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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冬天会下雪吗？我们应该去布列塔尼还是法国里维埃拉度假？今年的

收成好吗？这些问题都清楚地表明季节的变化，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纬度。众所

周知，季节变化的波动有规律可循，但仍然难以预测。 

1.什么是气候变率？ 

气候一般是由当地测量的气象参数（压力、温度、风、降水、云量等）在 30

年内的平均值定义的。这些气象参数的平均值通常被称为“正常值”，作为季节

的预期值，它们被称为“季节性正常值”。它们取决于太阳能的供应，正如希腊

语“气候”的词源提醒我们：“天空的倾斜度”，即太阳的光线。但实际上，天气

状况总是与平均值略有不同。由于多种原因，这些波动构成气候变率，其表征气

候的作用与平均值同等重要。 

首先，振幅是气候的特征之一：总体而言，这种变异性随着纬度的增加而增

加，因此赤道地区的振幅低，极地地区的振幅高。 



此外，气候变率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的影响远大于正常的季节性变化：例如，

凉爽潮湿的夏季或干燥无雪的冬季会对植被、农业和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罕见的

极端波动（热浪、寒潮、风暴等）产生的影响巨大，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最近，

欧洲环境署预估了欧洲每年投入的与气候相关的灾害成本约为 120 亿欧元[1]。 

最后，波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是部分组织的：这些优先组织被称为“变率模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动的持续性为预测提供可能。本文讨论了一种变率模态。 

在中纬度地区，大气环流本质上是“水平的”(参见：“大气环流：它的组织”)。

来自低纬度的暖空气和来自高纬度的冷空气相遇产生数千公里的扰动，从而引起

天气波动(第 2 部分)。这些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组织的，时间尺度从 1 周至十

年不等。在北大西洋有一种模态特别明显：“北大西洋涛动”（NAO）(第 3 部分)。

这种区域性模式是主导整个北半球变率的更广泛模态的一部分，称为“北极涛动”

或“北半球环状模”(第 4 部分)。 

2.中纬度：“天气”波动 

2.1 大气的纬向环流 

在中纬度地区，一般大气环流被称为“纬向”：其从西向东，由高空“急流”

构成(参见：“大气环流：它的组织”和“急流”)。 

在低层大气中，西风在低压区和高压区之间不断交换。通常低压中心在大西

洋上空“加深”(压力降低)以形成气旋扰动，从而给欧洲西海岸带来扰动和多雨

的天气，其天气状况在几天内发生变化，影响超过 1000 公里的地区。在这些扰

动之间，高反气旋压力区域会使天气状况保持平稳。 

有时这些高压“停驻”在一个区域并转移干扰，称为区域的交通“阻塞”。

扰动通道、反气旋条件，甚至持续阻塞状况……所有导致西欧的气象波动，称为

“天气变率”。 

2.2 如何测量天气状况？ 

环流及其扰动与大气压力的差异直接相关。气压表的作用只是在压力下降时

预示下雨，或者在上升时预示晴天。为了预报天气状况，18 世纪末在欧洲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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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气象站网络：法国皇家医学会、曼海姆巴廷学会(现在德国)，英国皇家气

象学会(1854 年加入)[2]。气象站网络现在由各个国家管理并由世界气象组织

(WMO)统筹，为欧洲大气状况的长时间序列监测提供支持。 

在过去的 30 年中，通过气球和卫星对天气状况进行高空测量，测量和观测

资料每天都会发送至 WMO 数次，它们通过同化技术用于天气预报(参见：“天气

预报介绍”和“气象数据同化”)。过去的测量结果也被大气环流模型同化，目标

是模拟过去的天气状况，包括未测量的区域和海拔。这些模拟被称为“再分析”，

是对离散数据进行插值，以获得符合物理规律的大气状态的全局分布。这些再分

析被气候学家广泛用于研究和描述气候及其变率。它们目前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初，且在实验基础上可追溯到 19 世纪。 

在海洋上的测量结果是近期的，且在卫星出现之前其离散化程度高。为了获

得可靠的温度序列并研究其变异性开展了大量工作：目的是汇编、修正和均匀化

船只所作的水温测量。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开始系统研究垂直海洋温度曲

线。自 2000 年以来，一个自动浮标网络被用来定期探测前两公里的海洋。一般

来说，海洋温度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率远小于大陆：这种较低的可变性得以用较

少的测量获得海面天气状况的准确重建。 

3.北大西洋涛动，天气状况的组织 

3.1 气团的转变 

根据 18 世纪的记录报告[3]，丹麦和在西格陵兰岛的贸易站之间的冬季天气

状况经常相反，介于潮湿温和和干燥寒冷之间。过去的记载还提到世界不同地区

天气状况之间的联系。然后通过一系列测量方法对这些经验观察进行了探讨。这

些研究[4]显示了数千公里范围内各种气象参数之间的强统计关系：这些遥相关

被称为“远程连接”(词源上的“遥远连接”)。遥相关揭示了大气环流和相关气

象条件的优先组织，这被称为变率模式。 

统计相关性反映了两个共同变率的参数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同一方向)。如果

这两个参数向相反的方向变率，为负相关。图 1 说明与北大西洋涛动相关的遥相

关之一，其位于冰岛低气压和亚速尔高气压之间。这正是这种振荡的“引擎”：

一组气团，即大气压力，在北大西洋盆地的南部和北部之间变化。气候学家将这

种压力转移称作跷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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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北大西洋涛动的 NAO 指数 

 

图(1) 在冰岛(蓝色)和亚速尔群岛(红色)测量的冬季地面气压平均值 (hPa) 

“冰岛低气压”和“亚速尔高气压”之间的平均差异约为 20 hPa。值得注意的是，冬季当

一个地区的压力远高于平均值，另一地区的压力则低于平均值，反之亦然(负相关)。相关

系数为-0.6。[© G. Delaygue] 

在研究过程中[5]，北大西洋盆地南北之间的压力转移是 NAO 模式最重要的

特征。一方面，这种转变在这两个区域之间引发强烈的遥相关(图 1)，另一方面，

它能够改变穿越大西洋的扰动轨迹。因此，根据压力测量建立了表征这种振荡活

动的指数—NAO指数(图 1)。当冰岛和亚速尔群岛(被称为“行动中心”的地区)

之间存在强烈的压力转移时，NAO 活动就很剧烈。强烈的变率意味着每个中心

的压力在其平均值附近有很大的波动，并且这些波动是相反的(负相关)。相比之

下，当南北气压变率不大，或气压变率不大时，NAO 活动度较低，NAO 指数在

零附近振荡。因此，当压力转移向北偏移时为正，向南偏移时为负，偏移程度弱

时接近零(低 NAO 活动)。NAO 指数越高，压力偏移的程度就越强。 

在实践中中有几种技术用来计算非常相似的参数(图 2)。最简单的指数是在

冰岛和欧洲西南部(亚速尔群岛和/或伊比利亚半岛)的几个站点进行的压力测量。

该指数在图 2 中为蓝色，NAO 活动可追溯到 19 世纪 20 年代。另一种技术是再

分析得到覆盖整个大西洋地区的压力场。再分析得到的结果更准确，但回溯时间

短。相应的索引在图 2 中以红色显示。 



3.3 周期为 10 年的 NAO 模态 

 

图（2）冬季北大西洋涛动与地表压力相关的两个指数 

蓝色：标准化压力之间的差异，在直布罗陀和冰岛测量的压力(CRU/UEA 数据)。橙色：

NCEP 表面压力分析的第一个主要成分(数据来源于 J. Hurrell/NCAR)。加粗曲线：11 个季

节的滑动平均值。[© G. Delaygue]（图 2 annee 年 Indice NAO normalize 标准化 NAO 指

数） 

图 2 表明，北大西洋南北之间两个连续冬季的压力变率明显(称为年际尺度)，

但 10 到 20 年(10 年的尺度)具有持续的趋势。尤其是 1900-1910、1920-1930 和 

1990-2000 年间，为变化的正位相(称为“NAO+”)，指数值呈上升趋势。相比之

下，1850-1860 和 1950-1970(“NAO-”)为负位相。但持续变化过程存在相反方

向的极值：例如在正向变化趋势的十年中，1995-1996 年冬天的指数是极小值。 

3.4. 对天气状况有何影响？ 

如上所述，北大西洋地区南北之间的压力转移主要改变了中纬度穿越北大西

洋的扰动，以及与这些轨迹相关的西风风速。因此这种转变对天气条件的影响在

西欧北部和南部之间是相反的。在夏天，愈加频繁的干扰导致更加潮湿和凉爽的

条件。在冬季，则更加潮湿和温和，在北欧通常是下雨而不是干燥寒冷。 



 

图(3) 1 月份 NAO+条件的平均影响(NAO 指数的月均值。上图：温度异常(ºC)。底图：降

水异常(毫米/月)。彩色等值线显示了这些温度和降水异常与年际变率(温度异常标准差为

0.8 和降水异常标准差为 0.5)显著相关的范围。NCEP 再分析的 1948-2010 年数据。 

[© G. Delaygue] 

图 3 显示出北大西洋涛动对一月典型气象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限于西欧：

由于南北压力转移引起的环流变率，它们还会影响北美东部边缘。拉布拉多地区

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的温度存在强烈的遥相关，美国东海岸与地中海和北非

(远至近东)之间存在平稳的遥相关。可以注意到，活动中心的温度没有受到影响，

而中心是天气波动的驱动因素。降水异常具有“带状”的空间结构，南北差异类

似于压力变率，极端值出现在活动中心。 

然而与两个连续冬季的波动(年际变率)相比，温度和降水的影响相对较小，

尤其是对降水而言。图 3 中的彩色等值线定义了这些受影响的区域。因此 NAO 

模态最多只能描述 20%到 30%的年际温度变率。 

但是北大西洋涛动的这些气象是否影响了欧洲气候？最近发生的一个最好

的例子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 NAO-到 90 年代初的 NAO+。这种转变是

导致西欧变暖的原因，西欧比世界其它区域变暖更迅速，与气候模型的预测值差

异明显[6]。这种变暖最明显的影响之一是西阿尔卑斯山的降雪量减少[7]。NAO+

持续了大约十年，然后振荡变成了 NAO-阶段，有时为极小值(2009-2010 年冬季

的历史低点)。NAO-阶段伴随着极冷的冬季(2001 年 12 月)和正常的冬季(2004-



05、2005-06、2009-10、2010-11)。然而除了这几个寒冷的冬天，法国 2000 年至

2010 年期间其他冬天都相当炎热，甚至非常炎热。因此，似乎北大西洋涛动对

天气条件的影响较小。各种研究模拟了欧洲的天气状况，同时考虑了移动(包括 

NAO 阶段)：研究表明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实际天气状况比预期的要温

暖，包括 21 世纪初的寒冷冬季[8]。 

4.其他区域的大气组织方式 

在 19-20 世纪，气象学为揭示区域之间的相关性，对比了所有可用的测量。

由于北大西洋涛动，北大西洋盆地很快就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强烈遥相关的地区。

但是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组织大气的方式。这就是热带太平洋著名的南方涛动 

(SO)。通过研究印度季风这一对印度相当重要的现象，吉尔伯特·沃克在 20 世

纪初强调南方涛动。这种振荡与强大的 ENSO 现象有关(参见 ENSO 文章-准备

中)。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大气模型的数据同化技术发展迅速(参见气象数据

同化)。 这些模型的分析提供了大气循环及其变异性的全球数据。还可以使用不

同的统计工具(例如主成分分析)进一步探索其组织。因此在中高纬度地区确定了

影响整个半球的模式，其组织模式被称为“环形”，在极区和周围的中纬度地区

(环形结构)之间存在压力变率。它们是北半球环状模(NAM)，通常称为北极涛动 

(AO)，以及南半球环状模(SAM)。 

在北半球环状模中，大西洋地区起着主要作用，大气环流的变异性非常高，

同时组织也非常明显。此外，该地区并不总是与北半球的其他地区相同。由于这

些原因，北大西洋涛动显然是一种特殊的区域模式。 

一般来说，这些模式描述了大气环流的时间尺度，范围从周(同步)到季节。 

北大西洋涛动在几年内也显示出一些持续性，与大气变率速率长时间相关。为了

解释这种持续性，气候学家将目光投向了海洋。事实上，海洋表面有一个比大气

高得多的热惯性(我们称海洋为“热飞轮”)，洋流速度也远低于风。因此这个行

星的热飞轮是某些模式(例如 NAO)数十年持续趋势的合理解释。 

对海洋表面温度的研究确定了几种特定于海洋的模式。北半球是大西洋多年

代际振荡(AMO)，它描述了北大西洋盆地的温度异常。太平洋年代际振荡(PDO)，

它描述了北太平洋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温度变率。热带地区以“厄尔尼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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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娜”模式为主，这是 ENSO 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描述了赤道太平洋东部和

西部之间的温度异常变率(参见：ENSO 文章 - 准备中)。 

事实上，这种用海洋“飞轮”来解释 NAO 十年的持续性的想法已被证明比 

预期的要困难。理论研究 [9]表明，大气环流的同步波动(一周左右)是被表层海

洋过滤以产生数年的海洋温度和/或环流异常。研究表明影响大气的北大西洋涛

动是造成大西洋数十年涛动的原因。与预期相反！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的 NAO+

阶段是自其中期以来北大西洋变暖的起源，对应于多年代际大西洋的过渡振荡到

正相位。这种温暖的大西洋异常现象可能是造成 2010 年欧洲温暖的气候状况的

原因。 

5.结论：NAO 的起源和预测潜力 

经过一个世纪对北大西洋涛动的研究，结果如何呢？首先，它是北大西洋盆

地大气环流的一个特殊组织形式，有两个相反的阶段(NAO+与 NAO-)，在冬季尤

为明显。大气的数字模型很好地再现了这种组织。但是，由于该组织的因素，有

时这两个阶段之间会突然过渡，一个阶段的十年持续时间尚未被明确确定。在周

尺度上，热带地区似乎是通过波束在大气层中的传播引起相变的。在季节尺度上，

特别是在冬季，考虑到高纬度地区的地表状态和高层大气，似乎可对 NAO 相位

作出最好的预测。另一方面，即使海洋的“惯性飞轮”效应仍然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在十年尺度上的持续趋势仍难以解释。 

最后，北大西洋地区可能是气象学家和气候学家研究最多的地区之一，其测

量时间序列最长，也是一个受热带、北极、东部太平洋，甚至平流层等影响强烈

的地区。50 多年来，即使只是北大西洋涛动，且这个地区的社会影响非常广泛，

预测大气环流的季节演变仍然是一个挑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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