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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云南 １２４ 个气象站逐月降水资料、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 大气环流再分析资料、全球海表面温度（ＳＳＴ）资
料以及向外长波辐射（ＯＬＲ）资料，分析了云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连续 ４ 年干旱的气候特征，并从异常大气环流、海
温、局地对流等方面分析了 ４ 年连续夏季干旱发生的成因．结果表明：①云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干旱是一次持续时

间长，跨越春、夏、秋、冬四季、影响范围广的全省性严重干旱，最严重的区域主要是滇中及滇东南．并且是发生

在云南降水减少的气候背景下．②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夏季 ５００ ｈＰａ 欧亚地区高、中、低纬度的高度场分布不是很相

似，但 ４ 年的环流配置形势表明东亚冷空气路径偏东，影响中国西南地区的冷空气偏弱，不利于冷空气南下影

响云南．另外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副高位置偏西偏强，云南在其控制之下，不利于降水；而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副高

位置偏北偏东，其外围的水汽不易输送到云南．③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云南大部地区及其南侧的孟加拉湾地区高度场

持续偏高，孟加拉湾附近的印缅槽不活跃或偏弱，也不利于南方水汽向云南界内输送．④Ｅｌ Ｎｉｎｏ 事件发展期、
Ｌａ Ｎｉｎａ 事件衰弱期以及印度洋海温偏暖时都有利于云南干旱的发生和发展．⑤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夏季云南局地及

其以南大部地区基本维持低层辐散、高层辐合的垂直散度场配置，不利于上升运动的生成和发展．孟加拉湾及

南海一带基本为西北或偏东气流控制，向北输送的水汽较常年偏弱，是造成云南连续 ４ 年夏季干旱少雨异常气

候的直接原因之一．⑥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连续 ４ 年夏季云南局地对流相对常年偏弱，这也是云南降水偏少的重要因

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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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

和加剧．由极端气候事件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呈

指数上升趋势，由此引发的人类死亡率也在不断增

长，其对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危害，
相比于平均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气候变化的负面

影响更加严峻［１－２］，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和科学界愈

来愈关注的焦点．云南地处云贵高原主体，受到全

球最强盛的东亚季风和印度季风的交叉影响，形成

了干湿季节分明的立体气候．云南特殊的气候及地

理位置，成为了我国干旱发生频率较高的地区之

一，每年 １０ 月至次年 ４ 月为干季，“十年九旱”成

为云南这个时段的常态．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云南遭遇了

严重的 ４ 年连旱，不仅是冬春出现严重干旱，夏季

及秋季也出现了全省性的严重旱情，干旱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４５８．３９８ ３６ 亿元，占总损失量的 ５２．２５ ％．
旱涝是中国主要的气象灾害，长期以来都是众多学

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叶笃正、孙淑清等［３－４］ 研究指

出，海洋温度异常是旱涝气候事件最重要的大气外

部强迫因素之一，ＥＮＳＯ 对中国旱涝有明显的影响．
黄荣辉等［５－６］研究指出我国旱涝变化既与包括海－
陆－气各子系统的东亚季风气候系统变化有关，又
与热带中、东太平洋海温变化有密切关系，这些因

子的变化引起大气环流异常，导致我国夏季旱涝具

有明显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刘舸等［７］、梁平德

等［８］、林爱兰等［９］ 研究了大气环流与海温异常对

我国东部旱涝的影响．李永华等［１０］ 从大气环流异

常分析了西南地区严重旱涝的成因．解明恩等［１１］，
晏红明等［１２］对于云南 ２００３ 年出现的夏旱及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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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春旱进行了个例诊断分析．杨素雨等［１３］ 指出

２００９ 年云南秋季降水极端偏少的主要原因是亚洲

极涡显著偏弱，副高持续偏强偏西．李庆红等［１４］ 指

出 ２０１１ 年云南夏季降水异常偏少与南压高压、极
涡及中低纬度环流异常有直接关系．王海、彭贵芬

等［１５－１６］还进行了云南气象干旱监测及趋势预测，
得到不少有意义的结论．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云南遭遇了

严重的连续 ４ 年冬、春、夏、秋连旱，在云南有历史

记录以来也属罕见，特别是在云南主汛期即夏季出

现连续 ４ 年干旱，造成云南森林火灾频发、多座小

型水库干涸、人和牲畜饮水困难、农作物绝收等灾

害．本文利用云南 １２４ 个气象台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逐月降水量资料对这 ４ 年连续干旱的气

候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利用大气环流资料和海温资

料分析了 ４ 年连续夏旱的成因，为云南夏季干旱的

气候监测、诊断和预测提供参考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　 本文所用资料：①云南气候中心提供

的云南 １２４ 个气象台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逐

月降水量资料；②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和国家大

气研究中心（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发布的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全球逐月再分析资料．资料分辨率 ２．５° ×
２．５°，垂直方向从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到 １０ ｈＰａ 共 １７ 层．③
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和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发布的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全

球逐月海表面温度资料．资料分辨率 ２．０°×２．０°．④
美国 ＮＯＡＡ 气候预测中心发布的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逐月 ＡＯ 指数（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ｐｃ．ｎｃｅｐ．ｎｏａａ．
ｇｏｖ ／ ） ．⑤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和国家大气研究

中心（ＮＣＥＰ ／ ＮＣＡＲ）发布的 １９７５—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全球逐月 ＯＬＲ 资料．资料分辨率 ２．５°×２．５°．本文

中，除特别说明外，均采用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的平均值

为气候平均态．
１．２　 主要方法　 本文所用的分析方法包括相关分

析以及合成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

２　 云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４ 年连续干旱的气

候特征

降水空间分布大致可以反映干旱的空间分布

特征．从云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平均降水距平百分率

空间分布（图 １（ ａ））可以清楚看出，云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年的连续严重干旱是全省性的，最严重的区

域主要是滇中的昆明、玉溪、楚雄以及滇东南的红

河．除 ２０１０ 年滇西北及滇西年降水量偏多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逐年年降水的空间分布趋势基本为

全省一致偏少的分布（图略） ．云南连续 ４ 年的干旱

发生在一定的气候背景下．从云南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 年

夏季降水变化趋势（图 １（ｂ））看，总体趋势是显著

减少．每 １０ 年减少约 １６．９ ｍｍ，通过 ９８ ％的显著水

平检验．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前云南夏季降水偏

多，降水距平百分率大于 １０ ％的年份有 ９ 年，小于

－１０ ％的仅有 １ 年；８０ 年代中期到 ９０ 年代初期降

水偏少，降水距平百分率小于－ １０ ％的年份有 ４
年，大于 １０ ％的为 ０ 年；之后到 ２１ 世纪初（２００２
年）降水又进入一个偏多期，从 １９９４—２００２ 年连续

９ 年降水距平百分率都为正值，并有 ５ 年降水距平

百分率大于 １０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夏季降水又以偏

少为主，１０ 年中有 ７ 年为负降水距平百分率，其中

小于－１０ ％的年份有 ５ 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连续 ４ 年

降水偏少，２０１１ 年降水距平百分率为－２７．６ ％，是
１９６１ 年以来夏季降水最少的年份，全省平均降水

仅为 ４２９．３ ｍｍ．另外，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云南 ４８ 个月的全省平均降水距平百分率演变图

（图 ２）可见，云南 ４ 年中仅有 ７ 个月降水距平百分

率大于 １０ ％，主要出现在冬春季；有 ３３ 个月降水

距平百分率小于－１０ ％，所以云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干旱是一次持续时间长，跨越四季、影响范围广的

一次严重干旱．在云南有气象记录以来也属罕见．
从图 ２ 还可以看出，干旱最明显的时段分为两段：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４ 年夏季都处于明显干旱时段，说明这 ４
年云南夏季降水处于偏少时段．夏季降水偏少严重

影响了库塘等蓄水，加剧了冬春季干旱的影响．

３　 云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夏季连旱成因分析

云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除 ２０１０ 年的秋季和冬季

降水距平百分率为正外，其余季节都为负距平．云
南是一个典型季风区，降水集中，夏季（６—８ 月）降
水量约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５５ ％ ～ ６５ ％［１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年夏季降水连续偏少，加剧了云南冬春季干

旱的影响，造成严重旱灾．近来不少学者从 ＡＯ、海
温、太平洋副高以及南支槽等方面对 ２００９ 年秋至

２０１０ 年春季这一时段西南地区的严重干旱进行了

分析［１８－２１］，对云南秋、冬及春季干旱有了一定认

识．但对于云南这 ４ 年夏季干旱谈及不多，本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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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云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平均的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空间分布（ａ，单位：％）和 １９６１—２０１２ 年云南省夏季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演变图（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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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云南全省平均降水

距平百分率演变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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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流异常、海温异常以及局地物理量等方面，
讨论了连续 ４ 年夏旱的可能成因．
３．１　 大尺度环流的异常　 图 ３ 是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夏

季（６—８ 月）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 平均位势高度及距平

场分布图．从图中可看出，２００９ 年夏季位势高度场：
欧亚中高纬度为三脊两槽型，小波动较为频繁．亚
洲西风环流指数为负值（－０．１６），表示西风带以经

向环流占优势．而中低纬度地区夏季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西伸脊点及脊线位置与常年基本持平，副高

面积偏大、强度偏强． ３０°Ｎ 以南的大部地区为 １０
ｇｐｍ 以下的弱正高度距平控制．这种环流配置有利

于中高纬度冷空气活动频繁，但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偏强及中低纬度高度场偏高冷空气以东移为主，

不利于冷空气南下．低纬度地区高度场偏高也不利

于南方水汽向北的输送．
２０１０ 年夏季位势高度场：欧亚中高纬度为两

脊两槽型．亚洲西风环流指数为正值（０．１７），表示

西风带以纬向环流占优势．而中低纬度地区夏季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略偏北，西伸脊点偏

西，面积偏大、强度偏强且北界偏北．整个欧亚地区

从北到南高度距平基本为北低南高的分布．这种环

流配置极涡偏强，有利于冷空气的生成，但中纬度

地区高度场异常偏高，不易于冷空气南下，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西（４ 年中最强最偏西的

一年）及中低纬度高度场偏高也不利于南方水汽向

北的输送．
２０１１ 年夏季位势高度场：欧亚高纬度为两脊

一槽型，中纬度为两脊三槽型，小波动较为频繁．亚
洲西风环流指数为负值（－０．０８），表示西风带经向

环流略占优势．而中低纬度地区夏季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脊线位置略偏北，北界偏北，西伸脊点偏东，
副高面积略偏大、强度略偏弱．３０° ～ ４０°Ｎ 的大部地

区为 １０ ｇｐｍ 左右的正高度距平控制，而 ７５°Ｎ 以北

的极区为 ３０ ｇｐｍ 以上的正高度距平控制，３０°Ｎ 以

南的大部地区为弱负高度距平控制．这种环流配置

极涡偏弱，不利于冷空气的生成，高纬度以经向环

流为主，中纬度环流相对平直，冷空气活动偏北，加
之中纬度高度场偏高不利于冷空气南下．副高偏东

偏北使其西侧的东南和偏南水汽输送对云南地区

影响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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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北半球 ５００ ｈＰａ 夏季平均位势高度及距平场（单位：ｇｐｍ；虚线为 ３０ 年平均的 ５ ８８０ ｇｐｍ 线）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５００ ｈＰａ ｇｅ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ｕｎｉｔ：ｇｐｍ；ｔｈｅ ｄａｓｈｅｄ ｃｕｒｖｅ：

３０－ｙｅａ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５ ８８０ ｇｐｍ）

　 　 ２０１２ 年夏季位势高度场：欧亚中高纬度为两

脊一槽型．亚洲西风环流指数为负值（－０．０５），表示

西风带经向环流略占优势．而中低纬度地区夏季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伸脊点偏东，副高面积偏小、
强度偏弱．３０°Ｎ 以南的大部地区为弱负高度距平

控制．这种环流配置欧亚中高纬度大气环流多短波

槽活动，易使冷空气活跃但位置偏北，而副高偏北

偏东使其西侧的偏南和东南水汽输送对云南地区

影响偏小．
虽然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５００ ｈＰａ 欧亚地区的高、

中、低纬度的高度场分布都不是很相似，但这 ４ 年

的环流形势都不利于冷空气南下影响云南．进一步

分析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云南东部（１００° ～ １０５°Ｅ，２５°
～３０°Ｎ）区域平均的 ８５０ ｈＰａ 夏季逐月温度变化

（图略），除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较常年偏低外，其余月份

都较常年偏高；另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云南全省夏季

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０．４～０．８ ℃，也说明这 ４ 年夏

季南下影响云南的冷空气活动很少或很弱．北极涛

动的正、负位相代表了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西风强

度的变化以及北方冷空气的活动情况．从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年夏季逐月的 ＡＯ 指数发现，仅有 ３ 个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和 ８ 月）ＡＯ 指数为正，
其它月份均负值，表示东亚冷空气路径偏东，进一

步表明影响云南地区冷空气活动偏弱．
云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云南大部地区高度场持续

为正高度距平控制．计算（９８° ～ １０５°Ｅ，２２° ～ ２８°Ｎ）
云南区域平均的 ５００ ｈＰａ 夏季逐月位势高度场变

化（图略），除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２０１２ 年 ６—７ 月高度距

平为负值外，其余月份云南区域平均的高度场距平

均为正值，这种位势高度场的分布形势不利于南来

水汽向云南输送．另外计算孟加拉湾（７５° ～ １００°Ｅ，
１０° ～２５°Ｎ）区域平均的 ５００ ｈＰａ 夏季逐月位势高

度场变化（图略），除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高度距平为负值

外其余月份孟加拉湾区域平均的高度场距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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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这种位势高度场的分布形势说明夏季孟加拉

湾附近的印缅槽不活跃或偏弱；另外从 ７００ ｈＰａ 风

场看（图略），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夏季孟加拉湾及南海

一带基本为西北或偏东气流控制，偏南气流较常年

偏弱，向北输送的水汽较常年偏弱，不利于南方水

汽向云南界内输送．
从高底层的散度场（图略）看，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夏季对流层高层 ２００ ｈＰａ 上云南上空基本为散度

负值区（辐合区），在云南以南的孟加拉湾及中南

半岛连续 ４ 年夏季也主要被散度负值区控制（辐
合区） ．在对流层低层 ７００ ｈＰａ 上云南上空基本为

散度正值区（辐散区），在云南以南的孟加拉湾及

中南半岛连续 ４ 年夏季也主要被散度正值区控制

（辐散区） ．云南局地及其以南大部地区在高低层辐

散距平场上形成了低层辐散、高层辐合的垂直散度

场配置，不利于上升运动的生成和发展，是导致这

一时期云南夏季降水偏少的重要动力条件之一．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的环流形势不利于北方冷空气

与南方水汽在云南界内交汇辐合上升，这种环流异

常是云南 ４ 年持续严重干旱的直接原因之一．
３．２　 云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４ 年连续夏旱的海洋异常

特征　 海洋下垫面环境异常是导致大气环流异常的

重要原因之一．张小玲、琚建华、张云瑾、刘丽等［２２－２５］

分析了 ＥＮＳＯ 对云南初夏、夏季等时段降水的影响．

这些研究指出作为主要的大气外强迫因子，海温异

常比大气异常的持续性好．云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４ 年

连续干旱期间海温异常分布特征如图 ４ 所示．
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赤道 ５°Ｓ ～ ５°Ｎ

地区逐月平均海表温度距平时间－经度剖面图（图
４）可以看出，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随时间出现＂负
－正－负－正＂异常变化，经历了一次暖事件和 ２ 次

冷事件：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到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为一次弱－中
等强度 Ｅｌ Ｎｉｎｏ 事件；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为

一次中等强度 Ｌａ Ｎｉｎａ 事件；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为一次弱 Ｌａ Ｎｉｎａ 事件．与赤道中东太平洋

海温变化几乎相反，赤道西太平洋暖池附近为＂正
－负－正－负＂异常变化，但变化强度没有赤道中东

太平洋激烈；而赤道印度洋的海温变化趋势较为稳

定，２００９ 年 １ 月—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大部地区维持正常

到偏暖的海温分布，其中赤道中印度洋（６０° ～ ８０°
Ｅ）海温在大部时段都偏高 ０．５ ℃ ．

对比发现在 Ｅｌ Ｎｉｎｏ 事件的发展阶段或 Ｌａ Ｎｉ⁃
ｎａ 事件的衰减阶段会导致云南夏季大部分区域降

水偏少；印度洋海温异常偏暖，云南夏季降水偏少．
这与刘丽等［２５］、晏红明等［１２］研究结论非常一致．
３． 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夏季云南向外长波辐射

（ＯＬＲ）异常特征　 向外长波辐射（Ｏｕｔｇｏｉｎｇ Ｌｏｎｇ－
ｗａｖ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简称ＯＬＲ）是地气系统射出的长波

　 　 图 ４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赤道 ５°Ｓ～ ５°Ｎ 地区逐月平均海表温度距平时间－经度剖面图（单位：℃）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ｔｉｍ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５°Ｓ～ ５°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ｕｎｉ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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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它的大小主要取决云顶或下垫面温度．在热

带低纬度地区，ＯＬＲ 值的大小可以表征对流活动

的强弱．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云南夏季局地 ＯＬＲ 距平

分布（图 ５）可以看出，这 ４ 年云南夏季 ＯＬＲ 场主

要为 ３～５ Ｗ ／ ｍ２ 以上的正距平控制，高原东南部到

中南半岛以及南海一带 ＯＬＲ 场也为正距平区．说
明连续 ４ 年夏季云南对流相对常年偏弱，这也是云

南夏季降水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４ 年中，２０１１ 年

云南地区的对流最弱，夏季降水最少；２０１２ 年云南

地区对流活动相对较强，夏季降水也相对其余 ３ 年

多．这与解明恩等［２６］ 研究发现的云南 ＯＬＲ 的变化

与降水有较好的负相关关系，两者 ６—８ 月平均相

关系数为－０．４６，十分吻合．

４　 结　 论

本文分析了云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连续 ４ 年干旱

气候特征，并从异常大气环流、异常海温场及局地

对流等方面分析了 ４ 年连续夏季干旱发生的成因，
获得了以下一些结论：

（１） 云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干旱是一次持续时间

长，跨越春、夏、秋、冬四季、影响范围广的全省性严

重干旱，最严重的区域主要是滇中的昆明、玉溪、楚
雄以及滇东南的红河．４ 年连续夏旱是在夏季降水

显著减少的气候背景下发生的．
（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夏季 ５００ ｈＰａ 欧亚地区的

高、中、低纬度的高度场的异常分布及其环流配置

形式是这一时期云南干旱发生的重要原因． ４ 年

中，在异常环流配置形势的控制下，东亚冷空气路

径偏东，影响我国西南地区的冷空气偏弱，不利于

冷空气南下影响云南．另外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副高

位置偏西偏强，云南在其控制之下，不利于降水；而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副高位置偏北偏东，其外围的水

图 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逐年夏季云南局地 ＯＬＲ 场距平分布（单位：Ｗ／ ｍ２）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ｌｙ ＯＬＲ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ｆｉｅｌｄ ｏｖｅｒ Ｙｕｎｎａｎ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２ （ｕｎｉｔ：Ｗ／ 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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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不易输送到云南．而且，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云南大部

分地区及其南侧的孟加拉湾地区高度场持续偏高，
这种分布形势说明孟加拉湾附近的印缅槽不活跃

或偏弱，作为云南主要的水汽通道，也不利于南方

水汽向云南界内输送．
（３） 在云南持续 ４ 年的夏季干旱时期，热带太

平洋海温分别处于不同的异常阶段：２００９ 年夏季

处于 Ｅｌ Ｎｉｎｏ 事件的发展阶段；２０１０ 年夏季处于 Ｌａ
Ｎｉｎａ 事件形成的初始阶段；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Ｌａ Ｎｉｎａ 事

件结束，夏季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处于正常；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Ｌａ Ｎｉｎａ 事件结束，夏季赤道中东太平洋海

温又处于偏暖阶段．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夏季印度洋

海温基本维持偏暖，特别是赤道以南的海域．这一

时期热带海温的异常配置及其演变是造成云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持续 ４ 年夏季干旱的重要的外部强

迫因子之一．
（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云南局地及其以南大部

地区在高低层辐散距平场上形成了高层辐合、低层

辐散的垂直散度场配置，不利于上升运动的生产和

发展，这一异常变化是影响区域降水偏少的重要动

力条件之一．
（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云南夏季主要水汽的来源

地———孟加拉湾及南海一带基本为西北或偏东气

流控制，偏南气流较常年偏弱，向北输送的水汽较

常年偏弱，是造成云南连续 ４ 年夏季干旱少雨异常

气候的直接原因之一．
（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夏季云南局地对流相对常

年偏弱，这也是云南降水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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