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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塔里木河流域的水文迴圈要素有著急劇的響應。近五十年來，塔里木

河流域水文迴圈要素發生了怎麼樣的變化? 這些變化存在怎樣的規律性? 圍繞上述問題，分析了氣

候變化背景下，塔里木河流域的氣溫、降水、出山口徑流的時空變化特徵，結果表明:上世紀六十

年代以來流域年降水總量增加，但不同區域、不同季節降水量變化存在較大差異，尚難以判斷流域

的降水是否呈穩定增加的趨勢。流域出山口徑流基本保持了豐枯交替的天然狀況，表明出山口徑流

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回應並不明顯，而幹流日趨減少的徑流量則表明了人類活動是造成塔里木河流域

徑流變化的關鍵因素。 

 
一、 前言 

塔里木河流域是中國最大的內陸河流

域，流域面積 102×104km2，多年平均地表徑

流量 3.98×1010m3，主要由高山區冰雪融水和

降水補給。20 世紀 80 年代以來，塔里木河流

域的降水、地表徑流和冰川物質平衡都發生了

較大的變化。對於此現象，有專家學者認為這

是西北氣候正由暖幹向暖濕轉型的信號[1]，也

有學者認為，這是由於人類活動改變了流域下

墊麵條件，使得流域內迴圈增強的結果[2]。本

文的主要內容是分析 20 世紀 60 年代至今塔里

木河流域氣溫、降水以及出山口徑流的時空變

化特徵，從中獲知二十世紀六十年代以來塔里

木河流域水文要素變化的基本事實以及初步

的規律性認識。 
 

二、 塔里木河流域氣溫變化分析 
區域氣候的變化首先反映在地表和底層

大氣的溫度變化上，而氣溫的變化可能從不同

方面對區域的蒸發、水汽含量及大氣層結構的

穩定性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區域的水文迴圈過

程。對於塔里木河流域而言，各源流的產水區

均在山區，河川徑流以冰川融雪補給為主，氣

溫的高低與徑流大小的關係也十分密切。 
近年來，全球平均氣溫和垂直高度 8km

以下的大氣溫度總的變化趨勢基本相同，都在

增加，塔里木河流域亦不例外。下文將分別闡

述塔里木河流域山區和平原區氣溫變化的基

本事實。由於塔里木河流域獨特的高山環繞盆

地、荒漠包圍綠洲的地貌特徵，流域氣溫的變

化主要分為山區和平原區兩部分內容分別闡

述，降水和徑流變化的分析亦如此。 
1、山區氣溫變化 

表 1 是塔里木河流域山區各年代氣溫變

化統計情況[3]，自二十世紀六十年代至二十世

紀末，塔里木河流域山前區域平均氣溫的年代

變化總體呈波動上升趨勢；春、夏、秋、冬各

個季節平均氣溫的年代變化同樣出現波動的

特徵，且夏、秋、冬三季呈現較為明顯的波動

上升趨勢，其中秋季的上升幅度最大，九十年

秋季的平均氣溫比之六十年代同期要高出 1.1 
oC；冬、夏兩個季節的上升幅度皆為 0.7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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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春季平均氣溫的年代變化並不明顯。 
2、 平原區氣溫變化 

表 2 是塔里木河流域平原區氣溫變化統

計情況[4]，從表中可以看出，自上世紀六十

年代以來的四十年間，塔里木河流域平原區

的氣溫同樣呈現上升的趨勢，平均氣溫從二

十世紀六十年代到九十年代升高了 0.6 oC，

平均每 10 年上升 0.2 oC，其中冬季氣溫上升

幅度最大，為 1.7 其中冬季氣溫升高幅度最

大，春、夏、秋三季變化不明顯。此外，調

查資料也顯示，上世紀四五十年代冬季，塔

里木河幹流的冰凍基本在 1 米以上，而現

在，冬季河流 30cm 以上的冰層幾乎見不著

了。 
綜合上述分析，塔里木河流域氣溫升高

已是不爭的事實。其中，山區氣溫的增加幅

度稍高於平原區，但無論是山區還是平原與

沙漠腹地區，冬季氣溫升高最為明顯,有利於

冬季降水天氣的形成。參考李培基關於新疆

積雪變化的研究成果[5]，自 1960 年以來，新

疆積雪的長期變化表現為，顯著的年際波動

過程疊加在長期緩慢的增加趨勢之上，年積

雪日數、消融期積雪日數和年累積積雪深度

分別增加了 8.9d、1.6d 和 20.8cm。上述事實

表明，塔里木河流域的區域小氣候正和全球

氣候一樣呈現出增暖的趨勢，區域內冬季增

暖最為明顯，且由此促成了塔里木河流域冬

季降水天氣的形成。 
 

三、 降水變化分析 
降水是描述一個地區氣候系統及其變

化的關鍵指標，區域氣候的變化清楚地體現

在降水的變化上。此外，降水的變化直接影

響著工農業生產。國內的部分專家學者對於

中國西北地方降水量在不同時間尺度和空

間尺度上的變化特徵，以及與其他氣候因數

關係的研究等方面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6]。

近年來，新的研究認為，由於降水量的增

加，西北地方出現了由暖幹向暖濕型轉化的

信號；對新疆北部地方氣象站的降水序列分

析也認為，最近 30 年該區域的降水量存在

增加趨勢[7]。但是研究的同時也指出，氣候

轉型以及降水增加的趨勢也存在著區域的

差異。將針對上述差異，本文將重點分析

1962—2000 年間塔里木河流域降水空間分

佈和時間分佈，時間分佈包括年際變化、季

節變化事實。 
1、降水空間變化 

降水資料分析結果表明，塔里木河流域

降水量從東南到西北呈逐漸增加趨勢，在流

域西北邊緣區域形成一個相對豐水帶，其中

巴音布魯克、吐爾尕特、阿合奇四個站的多

年平均降水量均大於 200mm；而在靠近塔克

拉瑪幹沙漠腹地地區降水量較低，年平均降

水量均在 40mm 以下，如圖 1 所示。流域內

最大多年平均降水量達到 271mm（位於北部

的巴音布魯克站），最小多年平均降水量為

14mm（冷湖站）兩者相差 19 倍。從線性變

化趨勢上看從東南到西北各個站的降水量

的增加趨勢越來越顯著，如處在流域北邊的

巴 倫 台 和 西 部 邊 沿 的 烏 恰 分 別 以 每 年

4.6mm 和 5.0mm 的速率增長，而處於的東部

邊沿的茫崖和鐵幹裏克則呈降低趨勢。流域

西部帕米爾高原山前區同樣也是降水分佈

的高值區。 
降水量空間分佈的另一特點是山地多

於平原，降水量隨海拔高度增加而增加，垂

直地帶性分佈規律顯著。根據各山系實測剖

面資料分析，天山南坡海拔 3000m 以下的遞

增率在 10～20mm/100m 之間，昆侖山系的

遞增率約為 10mm/100m 左右。塔里木河流

域多年平均降水量隨高程變化的關係見表

3。 
2、降水時間變化 

塔里木河流域 1962-2005 年流域年降水

量的變化趨勢如圖 2 所示，從中可以看出，

自上世紀六十年代以來，塔里木河流域年降

水量變化呈逐漸增加的趨勢。八十年代和九

十年代期間，降水變化波動較大，二十一世

紀以後，又趨於平緩。根據各個站點的

Mann-Kendall （以下簡稱 M-K）趨勢檢驗

值可知，塔里木河流域的 29 個站點中，年

降 水 量 呈 增 長 和 減 少 趨 勢 的 站 點 各 占

48.3%。增加趨勢顯著的站點有 10 個，占全

站總數的 34.5%，這些站點大都分佈塔里木

河流域降水量較大的北部和西部邊緣，其中

塔什庫爾幹站 M-K 值最大為 16.74，增加趨

勢最為顯著。而靠近流域沙漠腹地站點的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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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量則呈減少趨勢，但減少趨勢不明顯。流

域各站點降水序列 M-K 趨勢檢驗值等值線

圖見圖 3。 
從圖 3 可以看出，流域內降水增加的區

域主要分佈在天山南坡北部開都河流域所

在的區域，施雅風等人分析的位於該流域內

博斯騰湖水位上升的事實也驗證了這一結

果[8]。流域內降水增加較為明顯的區域其次

位於帕米爾高原北坡喀什噶爾河流域。此

外，天山南坡中部阿克蘇河流域也是降水增

加的區域之一，這與施雅風等人研究的阿克

蘇河總徑流量增加的現象也相吻合。流域西

南部喀喇昆侖山前區域和南部昆侖山前區

的降水沒有明顯的增加或減少的現象；流域

中部的沙漠區和東部區域降水呈減少的趨

勢。由此可以推斷，雖然流域多年平均的降

水呈增加的趨勢，但在流域內分佈方面，降

水增加的現象只是集中在小部分區域。 
水資源量的多少主要取決於區域降水

量的大小。塔里木河流域位於歐亞大陸腹

地，地理條件上距世界各大洋水域極其遙

遠，季風氣候影響不明顯，但流域內不同區

域降水的年際變化差異依然很大。為了進一

步闡明塔里木河流域內不同區域降水年際

變化差異的基本事實，研究分析了塔里木河

流域的降水年際變率，如表 4 所示，Kp 為豐

水年與枯水年對應的最大降水量與最小降

水量的倍比，即 kp=最大年降水量/最小年降

水量。從表 4 可以看出，塔里木河流域內的

最 大 年 降 水 量 與 最 小 年 降 水 量 比 值 在

1.8~30.0 之間，山地為 2~6 倍，平原為 10~30
倍。比值最小的巴音布魯克站僅為 1.8 倍，

比值最大的和田站為 29.7 倍，其次是若羌站

為 27.4 倍。和田、若羌等地最小年降水量僅

3mm。因此，塔里木河流域降水量的多年變

化幅度非常大，山地與平原區域的差異也很

大。 
根據降水分析結果，塔里木河全流域內

降水稀少，時空分佈極不均勻，山區相對濕

潤，平原區極為乾燥，乾旱區特徵十分明

顯。二十世紀六十年代以來，全流域年降水

量呈增加趨勢，流域內不同區域降水的變化

趨勢差異較大，山前區域降水增加趨勢顯

著，但降水年際變率小，只有平原區域的五

分之一左右；平原區域尤其靠近沙漠腹地區

域降水呈減少趨勢，但減少趨勢不顯著，平

原區域降水量年變化幅度大。降水分析結果

表明，在全球氣溫變化背景下，塔里木河流

域的降水發生了顯著的變化，但空間分佈上

仍有較大差異，尚難以判斷流域的降水是否

呈穩定增加的趨勢。因此，還無法確定區域

氣候是否已經由暖幹向暖濕轉型。此外，地

形是影響塔里木河流域降水特徵的關鍵因

數。 
 

四、 徑流變化分析 
塔里木河流域徑流的產生有其特殊的

機制。徑流主要產生於人類活動較少的山前

地區，平原盆地基本上不產流，因此出山口

徑流的變化反映了由氣候因素決定的天然

徑流的變化情況。由於受氣候變化與人類活

動影響，塔里木河流域出山口站、幹流站或

下游站年徑流的變化趨勢是不同的。本文將

通過分析流域出山口徑流主要控制站及塔

里木河幹流徑流量的變化特徵,以此來描述

二十世紀六十年代以來塔里木河流域徑流

對氣候變化的回應。 
表 5 是塔里木河流域主要源流開都—孔

雀河、阿克蘇河、葉爾羌河、和田河出山口

控制站及幹流控制站年徑流特徵和時段年

徑流量比較。從表 5 中可以看出，塔里木河

幹流自身不產流，主要依靠開都-孔雀河、阿

克蘇河、葉爾羌河及和田河的徑流補充，塔

里木河幹流控制站阿拉爾水文站多年平均

徑流量為 46 億 m3，徑流量的年際變化直接

受上游源流的影響。主要源流的徑流年代變

化不明顯，基本保持了豐枯交替的天然徑流

過程。 
為了反映流域出山口徑流年際間的差

異，文中同樣分析了出山口徑流量的年際變

率。同降水年際變率一樣，徑流的年際變率

可表示為最大年徑流量與最小年徑流量之

比，即 kr=年最大徑流量/年最小徑流量。分

析結果見表 6。從表中可以看出，二十世紀

五十年代以來，塔里木河流域各源流出山口

平均天然徑流總量為 228.2×108m3，最大年

徑流量為 304.1×108m3，出現在 1994 年，最

小年徑流量為 184.1×108m3，出現在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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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近五十年來的徑流年際變率為 1.65，各

個年代的降水變率在 1.4 左右，各個年代徑

流波動不是很大。至上世紀九十年代，源流

徑流量有輕微地增加。 
根據徑流變化的分析結果，自二十世紀

五十年代末期以來，塔里木河流域主要源流

年徑流量基本保持了天然的、豐枯交替的變

化過程，到九十年代末期出現不同程度的增

加，出山口徑流總量稍高於多年平均值。塔

里木河幹流中下游控制站的徑流量自二十

世紀七十年代以後持續減少，到了九十年代

與多年平均相比，塔里木河幹流的徑流量減

少了近 15%。上述事實表明，塔里木河流域

出山口徑流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回應並不明

顯，而幹流日趨減少的徑流量則表明了人類

活動是造成塔里木河流域徑流變化的關鍵

因素。 
 

五、 結論 
（1）塔里木河流域的區域小氣候正和

全球氣候一樣呈現出增暖的趨勢，且山區氣

溫增加高於平原區，冬季氣溫升高最為明

顯，有利於冬季降水天氣的形成。 
（2）二十世紀六十年代以來，全流域

年降水量呈增加趨勢，流域內不同區域降水

的變化趨勢差異較大，山前區域降水增加趨

勢顯著，平原區域尤其靠近沙漠腹地區域降

水呈減少趨勢。這表明，在全球氣溫變化背

景下，塔里木河流域的降水發生了顯著的變

化，但空間分佈上仍有較大差異，尚難以判

斷流域的降水是否呈穩定增加的趨勢。 
（3）塔里木河流域主要源流年徑流量

基本保持了天然的、豐枯交替的變化過程，

到九十年代末期出現不同程度的增加，出山

口徑流總量稍高於多年平均值。塔里木河幹

流中下游控制站的徑流量自二十世紀七十

年代以後持續減少。這表明塔里木河流域出

山口徑流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回應並不明

顯，而幹流日趨減少的徑流量則表明了人類

活動是造成塔里木河流域徑流變化的關鍵

因素。 
 

六、 參考文獻 
1、 施雅风.全球和中国变暖特征及未来趋势

[J].自然灾害学报,1996,5(2): 
2、 张学文.对新疆气候与生态变化的三点认

识[J].新疆气象,2003, 26(2):20-23 
3、 沈永平,王顺德,王国亚.塔里木河流域冰

川洪水对全球变暖的响应[J].气候变化研究

进展,2006,2(1):32-35 
4、 王顺德,王彦国,王进. 塔里木河流域近

40a 来气候、水文变化及其影响[J].冰川冻

土,2003,25(3):315-320 
5、 李培基.新疆积雪对气候变暖的回应[J].
气象学报,2001,59(4):491-497 
6、 靳立亚,符娇兰,陈发虎.近 44 年来中国西

北降水量变化的区域差异以及对全球变暖

的响应[J]. 地理科学，2005，25(5):567-572 
7、 姜逢清,朱诚,胡汝骥.1960~1997 年新疆

北部降水序列的趋势探测[J].地理科

学,2002,22(6):669-672 
8、 施雅风,沈永平,李栋梁等.中国西北气候

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特征和趋势探讨[J].第
四纪研究,2003,23(2): 

 
 
 
 
 
 
 
 
 

 

 



第十三屆海峽兩岸水利科技交流研討會，2009 年 11 月 23-24 日，台中市 

 5

表 1  塔里木河流域山區各年代氣溫變化（oC） 
Table1 Decade mean temperature variation in the mountain area of Tarim River (oC) 

年代 春 
（3 月-5 月） 

夏 
（6 月-8 月）

秋 
（9 月-11 月）

冬 
（12 月-2 月） 年平均 

1961-1970 2.1 12.0 0.7 -14.0 0.2 
1971-1980 2.3 12.6 1.3 -14.0 0.5 
1981-1990 1.9 12.5 1.1 -14.1 0.3 
1991-2000 2.1 12.7 1.8 -13.3 0.8 

 
表 2  流域平原區各年代氣溫變化（oC） 

Table2  Decade mean temperature variation in the plain area of Tarim River (oC) 

年代 春 
（3 月-5 月） 

夏 
（6 月-8 月）

秋 
（9 月-11 月）

冬 
（12 月-2 月） 年平均 

1961-1970 14.3 24.3 11.0 -4.7 11.2 
1971-1980 14.5 24.4 11.5 -4.8 11.4 
1981-1990 14.2 24.3 11.1 -3.4 11.6 
1991-2000 14.5 24.3 11.4 -3.0 11.8 

 
表 3  流域年降水量垂直變化 

位置 站名 高程（m） 降水量(mm) 

天山南坡西部 

阿拉爾 1102 49.9 
阿克蘇 1104 68.3 
溫宿 1132 72.7 

協合拉 1427 128.9 

天山南坡中部 

和靜 1101 64.8 
黃水溝 1320 88.1 
巴侖台 2458 203.4 

奎先大阪 2921 293.4 

喀喇昆侖山北坡 
莎車 1231 50.9 
卡群 1370 70.8 

庫魯克蘭幹 2000 101.5 

昆侖山北坡 
和田 1376 36.0 

通古孜洛克 1650 37.1 
黑山 2750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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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塔里木河流域代表站降水年際變率   單位:降水量 mm 

位置 站名 觀測 
年數 

最大年 最小年 
Kp 降水量 年份 降水量 年份 

山 
 

區 

巴音布魯克 41 366.8 1994 208.9 1995 1.8 
破城子 33 513.0 1996 174.6 1978 2.9 
托雲 40 428.9 1998 139.0 1976 3.1 

塔什庫爾幹 42 106.4 1957 20.1 1963 5.3 
烏魯瓦提 36 169.6 1987 26.6 1985 6.4 

平 
 

原 

喀什 48 158.6 1996 16.2 1994 9.8 
阿克蘇 45 186.2 1996 18.7 1986 10.1 
若羌 45 106.9 1981 3.9 1957 27.4 
策勒 39 121.1 1972 8.2 1985 14.8 
和田 56 100.9 1987 3.4 1985 29.7 

 
表 5  流域各河流控制站不同時段年徑流量比較       單位：億 m3 

河   名 
      時 段 
 
站  名 

多 年 平

均  徑流

量 

時   段   平   均   年   徑   流   量 

1960～

1969 
1970～

1979 
1980～

1989 
1990～

1999 年

開都-孔雀河 
開 都 河 大 山 口 33.50 32.59 33.25 30.92 35.59 
孔 雀 河 塔 什 店 11.73 11.07 10.26 11.82 12.53 

阿克蘇河 
庫馬拉克河 協 合 拉 47.88 45.55 45.94 47.57 54.44 
托什幹河 沙裏桂蘭克 26.63 27.79 25.76 24.90 29.98 

葉爾羌河 卡  群 64.89 63.26 66.69 63.16 67.76 

和田河 
喀拉喀什河 烏魯瓦提 21.50 21.33 22.61 21.53 20.42 
玉龍喀什河 同古孜洛克 22.10 22.66 23.33 20.55 21.16 

喀什噶爾河 蓋孜河 克勒克 9.74 10.07 9.43 8.81 9.62 
塔里木河幹

流 
塔里木河 阿 拉 爾 46.00 51.79 44.22 44.74 42.04 
塔里木河 新 其 滿 37.52 44.93 35.31 35.20 32.47 

 
表 6  流域主要源流各年代出山口徑流總量變化（×108m3） 

年代 出山口年均

天然徑流量 
最大 最小 

kr 徑流量 年份 徑流量 年份 
50 年代 221.9 250.6 1959 185.4 1957 1.35 
60 年代 224.3 265.2 1961 184.1 1965 1.44 
70 年代 227.8 276.6 1978 195.7 1972 1.41 
80 年代 220.5 253.1 1988 190.4 1989 1.33 
90 年代 241.9 304.1 1994 192.9 1993 1.58 

多年平均 227.3 304.1 1994 184.1 196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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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塔里木河流域多年平均降水量空間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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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塔里木河流域年降水量變化 

 

 
圖 3 塔里木河流域降水序列變化等值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