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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市近 30年来气温的变化及其对农业的影响

马　　荣

(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 　选取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中的和田地区 1975～2005年的日平均气温数据资料 ,分析近 30来

和田市平均气温的年、季线性趋势变化和周期性的变化特征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近 30年的气温总体呈现

上升趋势 ,其变化率为 0. 48℃ /10a,气温变化具有 3年、22年和 30年较稳定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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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 pera ture Changes and The ir Im pacts to the Agr iculture

for the Recen t Th irty Y ears in Hetian C ity
Ma Rong

(Department of Geographic Science and Tourism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 U rumqi , 830054)

Abstract　 By using the China ground climatic daily data centralized with the daily average temperature data from

1975 to 2005 of Hetian City, the essay analyzes the variation features of the average annual and quarterly linear trend

of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the periodic variation features for the recent thirty years in Hetian City and their impacts to

the agricultural p roduc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emperatures in recent thirty years p resent a rising tendency, with

the change rate of 0. 48℃ /10a. The temperature changes enjoy the comparatively stable periods for 3 years, 22 years

and 30 years, respectively.

Key words　 Average Temperature, W avelet Analysis, Agricultural

　　近几十年来气候变化明显 ,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

注。人们不仅关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而且更加关注

区域气候变化问题 ,担心气候变化和异常会对生产生

活和经济发展造成影响。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许

多气候学家对全球气候做了不少研究 ,世界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PCC)第一工作组于 2007年 2月

2日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 ,近 100 a ( 1906

～2005年 )地球表面平均温度上升了 0174℃,近 50a

的线性增温速率为 0113℃ /10a, 1850年以来最暖的

12个年份中有 11个出现在近期的 1995～2006年。全

球变暖已是不争的科学事实。近年来 ,不少学者 [ 1～3 ]

对我国气温气候变化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我国的

增温趋势与北半球大体相同 ,但有自己的特点。与全

球气候变暖不同的是 ,我国气候最高气温出现在 20

世纪 40年代而不是 80年代以后。张明庆 [ 4 ]等研究

也表明 ,我国各地区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响应也不完全

相同。即使在新疆南北疆也不同 ,在新疆近 40年北

疆平均气温增温率达 0136℃ /10a,南疆为 0119℃ /

10a,各地降水量变化趋势也不尽相同 [ 5 ]。从林学

椿 [ 6 ]等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各地气候变化趋势并

不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气候变化具有区域性。艾尼瓦

尔 ·依沙木丁 [ 7 ]、玉苏甫 ·阿布都拉 [ 8 ]等对和田气候

进行了研究 ,得出和田市气候存在变暖、增湿趋势。

总的来看 ,目前对于区域气候变化的研究还不多。全

面、客观、正确地了解和田气候变化趋势 ,对和田生态

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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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本文对近 30年来和田市的平均温度的变化趋势

以及周期振荡进行了分析 ,并讨论了温度变化对和田

地区农业生产的影响。

1　研究区的概况

和田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 ,位于 34°22′～

38°37′N和 78°～80°30′E,昆仑山脉北麓 ,地势南高北

低 ,由西向东缓倾。海拔为 1 300～1 450m ,北宽南

窄 ,东西最宽为 60km,南北最长约 200km,由南向北

倾斜 ,是喀拉喀什河与玉龙喀什河的冲积平原 ,东临

玉龙喀什河 ,与洛浦县隔河相望 ,西、南、北三面与和

田县接壤 ,总面积约 189km2。深居内陆 ,远距海洋 ,

四周高山 (天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 )环绕 ,因而是受

海洋气流影响 ,大陆性强。西来冷湿气流和印度洋热

湿气流难于抵达。在我国东部盛行的东南季风 ,也因

相距遥远 ,难以飘临。本区所处纬度较低、寒潮受阻

于天山 ,因而气温较高 ,属于暖温带极端干旱荒漠气

候。其主要特点是 :夏季炎热 ,冬季寒冷 ,四季分明 ,

热量丰富 ,昼夜温差及年较差大 ,无霜期长 ,降水稀

少 ,蒸发强烈 ,空气干燥 ,气候带垂直分布也较明显。

主要农业区基本上属于暖温带干旱气候 ,光热土和生

物资源丰富 ,水源稳定 ,农业生产条件比较优越 ,有着

种植业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 ,但也有大风、沙尘暴、浮

尘、低温冷害、干旱、霜冻等气象灾害 ,给工农业生产

和当地群众生活造成危害。近 30年来和田市的气候

特征有着明显的变化 ,在林牧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

中 ,了解这些特征和变化规律将为和田市进行生态环

境建设和生产提供参考。

2　资料和方法

本文使用中国气象局提供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

日值数据集中和田市 1975～2005日平均气温的资料。

通过对和田地区日平均气温的统计分析 ,研究了近

30年来这一地区的平均温度变化特征。先对原始数

据进行处理 ,统计分析得出平均气温年、季节的线性

变化趋势 ,并用 MATLAB软件做出 30年的年平均温

度的周期性变化的小波分析。气温季节划分为 :春季

3～5月 ,夏季 6～8月 ,秋季 9～11月 ,冬季 12月至次年

2月。

气候学上通常将气象要素在最近 30年的平均值

作为气候基本态 ,平均值的改变表明了气候基本态的

变化。采用 30年平均资料作为描述气候特点的基本

时段 ,平滑了 20～40年周期振动 ,能够表现更加宏观

的气候状况。时段长度与人的自然生命期相近 ,适合

作为人类活动的环境参数。从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 ,

30年气候具有近似的稳定性。近百年来各个 30年比

较 ,温度相差不到 1℃,降水量相差不足 100mm。

现在对气候周期的分析中 ,子波分析 (小波分析 )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胡增臻 [ 9 ]、邓自旺 [ 10 ]等的著

作中详细地介绍了子波变换在气候分析中的应用。

用于子波分析被认为是傅里叶分析方法的突破性进

展 ,其核心是多分辨率分析。子波分析的优点是 :不

仅可以给出气候序列的变化尺度 ,还可以显示出各频

率随时间的变化以及不同频率之间的关系 ,并且具有

分析函数奇异性的能力。由于子波分析对信号处理

的特殊优势 ,很快得到气象学家的重视 ,将其应用于

气象和气候序列的时频结构分析 ,并已有不少引人注

目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 Morlet小波分析了和田地

区近 30年的气温变化周期。

3　温度的变化特征

311　平均气温的年、季变化特征

从每 10年分段对比分析 (表 1)可以看出 ,年平

均气温在 1975～1994年变化不大 ,近 10年年平均气

温在上升 ,较前 20年上升了 1℃左右 ,春、夏、秋三季

与年平均气温变化相一致。但冬季不同 ,气温在 1985

- 1994年增温就比较显著 ,比 1975～1984年 10年期

间冬季平均气温上升了 115℃,而且气温一直在上升

过程中。
表 1　和田市年、季平均温度年季变化统计

年份 年 (℃) 春季 (℃) 夏季 (℃) 秋季 (℃) 冬季 (℃)

1975～1984 1213 1515 2419 1211 - 312

1985～1994 1215 1418 2416 1212 - 117

1995～2005 1314 1611 2512 1314 - 113

312　气温的变化趋势及倾向率

根据对近 30年的日平均气温气候资料的分析 ,

结果显示 ,和田市气候存在明显的变暖趋势 ,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是近 30年来最暖的时期 ,这与

新疆整个气候变暖趋势是一致的 [ 11 ]。根据和田市 30

年来平均气温系列资料 ,以及绘制的线性趋势曲线

(图 1)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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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和田市 1975～2005年年平均温度变化

　　温度序列在波动中上升 ,从 20世纪 90年代中后

期年平均值超过 30年的年平均气温值。一次线性拟

合的倾斜率为 0. 0484,说明气温在这 30年的总体趋

势是上升的。我们将这一时期的温度距平值 (图 2)

进行分析得出 , 90年代中后期都是以正距平为主。

年平均气温在 1984年达到最低点 ,随后有 4次波动 ,

分别在 1985年、1990年、1994年和 2004年达到波

峰 , 1995年之前气温变化的波动范围不大 ,从 1995年

之后气温急剧上升 ,在 2004年达到最高正距平。此

外在 1984～2004年 ,年平均气温相差达 2. 26℃,在回

落与上升的过程中 ,总体趋势是增加的 ,这与整个新

疆的平均气温变化趋势总体上是一致的 [ 8 ]。

图 2　和田市年均温度距平序列

图 3　和田市 1975～2005年各个季度平均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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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春季 ( 3～5月 ) ,夏季 ( 6～8月 ) ,秋季 ( 9～11

月 ) ,冬季 (12月到次年 2月 ) ,作出和田地区 30年来

各个季节的平均气温的变化曲线 ,如图 3所示。从图

3可以看出春夏两季平均温度变化不大 ,倾向率分别

为 0. 033和 0. 017,都小于年倾向变化率 ,略有起伏 ,

而秋冬两季平均气温变化比较明显 ,其倾向率分别为

0. 071和 0. 072,都大于年倾向变化率 ,冬季最大 ,表

明平均气温冬季增温幅度最大 ,对年平均温度增长的

贡献率最大。

和田市近 30年来年平均最高气温出现在 2004

年 ,达到 14. 15℃,年平均最低气温出现在 1984年 ,为

11. 89℃。夏季年平均最高气温出现在 1994年 ,为

26. 09℃,冬季年均最低出现在 1977年 ,为 - 7. 4℃。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近 30年来和田地区气候

存在着明显变暖的总趋势 ,尤其是 20世纪 90年代以

来最为明显。和田地区的气候变暖具有明显的季节

性 ,季节主要在秋、冬两季。

3. 3　气温变化的周期性

研究表明 ,将 Morlet小波用于气候序列的分析

时 ,小波系数的变化趋势与气候信号的起伏是基本一

致的 ,等值线中心为冷暖中心 (正小波为暖 ,负小波为

冷 ) ,中心值的大小可以反映出波动的振荡的强度。

由图 4可知 ,和田地区年平均气温主要存在 3年、22

年、30年左右的周期振荡。

图 4　和田市 1975～2005年平均气温小波变化图

4　平均温度的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和田地区近 30年的平均气温呈现上升的趋势 ,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为最暖期。和田地区是新疆重

要的棉产区 ,温度变化对棉花种植、品质、产量尤为关

键。虽然近几年来由于政策的力量和农业技术措施

的不断提高 ,和田地区农业生产总体说是逐年增产

的 ,但气候原因也使粮食和棉花的单产出现了多次波

动。例如 : 2000年 ,和田地区遭受了严重干旱、低温、

病虫害、风沙等多种自然灾害的侵袭 ,农业总产值比

上年下降了 2. 35% ,棉花、蚕桑受灾较严重 ,棉花总产

下降 13. 71% ,蚕茧产量下降 10. 88%
[ 8 ]。

棉花的生态特性是喜温 ,喜光 ,较耐旱 ,较耐盐

碱 ,有无限生长习性以及较广的适应性。作为喜温植

物 ,棉花不同生长阶段对温度的需求有差别。苗期

(出苗到现蕾 )较高的温度有利于棉苗的早发 ,形成壮

苗。在 20～30℃范围内 ,温度越高 ,生长发育越快 ,现

蕾到开花要求的适宜温度在 25℃左右 ,不超过 30℃

的情况下 ,气温高 ,现蕾开花多。花铃期棉花由营养

生长逐渐转入生殖生长 ,是全生育期生长最旺盛的阶

段 ,适宜温度是 25～30℃。和田主要农业区基本上属

于暖温带干旱气候 ,光热土和生物资源丰富 ,水源稳

定 ,农业生产条件比较优越 ,有着种植业得天独厚的

发展优势 ,尽管光照充足 ,热量资源丰富 ,适合于棉花

的种植和生长 ,但不利的气候条件也在制约着棉花产

量和品质 ,其中温度条件是影响当地棉花产量高低、

品质好坏的关键。和田春季气温变化不大 ,春季多年

平均气温可达 15. 5℃,而且较为稳定 ,低温冷害的情

况不多。夏季多年平均温度可达到 25℃,能满足棉

花花铃期的要求。但秋季多年平均温度较低 ,秋季的

初霜冻 ,气温下降快 ,气候变化强烈 ,低温冷害使棉花

产量下降 ,品质降低。和田种植区无霜期为 210d,全

年日照时数为 2 694. 7h,关键在棉花开花结铃的 5～8

月 ,月平均日照时数为 24. 4h, 4～10月的平均气温为

20. 4℃,全年 ≥10℃的持续时间为 210d, 4～10月 ≥

10℃的活动积温 ,可以保证中熟棉花的成熟 ,和田由

于受到极端大陆性气候和沙漠性气候的共同影响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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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秋季气温下降非常迅速 , 8月份气温为 24. 1℃,到 9

月份便降至 20℃以下 ,此时正值棉花吐絮期 ,要求温

度在 20℃以上 ,且温度越高 ,对棉花吐絮越有利。因

此 ,秋季降温迅速 ,棉花后期温度低 ,热量不足 [ 12 ]。

早春大部分作物在 10℃界限温度播种出苗后容易遭

受冷害。春季温度上升缓慢而秋季降温迅速 ,不利于

春播作物适期播种、出苗及晚秋作物灌浆、成熟和棉

花吐絮。秋、冬季增暖显著 ,积温较稳定 ,出现秋、冬

暖的现象 ,农林牧业生产应根据秋、冬两季温度的变

化做出调整。

和田市气候变暖 ,特别是秋冬两季变化显著使作

物生长期延长。对和田小麦产量影响最大的是春季

2～4月的倒春寒。而对玉米而言 , 7～9月的气温变化

最为敏感 ,远高于降水对它的影响 [ 13 ]。冬季气候变

暖 ,就可以使越冬作物的种植区扩展 ,和田近 30年的

冬季气温平均上升了约 2. 3℃。冬季气温升高 ,负积

温减少 ,不但对冬小麦安全越冬有利 ,而且为冬小麦

种植区扩展提供了有利的气象条件。

30年来气候条件的改善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

整、建立高效生态农业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 ,这是气

候变暖对农业带来的有利影响。但是 ,随着种植业结

构的不断调整和气候的变化 ,农业生态条件发生了一

定的变化。病虫害的发生时间及程度随气候的变化

而变化。气候变暖 ,虫害的生长、繁殖、越冬、迁飞等

生态学特征均将受到影响。冬季气候变暖 ,冬温升

高 ,增加了冬季农田土壤水分的蒸发 ,还使越冬病虫

卵蛹死亡率降低 ,病虫群数量增加 ,容易造成病虫害 ,

增大了病虫害防治难度。40年来 ,特别是 90年代以

来 ,各种病虫害对林牧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例

如 , 1964年首次在墨玉县试验站发现了棉花枯萎病 ,

随后到 80年代末 ,病情基本得到控制 ,但是 ,到了 90

年代 ,和田地区开始大面积发生 , 1991年发病面积达

149. 5hm
2

,分布于 46个乡镇。而到了 1992年全区棉

花枯萎病面积达到 774. 1hm
2

,比上年增加了近 666.

7hm
2

,分布扩大到 63个乡镇。随后几年 ,发病面积迅

速增加 ,到 1996 年全区扩大到 1. 15 万 hm2 ,绝产

1 261. 3hm
2。受畜牧业病虫病的影响 ,春尺蠖自 1997

年起在和田地区连年爆发成灾 ,严重危害林果业生

产 , 2001年爆发面积达 5. 62万 hm
2。1992年首次在

红枣 树 上 发 现 了 大 球 蚧。目 前 受 害 面 积 达

4 000hm2 [ 7 ]。过去没有的病虫害 ,现在已经出现 ,过去

有的病虫害现在危害越来越猖獗。针对这一实际情

况 ,需加强病虫害测报 ,推广综合防治技术。

5　小结

5. 1　和田地区 1975～2005年来 ,年平均气温在波动

中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为最暖

期。春夏两季温度上升幅度变化不大 ,秋冬年平均气

温上升幅度比较显著 ,对年平均温度的增加贡献大。

5. 2　用 MATLAB软件对和田地区近 30年的平均温

度进行小波分析 ,得出研究区域气候变化具有 3年、

22年、30年相对稳定的变化周期。

5. 3　和田地区气候变暖使作物生长期延长 ,和田地

区冬季气候变暖 ,温度偏高 ,有利于作物的越冬 ,但秋

季温度较低 ,影响棉花生长。同时由于气温升高 ,降

低了病虫的死亡率 ,使病虫群数量上升 ,容易造成病

虫害 ,增大了病虫害防治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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