做出春夏水汽输送的气候

态图进行比较，同时探讨其气候学原因。

４　分析区气候态水汽输送季节对比

　　 用与 图 １相同方法和相同表示做气候图
（图 ２），与图 １对比不难看出，２０１２年的春季水汽
输送状况与平均态非常接近（稍强于平均态），而十

分异常的是夏季的水汽输送。看来正是由于 ２０１２
年夏季，多数站点所在区域获得水汽远少于常年，

于是就得到表 １中的异常数据。并且，从图 １和
图 ２对比还能看出，春季水汽输送机制主要为西太
副高西伸，在北纬 １０～３０度范围内，其西缘风向由
东南转向西南，并将太平洋的近源水汽输送到中国

大陆，所以无论降水量多还是少，春季降水 δ１８Ｏ都
偏高。在夏季，西太副高东撤，西南季风将远源的

印度洋水汽自西向东输送至中国大陆。所以，无论

是多年平均态的强输送（图 ２ｂ），还是 ２０１２年的弱
输送（图 １ｂ），即无论降水量多还是少，夏季降水
δ１８Ｏ都偏低。在这些季节尺度的关系组合中，降水
量与降水 δ１８Ｏ呈反相关关系即被称为 “降水量效

应”
［２］
；但如果是正相关关系，即出现所谓“降水量

效应佯谬”，怎么理解？下面拟采用笔者近几年提

出的环流效应原理
［７～１０］

，对上述现象整体加以合理

解释。

基于“雨水冲刷原理”（ｒａｉｎｏｕｔｅｆｆｅｃｔ，或称“雨
除效应”），笔者曾提出降水 δ１８Ｏ的环流效应假说：
在确定空间上（区域或站点）考察大气降水 δ１８Ｏ在不
同尺度上的变化（从单场降水到季节、年际甚至更

长），如果决定其变化的主控因素为环流变化导致

的远近源水汽比率的变化，称为降水 δ１８Ｏ的环流效
应

［７～１０］
。大气降水 δ１８Ｏ的环流效应分别在年际尺

度
［７，８］
和单场降水中

［９，１０］
被发现。而在这两个尺度

之间，显然还有一个季节尺度。过去我们不太清

６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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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２年春（ａ）和夏（ｂ）整层水汽输送形势及观测点分布
图中矢量和色阶单位是 ｋｇ／ｓ·ｍ，虚线矩形框出中国东南部春季水

汽输送大值区；框外紫色圆圈是万象洞（３３°１９′Ｎ，１０５°００′Ｅ），框内

紫色圆圈自西向东依次为芙蓉洞（２９°１３′Ｎ，１０７°５４′Ｅ）、凉风洞

（２５°１６′Ｎ，１０８°０３′Ｅ）、和尚洞 （３０°２７′Ｎ，１１０°２５′Ｅ）、宝晶宫

（２４°０７′Ｎ，１１３°２１′Ｅ）和蓬莱洞（３０°１４′Ｎ，１１７°３２′Ｅ），蓝色圆圈

　　　　　　　为长沙（２７°５１′～２８°４０′Ｎ，１１１°５４′～１１４°１５′Ｅ，）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ｌａｙｅｒ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ｏｆ

ｓｐｒｉｎｇ（ａ）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ｂ）ｉｎ２０１２．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ｋｇ／ｓ·ｍ，

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ｃｏｖｅｒｓ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ｖａｌｕｅａｒｅａｏｆ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ｄｕ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

ｃｉｒｃｌｅ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Ｗａｎｘｉａｎｇｃａｖｅｉｓ（３３°１９′Ｎ，１０５°００′Ｅ），

ｉｎｔｈｅ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ｒｅ，ｆｒｏｍｗｅｓｔｔｏｅａｓｔ，Ｆｕｒｏｎｇ

ｃａｖｅ（２９°１３′Ｎ，１０７°５４′Ｅ），Ｌｉｎｇｆｅｎｇｃａｖｅ（２５°１６′Ｎ，１０８°０３′Ｅ），

Ｈｅｓｈａｎｇｃａｖｅ（３０°２７′Ｎ，１１０°２５′Ｅ），Ｂａｏｊｉｎｇｃａｖｅ（２４°０７′Ｎ，

１１３°２１′Ｅ）ａｎｄＰｅｎｇｌａｉｃａｖｅ（３０°１４′Ｎ，１１７°３２′Ｅ）ｉｎｔｕｒｎ，ａｎｄ

ｔｈｅｂｌｕｅｃｉｒｃｌｅｉｓ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２７°５１′～２８°４０′Ｎ，

　　　　　　　 １１１°５４′～１１４°１５′Ｅ）

楚，降水 δ１８Ｏ是否在季节尺度也具有环流效应？如
果有，其表现和机理又是什么？而现在我们知道

了，本文所讨论的观测事实，显然就是大气降水

δ１８Ｏ的季节尺度环流效应的生动表现。并可推测，前
述降水 δ１８Ｏ的哑铃型季节变化模式，最有可能是由
于各个站点春季水汽来源比较一致或此时远近源水

汽比率较为一致造成。

前述利用环流效应解答了表 １提出的第一个问

图 ２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平均水汽输送图
（ａ）春季，（ｂ）夏季；数据来源和矢量色阶单位与图 １同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ｌａｙｅｒ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ｏｆ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ｉｓ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ｂ）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

　　　　　　　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ｖｅｃｔｏｒｕｎｉｔ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ｆｉｇ．１

题。下面回答第二个问题：从图 ２ｂ可知，正常年份
印度洋水汽输送是在南海转为经向往北延伸，而

２０１２年（图 １ｂ）却纬向穿过南海，在东海转向往北
延伸，好 似 大 陆 南 部 横 亘 着 一 座 “水 汽 坝”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ｄａｍ），阻挡着水汽正常向
北输送。究其原因，一个假设是该年夏季大陆气温

较低，气压较高，对南面水汽的吸引力较小。但查

证该年的气温，虽然全年显著偏低，但主要是由于

冬温偏低造成，夏温仍然偏高（数据来自 ｈｔｔｐ：∥
ｃｍｄｐ．ｎｃｃｃｍａ．ｎｅｔ／ｃ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另一个假设是，
该年夏季西太副高似乎比正常年份更为东缩（对比

图 １ｂ和图 ２ｂ），致使西南风长驱东进而未能在南海
转向北上，这可能是 ２０１２年夏季水汽输送异常的
一个机理。另外，在 ２０１２年，南支槽（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ｒａｎｃｈＴｒｏｕｇｈ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Ｗｅｓｔｅｒｌｉｅｓ）偏强也
更加促使夏季水汽输送异常。

５　“江南春雨”和环流效应的空间尺度
　　若进一步观察，从图 ２可见，在中国东南部，
即使多年平均气候态，也表现为水汽输送春季强于

７７５



第　　四　　纪　　研　　究 ２０１６年

夏季。所以，就季节降水量对比而言，就不仅仅是

２０１２年的问题。那么，现代气候学家对此是否已经
有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

宋代诗人黄庭坚曾有诗云：“春风春雨花经眼，

江北江南水拍天。”黄庭坚是江西人，曾在江西泰

和做知县，并创“江西诗派”。写这首诗时，正在泰

和。诗作所赠之人苏辙，当时被贬往江西高安（宋

时称筠州）上任酒监。如果说，诗中所写之境应是

诗人所见所感，而非想像，那么这两句写的就是江

西春季的气候景象。而作为现代气候学中重要概念

的“江南春雨”（Ｓｐｒｉｎｇ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Ｒａｉｎｓ，或 ＳＰＲ）直
至 ２０世纪末才提出［１１］

。尔后，气候学家确定了

ＳＰＲ的大致区域：３０°Ｎ以南，１１０°Ｅ以东［１２］
，即包括

中国东南五省：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和广东；并

且进一步确认了ＳＰＲ形成的青藏高原、南岭武夷山
等地形条件

［１２］
，西太副高春季西伸控制的环流条件

以及水汽来源于西太的水汽输送条件
［１３］
。为此，

笔者根据多年观测东部降水数据做了春夏雨量分布

图（根据国家气候中心 １６０个台站数据），表明该区
域春季降水量确实多于或相当于夏季（图 ３）。

图 ３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春季（ａ）和夏季（ｂ）

中国东部降水（单位：ｍ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ｂ）ｓｕｍｍｅｒ（ｕｎｉｔ：ｍｍ）

然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还不能限于此，因为

表 １中只有广东宝晶宫和湖南长沙位于 ＳＰＲ区域
内，而“类 ＳＰＲ同位素现象”（高降水量对应高 δ１８Ｏ
值）却并不仅限于这两个站点。如前面提到的“哑

铃型”降水 δ１８Ｏ的站点分布范围［４］
，就远远超出了

ＳＰＲ区域。那么“江南春雨”这个仅限于降水因素
的气候学概念就不足以说明表 １与文献［４］中发现
的现象。作为同位素气候学概念的环流效应所能影

响的范围，远比 ＳＰＲ区域更为广大。
此外，既然春夏两季的水汽来源海区不同，那么

其氘盈余也就可能具有示踪的意义。Ｄａｎｓｇａａｒｄ［２］首先
提出了氘盈余（ｄ‰）的概念，认为其大小可以指示
水汽源区的湿度、风速和最初蒸发时海表温度。

Ｆｒｏｅｈｌｉｃｈ等［１４］
系统总结了全球尺度 ｄ值的变化特

征，指出 ｄ值可作为海洋水汽来源的指示剂，在其文
章中的图 ４显示，北半球热带印度洋 ｄ值较低，
３０°Ｎ太平洋海区 ｄ值较高。而我们的观测数据经
计算表明（表 １），各观测站点的 ｄ值春季均＞１０，夏
季均＜１０。也就是说，春季来自西太平洋的水汽 ｄ
值高于全球平均，而夏季来自印度洋的水汽 ｄ值低
于全球平均。稍不同于 Ｆｒｏｅｈｌｉｃｈ等［１４］

的总结，在

本文的图 １ａ或图 ２ａ中，西太水汽输送纬度低于
３０°Ｎ，所以说，本文提供的数据是对 Ｆｒｏｅｈｌｉｃｈ
等

［１４］
总结的补充。

６　简短的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见，包括 δ１８Ｏ、δＤ和 ｄ在内的大
气降水同位素不仅指示了水汽源远近，而且还指示

了水汽源的位置特征，这些特性均与大气环流变化

有关，即主要与同热带太平洋海温梯度密切关联的

西太副高的强弱变化、西伸东缩有关
［１５］
。据此我

们可以将降水 δ１８Ｏ的环流效应概念扩展为降水同位
素环流效应。本文讨论的中国大气降水同位素季节

尺度环流效应是理解“环流效应”的一个关键尺度；

同时，对作为自然记录代用指标的同位素的气候信

号讨论
［１６～１８］

，或同位素古气候学的研究
［１９～２１］

具有

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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