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数据分析下的气候模型
张宸豪 1, 2, 冯

曦 1, 2, 冯卫兵 2, 刘

涛 1, 2, 丁

坤 1, 2

(1. 海岸灾害及防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京 210098; 2. 河海大学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 为研究全球变暖与极寒天气间的关系, 对加拿大 13 个省代表性测站 10 年的观测数据进行时空
变化趋势分析, 采用经验正交函数(EOF)寻找海洋表面温度历史数据的变化规律。另外利用 BP 神经网
络建立了年平均温度、日降水量与地球吸热、散热、海表面温度、当地纬度间的关系, 预测未来 25 年
气候的变化, 并建立了“极寒天气”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模型。研究表明: 高纬度地区温度、降水量普
遍较低, 同经度地区的温度差异较小且降水量变化不大; 加拿大地区温度呈周期性变化, 符合北半球
的季节变化特征; 北大西洋的东部与其他海洋的温度是反相关的, 西太平洋南北回归线附近的海洋表
面温度升高; “极寒天气”出现频率与气候变化有一定关系, 局地极寒现象与全球变暖的大趋势并不
矛盾。本研究为人们认识和理解“全球变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 全球变暖; 极寒天气; EOF 法; BP 神经网络; 气候变化模型
中图分类号: P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096(2020)10-0001-11

DOI: 10.11759/hykx20191122004

近年来, 全球变暖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但因出

定神经元之间的耦合权值, 从而使网络整体具有近似

现全球变暖停滞现象, 且局部地区“几十年一遇”的

函数的功能, 建立非线性系统模型, 如今有学者 [15-18]

极度寒冷天气, 使公众对全球变暖产生了怀疑。公众

将其运用到气候的预测中。本文利用 BP 神经网络在

出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范围的不同, 没有充分认识

现有数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简单易懂的统计气候模

到全球变暖形式的严峻性。全球范围长时间的观测

型使人们认识和理解“全球变暖”这一概念。 

数据并不完整, 给统计计算带来极大困难, 不仅如此,
海洋吸收热量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大 [1-2], 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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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海洋表面温度 [3]的变化具有某种震荡特征, 如年
代际太平洋震荡 [4] 、厄尔尼诺现象 [5] 、拉尼娜现象 [1]
等。这些因素使得研究全球温度变化更加困难。徐
一丹 [6] 指出全球变暖停滞期间气候系统内部能量并
没有减少, 其中一部分能量被转移并储存在了海洋
中深层, 从而对全球增温减缓产生影响; 周亚军 [7]通
过对全球各大洋季度海温距平的分析, 发现全球近百
年海温变化的特点; 李刚[8]研究了全球范围的海表温
度异常变化的主要模态, 并讨论了各个模态的时空变
化特征; 梁晴 [9] 建立了基于小波分析的全球温度循
环模型。但是, 国内外的现有的相关气候模型都较复
杂 [10-13]。因此, 有必要建立的模型应区别于复杂的专
业气候模型, 有利于非专业人士理解和认识全球气候
变化的态势, 解释极端天气现象的发生, 寻找、求证
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 从而增强人们气候变化的意
识。BP 网络是人工神经网络中一种多层前馈网络的
学习算法 [14], 它可以通过神经网络的自学习功能, 确

1.1

加拿大地区和全球海洋表面的温
度分析
加拿大地区温度的时空变化趋势
加拿大地区按省份分为 13 个区域(图 1), 因为每

个区域的纬度跨度不是太大, 对温度影响较小, 在每
个区域内选择 1 个测站(资料缺失不超过 5%)作为该
地区的代表性测站, 利用这些测站的 2009—2018 年
的 10 年温度资料(对于测站数据缺失, 采用插值处理
的方法对资料进行补全)对加拿大地区温度的时空变
化问题进行探讨。在保证资料的连续性后, 对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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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布进行分析, 计算出各地区的年平均最高温、

温位于 ON 省, 最低温位于 NT 省, 高纬度地区温度

最低温、年平均温度绘制成加拿大地区温度的空间

普遍较低, 同经度地区的温度差异较小, 北大西洋

分布表(表 1), 结合图表可以看出, 加拿大地区, 最高

附近的 3 个省份受气流影响较大。

图 1 加拿大各省份分布
Fig. 1 Provinces of Canada
表 1 加拿大各省份温度空间分布
Tab.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emperature in the provinces
of Canada
省份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 平均温度

们按照先经度后纬度的排序方式, 对 13 个区域进行
排序, 绘制出温度与 13 个省的关系图(图 2), 从图中
可以看出, 最高温度从 BC 省到 NB 省没有太大差别,

/℃

/℃

Alberta, AB

34.7

–34.5

4.3

British Columbia, BC

33.6

–35.0

3.9

Manitoba, MB

34.8

–33.3

3.5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NL

26.7

–23.6

6.1

Yukon, YT

28.4

–41.1

–6.5

的, 我们可以看出同经度地区的温度变化不是太大,

New Brunswick, NB

32.6

–32.7

5.0

但跨纬度地区温度差异大, NS 省因为受北大西洋暖

Nova Scotia, NS

26.4

–14.1

8.2

流影响, 全年最高温, 最低温以及平均温度的变化

Ontario, ON

35.4

–19.7

13.1

幅度不是太大, 适合人们居住, NU 省是 13 个省中温

Prince Edward Island, PE

28.5

–20.0

6.6

度最低的, 与之相反的是 ON 省是 13 个省份中温度

Quebec, QC

33.4

–33.9

5.2

最高的, 他们都与哈德森湾相连, 是否受哈德森湾

Saskatchewan, SK

36.1

–34.2

4.1

Northwest Territories, NT

32.9

–43.2

–1.4

Nunavut, NU

20.7

–42.8

–13.1

2

/℃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温度与空间位置的关系, 我

符合同一纬度的温度状况, 但在 NS 省开始降温, 可
能是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 后 4 个省开始升温, 在
NU 省又下降至 13 个省的年最高温中的最低温(纬度
较高)。年平均温度, ON 省最高, NU 省最低, 符合经
纬度的变化, 但在最低温度 13 个省的变化幅度较大,
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 NS 省最低温是 13 个省最大

的影响还需进一步讨论。柱状图为 13 个省的年平均
总降水量, 可以看出, 同一经度的降水量变化不大,
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 QC、NB、NS、PE 省降水
量充沛, 高纬度地区, 降水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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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图 2 加拿大地区温度、降水空间分布图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in Canada

对于加拿大地区温度的时间分布特征, 考虑各
地区的经纬度, 选择 3 个区域(BC, PE, NU)做 120 个月
的温度时间序列分析, 在 3 个省的的温度时间序列
图中(图 3)可以看出, 温度随时间呈周期性变化, 即
6 月至 8 月温度最高, 12 月至 1 月温度最低的典型
季节变化, 但 BC 省在 2011 年至 2012 年期间, 即
BC 省的月最低温(图 3c)在 2011 年至 2012 年间出现
了较低的极值点, 可能是受厄尔尼诺的影响, 之后
BC 省最高温和最低温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 温度越
来越高。对这 3 个区域进行线性趋势估计, 可以看出,
BC 省的最高温度, 最低温呈上升趋势, 而 NU 省和
PE 温度变化幅度稳定, 无明显变化趋势。

1.2

海洋表面温度历史数据中的变化规律
海表面温度(SST)是海洋热力、动力过程以及海

洋与大气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19], 是影响海面水汽
交换和热通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也是研究海洋
环流、水团、海洋锋、上升流和海水混合等问题的
主要参量 [20]。
SST 历史数据是格点数据, 来源于美国的地球
系统研究实验室(https://www.esrl.noaa.gov/psd/data/),
首先利用 MATLAB 对数据进行 reshape 函数处理, 得
到全球海洋 1854 年 1 月到 2019 年 5 月, 共 1 985 个
月的海洋表面月平均温度。排除陆地数据, 利用经验
正交函数分析方法(EOF)对数据进行时空分解, 可以
看出(表 2), 前 12 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占总方
差的 46.3%, 但模态 12 和模态 11 的特征根误差范围
重叠无法通过 North 显著性检验, 前 11 个模态累积
贡献率接近 45%, 可以较好的说明 SST 的分布类型。

Fig. 3

图 3 加拿大地区温度时间分布图
Time distributions of temperature over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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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态的累积方差贡献率
Tab. 2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s of modes
模态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特征值误差上限

特征值误差下限

1

696.028 558 5

15.787 893 8

15.787 893 8

686.638 187 9

705.418 929 1

2

369.750 236 1

8.386 979 7

24.174 873 6

364.761 803 2

374.738 669 0

3

144.345 927 1

3.274 173 3

27.449 046 6

142.398 504 5

146.293 349 7

4

136.194 288 9

3.089 271 1

30.538 318 1

134.356 842 9

138.031 734 8

5

115.563 921 0

2.621 316 1

33.159 634 3

114.004 806 7

117.123 035 2

6

104.986 205 6

2.381 383 7

35.541 018 0

103.569 799 1

106.402 612 2

7

97.334 219 4

2.207 815 0

37.748 833 1

96.021 048 6

98.647 390 3

8

83.446 784 3

1.892 808 7

39.641 641 8

82.320 973 9

84.572 594 8

9

78.066 129 8

1.770 760 3

41.412 402 2

77.012 911 7

79.119 347 9

10

74.924 700 8

1.699 503 8

43.111 906 0

73.913 864 9

75.935 536 8

11

72.008 943 9

1.633 366 2

44.745 272 3

71.037 445 5

72.980 442 4

12

70.425 716 4

1.597 454 1

46.342 726 5

69.475 577 9

71.375 855 1

发现全球海洋表面温度有 11 种分布类型, 1、2 两种

态 1 占方差贡献的 15.8%(图 4), 该分布类型仅在大

模态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24%, 相比于其他模态占的

西洋北部(80°N, 30°E)和(80°N, 10°W)附近, 以及非

比重较大, 所以本文选取了这两种模态进行分析。模

洲大陆的几内亚湾附近有较弱的正值区, 说明北大

Fig. 4

4

图 4 SST 模态 1、2 的空间分布与时间系数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ime coefficients of SST modes 1 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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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的东部与其他海洋的温度是反相关的, 从时间
系数图可以看出, 模态 1 的时间系数在 1974 年以后
基本为负值, 表明 1974 年以后模态 1 处于负相位,
即 1974 年以后气候变化了。模态 2 占方差贡献的
8.4%, 该分布类型在西太平洋附近被一片强正值控
制, 正值中心为南北回归线附近, 其西部为一片较
弱的正值与之相应照, 但在太平洋的赤道附近有较
强的负值中心与之相互补偿, 这表明了西太平洋南
北回归线附近的海洋表面温度升高, 则赤道附近的

图 5 全球的海温变化趋势图
Fig. 5 Global SST trend chart

海洋表面温度降低。正负中心基本上与北太平洋大
气活动中心(阿留申低压与西太平洋高压)对应。表明
正负区域是海气相互作用最活跃的区域, 这种模态
变化, 对我国天气有明显的影响。从模态 2 的时间系

2

数图可以看出, 模态 2 的时间系数趋势斜率是较为

2.1

平缓的上升,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模态下气候没
有太大改变。
从全球整体来看, 20 世纪的 SST 变化趋势在赤
道太平洋东—西温度梯度逐渐增大。一年中, 在年初
时, 高温区分布在赤道两端; 随着时间的推移, 高温
区逐渐向北移, 过了 8 或 9 月份后, 直到年底时段,
高温区又逐渐向南推移。
在海洋靠近陆地的边界处附近, 会出现能量的
辐聚区, 从而造成近海处的温度高于附近的外海。
中国近海 SST 变化主要以增温为主, 但增温幅
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和季节差异。夏季东海大部分海
域特别是黑潮主干海域增温显著, 南黄海东部海域

气候模型的建立
气候变化模型
本文利用 BP 神经网络建立了气候变化与地球

吸热、散热、海表面温度以及当地纬度之间的函数
关系(式 1), 通过每年全球平均能量平衡估算的关系
得到吸热、散热数据 [21], 其中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年平
均温度和日降水量这两个因素体现, 故将其作为函
数的因变量, 所建立的神经网络结构(图 6)。
[T, P] = f (A, D, S, L),

(1)

式中: T 表示年平均温度, ℃; P 表示日降水量, 单
位 mm; A 表示吸热, 单位 J; D 表示散热, 单位 J; S
表示海表面温度, 单位℃; L 表示当地纬度, 单位
为度。

降温。冬季海域增温更加显著, 只是东海部分海域
降温。
加拿大幅员辽阔, 各地各近海处的 SST 差异很
大。附近海域大致可以分为 4 个区域: 太平洋地区
(西海岸区)、中部地区(大湖-圣劳伦斯低地区)、大

Fig. 6

图 6 神经网络结构
Neural network structure

西洋地区和北方地区。大部分区域温度不高, 处在
该网络结构共设有 9 个隐藏层及 2 个输出层,

15℃以下。
对 168 年的 SST 数据求距平, 绘制出全球的海

输入包含地球吸热、散热、海表面温度、当地纬度

温变化趋势图(图 5), 由图中可见: (1) 从 1860 年

这 4 个特征值, 输出包含年平均温度及日降水量这

到 1940 年, 全球海区在这段时间内基本表现为温

2 个特征值, 迭代次数设置为 1 000 次, 学习率设

度负距平, 在此期间最明显的是 1900 到 1910 年之

为 0.01, 且当均方根误差小于 0.001 时停止训练。

间, 海温降到了本世纪以来最低值, 降幅为–0.4℃。

本研究中的样本为散布在全球范围内的 285 个地

(2) 在 1910 到 1960 年 , 温度呈现上升趋势 , 且

点, 并将其中的 80%作为训练集, 余下的 20%作为

1940 年升温幅度强于 1960 年。(3) 1970 年以后没

测试集。

有明显的降温区, 至今为止, 全球的海洋表面温

训练结果如图 7 所示。

度还在持续上升, 且最高温度已经超过了之前的

还对测试集的预测值和真实值做了对比, 可发

记录。

现该模型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图 8)。
Marine Sciences / Vol. 44, No. 10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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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训练结果
Fig. 7 Training results

美洲、南美洲以及大洋洲靠近重要港口的区域各选
取了一点, 研究了该地未来 25 年的气候变化规律。
首先利用可变随机函数对这些地区未来 25 年的
吸热、散热及海表面温度(SST)进行了预测分析, 同
样采用了 BP 神经网络的方法(图 9)。
六大洲的 SST 图中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
2020 年至 2045 年接近海洋表面的水温将呈现上下波
动的趋势, 其中非洲和南美洲的水温值在较高值之
间波动, 而亚洲和欧洲的水温值在较小值之间波动,
欧洲气候受海洋影响较大, 始终处于 10℃以下。另
图 8 测试集中预测值和真实值的比较
Fig. 8 Predicted and true values in the test set

外每个洲的 SST 预测值的波动范围在 2℃之内, 由
此可见, 接近海洋表面的水温特征有着随时间的差
异性。同样, 在六大洲的吸、散热图可以看出未来

2.2

未来 25 年气候变化的预测
为方便起见, 本文分别在非洲、亚洲、欧洲、北

6

25 年的六大洲的散热值几乎没有波动, 吸热值有幅
度很小的波动, 说明吸、散热值在未来 25 年几乎没
有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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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图 9 研究点的 SST 和吸散热值未来 25 年的预测
Predicted SST and heat absorption values of the study site over the next 2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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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 25 年的吸热、散热及 SST 值作为输入代

非洲的温度年平均温度最大, 在整体上符合全球变

入所建立的模型中可得未来 25 年的气候变化趋势

暖的大趋势, 短期内符合上下波动的特征。

(考虑温度/降水两方面)。如图 10 所示。

2.3

整体上, 未来 25 年各大洲的降水的存在较大的
不同, 其中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的降水随时间变化

“极寒天气”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研究“极寒天气”与气候变化的关

有较大的差异性, 三大洲的降水平均量也较大, 非

系, 本文建立如下的函数关系(式 2):
[T, P]= f (S, n, L),

洲未来的最大降水年份与最小降水年份之间的差值

式中: T 表示年平均温度, ℃; P 表示日降水量, mm; n

最大; 对于亚洲、欧洲和北美洲来讲, 三个洲的降水

表示极寒天气在一年中出现天数, d。其余变量同上

随时间变化幅度不大, 亚洲和欧洲的降水平均量较

述公式。

(2)

小。各洲的气温变化趋势呈现出一种波动式上升的

为方便研究, 这里将“极寒天气”定义为小于年

趋势, 北美洲的变化趋势较接近加拿大地区。与降水

平均最低温度的天气情况, 由于全球最低气温资料较

量相同的规律是亚欧两大洲的年平均温度较低, 而

难获得, 仅就易于获取资料的加拿大地区 13 个省各

Fig. 10

8

图 10 未来 25 年的气候变化趋势(温度和降水)
Climate trends over the next 25 years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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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要测站多年数据进行样本数据搜集, 共有 15 个

温幅度强于 1960 年; 1970 年以后没有明显的降温区,

样本, 同样选择其中 80%作为训练集, 余下 20%作为

至今为止, 全球的海洋表面温度还在持续上升, 且

测试集, 建立的神经网络共有 10 个隐藏层和 2 个输出

最高温度已经超过了之前的记录; 未来 25 年非洲和

层, 测试集的预测值和真实值对比(图 11)如下。

南美洲的水温值在较高值之间波动, 亚洲和欧洲的
水温值在较小值之间波动, 同时得出接近海洋表面
的水温特征有着随时间的差异性的结论; 非洲、南美
洲、大洋洲的降水随时间变化有较大的差异性, 这三
大洲的降水平均量也较大, 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降
水随时间变化变化幅度不大, 亚洲和欧洲的降水平
均量较小; 六大洲的气温变化趋势呈现出一种波动
式上升的趋势, 亚欧两大洲的年平均温度较低, 而
非洲的温度年平均温度最高, 在整体上符合全球变
暖的大趋势, 短期内符合上下波动的特征; “极寒天
气”出现频率与气候变化有一定的关系且局地出现
极寒现象与全球变暖的大趋势并不矛盾。
气候变化是一种长期的、渐进的、可预测的趋

图 11 测试集的预测值和真实值
Fig. 11 Predicted and true values of the test set

该图表明一年中“极寒天气”出现的频率与气
候变化有一定的关系。从上述五大洲未来气候降水
的预测图来看, 一个地区的气候变化是一种长期的
趋势, 全球变暖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 短期的
温度变化曲线不能完全反应出这一趋势, 所以局地
出现极寒现象与全球变暖的大趋势并不矛盾。

3

结论

势, 而天气是短期的、局部的、不稳定且难以预测的。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 不同地区的增暖不均匀, 极
地冷空气在高压系统推动下, 向北半球大陆地区南
下进发, 导致气温骤降。针对全球气候系统内部的脆
弱性, 系统边缘在充分发挥自适应功能的同时, 采
取有针对性的人为适应措施, 来增强边缘边缘和内
部系统的共同适应能力, 调节改善内部系统的局部
环境以减轻气候变化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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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warming and extreme cold weather, we performed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trend analyses on 10-year observation data from representative stations in 13 Canadian provinces.
We then used the 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 (EOF) to determine the variation rule of historical ocean-surfacetemperature data. In addition, we used a BP neural network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daily precipitation, and the Earth’s heat absorption, heat dissipation,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local
latitude to predict climate change in the next 25 years and to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extremely cold
weather” and climate cha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in high latitudes are generally
low,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with longitude is small, and the precipitation changes only slightly. The temperature
in Canada changes periodically,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seasonal changes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North Atlantic is inversely related to the temperature of the other oceans. The frequency of “extreme cold
weather” ha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the local extreme cold phenomenon i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general trend of global warming.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global warming”.
(本文编辑: 刘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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