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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近 64 年气温变化特征分析
李卫敏， 孙丽华， 曹秀芝， 王志军
（秦皇岛市气象局， 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

要： 利用 1954—2017 年秦皇岛市气象站逐月平均气温资料， 运用线性趋势、 滑动平均

等方法， 对秦皇岛市气温变化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近 64 a 秦皇岛平均气温呈上升趋
势， 趋势率为 0.169 ℃/10 a； 年平均最高气温和平均最低气温升温趋势率为 0.153 ℃/10 a 和
0.156 ℃/10 a； 不同季节升温不同， 春季和冬季升温更为突出； 月气温变化中 3 月升温趋势
最大， 2 月次之； 年极端最高气温变化范围在 31.0～40.0 ℃， 年极端最低气温变化范围-26～
-8.6 ℃； 秦皇岛观测站搬迁后气温比 20 世纪 90 年代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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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emperatur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Qinhuangdao in
Recent 64 Years
Li Weimin, Sun Lihua, Cao Xiuzhi, Wang Zhijun
（Meteorological Bureau of Qinhuangdao, Qinhuangdao Hebei 066000, China ）

Abstract： Using the monthly mean temperature data of the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of Qinhuangdao from 1954 to 2017,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ture changes in Qinhuangdao City were
analyzed using linear trend method, moving average method, and distance-equal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Qinhuangdao in the recent 64
years is on the rise. The warming trend rate is 0.169 ℃/10 a; the average annual maximum temperature and mean minimum temperature increase trend rate is 0.153 ℃ /10 a and 0.156 ℃ /10 a;
different temperature rises in different seasons, and the temperature rise is more prominent in
spring and winter; the warming trend rate is 0.270 ℃/10 a and 0.263 ℃/10 a; the warming trend is
greatest in March, followed by Februar; the extreme maximum temperature range of the year varies
from 31.0 ℃ to 40.0 ℃, and the extreme minimum temperature ranges from -26 ℃ to -8.6 ℃; the
temper-ature of Qinhuangdao observatory after the relocatio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1990s.
Key words： Qinhuangdao, temperatur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warming

近百年来， 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

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1-3]。 气温是气候变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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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子之一， 其变化已经并继续给全球社会、 经

10.6 ℃， 比 20 世纪 80 年代下降 0.4 ℃， 与 64 a

济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 IPCC 第五次评估报
告指出， 1880—2012 年全球海陆表面平均温度

平均值持平， 但和 20 世纪 60 年代相比， 升高了

[4]

呈线性上升趋势， 升高了 0.85 ℃ 。 我国气象工
作者对中国气温变化作了大量研究， 比较一致的
研究结论是近百年来中国气温呈增温趋势， 其增
温幅度具有明显的季节差异和区域特征

[5-8]

。 秦皇

岛市地处河北省东北部， 北依燕山， 南临渤海，

0.7 ℃。 2008—2013 年连续 6 a 平均值都在气候
值以下， 甚至出现了 9.3 ℃ （2010 年） 和 9.6 ℃
（2012 年） 的低值年。 因此， 秦皇岛市经历了冷
暖两个时期， 以 1988 年为界， 前期偏冷， 之后
偏暖。 1988 年起秦皇岛市气候急剧变暖， 1998
年达到了 1962 年以来最高值， 1994 年次之。

地形地貌复杂多样， 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

14

风气候。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 秦皇岛市
气温也正发生着较为显著的变化。 在快速的城市
气温的年、 季、 月变化， 了解秦皇岛市的冷暖变

气温 /℃

化进程中客观、 准确地分析秦皇岛市近 64 a 来

历年值
13
12

10

有现实意义， 也可为政府部门科学合理地利用当

9

地气候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8
1954

1 资料与方法
年的年平均气温、 年平均最高气温、 年平均最低
气温以及季、 月的气温资料。 季度划分以 3 月—
5 月为春季， 6 月—8 月为夏季， 9 月—11 月为
秋季， 12 月—次年 2 月为冬季。 采用线性趋势、
滑动平均等统计方法， 对秦皇岛市近 64 a 的气
温变化进行分析， 计算用平均值以 1981—2010
年 30 a 的要素平均值为气候平均值。 需要指出
的 是 ， 1999 年 以 前 气 象 观 测 站 位 于 海 港 区 ，
1999 年 1 月搬迁至北戴河区赤土山。
2 结果与分析
2.1 年平均气温变化特征
秦皇岛市 1954—2017 年近 64 a 年平均气温
10.6 ℃， 年平均气温最高 12.5 ℃， 出现在 1998
年， 年平均气温最低 8.8 ℃， 出现在 1969 年，
年平均最高气温与年平均最低气温相差 3.7 ℃。
由图 1 可知， 64 a 来秦皇岛市年平均气温呈波动
上升趋势， 气候倾向率为 0.169 ℃/10 a。 秦皇岛
市年平均气温 1954—1988 年基本处于低温阶段，
仅 1975 年、 1982 年和 1983 年有短暂升温现象，
1988—1998 年处于显著偏暖阶段， 11 a 平均值
高达 11.8 ℃。 1999 年观测站由海港区迁至北戴
河区赤土山， 新站距海港区 15 km， 属于湿地保
护区， 建筑物少， 城市热岛效应明显减弱。 气象
站周边的环境对气温的影响非常显著[9]， 秦皇岛
气象站迁站后所观测到的年平均气温比 20 世纪
90 年代显著下降， 1999—2017 年 19 a 平均气温

线性趋势

5 a 移动平均

11

化规律， 对工农业生产、 城市规划、 经济发展具

选取国家基本气象站秦皇岛站 1954—2017

平均值

y=0.016 9x+10.049
R2=0.16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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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54—2017 年秦皇岛市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

秦皇岛市年平均气温具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
特征， 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 20 世纪
60—90 年代呈显著增温趋势， 平均每 10 a 增加
0.5~0.6 ℃， 且年平均气温的最大值及最小值也
呈增加趋势， 该变化到 1999 年迁站后发生改变。
2001—2017 年的年平均气温虽然没有变化， 但
年平均气温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也呈增加趋势。
表 1 秦皇岛市年平均气温年代际变化特征

℃

年份

平均气温

最大值

最小值

极差

1954—196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2011—2017

10.0
9.9
10.4
11.0
11.7
10.5
10.5

10.7
10.6
11.2
12.0
12.5
11.2
11.3

9.3
8.8
9.8
9.9
10.6
9.3
9.6

1.4
1.8
1.4
2.1
1.9
1.9
1.7

2.2

年平均最高气温变化特征
秦皇岛市 1954—2017 年近 64 a 年平均最高
气温 15.5 ℃， 最大值 16.9 ℃， 出现在 1997 年，
最小值 13.8 ℃， 出现在 1969 年。 由图 2 可知，
近 64 a 年平均最高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 趋势
率 0.153 ℃/10 a。 20 世纪 70 年代前平均最高气
温为偏低阶段， 80 年代接近气候值， 1988 年以
后升温明显， 1988—1998 年均在气候平均值之
上， 为偏暖时段， 1997 年达到有气象记录以来
的最高值， 1998 年次之， 为 16.8 ℃。 1999 年迁
站后开始走低， 2000—2001 年、 2010—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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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年份低于 15.5 ℃， 2010 年最低， 仅为 14.3
℃， 但1999—2017 年平均最高气温 15.7 ℃， 比
近 64 a 平均值高 0.2 ℃， 说明年平均最高气温依
然呈升高趋势。

于年平均最高气温， 表明夜间气温的增温趋势比
白天强， 即气温日较差在逐渐减小。
2.4

年极端气温变化特征
秦皇岛市 1954—2017 年 64 a 年极端最高气

温 40.0 ℃ ， 出 现 在 2017 年 6 月 15 日 ； 次 高

18
历年值
17

平均值

线性

5 a 移动

39.9 ℃， 出现在 1961 年 6 月 10 日。 年极端最高
气温最低值 31.0 ℃， 出现在 1957 年 6 月 28 日。

y=0.015 3x+15.034
R2=0.161 6

年极端最高气温通常出现在 5 月—8 月， 如图 4

16

气温 /℃

2018 年 6 月

所示， 其中 5 月 6 次， 6 月最多达 22 次， 7 月

15

20 次， 8 月 16 次。 64 a 中极端最高气温超过 37
14

℃的有 10 a， 35.0~36.9 ℃有 23 a， 其他年份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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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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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54—2017 年秦皇岛市年平均最高气温变化趋势

2.3

秦皇岛市 1954—2017 年 64 a 年极端最低气
温 -26.0 ℃ ， 出 现 在 2010 年 1 月 6 日 ； 次 低
-24.3 ℃， 出现在 2001 年 1 月 15 日。 年极端最

年平均最低气温变化特征

秦皇岛市 1954—2017 年近 64 a 年平均最低
气温 6.3 ℃， 最大值 8.9 ℃， 出现在 1998 年， 最

低气温最高值-8.6 ℃， 出现在 1992 年 2 月 1 日；

小值 4.6 ℃， 出现在 1969 年。 由图 3 可知， 64 a
年平均最低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 趋势率为

端最低气温通常出现在 12 月—翌年 2 月， 如图

0.156 ℃/10 a， 但经历了“冷—暖—冷” 变化过

月 15 次。 64 a 中极端最低气温低于-20.0 ℃的有

程。 20 世纪 60—80 年代中期， 一直处于偏冷阶
段， 80 年代后期逐渐上升， 特别是 1988 年后急
剧增暖， 1986—1998 年连续 13 a 持续偏暖， 13

10 a， -19.9~-15.0 ℃的有 40 a， -14.9~-10.0 ℃

均值以下。 1999—2017 年平均最低气温 5.9 ℃，
比 20 世纪 80 年代前平均值高 0.2 ℃， 因此可认
为年平均最低气温亦呈升高趋势。

5 所示， 其中 12 月 14 次， 1 月最多达 35 次， 2

的有 12 a， 高于-10 ℃的有 2 a， 这两年均出现
在增温明显的 90 年代。
40
极端最高次数
最高气温出现次数 / 次

a 平 均 值 比 20 世 纪 60 年 代 平 均 值 高 2.7 ℃ 。
1999 年迁站后年平均最低气温开始下滑， 2012
年最低， 仅 5.1 ℃。 后期呈上升趋势但一直在平

次高-8.7 ℃， 出现在 1995 年 12 月 25 日。 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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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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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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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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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015 6x+5.804 6
R2=0.07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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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月份

图 4 5 月—8 月年极端最高气温出现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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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54—2017 年秦皇岛市年平均最低气温变化趋势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近64 a 年平均最高气温
和年平均最低气温均有较明显的增温趋势， 但年
平均最高气温与年平均最低气温的增温幅度不
同， 年平均最低气温的增温趋势和变化幅度均高

最低气温出现次数 / 次

极端最低次数
5

30

20

10

0
12

1

2

时间 / 月份

图 5 12 月—翌年 2 月年极端最低气温出现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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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气温变化特征

表 2 给出了秦皇岛市近 64 a 四季平均气温

近 64 a 来秦皇岛市四季平均气温均呈上升
趋势， 如图 6 所示， 春、 冬季上升趋势比较明

年代际变化。 显示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各季平均气
温均为负距平， 80 年代后春季为正距平， 夏、

显， 分别为 0.270 ℃/10 a 和 0.263 ℃/10 a， 夏季
和秋季升温较弱， 分别为 0.049 ℃/10 a 和 0.103
℃/10 a， 可见四季中冬季增暖率最为显著， 对秦

秋季 2001 年后有负距平， 冬季仅在 2011 年后有
0.3 ℃的负距平。 说明 20 世纪 70 年代前气温明

皇岛市气候变暖贡献最大。 1954—2017 年秦皇
岛市春季平均气温 10.3 ℃， 最高气温 12.8 ℃，
出现在 1989 年， 最低气温 8.3 ℃， 出现在 2010
年； 夏季平均气温 23.5 ℃， 最高气温 25.6 ℃，
出现在 1997 年， 最低气温 21.9 ℃， 出现在 1976
年； 秋季平均气温 12.2 ℃， 最高气温 14.5 ℃，
出现在 1998 年， 最低气温 10.6 ℃， 出现在 2002

显偏低， 80 年代后开始上升， 90 年代上升最为
显著， 尤其冬季比气候值高达 1.9 ℃。 可见对 80
年代后的增暖贡献最大的是冬、 春季。
表 2 秦皇岛市不同年代际各季平均气温值与距平 ℃
春季
年份

夏季

秋季

冬季

平均
平均
平均
平均
距平
距平
距平
距平
值
值
值
值

1954—1960

9.2

-1.1 23.2 -0.3 11.7 -0.5 -4.3 -0.6

1961—1970

9.7

-0.6 23.3 -0.2 11.6 -0.6 -5.1 -1.4

年； 冬季平均气温-3.7 ℃， 最高气温-1.0 ℃， 出现

1971—1980 10.0 -0.3 23.2 -0.3 12.3

0.1

-3.9 -0.2

在 1989 年， 最低气温-6.8 ℃， 出现在 1968 年。

1981—1990 10.7

0.4

23.7

0.2

12.7

0.5

-3.3

0.4

1991—2000 11.3

1.0

24.2

0.7

13.0

0.8

-1.8

1.9

2001—2010 10.5

0.2

23.2 -0.3 12.1 -0.1 -3.6

0.1

2011—2017 10.7

0.4

23.4 -0.1 12.0 -0.2 -4.0 -0.3

35
30

秋季

夏季

春季

冬季

线性
y夏=0.004 9x+23.319

25
气温 /℃

20

2.6 月平均气温变化特征
秦 皇 岛 市 近 64 a 月 平 均 气 温 均 呈 上 升 趋
势。 如表 3 所示， 3 月升温趋势最大， 为 0.407

y秋=0.010 3x+11.884

15
10

y春=0.027x+9.455 3

5
0
-5
-10
1954

℃/10 a； 2 月次之， 为 0.394 ℃/10 a； 6 月—8 月和
11 月升温较弱， 8 月最低， 仅为 0.016 ℃/10 a，
说明对 20 世纪 80 年代后增暖贡献最大的是 3 月
和 2 月。

y冬=0.026 3x-4.517 8
1964

1974

1984

1994

2004

2014

时间 / 年份

图 6 1954—2017 年秦皇岛市平均气温季节变化趋势

表 3 秦皇岛市近 64 a 月平均气温及变化趋势
项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气温 /℃
倾向率（℃/10 a）

-5.5
0.188

-2.9
0.394

3.1
0.407

10.7
0.272

17.2
0.134

21.3
0.059

24.6
0.075

24.5
0.016

19.8
0.108

12.7
0.146

4.1
0.063

-2.6
0.183

2.7

迁站前后气温变化
因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
气象探测环境遭到高层建筑物的密集包围， 严重
影响了气象观测数据的代表性、 准确性、 连续性
和均一性[10]。 秦皇岛市气象观测站搬迁前进行了

一年的对比观测， 其观测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表
4 可见， 迁站前后对比观测时段平均气温差值为
0.8~2.2 ℃， 平均最低气温差值为 0.5~1.5 ℃， 平
均最高气温差值为 0.6~3.7 ℃。 孙丽华等 [11]曾在
2009 年用秦皇岛市观测站搬迁前后 10 a 气温资

表 4 秦皇岛站搬迁前气象要素对比观测资料
项目

7月

10 月

℃

1月

老站 新站 差值 老站 新站 差值 老站 新站 差值

平均气温
25.2 24.4 0.8 16.1 14.5 1.6 -1.7 -3.9 2.2
平均最低气温 28.1 27.4 0.7 20.5 20.0 0.5 2.6 1.1 1.5
平均最高气温 22.5 21.9 0.6 11.8 8.8 3.0 -5.4 -9.1 3.7

3 结论
（1） 近 64 a 来秦皇岛市年平均气温呈波动
上升趋势， 升温趋势率 0.169 ℃/10 a， 20 世纪
80 年代上升趋势明显； 年平均最高气温和年平
均最低气温亦呈上升趋势， 年平均最低气温的升

料与昌黎站作了对比分析， 其结论与本研究分析
一致。
可以认为， 秦皇岛市年、 季、 月平均气温之
所以在 1999 年及以后有下降趋势， 主要是由站

升趋势， 春、 冬季升温更为突出， 升温趋势率为

址搬迁引起的。

0.27 ℃/10 a 和 0.263 ℃/10 a； 夏、 秋季升温较

温趋势较年平均最高气温的升温趋势大。
（2） 近 64 a 来秦皇岛市四季平均气温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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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升温趋势率为 0.049 ℃/10 a 和 0.103 ℃/10 a。

[4] IPCC．Climate change 2013：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M]．Cam-

月平均气温变化亦呈上升趋势， 3 月升温趋势最
大， 2 月次之， 对春、 冬季增暖贡献最大的是 3

[5] 丁一汇，任国玉，石广玉，等.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Ⅰ）：中

月和 2 月。
（3） 气象观测数据的准确性、 连续性和均一
性是开展气候变化研究的基础， 因此保护探测环
境是提高气候变化分析准确率和提升气象服务水
平的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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