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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 5 阶段（CMIP5）中的 21 个气候模式的 RCP4.5 和 RCP8.5 情景预估结果，分

析了全球变暖 1.5℃和 2℃阈值时青藏高原气温年和季节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对应 1.5℃和 2℃全球变暖，青藏高

原变暖幅度明显更大，就整体而言，在 RCP4.5/RCP8.5 情景下，高原区域平均的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变暖分别为

2.11℃ /2.10℃和 2.96℃ /2.85℃、2.02℃ /2.02℃和 2.89℃ /2.77℃、2.34℃ /2.34℃和 3.20℃ /3.14℃，冬季平均气温的变

暖幅度（2.19℃ /2.31℃和 3.13℃ /3.05℃）较其他季节更大；从空间分布形势上看，年变暖呈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而

春、冬变暖呈南高北低的分布，夏、秋变暖则呈西高东低的分布。到达同一温升阈值时，RCP4.5 与 RCP8.5 情景下高

原气温的响应也存在区域差异。高原年与各季平均气温对全球变暖 1.5℃与 2℃的响应差异均>0.5℃，其中冬季最明显，

区域平均差异可达 0.94℃，局地差异超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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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暖是非常

明确的，1880—2012 年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了

0.85℃ [1]。世界各国也为应对全球变暖问题达成

共识：早在 1996 年 6 月，欧盟委员会卢森堡会议

上就提出将全球平均温度增幅控制在 2℃以内，

这是 2 ℃目标第一次出现，且在 2009 年 7 月的

G8 峰会上被首脑们接受，成为很多国际政府间问

题如碳排放权的谈判和争论的核心内容 [2]，直接

关系到各国发展规划；2015 年 12 月在巴黎召开

的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巴黎协定》，各方希望

并许诺将全球温度增幅控制在不超过2℃的水平，

并向 1.5℃温控目标努力，以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

1.5℃目标在此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IPCC
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在韩国仁川发布《IPCC 全球

升温 1.5℃特别报告》，再次使全球的目光聚焦于

1.5℃目标。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通过其特殊的

地理位置和独特的下垫面，其地形作用和热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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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作用被放大，对东亚乃至全球气候 [3-6]产生影响。

在全球气候系统的组成中，青藏高原有着不可取

代的作用，且是一个较为敏感的地带 [7]。

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

学者在高原历史时期的气候和环境变化 [8-15] 方面

做了大量研究。对于未来气候变化的研究主要依

赖于模式结果，有很多工作研究了全球变暖背景

下全球以及区域气候的变化 [16-25]，其中也有针对

高原未来气候变化的研究 [16-19]。针对变暖 2℃问

题，有学者在中国区域 [21-23] 和高原区域 [18] 做了

全面研究。对于变暖 1.5℃的研究 [20] 目前仍在继

续，胡婷等 [24] 研究了全球气温和降水在变暖 1.5℃
和 2℃情景下的特征，Shi 等 [25] 研究了变暖 1.5℃
和 2℃时中国的极端气温，孔莹等 [19] 近期对高原

的冻土和雪水当量在全球温升 1.5℃时的变化进行

了研究。本文结合全球变暖 1.5℃和 2℃的热点问

题，研究在相应温升阈值下，青藏高原的年平均、

最高、最低以及各季平均气温的变化特征并对比

分析，同时也对不同温升阈值下青藏高原的年与

各季平均气温的响应差异做了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模式数据

气候系统模式是研究气候变化机理、再现其

演变过程及预测未来变化特征的重要工具 [26-27]。

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 5 阶段（CMIP5）中有

58 个气候模式进行了长期预估的数值模拟试验，

各个模式包含的变量不同。胡芩等 [28] 研究了 44
个 CMIP5 模式对青藏高原地区的气候模拟能力，

结果表明其对近地表气温分布型和空间变率具备

较好的模拟能力。本文使用 CMIP5 中 21 个模式

的逐月近地表气温数据，这些模式的历史试验基

本从 1850 年开始，并且它们在典型浓度未来情景

试验（RCP4.5 和 RCP8.5）中都拥有完整的近地

表气温资料。模式的基本信息见表 1。
考虑到不同气候模式存在差异，本文采用等权

重系数条件下集合平均的结果 [1]，该方法得到的集

合结果较单个模式具有更可靠的模拟能力 [29]。首

表 1 各模式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each model

模式名称

ACCESS1-0

BCC-CSM1-1

BNU-ESM

CanESM2

CCSM4

CESMI-BGC

CNRM-CM5

CSIRO-MK3-6-0

GFDL-CM3

GFDL-ESM2G

GFDL-ESM2M

INMCM4

IPSL-CM5A-LR

IPSL-CM5A-MR

MIROC5

MIROC-ESM-CHEM

MIROC-ESM

MPI-ESM-LR

MPI-ESM-MR

MRI-CGCM3

NorESM1-M

所属国家

澳大利亚

中国

中国

加拿大

美国

美国

法国

澳大利亚

美国

美国

美国

俄罗斯

法国

法国

日本

日本

日本

德国

德国

日本

挪威

模式分辨率

1.875°×1.25°

2.8125°×2.8125°

2.8125°×2.8125°

2.8125°×2.8125°

1.875°×0.625°

1.875°×0.625°

1.4118°×1.4063°

1.875°×1.875°

2.5°×2°

2.5°×2°

2.5°×2°

2°×2.5°

3.75°×1.875°

2.5°×1.2587°

1.4063°×1.4063°

2.8125°×2.8125°

2.8125°×2.8125°

1.875°×1.875°

1.875°×1.875°

1.125°×1.125°

2.5°×1.875°

先将各模式的逐月气温资料利用双线性内插法统

一插值到 1.5°×1.5°格点上，再利用等权重系数

集合平均结果预估。文中参考时段选取工业化革

命前期 1850—1900 年，用 2006—2100 年来做预

估，气温变化均是相对于参考时段平均值而言。

前期研究 [30] 基于相同的资料预估了全球变

暖达到相应温度的时间，即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在

RCP4.5 和 RCP8.5 排放情景下分别于 2017—2036
年（共 20 年 )、2016—2030 年（共 15 年）达到 

1.5℃阈值；分别于 2037—2059 年（共 23 年 )、

2031—2044 年（共 14 年）达到 2℃阈值。

1.2  信噪比

利用信噪比评估未来预估的可信程度，信噪



图 1  RCP4.5 和 RCP8.5 情景下全球变暖 1.5℃时青藏高原年平均（Tmean)、最高（Tmax)、最低（Tmin）气温的变化分布以及

RCP4.5 减去 RCP8.5 情景下（MINUS）的差异

Fig. 1  Variation distribution of annual mean, maximum, minimum temperatur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hen global warming reaches 1.5℃ 
under two RCP scenario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CP4.5 and RCP8.5 is also shown

比定义为

式中 xi 为在模式集合平均预估的对应变暖时

间下，单个模式的增温结果，x- 为模式集合平均

预估的增温结果，n 为模式数量。该指标利用模

式集合和模式间标准差的比值来反映信号和噪音

之间的关系，进而反映未来预估的可信度。如果 

s>1，则表明信号大于噪音，即未来预估结果较

为可信，s 越大表明可信度越高 [31]。

2  结果分析

2.1  全球变暖 1.5℃和 2℃下青藏高原平均、最

高、最低气温变化预估

图 1 分别给出了在 RCP4.5 和 RCP8.5 情景下

s =                              。                  (1)x-

n
1 (xi - x-)2S

n

i=1√

全球变暖 1.5℃时，青藏高原平均、最高、最低气

温的变化以及 RCP4.5 减去 RCP8.5 情景下 3 个量

变化的分布。由图 1 可见，不同情景下高原变暖

都有类似的分布：西南部增温高，东北部增温低。

高原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变暖的最大值分别超

过 2.2℃、2.4℃、2.8℃。在两种排放情景下，平

均和最高气温的局地变化的差异均没有通过 90%
信度的 t 检验；而最低气温的变化在高原西部及

中部存在显著差异：与 RCP8.5 相比，在 RCP4.5
情景下最低气温增温在高原中部偏低、西部偏高，

差异均 >0.2℃。

图 2 分别给出在 RCP4.5 和 RCP8.5 情景下全

球变暖 2℃时，青藏高原平均、最高、最低气温

的变化以及 RCP4.5 减去 RCP8.5 情景下 3 个量变

化的分布。可见，与全球变暖 1.5℃时类似，不同

情景下高原变暖都呈西南部增温高，其他区域相

对低的分布，其中高原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变

注：黑色斜线表示通过 90% 信度的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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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的最大值分别超过 3.2℃、3.4℃、3.8℃，且这些

最大值均出现在 RCP4.5 情景下。在 RCP4.5 情景

下，平均、最高、最低气温的增幅都较 RCP8.5
略高，其中平均气温的差异未通过 90% 信度的

t 检验；最高气温也仅在高原西北部小范围及

局地有显著变化差异；特别地，最低气温的差异

最明显，高原西部大范围存在差异，最大差值

超过 0.3℃。

为更深入地了解高原平均、最高、最低气温

的变化特征，给出其在 RCP4.5 和 RCP8.5 情景

下变化的时间序列（图 3)。RCP8.5 情景下增温

快于 RCP4.5，两种排放情景下，最低气温增温

速率均快于平均气温，平均气温增温速率略快于最

高气温。表 2 给出了全球变暖 1.5℃和 2℃时青藏

高原区域平均的平均、最高、最低气温的增温，

在 RCP4.5/RCP8.5 情景下分别为 2.11 /2.10 ℃和

2.96/2.85℃、2.02/2.02℃和2.89/2.77℃、2.34/2.34℃

和 3.20/3.14 ℃。变暖 1.5 ℃时，两种排放情景差

别较小。变暖 2 ℃时，RCP8.5 情景下增温均比

RCP4.5 下偏低，在 RCP8.5 情景下变暖 2℃的时

间较 RCP4.5 早约 10 年，与两种情景排放量路径

有关，此机制具体作用还有待下一步的研究。

2.2  全球变暖 1.5℃和 2℃下青藏高原各季平均

气温变化预估

青藏高原下垫面特殊 [32]，气温季节变化大，

本文对各季高原在相应情景下的增温也做了分析。

冬季的取值为当年的 12 月到次年 2 月。

图 4 给出了在 RCP4.5 和 RCP8.5 情景下全球

变暖 1.5℃时，高原各季平均气温变化分布。两种

排放情景下增温分布类似，各季间分布差异明显，

春季（MAM）与冬季（DJF）增温大值均位于高

原南部，夏季（JJA）与秋季（SON）增温大值区

则位于高原西部，且夏季增温最低，冬季最高。

图 2  RCP4.5 和 RCP8.5 情景下全球变暖 2℃时青藏高原年平均（Tmean)、最高（Tmax)、最低（Tmin）气温的变化分布以及

RCP4.5 减去 RCP8.5 情景下（MINUS）的差异

Fig. 2  Variation distribution of annual mean, maximum, minimum temperatur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hen global warming reaches 2℃ 
under two RCP scenario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CP4.5 and RCP8.5 is also shown

注：黑色斜线表示通过 90% 信度的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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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RCP4.5 和 RCP8.5 情景下青藏高原年平均、最高、最

低气温变化的时间序列

  Fig. 3  Time series of changes in annual mean, maximum, minimum  
         temperatur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under two RCP scenarios

表 2 RCP4.5 和 RCP8.5 情景下全球变暖 1.5℃和 2℃时青

藏高原区域平均的年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变化值

Table 2  Changes in regional mean of annual mean, maximum, 
minimum temperatur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t global warming 

of 1.5℃ and 2℃ under two RCP scenarios

参数
RCP4.5

平均气温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2.11

2.02

2.34

℃

RCP8.5

1.5℃ 2℃ 1.5℃ 2℃

2.96

2.89

3.20

2.10

2.02

2.34

2.85

2.77

3.14

图 4  RCP4.5 和 RCP8.5 情景下全球变暖 1.5℃时青藏高原春（MAM)、夏（JJA)、秋（SON)、冬（DJF）平均气温的变化分

布以及 RCP4.5 减去 RCP8.5 情景下（MINUS）的差异

Fig. 4  Variation distribution of spring (MAM), summer (JJA), autumn (SON), and winter (DJF) mean temperatur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hen global warming reaches 1.5℃ under two RCP scenario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CP4.5 and RCP8.5 is also shown

注：黑色斜线表示通过 90% 信度的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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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还给出了变暖 1.5 ℃时 RCP4.5 减去 RCP8.5
情景下的结果。可见，夏秋两季在两种排放情景

下不存在显著差异，春、冬季在高原中偏西部都

存在明显的负差异，此外冬季在柴达木盆地附近

也存在一个负差异。

图 5 给出了在 RCP4.5 和 RCP8.5 情景下全

球变暖 2 ℃时，高原各季平均气温变化分布，

其分布与全球变暖 1.5℃时相似，不再赘述。与

RCP8.5 相比，在 RCP4.5 情景下各季增温都略高，

此特点与年平均气温一致，除冬季外均存在不同

区域和程度的显著正差异，其中夏季差异范围最

大，主要位于高原西部和北部，南部也有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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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存在，并且南部、西部的差异分别在春、秋

季都有体现。

图 6 给出了青藏高原在两种排放情景下各季

节增温的时间序列，可以看到 RCP8.5 情景下增

温快于 RCP4.5，冬季增温最快，夏季最慢，春、

秋差别不大。表 3 给出了两种排放情景下变暖

图 5  RCP4.5 和 RCP8.5 情景下全球变暖 2℃时青藏高原春（MAM)、夏（JJA)、秋（SON)、冬（DJF）平均气温的变化分

布以及 RCP4.5 减去 RCP8.5 情景下 (MINUS) 的差异

Fig. 5  Variation distribution of spring (MAM), summer (JJA), autumn (SON), and winter (DJF) mean temperatur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hen global warming reaches 2℃ under two RCP scenario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CP4.5 and RCP8.5 is also shown

注：黑色斜线表示通过 90% 信度的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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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RCP4.5 和 RCP8.5 情景下青藏高原各季节平均气温

变化的时间序列

  Fig. 6  Time series of changes in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mean temperatur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under two RCP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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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P4.5 春季
RCP8.5 春季
RCP4.5 夏季
RCP8.5 夏季
RCP4.5 秋季
RCP8.5 秋季
RCP4.5 冬季
RCP8.5 冬季

增
温

/℃

1.5℃和 2℃时青藏高原区域平均的各季平均气温

的增温，可见冬季变暖幅度较其他季节更大，具

体分别为 2.19 ℃/2.31 ℃和 3.13 ℃/3.05 ℃。变暖

1.5℃时，两种排放情景下夏、秋季变化很小，相

较于 RCP4.5、RCP8.5 情景下春、冬季增温略高。

变暖 2 ℃时，相较于 RCP4.5、RCP8.5 情景下各

季增温均略低。

表 3 RCP4.5 和 RCP8.5 情景下全球变暖 1.5℃和 2℃时青

藏高原区域平均的各季节平均气温变化

Table 3  Changes in regional mean of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mean temperatur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t global 

warming of 1.5℃ and 2℃ under two RCP scenarios

时段
RCP4.5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2.02

1.90

2.05

2.19

℃

RCP8.5

1.5℃ 2℃ 1.5℃ 2℃

2.92

2.63

2.86

3.13

2.13

1.85

2.03

2.31

2.87

2.55

2.81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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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相同排放情景下全球变暖 1.5℃与 2℃青藏

高原年和季节气温变化的差异

上文中处于同一温升阈值时两种排放情景下

的高原气温变化差异不大，故图 7 给出 RCP4.5
情景下全球变暖 2℃减去 1.5℃的年与各季气温

结果，可见全球变暖 0.5℃的差异在高原上差异

均 >0.5℃；年均增温差异最大值超过 1.0℃（图

7a)；冬季平均增温差异最明显，最大值超过 1.1℃，

且分布范围较广（图 7e)。其中高原区域平均的年

和冬季平均增温差异分别为 0.85℃和 0.94℃（表

2 和表 3)。
把全球变暖控制在 1.5℃内意义重大 [33]，气

候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对全球变暖 1.5℃和 2℃的

响应差异明显，Schleussner 等 [34] 从全球范围极端

天气事件、水供应、农业产量、海平面上升和珊

瑚礁损失的风险揭示了 1.5℃和 2℃变暖的影响存

在很大差异；Shi 等 [25] 的研究表明在 1.5 ℃/2 ℃

变暖时中国的暖日和暖期持续时间分别增加

7.5%/13.8% 和 15 d/30 d。本文研究仅为高原气温

的响应差异，其他气候要素和环境的响应差异还

图 7  RCP4.5 情景下全球变暖 2℃减去 1.5℃时青藏高原年 (a) 及春 (b)、夏 (c)、秋 (d)、冬 (e) 平均气温变化差值分布

Fig. 7  Differences of annual (a) and spring (b), summer (c), autumn (d), winter (e) mean temperature on the Tibetan when global warming 
reaches 2℃ and 1.5℃ under RCP4.5 scenario

注：结果均通过 99% 信度的 t 检验（黑点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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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研究。

2.4  不确定性

图 8 给出了 RCP4.5 下全球变暖 1.5℃时青藏

高原年增温预估信噪比的分布情况（其余情景类

似 )。信噪比在高原东北部最高，西部和南部较低，

其值均 >1，表明全球变暖 1.5℃和 2℃时青藏高

原地表气温变化的预估结果在模式之间具有很好

的一致性。

信噪比的分布与高原上积雪的分布 [32] 相似。

高原西北部和南部高海拔地区是积雪覆盖最高的

两个区域，而柴达木盆地是积雪覆盖最少的地区

之一，表明积雪量的多少和增温信噪比的大小呈

负相关，即积雪量越多的地方模式模拟气温的不

确定性越大。

3  结论和讨论

本文基于 CMIP5 的 21 个气候模式，利用模

式等权重集合平均预估的全球变暖 1.5℃和 2℃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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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RCP4.5 情景下全球变暖 1.5℃时青藏高原气温变化的

信噪比分布

  Fig. 8  Noise-signal ratio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hen global warming 
reaches 1.5℃ under RCP4.5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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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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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时间，分析了青藏高原气温的年和季节变化

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1) 全球变暖 1.5℃和 2℃时，青藏高原年平

均和最高、最低气温的增温分布均呈西南高东北

低；其最大值分别超过2.2℃和3.2℃、2.4℃和3.4℃、

2.8 ℃和 3.8 ℃；在 RCP4.5/RCP8.5 情景下其区域

平均变暖分别为 2.11℃/2.10℃和 2.96℃ /2.85℃、

2.02 ℃/2.02 ℃和 2.89 ℃/2.77 ℃、2.34 ℃/2.34 ℃和

3.20℃/3.14℃。全球变暖 1.5℃时，两种排放情景

差别较小；全球变暖 2℃时，RCP8.5 情景下增温

均比RCP4.5下偏低，其中最低气温的差异最明显：

高原西部大范围存在差异，最大值超过 0.3℃。

(2) 全球变暖 1.5℃和 2℃时，青藏高原各季

间气温变化分布差异明显，春、冬变暖呈南高北

低的分布，夏、秋变暖呈西高东低的分布；在

RCP4.5/RCP8.5 情景下青藏高原区域平均的冬季

变暖分别为 2.19 ℃/2.31 ℃和 3.13 ℃/3.05 ℃，较

其他季节更大。全球变暖 1.5℃时，与 RCP8.5 相

比，RCP4.5 情景下春、冬季高原中偏西部都存在

明显负差异；全球变暖 2℃时，与 RCP8.5 相比，

RCP4.5 情景下各季增温都略高，除冬季外均存在

不同区域和程度的显著正差异，其中夏季差异范

围最大，主要位于高原西部和北部。

(3) 全球变暖 0.5 ℃的差异在高原上差异均

>0.5℃。在 RCP4.5 情景下年均增温差异的最大

值超过 1.0℃，冬季平均增温差异较其他季节更明

显，最大值超过 1.1℃，且分布较广，其中高原区

域平均的年和冬季平均增温差异分别为 0.85 ℃

和 0.94℃。

全球变暖的幅度、成因、空间分布及未来将如

何变化还存在不同的结果 [35-36]。这主要是观测资

料不足，对气候系统及其内在反馈过程认识不足

所致，同时气候模式还有待提高、参数化方法等

还待优化，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仍须完善 [37]。

高原气候变化毋庸置疑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中至

关重要，但其气候变化极为复杂 [38-39]，本文只分

析了气温要素，下一步将更加注重其他气候要素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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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ature chang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under the global 
warming of 1.5℃ and 2℃

1 Key Laboratory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Ministry of Education (KLME)/Join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Laboratory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Change (ILCEC)/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Forecast and Evaluation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CIC-FEMD),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UIST), Nanjing 
210044, China; 2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dicted results of 21 global climate models from the 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5 (CMIP5) under RCP4.5 and RCP8.5 scenarios, the annu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ture were analyzed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TP hereafter) at global warming threshold of 1.5℃ and 
2℃ .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global warming reaches 1.5℃ and 2℃ , the warming of the TP are both more 
notable than global warming. The annual warming is high both in the west and southwest but low in the northeast, 
while spring warming and winter warming are high in the south but low in the north, and summer warming and 
autumn warming are both high in the west but low in the east from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respectively. The 
increase of mean, maximum and minimum temperature is 2.11℃/2.10℃ and 2.96℃/2.85℃ , 2.02℃/2.02℃ and 
2.89℃/2.77℃, 2.34℃/2.34℃ and 3.20℃/3.14℃ over the TP under RCP4.5/RCP8.5 scenario when the global 
warming reaches 1.5℃ and 2℃ , respectively. Besides, the winter warming over the TP (2.19℃/2.31℃ and 
3.13℃/3.05℃) is more remarkable than that of other seasons. There are also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emperature 
response at the same warming threshold over the TP under RCP4.5 and RCP8.5 scenarios. The differences of 
annual and seasonal mean temperature between the two periods when global warming reaches 1.5℃ and 2℃ 
under two scenarios all exceed 0.5℃, with regional and seasonal differences.
Keywords: Temperature variation; Tibetan Plateau (TP); Global warming 1.5℃ 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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