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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普洱雨季开始期年际增量变化规律和影响雨季开始期的环流形势及物理过

程，采用年际增量方法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选取 5 个具有物理意义的预测因子

( 包括前期 1 月南半球绕极环流、前期 2 月南太平洋高压、前期 4 月孟加拉湾至南海海

平面气压、前期冬季加拿大北部海冰和前期冬季伊朗高原积雪深度) ，建立了普洱雨季

开始期的预测模型，并对预测模型进行 1967—2017 年的交叉检验和 1998—2017 年的

逐年独立样本检验。交叉检验中，雨季开始期预测值和观测值年际增量的相关系数为

0. 84，相对均方根误差为 24%; 独立样本检验中，雨季开始期年际增量的相对均方根误

差为 15%，模型对雨季开始期异常年份的预测误差小于 7 d，表明该预测模型能很好再

现 1967—2017 年雨季开始期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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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气候短期变化的因子众多，且又有复杂的

相互作用，目前我们尚未对其中任何一个因子的详

细物理过程及其影响有清晰的科学认识( 王会军，

1997) 。因此短期气候预测是当今所面临的一个非

常重要也是非常困难的研究课题。
短期气候预测的方法，主要分为数值模式方法

和物理统计方法。在对气候模式的评估中发现，无

论是全球气候模式还是区域气候模式，对东亚降水

的预 测 能 力 均 较 低 ( 张 莉 等，2008; 徐 经 纬 等，

2016) 。因此通过分析大气环流的演变，从中找出

相应的物理过程和影响因子，来建立预测模型成为

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欧亚环流、ENSO 可通过影

响偏东及偏南风的异常，来影响春季三江源的水汽

输送( Sun and Wang，2018) 。而 NAO 负位相下，哈

德森湾-戴维斯海峡地区对流活动的潜热增强，可导

致北极地区大气湿度的增加( Sun and Wang，2019) 。

已有的研究表明( 肖子牛和梁红丽，2006; 范可等，

2007，2008; Fan and Wang，2009; 范 可 和 田 宝 强，

2013; 张文君等，2018; 李崇银等，2019) ，东亚季风、
ENSO、南极涛动、北大西洋涛动、印度洋偶极子、太

平洋海温等，是影响东亚降水的重要因子。在短期

气候预测中，也常使用前期影响因子作为预报因子

建立预测模型。建立预测模型时，为了反映降水的

异常，常使用距平来描述，这样就难免受到年代际预

测信号的影响，给降水的预测带来不确定性。因此，

近年来提出使用年际增量的方法，其不但能反映出

年际变化也能够反映出年代际的变化。研究表明，

使用年际增量的方法，对华北汛期降水和长江中下

游夏季降水进行预测，预测模型不但能够很好地拟

合降水增量，在回报检验中也显示了很高的预测技

巧( 范可等，2007，2008，2016) ; 对南极涛动及全球

夏季降水预测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Su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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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2013; Zhang et al．，2019) 。同样，使用年际增

量法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预测，如东北地区大-暴
雪及西北太平洋台风的预测，年际增量预测方法也

体现出较高的预测能力( Fan and Wang，2009; 范可

和田宝强，2013) 。
普洱位于云南西南部，雨季开始期平均为 5 月

下旬，此时正值农作物播种、水稻移栽及返青的生长

季节，雨季开始的早晚对农业生产和茶叶产量影响

非常大。同样，雨季开始期的预测也是气象服务的

一项重要内容，对水资源的利用和政府决策等方面

也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已有研究表明( 晏红明

等，2003; 刘瑜等，2007a，2007b) ，孟加拉湾季风、南

亚高压的季节性移动及中低纬的冷空气活动与云南

5 月 降 水、雨 季 开 始 期 的 关 系 密 切。北 极 涛 动、
ENSO 也可影响云南春季降水，北极涛动、ENSO 为

正位相时，云南春季降水偏多( 邢冬等，2016) 。北

半球春季雪盖面积增加时，5 月云南西部地区降水

偏少、东部地区降水偏多( 何媛等，2013) 。

图 1 普洱气象站的空间分布( a) 和 1965—2017 年普洱雨季开始期的标准化时间序列( b)

Fig．1 ( a)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Pu＇er and ( b) standardized time series of onset date of rainy season in Pu
＇er during 1965—2017

由于普洱雨季开始期年际变率较大，对雨季开

始期的异常预测比较困难，相关的研究较少，而普洱

雨季开始期的短期气候预测又具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鉴于此，本文基于普洱雨季开始期及影响雨季

开始期的环流形势及物理过程年际增量的变化规

律，进而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建立普洱雨季开

始期的预测模型。

1 数据与方法

所使用的降水资料为普洱市 10 个气象观测站

的逐日降水观测资料，使用中国气象局《西南雨季

监测业务规定( 试行) 》西南雨季开始期的计算方法

对普洱雨季开始期进行计算，文中雨季开始期数值

表示为距离 4 月 21 日的天数。气象资料使用美国

国家环境预报中心的再分析月平均资料，包括高度

场、风 场、海 平 面 气 压 场 ( 水 平 分 辨 率 为 2. 5° ×
2. 5°) ，及海温资料( 水平分辨率为 1°×1°) ，表层海

冰覆盖资料( 水平分辨率为 1. 875°×1. 875°) 。积雪

深度来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资料( 水平分辨率

为 2. 5°×2. 5°) 。所有资料选取时段为 1965—2017
年共 53 a。

图 1a 为普洱 10 个观测站点空间分布，普洱雨

季开始期为距离 4 月 21 日的天数( 图 1b) ，显示普

洱雨季开始期具有年际变化显著的特点。本文使用

年际增量的方法来描述普洱雨季开始期的异常，将

气候预测的对象由距平转为年际增量，即当年值减

前一年值。年际增量方法能够放大相关环流的异常

信号( 范可等，2007，2008) ，该方法不仅能反映出预

测值的年际变化，也能够再现其年代际的变化趋势。

2 普洱雨季开始期主模态时空变化
特征

利用 EOF ( 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 对普

洱雨季开始期变量场进行空间函数和时间函数的分

解，采用 Kaiser＇s 标准公式( Liu and Fan，2014) ( 公

式 1) 验证变量场主模态:

λm ＞
T
K∑

K

k = 1
Xk，k。 ( 1)

式( 1) 中: Xk，k 为所分解变量场的第 k 个方差; K 为

保留到第 K 个模态; λm 为保留变量场 EOF 的特征

值; T 取 0. 7( Liu and Fan，2014) 。若主模态为第一

模态，则 λ 1 = 68 315，T∑
1

k = 1
Xk，k = 47 821，满足式(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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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保留到第二模态，则 λ 2 = 17 420，
T
2∑

2

k = 1
Xk，k =

30 007 ，不满足式( 1) 。由此可知，第一模态即为普

洱雨季开始期的主模态。

图 2 1965—2017 年普洱雨季开始期距平第一 EOF 模态的空间分布( a) 和标准化时间系数( b; 曲线为 11 a 滑动平均结果)

Fig．2 ( a)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 b) normalized time series of the first EOF mode of the onset date of rainy season in Pu＇er
during 1965—2017( The solid line is the 11-year running average of the onset date of rainy season)

普洱市雨季开始期平均为 5 月下旬，图 2 为

1965—2017 年普洱 10 个站点雨季开始期距平第一

模态的空间函数 EOF1 及时间系数 PC1，第一模态

占总方差贡献的 48%。EOF1 反映了普洱雨季开始

期变化一致的特征，普洱雨季开始期全市一致偏早

或偏晚，整体差异较小。其中变化相对较明显的地

区为普洱北部，普洱南部雨季开始期的变化相对较

小。从标准化后的 PC1 中可以看出，普洱雨季开始

期的年际变化明显，分别选取时间系数大于 1 和小

于－1 的年份来表示普洱雨季开始期正异常年和负

异常年。正异常年表示雨季开始期偏晚，如 1967、
1968、1977、1992、1997、1998、2005、2010、2015、2017
年为雨季开始期正异常年。负异常年表示雨季开始

期偏 早，如 1973、1976、1981、1999—2002、2006—
2009 年为雨季开始期负异常年。1992 年以后雨季

开始期变化相对前期差异较大，异常年份较多。如

图 2b 所示，普洱雨季开始期存在显著的年代际变

化。20 世纪 70 年代为负异常年，普洱雨季开始期

偏早; 80 年代至 90 年代前期为正异常年，雨季开始

期偏晚; 90 年代后期至 2010 年普洱雨季开始期偏

早趋势显著。

3 普洱雨季开始年际增量环流形势

普洱雨季开始的一个必要天气条件为强的偏南

暖湿气流，另一个必要条件为有一定的垂直上升运

动，促使偏南暖湿气流抬升降雨。为此，使用普洱

10 个观测站点雨季开始期的区域平均值作为普洱

雨季开始期指数，分析与普洱雨季开始期年际增量

相关的年际增量环流 ( 以下环流均为年际增量形

式) 。从 普 洱 雨 季 开 始 期 与 5 月 海 平 面 气 压 场

( SLP; 图 3a) 、1 000 hPa 风场( 图 3b) 相关环流形势

场可见，欧洲阻高异常减弱，其前部的气流不利于极

地冷空气的向南侵入，我国大部地区海平面气压异

常偏低、偏北风异常减弱。南海至中南半岛回流冷

空气异常减弱，不利于滇西南地区冷锋的生成，及西

南暖湿气流的锋面抬升。从偏南气流的影响发现，

普洱雨季开始期与孟加拉湾季风低压相关显著( 图

3a、c) ，对流层中层孟加拉湾为气旋性环流异常，对

应的普洱雨季开始期异常偏早( 图略) ，季风低压的

形成有利于低层孟加拉湾西南面西风的增强 ( 图

3b) 。以孟加拉湾西南面西风风速的突然增加来定

义孟加拉湾夏季风的爆发，孟加拉湾西南季风气流

为滇西南的降水提供充足的暖湿水汽。孟加拉湾夏

季风爆发后经圈环流发生显著变化，北半球上升气

流主要位于孟加拉湾( 蒋兴文，2011) ，滇西南地区

暖湿气流的输送及系统性上升得以加强，进而影响

云南 5 月降水( 晏红明等，2003) 。
研究发现，孟加拉湾夏季风的爆发与 ENSO、青

藏高原的热力强迫( Wu and Zhang，1998; Mao and
Wu，2007; 徐海明和周备，2017; 王静等，2018) 及与

印度夏季风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 Liu et al．，2002;

金 啟 华，2006; Tamura and Koike，2010; Tamura et
al．，2010 ) 。根据多年气候平均 SLP，定义 ( 40° ～
90°E，25° ～35°S ) ( 图 3a，黑色框区域) SLP 的平均

值作为马斯克林高压( MH) 的强度( 薛峰等，2003) 。
马斯克林高压西部偏强、东部偏弱，索马里越赤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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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67—2017 年普洱雨季开始期年际增量与同期环流年际增量的相关场: ( a) SLP; ( b) 1 000 hPa 水平风

速; ( c) 500 hPa 位势高度; ( d) SST; ( e) 200 hPa 位势高度; ( f ) 850 hPa 比湿．打点( a，c，d，e，f ) 和阴影

( c) 部分表示通过 0. 05 信度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Fig．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onset date of Pu ＇er rainy season and the interannual increments form
( a) SLP，( b) horizontal wind at 1 000 hPa，( c) geopotential height at 500 hPa，( d) SST; ( e) geopotential
height at 200 hPa，( f) specific humidity at 850 hPa in during 1967—2017．( a，c，d，e，f) Dotted and ( c) sha-
ded areas represent the coefficients passing significance level of 0. 05

流和赤道印度洋西风加强( 图 3a、b; 陈爽，2017) ，有

利于普洱雨季开始。ENSO 可通过印度尼西亚地区

的上升运动来影响印度洋上空的纬向环流，ENSO
处于负位相时，印度洋上空的纬向环流增强，有利于

孟加拉湾季风爆发( 图 3d; 马杰，2007) ，普洱雨季开

始期偏早。南亚高压西伸发展可加强孟加拉湾南部

的高空辐散，其低层存在明显的高层抽吸，为孟加拉

湾夏季风的爆发提供有利的条件( 刘伯奇，2013) 。
200 hPa( 图 3e) 位势高度( HGT ) 环流相关场上也可

以看出，南亚高压( SAH) 西伸发展，对应普洱雨季

开始期偏早。相应地，受偏南暖湿气流的输送，对流

层低层( 图 3f ) 印度洋东部、孟加拉湾及以北地区比

湿显著增大，偏南气流为滇西南的降水提供充足的

水汽。
以上分析表明，孟加拉湾季风爆发偏早、偏强及

冷空气活动频繁、偏强可造成当年普洱雨季开始期

较前一年提前，年际增量环流形势表现为: 较前一年

而言，南印度洋 MH 西进北抬、SAH 增强、ENSO 处

于异常负位相，以上环流形势有利于孟加拉湾季风

槽的加强、爆发及暖湿气流侵入滇西南，为滇西南降

水提供充足的水汽来源和系统性动力抬升机制。欧

洲阻高异常增强，有利于极地冷空气南下，可使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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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相汇形成锋生，动力抬升条件得以加强，滇西南

降水显著增多。

图 4 1967—2017 年环流年际增量的相关场( 打点区表示通过 0. 05 信度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 ( a) x1 与 5 月 200

hPa HGT; ( b) x1 与 5 月 SLP; ( c) 5 月 SAH 与 SLP; ( d) 普洱雨季开始期与 1 月 200 hPa HGT

Fig．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 a) between x1 and geopotential height at 200 hPa in May，( b) between x1 and SLP in

May，( c) between SAH and SLP in May，( d) between onset date of Pu＇er rainy season and January geopotential
height 200 hPa in the interannual increments form during 1967—2017 ( Dotted areas represent the coefficients
passing significance level of 0. 05)

已有研究表明，南北半球可通过越赤道气流进

行物理量的交换，南半球高纬地区为南极季节变化

最早开始的地区，也是大气环流季节变率最强的区

域之一。而南极极涡中心稳定维持在罗斯海上空

( 王会军和薛峰，2003; 高辉，2004) 。南半球绕极低

压带偏深时，其激发的 Ferrel 环流低层为正距平，

Ferrel 环流上升支气流偏强，由大气的质量守恒可

知，Ferrel 环流下沉支气流也相应偏强，导致南半球

副热带地区大气质量增加，副热带高压增强( 高辉，

2004) 。因 此 选 取 前 期 1 月 罗 斯 海 附 近 ( 150° ～
170°E，65° ～90°S) 上空 200 hPa HGT 区域平均指数

年际增量作为反映南半球大气环流异常的预测因子

x1( 图 4d，黑色框内) 。这一区域 200 hPa HGT 与普

洱雨季开始期在 1967—2017 年具有很高的相关，相

关系数为 0. 53，通过 0. 01 信度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 图 4d) 。前期 1 月南极绕极低压异常减弱，随后 5
月南半球副热带 MH 异常偏东、偏南( 图 4b) 。MH
异常可影响北印度洋越赤道气流的异常( 图 3b) ，进

而导致高空经向环流的变化，它的变化会与 SAH 相

联系( 王会军和薛峰，2003) 。进而定义 5 月 SAH 环

流指数为 200 hPa( 60° ～ 100°E，20° ～ 35°N ) HGT 区

域平均值( 图 4a) ，5 月 SAH 是影响孟加拉湾季风低

压的关键系统( 图 4c) 。
海洋比热大、热容量大，它能够将前期大气环流

的异常信息贮存和记忆，并通过海气相互作用影响

后期的大气环流( 夏阳等，2016) 。分析发现普洱雨

季开始期与同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西太平洋、印度洋

海温 年 际 增 量 相 关 显 著 ( 图 3d ) 。因 此 选 取 与

Nio3. 4 区相关显著的前期 2 月 200 hPa ( 130° ～
140°W，35° ～45°S) 区域平均 HGT 年际增量作为普

洱雨季开始期的预测因子 x2( 图 6a) 。这一区域 200
hPa HGT 与普洱雨季开始期在 1967—2017 年具有

很高的相关，相关系数为－0. 57，通过 0. 01 信度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 图 6a) 。年际增量场上，前期南太

平洋高压的异常变化与同期 SLP 的异常变化相对

应。2 月 200 hPa HGT 及 SLP 场表现为南太平洋高

压异常增强北抬，西太平洋至澳大利亚 SLP 异常减

弱( 图 5a) 。从 850 hPa 风场( 图 5e—h) 上可见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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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67—2017 年环流年际增量的相关场( 打点区表示通过 0. 05 信度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 ( a) x2 与 2 月 SLP;

( b) x2 与 5 月 SST; ( c) 太平洋海温与 5 月 200 hPa HGT ; ( d) 太平洋海温与 5 月 SLP; ( e—h) x2 与 2—5 月

850 hPa 风场( 阴影区表示通过 0. 05 信度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Fig．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 a) between x2 and SLP in February，( b) between x2 and SST in May，( c) between Pa-

cific SST and geopotential height at 200 hPa in May，( d) between Pacific SST and SLP in May ; ( e—h) between
x2 and horizontal wind at 850 hPafrom February to May in the interannual increments form during 1967—2017．

( a—d) Dotted and ( e—h) shaded areas represent the coefficients passing significance level of 0. 05

平洋副热带高压为反气旋式环流异常，其东部的东

南气流有利于表层海水的向西输送，与赤道中东太

平洋海温异常变化相对应，ENSO 处于负位相，随后

5 月 Nio3. 4 区 海 温 异 常 偏 低 ( 图 5b ) 。通 过 取

( 160° ～120°W，5°S ～ 5°N ) Nio3. 4 区 SST 区域平

均作为赤道太平洋海温指数，分析得出 ENSO 循环

与西太平洋、印度洋副热带高压( 图 5d) 、SAH ( 图

5c) 相关，进而影响孟加拉湾夏季风，对滇西南 5 月

降水产生影响。
此外，前期 4 月孟加拉湾至南海( 80° ～ 12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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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67—2017 年环流年际增量的相关场( 打点区表示通过 0. 05 信度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 ( a) 普洱雨季

开始期与 2 月 200 hPa HGT; ( b) 普洱雨季开始期与冬季海冰

Fig．6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 a) between onset date of Pu＇er rainy season and geopotential height at 200 hPa in
February，( b) between onset date of Pu＇er rainy season and winter sea ice in the interannual increments
form during 1967－2017．Dotted areas represent the coefficients passing significance level of 0. 05

图 7 1967—2017 年环流年际增量的相关场( 打点区表示通过 0. 05 信度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 ( a) 普洱雨季

开始期与 4 月 SLP; ( b) x3 与 4 月 SST; ( c) x3 与 5 月 SST; ( d) x3 与 5 月 1 000 hPa 风场

Fig．7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 a) between onset date of Pu＇er rainy season and SLP in April，( b) between x3 and

SST in April，( c) between x3 and SST in May，( d) between x3 and May horizontal wind at 1 000 hPa in the

interannual increments form during 1967—2017( Dotted areas represent the coefficients passing significance
level of 0. 05)

10° ～20°N) SLP 较前一年增高，普洱雨季开始期较

前一年偏晚( 图 7a) 。这一区域平均 SLP 的年际增

量与普洱雨季开始期的年际增量在 1967—2017 年

相关显著，相关系数为 0. 59，通过 0. 01 信度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前期 4 月这一区域 SLP 异常增高表

现为同期澳大利亚北部至东北印度洋 SLP 异常升

高( 图 7a)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偏高，海温异

常中心位于 Nio4 区( 图 7b) ，此状态海温的异常持

续至 5 月( 图 7c) 。而 ENSO 循环是影响孟加拉湾

季风爆发的关键系统。另一方面，前期 4 月这一区

域 SLP 异常增高还表现为同期北极绕极低压异常

加深，随后 5 月欧洲阻高异常减弱( 图略) 。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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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高正是影响 5 月南海冷空气回流影响滇西南地区

的关键系统( 图 7d) 。因此选取前期 4 月孟加拉湾

至南海( 80° ～120°E，10° ～20°N) 区域 SLP 平均的年

际增量作为普洱雨季开始的预测因子 x3( 图 7a，黑

色框内) 。

图 8 1967—2017 年环流年际增量的相关场( 打点区表示通过 0. 05 信度的显著性检验) : ( a) x4 与冬季海冰;

( b) x4 与冬季 SLP; ( c) x4 与 5 月 SLP; ( d) x4 与 5 月 200 hPa HGT

Fig．8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 a) between x4 and sea ice in winter，( b) between x4 and SLP in winter; ( c) between x4
and SLP in May，( d) between x4 and May geopotential height at 200 hPa in the interannual increments form dur-

ing 1967—2017( Dotted areas represent the coefficients passing significance level of 0. 05)

近些年北极海冰对东亚气候影响日益显著，虽

然海冰在夏季和秋季减少最多，但北冰洋上空大气

与海洋能量交换最强的季节却是冬季( Deser et al．，
2010; 祁莉等，2019) 。已有研究发现，北极海冰偏

少造成的大气环流异常主要表现为向极温度梯度的

减弱，西伯利亚高压的加强及大陆上空纬向西风的

偏弱( Outten and Esau，2012) 。西风气流的异常减

弱，会引起大气环流经向活动增强，阻塞形势增加

( Liu et al．，2012) 。因此，选取前期冬季加拿大北部

( 105° ～100°W，75° ～ 78°N ) 海冰区域平均的年际增

量作为普洱雨季开始期的预测因子 x4( 图 6b) 。前

期冬季加拿大北部海冰异常是如何影响普洱雨季开

始期? 冬季这一区域海冰与同期拉普捷夫海、东西

伯利亚海东部至加拿大北部海冰相关显著( 图 8a) 。
从海平面气压场上可以看出，冬季加拿大北部区域

海冰异常增多，表现为西伯利亚高压异常减弱，北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增强，大气环流经向活动减弱，

不利于北方冷空气南下，东亚冬季风减弱( 图 8 b) 。
随后 5 月出现欧洲阻高异常增强，中国大部 SLP 异

常增强，有利于冷空气南下影响西南区域( 图 8c) 。
同样发现，随后 5 月 SAH 异常增强( 图 8d) ，而 SAH
正是影响孟加拉湾季风爆发的关键系统。

此外，积雪的反照率效应和水文效应都会对后

期的 大 气 环 流 产 生 影 响 ( Kripalani and Kulkarni，
1999; Ueda et al．，2003) 。积雪变化的初始阶段在强

迫源及其附近地区，在对流层高层出现位势高度的

异常，后期响应特征转变为半球尺度的高、低层同位

相变化的准正压结构，但仍然存在强迫源及其附近

地区的局部持久的斜压扰动( 许立言，2012) 。前期

冬季伊朗高原( 65° ～ 70°E，33° ～ 36°N ) 积雪深度较

前一年增加，有利于普洱雨季开始期的延迟。这一

区域积雪深度年际增量与普洱雨季开始期的年际增

量在 1967—2017 年具有很高的相关，相关系数为

0. 56，通过 0. 01 信度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 图 9a ) 。
前期冬季伊朗高原积雪深度异常增加，随后 5 月

200 hPa、500 hPa 上强迫源附近青藏高原、伊朗高原

位势高度异常减弱，而印度北部的 SAH 正是影响孟

加拉湾季风爆发的重要系统( 图 9b) 。因此，选取这

一区域积雪深度作为普洱雨季开始期预测因子 x5。

4 预测模型建立和检验

通过以上分析，选取 5 个预测因子，包括表示前

期南极绕极环流异常的 1 月罗斯海附近 200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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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967—2017 年环流年际增量的相关场( 打点区表示通过 0. 05 信度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 ( a) 普洱雨季开始期与冬季

积雪深度; ( b) x5 与 5 月 200 hPa HGT

Fig．9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 a) between onset date of Pu＇er rainy season and winter snow depth in the interannual increments
form，( b) between x5 and Maty geopotential height at 200 hPa in the interannual increments form during 1967—2017( Dot-

ted areas represent the coefficients passing significance level of 0. 05)

HGT ; 与 5 月 Nio3. 4 区、Nio3 区关系显著的前期

2 月 200 hPa 南太平洋高压异常; 与 5 月 Nio4 区、
Nio3 区关系显著的前期 4 月孟加拉湾至南海海平

面气压异常; 前期冬季加拿大北部海冰异常及前期

冬季伊朗高原积雪深度异常。表 1 检验了以上 5 个

预测因子之间的独立性。因子间的 Pearson 相关系

数的绝对值若大于 0. 7，且相关关系显著，两因子在

回归分析中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大 ( Mansfield
and Helms，1982) 。以上 5 个预测因子，仅 x1、x5 相

关系数通过 0. 05 信度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相关系数

偏小，仅为 0. 33，其余各预测因子间相关系数均不

能通过 0. 05 信度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以上 5 个预

测因子间有较好的独立性。
表 1 预测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predictors

预测因子 x1 x2 x3 x4 x5

x1 1 －0. 16 0. 25 －0. 27 0. 33

x2 －0. 16 1 －0. 09 0. 11 －0. 16

x3 0. 25 －0. 09 1 －0. 265 0. 26

x4 －0. 27 0. 11 －0. 27 1 －0. 17

x5 0. 33 －0. 16 0. 26 －0. 17 1

进而利用 1967—2017 年共 51 a 普洱雨季开始

期和以上 5 个预测因子的年际增量，采用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了普洱雨季开始期的统计预测

模型并进行预测检验。文中采用两种检验方法，一

种是为避免统计预测模型的过度拟合，排除噪音及

随机性的干扰。文中使用交叉检验的方法，将每一

年作为目标预测年，其余年份建立模型，分别建立

51 个预测模型，进行回报检验。另一种是对 1998—
2017 年共 20 a 进行逐年独立样本检验，即将前期数

据建立模型，依次预测后一年的普洱雨季开始期增

量，共建立 20 个预测模型进行回报检验。
文中使用雨季开始期距平百分率及相对均方根

误差表示模型预测性能，公式为:

P=
( Ｒ－珔Ｒ)

珔Ｒ[ ] ×100%; ( 2)

EＲMS =

(∑N
i = 1

( Ｒi － Ｒ'i )
2 )

N槡
珔Ｒ

× 100%。 ( 3)

式( 2) 、( 3) 中: P 为雨季开始期距平百分率; Ｒ 为雨

季开始期; 珔Ｒ 为雨季开始期气候平均值( 取 1967—
2017 年平均值) ; EＲMS为相对均方根误差; Ｒi 为观测

值; Ｒ'i 为预测值; N 为预测模型数量。
图 10 为 1967—2017 年( 51 a) 的普洱雨季开始

期年际增量交叉检验结果，51 个预测模型均能够通

过 0. 05 信度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拟合系数均大于

0. 7。年际增量的观测值和预测值在 1967—2017 年

交叉检验中的相关系数为 0. 84，降水年际增量相对

均方根误差为 24%。从图 10a 可见，普洱雨季开始

期观测值的年际增量主要有 3 个时段变化较小，分

别为 1983—1991、2000—2005、2012—2015 年。其

余时 段 降 水 年 际 增 量 变 化 较 大，如 1977—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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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1967—2017 年普洱雨季开始期预测模型的交叉检验结果: ( a) 年际增量; ( b) 距平百分率

Fig．10 Cross-validation results for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onset date of Pu＇er rainy season during 1967—2017: ( a) the interan-
nual increment of onset date of Pu＇er rainy season; ( b) the onset date of Pu＇er rainy season anomaly percentage

1982、1992、1997、1999、2005—2006、2010、2016—
2017 年年际增量变化超过 20 d。其中，年际增量变

化较大的年份仅 1977、1982、1992、1997 年预测值较

观测值相差超过 10 d，对年际增量异常年份模型回

报效果良好。在 51 个预测模型的交叉检验中雨季

开始期年际增量预测值与观测值，有 10 a 出现正负

号不相同，同号率达 80%。除 1980、1992、1993 年预

测值较观测值相差超过 15 d，有 80%的年份预测值

较观测值相差小于 10 d。

图 11 1998—2017 年普洱雨季开始期预测模型的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 a) 年际增量; ( b) 距平百分率

Fig．11 Independent hindcasts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onset date of Pu＇er rainy season during 1998—2017: ( a) the
interannual increment of onset date of Pu＇er rainy season; ( b) the onset date of Pu＇er rainy season anomaly per-
centage

将雨季开始期年际增量值加前一年雨季开始期

观测值，可得当年雨季开始期。图 10b 为预测值与

观测值的雨季开始期距平百分率，同样的，雨季开始

期距平百分率观测值和预测值在 1967—2017 年交

叉检验中的相关系数为 0. 75，雨季开始期距平百分

率预测值和观测值同号率为 82%。对雨季开始期

距平百分率变化较大( 超过 50%) 的年份如 1992、
1997—1998、2005—2006、2008、2015、2017 年，仅

1992 年 预 测 值 和 观 测 值 相 差 51%、1997 年 相 差

32%外，其余年份预测值和观测值相差小于 25%。

51 个交叉检验中预测值和观测值相差小于 20%的

占 67%，相差小于 30%的占 82%，模型具有很好的

回报效果。
在 1998—2017 年 20 a 的逐年回报检验中( 图

11) ，雨季 开 始 期 年 际 增 量 的 相 对 均 方 根 误 差 为

15%，66%的年份雨季开始期年际增量观测值与预

测值相差小于 5 d，所有的年份小于 10 d。对 1999、
2005—2006、2010—2011、2016—2017 年 年 际 增 量

变化较大的年份，仅 2017 年观测值与预测值相差大

于 7 d，其余年份均小于 6 d，预测模型能够很好地对

雨季开始期的异常做出预测( 图 11a) 。雨季开始期

距平百分率在 20 年的回报检验中，同号率为 100%，

雨季开始期距平百分率误差小于 20%的占 75% ( 图

11b) 。对 1998、2005—2006、2008、2015、2017 年雨

季开 始 期 异 常 年 份，观 测 值 与 预 测 值 相 差 小 于

23%。模型对雨季开始期距平百分率同样有很好的

预测效果。

5 结论

通过分析普洱雨季开始期年际增量变化规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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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雨季开始期的环流形式和物理过程，确定了 5
个预测因子: 表示前期南极绕极环流异常的 1 月罗

斯海附近 200 hPa HGT ; 与 5 月 Nio3. 4 区、Nio3
区关系显著的前期 2 月 200 hPa 南太平洋高压异

常; 与 5 月 Nio4 区、Nio3 区关系显著的前期 4 月

孟加拉湾至南海海平面气压异常; 前期冬季加拿大

北部海冰异常; 前期冬季伊朗高原积雪深度异常。
利用 5 个因子建立预测模型，并开展交叉样本检验

和逐年回报检验。交叉检验中雨季开始期预测值和

观测值年际增量的相关系数为 0. 84，相对均方根误

差为 24%，对雨季开始期距平百分率变化较大( 超

过 50%) 的年份，模型有很好的预报效果; 同样的，

在 1998—2017 年的逐年回报检验中，雨季开始期年

际增量的相对均方根误差为 15%。对 1998—2017
年雨 季 开 始 期 的 变 化 趋 势 及 1998、2005—2006、
2008、2015、2017 年雨季开始期异常年份均进行了

很好的预测。两种检验均显示预测模型有较好的预

测能力，未来能在实际业务预测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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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ic prediction for onset of rainy season in Pu＇er city of Yunnan Prov-
ince based on the year－to－year increment approach
WANG Xiuying1，TIAN Baoqiang2，3，FAN Ke2，3，4

1Pu＇er Meteorological Bureau，Pu＇er 665000，China;
2Nansen-Zhu International Ｒesearch Centre，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29，China;
3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Forecast and Evaluation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 CIC-FEMD)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

ogy，Nanjing 210044，China;
4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Pu＇er city is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Yunnan Province．The onset date of summer rainfall is very impor-
tant for the crop and tea production in Pu＇er．Based on the variation of interannual increment of onset date of Pu＇er
rainy season and th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and physical process affecting the onset date of the rainy season，five
key predictors with physical significance are selected by using the year-to-year increment approach．The five pre-
dictors are the circumpolar circulation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in January，the South Pacific high in February，

the sea level pressure from the Bay of Bengal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n April，the sea ice in northern Canada in
the previous winter，and the snow depth in Iranian plateau in the previous winter．A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onset
date of the rainy season in Pu＇er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The cross-
validation tests for the period 1967—2017 and the independent hindcast for the period 1998—2017 are performed
to validate the prediction model．In the cross-validation test，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interannual increment be-
tween predicted and observed onset date of the rainy season is 0. 84，and the relativ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is
24%．In the independent hindcast，the relativ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interannual increment of onset date of the
rainy season is 15%，and the prediction error of onset date of the rainy season is less than 7 d，showing that the
prediction model can well reproduce the change trend of onset date of the rainy season from 1967 to 2017．

year-to-year increment approach; onset of rainy season in Pu＇er city of Yunnan Province; climatic predic-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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