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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均年降水量
呈增加趋势

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指
标表明，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2021
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1850
～1900年平均值）高出1 . 11℃，是有完整
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七个最暖年份之
一。最近20年（2002～2021年）全球平均
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 . 01℃。2021
年，亚洲陆地表面平均气温较常年值（本
报告使用1981～2010年气候基准期）偏
高0 . 81℃，为1901年以来的第七高值。

中国升温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
平，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1951～
2021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
升趋势，升温速率为0 . 26℃/10年。近20
年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最暖时期；
2021年，中国地表平均气温较常年值偏
高0 . 97℃，为1901年以来的最高值。

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降
水变化区域间差异明显。1961～2021年，
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平均每
10年增加5 . 5毫米；2012年以来年降水量
持续偏多。2021年，中国平均降水量较常
年值偏多6 . 7%，其中华北地区平均降水
量为1961年以来最多，而华南地区平均
降水量为近十年最少。

中国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趋多、趋强。1961～2021年，中国极端强
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
以来，极端高温事件明显增多，登陆中国台
风的平均强度波动增强。2021年，中国平均
暖昼日数为1961年以来最多，云南元江

（44 . 1℃）、四川（富顺41 . 5℃）等62站日最
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1961～2021年，北方
地区平均沙尘日数呈减少趋势，近年来达
最低值并略有回升。

全球冰川整体处于
消融退缩状态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海洋变暖加
速，全球平均海平面呈持续上升趋势。海
洋变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显著加
速，2021年全球海洋热含量（上层2000
米）再创新高。1993～2021年，全球平均
海平面的上升速率为3 . 3毫米/年；2021
年，全球平均海平面达到有卫星观测记
录以来的最高位。

中国沿海海平面变化总体呈波动上
升趋势。1980～2021年，中国沿海海平面
上升速率为3 . 4毫米/年，高于同期全球
平均水平。2021年，中国沿海海平面较
1993～2011年平均值高84毫米，为1980
年以来最高。

中国地表水资源量年际变化明显，
近二十年青海湖水位持续回升。2021
年，中国地表水资源量接近常年值略偏
多；辽河、海河、黄河和淮河流域明显偏
多，其中海河流域地表水资源量为1961
年以来最多；珠江和西南诸河流域较常
年值偏少。2005年以来，青海湖水位连
续17年回升；2021年青海湖水位达到
3196 . 51米，已超过20世纪60年代初期
的水位。

全球冰川整体处于消融退缩状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消融加速。中国
天山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阿尔泰山区
木斯岛冰川、祁连山区老虎沟12号和长
江源区小冬克玛底冰川均呈加速消融趋
势。2021年，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东、西
支末端分别退缩了6 . 5米和8 . 5米，其中
西支末端退缩距离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
最大值。

北极海冰范围呈显著减少趋势。
1979～2021年，北极海冰范围呈一致性

的下降趋势；3月和9月北极海冰范围平
均每10年分别减少2 . 6%和12 . 7%。1979
～2015年，南极海冰范围波动上升；但
2016年以来海冰范围总体以偏小为主。

中国总辐射量
呈减少趋势

中国整体的植被覆盖稳定增加，呈
现变绿趋势。2000～2021年，中国年平均
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呈显著上升趋
势。2021年，中国平均NDVI较2001～
2020年平均值上升7 . 9%，较2016～2020
年平均值上升2 . 5%，为2000年以来的最
高值。

中国不同地区代表性植物春季物候
期均呈提前趋势，秋季物候期年际波动
较大。1963～2021年，北京站的玉兰、沈
阳站的刺槐、合肥站的垂柳、桂林站的枫
香树和西安站的色木槭展叶期始期平均
每10年分别提早3 . 5天、1 . 5天、2 . 5天、
3 . 0天和2 . 8天。

中国平均年总辐射量呈减少趋势。
2021年，太阳活动进入1755年以来的第
25个活动周的上升阶段，太阳黑子相对
数年平均值略高于第24个活动周同期

（2010年）。1961～2021年，中国陆地表面
平均接收到的年总辐射量趋于减少；
2021年，中国平均年总辐射量较常年值
偏少31 . 5千瓦时/平方米。

中国气溶胶光学厚度总体呈下降趋
势，阶段性变化特征明显。2004～2014
年，北京上甸子、浙江临安和黑龙江龙凤
山区域大气本底站气溶胶光学厚度年平
均值波动增加；2014～2021年，均呈波动
降低趋势。2021年，北京上甸子站和浙江
临安站气溶胶光学厚度平均值较2020年
均有小幅降低，黑龙江龙凤山站较2020
年略有升高。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2）》发布，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

我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

北半球多地出现持
续高温热浪事件

今年夏季，入夏时间
早、持续多轮高温、极端
性强，“高温”成了一个网
络热搜词。

6月份，还未入伏，我
国就经历了一轮猛烈高
温过程。6月13日至6月26
日，高温过程覆盖国土面
积达363 . 6万平方公里，
影响人口超过6亿人。

7月份，高温天气继
续“开挂”，主要影响江
南、华南等地。

其中，杭州今年7月高
温日数达到26天，高居榜
首；福州以连续25天高温
紧随其后；上海、重庆高
温日数也达到20天以上。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
任方翔在3日表示，最近
50年全球变暖正以过去
200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
速度发生，气候系统不稳
定性加剧。进入21世纪以
来，北半球夏季高温热浪
事件日渐频发。

入夏以来，北半球多
地出现高温热浪事件，法
国、西班牙、英国、美国、
日本等国多个城市刷新
高温纪录。7月9日至10日，
美国南部多地出现40℃以
上的高温天气。7月14日，
葡萄牙出现47℃高温，打
破该国7月纪录，并逼近欧洲的历史极值；西
班牙马德里最高气温达40 . 7℃。7月19日，英
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升至40 . 2℃，为英国自
1841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首次超过40℃。

方翔表示，全球变暖是北半球高温热
浪事件频发的气候大背景，大气环流异常
则是直接原因，高压系统强盛导致多地高
温突破历史极值。

“加长版”三伏天影响持续

方翔表示，今年高温天气比较明显，三
伏天时间比较长。从7月16日入伏，三伏天
预计长达40天。

今年入伏以来（7月16-31日），全国平均
气温22 . 9℃，较常年同期偏高0 . 5℃，为1961年
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入伏以来，全国有141
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有
42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同期历史极值。
全国平均高温日数3 . 0天，较常年同期偏多
0 . 9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三多，广东、
福建高温日数均为历史同期第二多。

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中国大部地区气
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未来10天，江南、
四川盆地、江汉、江淮、陕西南部、河南等地
多高温天气。高温区域的日最高气温一般
可达35℃~38℃，局部可达40℃，其中，新疆
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1℃~44℃。从未
来10天的预报来看，我国大范围的高温还
没有明显缓解迹象。

专家提醒，新疆北部、华东中部、华中
中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需关注持续高温
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做好防暑降温及
供电应急准备工作。

近日，32 . 5℃的北极冲上热搜。
据报道，全球气候变暖，致使南极和

北极也深受影响。南北极的冰川也在加
速融化。今年7月，北极圈的温度一度飙
升至32 . 5℃。

美国冰雪数据中心的研究者指出，7
月15日到17日，格陵兰岛的气温上升并维
持在一个很夸张的程度。相比往年同时
期的正常温度，这几天的异常高温，高出
整整12℃。

采访画面中，记者虽站在格陵兰

岛，背靠冰雪，却身着一件单薄的T恤，
并且还表示：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已经
暖和到可以穿短袖了。覆盖世界第一
大岛格陵兰岛的冰盖也在加速融化。
从相关报道来看，仅仅是在7月15日到7
月17日这三天，格陵兰岛流失的冰量已
经达到了约60亿吨。研究人员分析，仅
仅是这3天融化的量，就足以将整个西
弗吉尼亚州（面积和我国宁夏相当）淹
没在30厘米深的水中。要知道，北极影
响着世界的气候和天气，格陵兰冰盖
的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威胁着许多
沿海社区。

科学家们由此担心，2019年创纪录的
冰川大融化会重演。彼时，有5320亿吨冰
水流入大海，7月的热浪导致整个冰盖的
表面几乎都融化掉。这之后，全球海平面

永久上升了1 . 5毫米。从长远来看，冰盖流
失的速度从来没有逆转过。

6月25日，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
报》上的一项对观测温度的新分析还显
示，北极变暖的速度是全球变暖速度的
四倍多。该研究并未明确指出这些相对
突然增加的原因，但研究人员推测，促成
原因可能是海冰和水蒸气反馈，以及大
气和海洋热量移动到北极方式的变化。

实际上，今年夏天，人们对于全球暖
化应该是已经有所体会了，热浪一浪接
一浪，以及热射病频繁的发生，都在警示
着我们已经不可忽略气候风险。人类将
做出怎样的反应和选择，已经是当下亟
待回应的严峻问题。

本版稿件综合人民网、中新社、界面
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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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继江南、华南之后，华北地区加
入“焖蒸”群聊。

中央气象台8月4日发布高温预警：18
省区市将有35℃以上高温天气！8月4日白
天，陕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安
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
建、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有35℃以
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37℃~39℃，重庆局地可达40℃以上。

今年夏天，高温天气持续，40℃高温屡
见不鲜，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今年夏天
为何这么热？

32 . 5℃的北极，已经可以穿短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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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中国气象局召开8月
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中国气候变化

蓝皮书（2022）》。《蓝皮书》显示，全球变暖趋
势仍在持续，2021年中国地表平均气温、沿海
海平面、多年冻土活动层厚度等多项气候

变化指标打破观测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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