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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半岛几个长记录站的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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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丹东、熊岳、营口和大连站1905～ 1988年温度记录资料, 计算了冬季、夏季和年平均温度距

平和线性趋势, 对温度年际和长期变化特点做了分析. 在辽东半岛的这4个站记录中, 冬季平均温度在本

世纪内都明显上升了, 夏季平均温度除营口外本世纪一般呈现变凉, 营口和大连两个记录连续站的年平

均温度存在长期增暖趋势. 对温度变化的可能原因也做了初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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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及其方法

在这项研究中, 采用大连、熊岳、营口和丹东4个台站的资料. 这些站的位置、高度和观测时

间列在表1中. 这4个站里大连和营口开始记录最早, 记录也相对比较完整, 仅40年代有缺失. 缺

失的部分我们用《中国温度等级分布图》资料做了插补. 插补方法见文献[ 1 ]. 另外两个站记录

开始时间略晚, 缺失年份也比较多, 缺失的部分没有做插补.

表1　气象台站的位置、高度和观测起迄年份

站名 纬度 (N ) 经度 (E) 高度öm 观测起迄年份

大连 38°45′ 121°38′ 97. 3 190521988
熊岳 40°13′ 122°11′ 22. 2 191421988
营口 40°40′ 122°12′ 3. 3 190521988
丹东 40°03′ 124°20′ 15. 1 192421988

　　站址迁移会对温度序列均质性产生影响. 上述4站观测点的变动情况见表2. 这些变动对温

度序列的可能影响将在后边讨论. 分别计算了各站的冬季 (12、1、2月)、夏季 (6、7、8月) 和年平

均温度距平. 温度平均值的参考时期是每个站的整个记录时期. 也计算了距平的5年滑动平均

值和线性趋势.

冬季: 丹东站1950年以前记录时间较短, 仅有1924～ 1931年8年. 但这8年冬季平均温度显

著冷于多年平均值, 记录中最冷的冬天即1926～ 1927年冬季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1950年以后,

冬季平均气温一般高于多年平均, 但也经历了两个相对温和时期和两个相对寒冷时期. 第一个

温和阶段是1955～ 1963年, 5年滑动平均值 (图上未表示, 下同)比多年平均高0. 5～ 1. 0℃; 第二

个温暖阶段出现在1970～ 1980年, 距平滑动平均值比多年平均高0. 5℃左右. 建国后的主要寒

冷期发生在 1963～ 1970 年, 温度比多年平均低 0. 5～ 1. 5℃; 第二个相对冷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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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80年代的前7年, 但从1986～ 1987年冬季开始, 温度又升到平均水平以上.

表2　各台站观测点迁移情况

站名 起迄年份 观测点名称 纬度 (N ) 经度 (E) 高度öm

190521917 寺儿沟 38°56′ 121°36′ 12. 4
大连 191821942 武昌街 38°45′ 121°38 95. 6

195021951 兴工街 38°54′ 121°38′ 33. 8
195221988 武昌街 38°45′ 121°38′ 97. 3

熊岳 191421942 农事试验场 40°13′ 122°11′ 26. 1
195021988 植物园 40°13′ 122°11′ 22. 2
192421931 东生街 40°40′ 122°14′ 2. 4

营口 195621972 通惠街 40°40′ 122°12′ 3. 5
197321988 公园路 40°40′ 122°12′ 3. 3

丹东 191721957 福春街 40°06′ 124°21′ 6. 1
195721988 浪头镇 40°03′ 124°20′ 15. 1

2　结果及其分析

图1～ 图3给出了4个站冬、夏和年平均温度距平变化及其趋势线. 可以看到, 各站的年际变

化存在着较好的一致性.

图1　冬季平均温度距平 图2　夏季平均温度距平

　　熊岳站在1950年以前有1914～ 1932年和1936～ 1940年两段记录. 本世纪前一半冬季温度

一般冷于后期, 在1921年以前尤其如此. 1921～ 1927年冬温相对较暖. 建国后温度变化与丹东

基本相同.

营口和大连两站的资料序列最长. 在营口, 冬季温度变化的明显特征就是长期增暖趋势,

在分析的84年中增暖1. 4℃. 这一现象在袁国恩等的研究中也得到清楚反映[ 2 ]. 从短期波动来

看, 1905～ 1920年营口冬季是有记录以来最冷的; 1920～ 1942年相对温暖; 1942～ 1956年温度

再次降低, 但没有本世纪初那样冷; 1956～ 1964年比较温暖, 以后, 经过1964～ 1970年的短暂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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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年季平均温度距平

温之后, 气温一直高于多年平均值, 丹东和熊岳站在80年

代前一半经历的降温在营口几乎看不出来.

大连冬季温度变化与营口基本一致, 同样存在明显

增温趋势, 但增暖比后者略弱, 分析时期约增暖0. 9℃. 大

连在本世纪初期冬温没有营口那样冷, 而1950年以后60

年代和80年代的相对降温却比营口来得强烈. 另外, 1942

～ 1956年是营口的一次相对寒冷阶段, 而此时大连冬温

则接近平均值.

表3给出了4个站本世纪前后两个阶段原始记录 (不

包括40年代的订补值, 表4和表5同) 的冬季平均温度对

比. 可以看到, 1950年以后所有站冬季温度均比以前增

高, 其中营口增暖0. 9℃, 大连增暖0. 5℃, 另外两个站记

录不连续, 可以作为参考.

表3　本世纪前后阶段原始记录

的冬季平均温度 (℃)比较

阶段 大连 营口 熊岳 丹东

1950年以前 - 3. 6 - 7. 9 - 7. 4 - 7. 5

1950年以后 - 3. 1 - 7. 0 - 7. 0 - 6. 3

后期与前期之差 + 0. 5 + 0. 9 + 0. 4 + 1. 2

表4　本世纪前后阶段原始记录

的夏季平均温度 (℃)比较

阶段 大连 营口 熊岳 丹东

1950年以前 22. 8 23. 6 24. 0 23. 2

1950年以后 22. 2 23. 5 23. 1 21. 8

后期与前期之差 - 0. 6 - 0. 1 - 0. 9 - 1. 4

　　夏季: 丹东1924～ 1931年夏季平均气温远高于多年平均值. 这个特征在其它记录连续的站

也反映得很清楚. 1950～ 1958年夏温偏凉, 但以后直到1967年则相对温暖. 1967～ 1980年是有

记录以来最凉爽的时期, 以后温度再开始上升.

熊岳在1950年以前的两段记录时期均较暖, 以后的夏温变化与丹东相似, 1967～ 1980年是

有记录以来最凉爽的时期, 以后温度再开始上升.

熊岳在1950年以前的两段记录时期均较暖, 以后的夏温变化与丹东相似, 1967～ 1980年也

是有记录以来最凉的时期. 营口除1905～ 1916年偏凉外, 1950年以前均暖于多年平均值, 其中

1916～ 1932的和1936～ 1950年尤为温暖. 建国后营口夏季温度变化同丹东和熊岳一致.

大连夏季温度变化的前后对比更加鲜明. 1950年以前, 夏温几乎全部暖于多年平均情况,

建国后则大部分时间冷于多年平均值. 进入80年代后, 大连夏季已开始增暖, 但仍低于平均值,

比10年代晚期、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初期凉得多. 另外, 和其它站比较, 大连本世纪初的低温和

1958～ 1967年的相对高温也不明显.

这几个站一般存在着夏季温度长期变凉趋势 (表4). 但大连变冷的幅度比营口的大得多.

年平均: 丹东年平均温度在1924～ 1931年接近多年平均值, 建国初期较冷, 1959～ 1966年

较暖, 而1966～ 1972年是有记录以来温度最低时期, 以后出现增暖趋势. 熊岳在1959年以前波

动较大, 其中1920年以前为低温阶段, 1920～ 1932年则是本世纪最温暖时期, 1950～ 1959年的

降温阶段也比其它站明显, 以后的变化同丹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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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在1930年以前的25年中, 年平均温度距平多为负值, 最冷时期出现在1908～ 1918年.

1936～ 1951年温度相对较暖, 1952～ 1958年出现短暂降温, 但以后一直保持在多年平均值以

上. 从整个记录时期看, 营口年平均温度存在着显著的增暖趋势.

和营口比较, 大连年温度变化主要的差别是在1905～ 1920年. 尽管营口这段时期很冷, 但

大连的降温却不是很明显. 由于这个原因, 大连站的长期变暖趋势也难以看出. 大连其它时间

的次级波动与前述各站接近.

表5说明, 这几个站中长期增暖最明显的是营口, 丹东和熊岳出现微弱降温, 而大连的原始

记录中没有表现出长期变化趋. 对于大连和营口两站变化的差别, 在后边将作进一步讨论.

3　关于温度变化趋势问题的讨论

表5　本世纪前后阶段原始记录的年平均温度 (℃)比较

阶段 大连 营口 熊岳 丹东

1950年以前 10. 3 8. 6 9. 2 8. 7

1950年以后 10. 3 9. 0 9. 0 8. 5

后期与前期之差 0 + 0. 4 - 0. 2 - 0. 2

　　由于丹东和熊岳的记录不完整, 在

讨论长期温度趋势变化时主要考虑营口

和大连两站. 对比这两个站变化的异同,

有助于了解造成温度曲线变化的原因.

冬季: 营口和大连冬季温度都具有

长期增暖趋势. 营口1950年以后的平均

温度比1950年以前高0. 9℃, 而从1905年到1988年的线性趋势增暖为1. 4℃; 大连1950年以后的

平均温度比1950年以前高0. 5℃, 从1905年到1988年的线性趋势增暖为0. 9℃. 营口比大连增温

更明显.

大连冬温升高不如营口多. 这两个地点温度变化的主要差别出现在记录初期的1905～

1917年. 当时大连冬季温度距平远远高于营口. 这可能和大连站址的迁移有关. 1905～ 1917年,

大连站观测地点在寺儿沟, 1918年起迁至武昌街. 两个地点环境差别颇大, 前者处在海岸, 高度

仅12. 4 m ; 后者离海岸较远, 高度达95. 6 m. 高度小和距海近可能使寺儿沟的冬季观测值暖于

武昌街. 因此, 迁址的影响可能使大连冬季温度序列的开始部分偏暖了. 这可能是大连增温趋

势没有营口显著的主要原因.

从城市规模和发展速度看, 大连热岛效应增强作用似应大于营口. 但有两个因素可能已经

减弱了这一作用: 一是1917年以后站址位于高近100 m 的小山上, 大大高出市区所有建筑物,

这将显著减弱热岛效应增强的影响; 二是冬季平均风速为5. 6 m ös, 明显大于营口 (3. 2 m ös) ,

这也会显著地削弱热岛效应增强的影响. 综合这些因素, 大连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增强影响而造

成的增温值不会比营口多.

可见, 城市热岛作用和观测地址迁移都不能解释营口和大连冬季显著的升温趋势. 这种升

温的主要部分可能要归因于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增暖.

夏季: 营口夏季平均温度几乎没有明显趋势性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 热岛效应在夏季也应

该存在. 如果剔除热岛影响, 营口夏季温度应存在微弱变凉趋势.

大连站夏季变凉比营口明显得多. 1918年站址的迁移可能有一定影响. 主要由于高度的变

化, 迁址无疑有利于后来记录温度的偏低. 另一方面, 夏季城市热岛效应尽管较弱, 但可能仍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 显然, 这两项影响是相反的. 总的来看, 大连站记录的夏季长期变凉趋势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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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客观存在的.

夏季温度长期下降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但我们认为, 云量与降水量变化, 近海的位

置和气溶胶含量变化可能是重要的. 大连降水资料表明, 在1905～ 1988年期间, 夏季降水量呈

现明显增加, 而夏季雨量增多有利于温度变凉[ 1 ]; 近海的位置可能是使温室增温表现不明显的

一个原因, 因为海洋水温在全球增暖过程中存在滞后作用; 气溶胶含量也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

发展逐渐增加的, 这必然会有利于夏季温度变凉.

年平均: 本世纪营口年平均温度的增暖趋势比较显著, 但主要的增暖过程在40年代初即已

完成, 50年代以后温度上升并不很多. 和冬季情况一样, 年平均温度的增暖也不会主要由城市

热岛效应增强引起.

大连年平均温度的长期趋势性变化也是增暖, 但没有营口明显. 显然, 这主要和冬季与夏

季平均温度呈相反方向的变化有关. 如果考虑到大连记录初期站址迁移造成的误差和包含在

记录里的城市热岛影响, 实际的升温可能更少.

熊岳站年平均温度是趋向变凉. 1950年以前该站记录有两段, 即1914～ 1932年和1936～

1940年. 前者处于营口和大连站记录的冷期, 后者尽管处于暖期, 但记录时间很短, 对趋势影响

不大. 因此, 熊岳站揭示的变冷可能是真实的, 它显然是由夏半年更加明显的变凉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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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 c t: A n analysis of the in ter2annual and long2term clim at ic changes fo r L iaodong Pen in2
su la,L iaon ing P rovince of N o rtheast Ch ina,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reco rded data

from the fou r sta t ion s of D andong, X iongyue, Y ingkou and D alian. T he resu lt show s tha t a ll

of the sites experienced a m arked w arm ing in w in ter from the beginn ing of th is cen tu ry to the

end of 1980’s, th ree of the sta t ion s w itnessed a coo ling trend in summ er in the sam e period,

and the annual m ean tem pera tu re increased in a less ex ten t than than tho se in g loba l o r

no rthern hem isphere averages. T he po ssib le cau ses fo r the seasonal and annual m ean tem per2
a tu re changes have been discu ssed as w ell.

Ke y w o rds: clim at ic changes; g loba l w arm ing; L iaodong pen in su la

643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22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