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大气环流重建

一、引言

大气环流是指大尺度大气运动现象,它主要源于地表接

受太阳辐射量的多少,并且受到海陆分布、地形状况和地表类

型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大气环流的水平尺度在数千公里以

上,垂直尺度在十公里以上,时间尺度在１~２日以上.它是

不同尺度天气系统发生、发展和演化的背景条件,是地气系统

中能量与水汽输送、迁移及不同能量之间相互转换的主要途

径之一.鉴于大气环流的重要作用,正确分析其特征及其演

变规律,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气系统特点、探索全球气候演变规

律及不断改进天气预报、气候预测与预估工作.
古气候研究旨在通过认知过去的气候变化,从而更好地

了解现在及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而古大气环流反映了过去

大尺度大气运动特征,是古气候状况的直接体现,从而成为古

气候研究和分析的重要方面.古大气环流同样受控于历史时

期大尺度物质和能量迁移转化,因此能够反映历史时期全球

能量收支状况、海陆分布和地表类型等强迫因子信息.
研究古大气环流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可为

理解古环境提供相应的区域甚至全球性的大气运动背景,这
部分信息可从不同类型地质气候记录中进行反演;其次,古大

气环流与季风、水汽和沙尘等要素紧密联系,研究古大气环流

可以反演这些要素的演化历史;再者,古大气环流反映了历史

时期诸多气候强迫因子的共同作用,其发展与演变过程同样

也包含了多种气候强迫因子的演化信息,由此可以利用数值

模拟方法进行大气环流变化与强迫因子之间的归因分析.其

中,历史上异常温暖时期大气环流的研究可对未来气候变暖

情景下大气环流及气候变化预估工作提供帮助,至少可以据

此来确定气候系统在不同变暖情景下的敏感度并探索气候变

化的敏感和脆弱区域.值得指出的是,过去几千年是人类历

史发展的主要时期,相应的古大气环流研究可以帮助理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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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由上述几点可知,古大气环流是研究过去气候演化和理解气候变

化机制的重要载体,对深入认识气候系统、揭示气候变化机制以及预估未来气候变化均具

有重要的意义.
古大气环流的重建内容是多方面的,且根据其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一方

面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大气环流进行反演,重点是其气候态状况,主要包括相应时段内古

大气环流的平均分布格局与强度特征.为此,气候态反演需要对所关注时间段内大气环

流信息进行整合,不可避免地会舍弃某些局地或短时间内的大气环流信息.但总体来讲,
气候态重建对古大气环流的平均状况是有代表性的.另一方面是对一段时间内特定时间

尺度(构造尺度、轨道尺度、千—百年尺度、年代际、年际与季节)的古大气环流历史进行反

演,所以包含了随时间演变的信息.最后,古大气环流的研究离不开对其动力学机理的解

释,因此,与古大气环流演变相联系的气候强迫因子的历史演化的研究也非常重要.
古大气环流的研究以当代大气环流理论研究的开展与完善为前提,且基于当代大气

环流理论,不同复杂程度的气候模式陆续出现.国际古气候研究计划的相继开展对古大

气环流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古大气环流的反演与重建离不开对地质资料的获

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海洋沉积、黄土 古土壤序列、湖泊和冰芯等代用资料研究的大量开

展,为古大气环流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地质资料支持(Dingetal,１９９５;LiuandDing,

１９９８).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为探究第四纪大陆环境和大气环境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科研

人员开始进行数值模拟工作,而真正利用全球大气环流模式进行古气候模拟研究始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Williamsetal,１９７４).数值模拟研究与古气候相结合成为一门交叉学科,
使得重建与模拟结果的对比研究成为可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CLIMAP研究项目建立

(ClineandHays,１９７６),它主要针对末次盛冰期(LGM)地球环境进行恢复,并同步开展

了数值模拟研究工作(Gates,１９７６),对 LGM 大气环流特征给予了反演与机理解释.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开展的COHMAP计划(COHMAPmembers,１９８８)主要是针对 LGM 以来

每３０００年间隔的陆地记录进行古气候恢复和模拟工作,表明地质记录与数值模拟研究相

结合是揭示过去气候和环境状况及其成因的有效途径,并对大气环流演化给予了更为深

入的研究.国际地圈 生物圈计划(IGBP)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的实施,尤其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二者联合发起的过去全球变化(PAGES)子计划,通过采用最新的分析方

法和技术对地质和历史资料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研究,并使用气候系统模式就过去典型

时期和时段的气候进行数值模拟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古大气环流演化和机制的研究.
本文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对古大气环流重建方法给予系统介绍,然后通过典型研究实

例的论述,使读者加深对这一领域的认识与理解,最后给出总结.

二、主要研究方法

(一)地质与生物记录

１物理指标示踪

物理指标是基于物理方法建立起来的,通过认知地质记录的物理属性,并与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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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作为反演古大气环流的手段.可用于反演古大气环流的物理指标是多方面的,一
方面气候变化会引起地形与地貌变化,具体可表现在冰缘活动的收缩与扩张反映了冰盖

面积的消长、古海岸地貌变化反映海平面改变、河流阶地的产生反映了河流流域面积的变

化等,这些地形与地貌变化都是气候及大气环流变化的响应特征,所以可以用来反演历史

时期气候变化.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沉积记录中,这些记录往往经过长时间沉积,若后期扰

动较小,所能提供的信息会更为详细.这类沉积记录包括极地冰盖,海洋沉积、湖泊沉积、
黄土与古土壤以及洞穴沉积物,沉积物的物理指标包括粒度、磁化率、颜色和矿物成分等,
进一步利用这些指标与气候变化间的关系可用来反演古大气环流特征.需要指出的是,物
理指标与气候变化间的关系往往不是严格对应的,而是多因素联合导致物理指标变化的

结果;且在不同地区,对应关系也存在差异.
例如,磁化率是古气候重建中常见的物理指标之一.磁化率是东亚夏季风的替代性

指标,以往研究把黄土 古土壤序列中磁化率变化与古降水量联系起来,并用于估算历史

时期的平均降水量(Anetal,１９９１).但研究也表明没有可用于全国的普适关系,即土壤

磁化率与年均温度和降水的关系本身受局地温度和降水量的影响(吕厚远等,１９９４).在

黄土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的物理指标是粒度,黄土粒度组成为东亚冬季风研究提供了可靠

的证据(Dingetal,１９９５).但黄土沉积中的粒度组成不只受冬季风强度变化所控制,除
冬季风风力强度控制外,它还受物源区范围和距离以及风化程度的影响.此外,黄土物质

细颗粒的搬运,除东亚冬季风外,西风环流也是非常重要的载体.

２化学指标示踪

化学指标是基于化学方法进行古气候重建的指标.通过分析物质的化学组分和有关

指标的变化规律,并与气候要素变化相结合,从而达到反演和重建古大气环流的目的.生

物或沉积物在生长或者沉积过程中,不同化学成分会和外界发生不断交换,从而在生物和

沉积物中保存了与其沉积过程相对应的环境变化信息,通过测定这些化学成分的变化特

征,来反演与其相关的大气环流演变历史.这种对应关系的建立,往往以现代化学成分与

气候变化间的关系为基础,因为这个时期相对而言观测资料丰富且准确,但也需要注意观

测资料时间尺度的局限性.以中国黄土为例,不同地区黄土的地球化学组成是不同的,且
随时间发生变化,究其原因,与物源区物质的地球化学组成及沉积区气候特点等有很大关

系,基于黄土的风成理论,通过对比沉积区黄土和其他地区物质的地球化学组分特征,可
追溯物源区位置,并反演历史时期大气环流的传输路径及强度.

３生物指标示踪

生物指标主要是利用动植物化石来进行古大气环流特征的重建与反演.利用生物指

标进行示踪需遵循均变论假设,即影响现代生物数量和分布的环境因子同样是控制古生

物数量和分布变化的环境因子.这就需要充分了解控制生物种群的环境变量及动植物与

气候环境间的对应关系,且两者之间也需要遵循平衡关系,即生物种群的种群结构和生态

学特点不随时间而发生明显变化,此外,还需要对生物化石鉴定到足够精细的分类水平,
否则重建结果容易出现偏差.对于生物化石种群形成过程及其埋藏过程的充分理解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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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精确重建的前提,有些历史过程会导致化石种群结构发生改变,或导致次生化石的产

生,所以区分原生化石和次生化石在生物重建过程中就显得十分重要,而且还需要注意生

物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滞后、生物化石再搬运及再沉积问题.因为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而
不同生物仅是其中的个体,所以通过了解不同生物体的相互关系来进行重建就显得非常

重要并在近些年得到较快发展.
用生物示踪方法研究古气候和古大气环流,孢粉分析是最为常见的例子之一.大部

分花粉和孢子都是极小的,两者都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扩散,且在湖泊、池塘、泥炭沉积

物中都能够很好保存下来.利用孢粉进行示踪主要基于孢粉记录中的指示性属种与气候

变化间具有密切的对应关系,根据这种对应关系,转换函数得以建立起来,将此函数应用

到化石孢粉中去,得以推导过去大气环流的强度、路径和格局等.当然,转换函数是建立

在现代孢粉学与气候间关系的基础上的,所以应用到古气候中,必须以均变论假设为

前提.

(二)历史文献记录

连续丰富的历史文献记录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遗存下来的有关气候变化的记

录,是历史时期气候记录的一个重要来源.早期是刻在牛骨和龟甲等介质上的占卜天气,
之后记录在各种史籍中,它们往往载有明确的发生时间和地点.受人类发展历史进程影

响,历史文献记录只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张德二,１９９８).由于历史文献记录时间记载准确

可靠,可以精确到年甚至月、日,地理位置较为确定,并且包含的温度、降水、风力或天气现

象等气象要素含义清楚,使其具备了与其他代用记录进行对比的优势,可以用来进行古气

候和大气环流变化反演、认定气候事件以及古气候代用资料的校定(张德二,２０１０).例

如,历史记录中的寒冬记载可用以确认中国东部季风区的寒冬年份及其频繁时段(Zhang
andLu,２００７).而寒冬与强冬季风同义,冬季风强的时段即寒冬年频繁时段(张德二,

２０１０).
在全球范围内,历史文献记录通常局限于具有长期书写传统的地区,例如欧洲、东亚

以及时间相对较短的北美地区,这与文明发展程度相关.此外,在１６~１９世纪西班牙大

型帆船航海记录指示了太平洋信风强度变化,而南美的历史文献提供了过去几个世纪以

来厄尔尼诺事件记录.需要注意的是,历史文献本身对全球尺度的大气环流指示意义有

限,多用于反映一些极端气候事件.因为它们与实际观测记录之间存有差别,对理解气候

变化中季节或年际气候异常有时难免会有夸大作用,也会因为学者间定义标准不同而出

现结果偏差.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时代语言含义存有差别.

(三)数值模拟

古大气环流的另一重要研究方法是数值模拟,即:利用以现代气候动力学理论所建立

起来的气候模式为研究工具,对过去的环流状况进行数值试验.该方法具有灵活可控、空
间连续等诸多优点,能够定量研究气候变化过程中大气环流与各种强迫因子间的非线性

关系,从气候动力学的角度去阐释原因与机理.与此同时,将气候模式结果与重建记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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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综合对比分析,在不断优化气候模式的过程中,还可以帮助恢复代用记录中所缺失的气

候信息.
数值模式根据其复杂程度可细分为能量平衡模式、中等复杂程度地球系统模式、全球

大气环流模式、全球大气与混合层海洋耦合模式,全球大气与海洋环流耦合模式、全球大

气 海洋 植被耦合模式、地球系统模式等多种.不可避免的是,所有的模式都不能完全描

述地球气候系统运行的全部过程,因此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做一些必要的假设.通常来说,
数值模式越复杂,考虑的过程及参数化方案就越丰富.现阶段常用的是全球大气与海洋

环流耦合模式、全球大气 海洋 植被耦合模式以及地球系统模式,它们本身都是一个计算

机程序化后的复杂微分方程体系,使用了大量的方程组来描述大气、海洋、陆地、生物、陆
冰等多个圈层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目的是对全球气候进行多维数值模拟,以期

全面、准确地模拟地球气候系统.
例如,国内外学者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 LGM 古大气环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揭示出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相对于现在变冷、偏干,夏季风环流减弱和冬季风环流在北部地

区增强的冰期大气环流特点(王会军、曾庆存,１９９２;陈星等,２０００;赵平等,２００３;Jiangetal,

２０１１);重建古植被的作用能在一些区域进一步缩小模式结果与重建记录的差异,从而表

明植被反馈作用很重要(于革等,２０００;Liuetal,２００２).与此同时,现阶段国际上多个气

候模式的集合数值试验结果则表明,LGM 东亚冬季风在３０°N以北显著增强,东亚夏季风

在LGM 均表现为变弱,平均减弱幅度为２５％ (图１).最为重要的是,上述LGM 东亚季

风环流的变化能够从东亚海陆分布变化、海陆间热力差异变化、海陆间气压梯度力变化、
季风环流变化的动力学角度加以合理解释(JiangandLang,２０１０).

图１　气候模式模拟的LGM 与现代冬季(a,２１个模式平均)

和夏季(b,１４个模式平均)８５０hPa风场差

空白区表示地形高度大于１５００m (JiangandLang,２０１０)

由于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理解有限,现在所有进行古气候模拟研究的数值模式都

以现代气候动力学为基础.随着气候模式自身及边界条件的持续改进,数值模拟再现的

古大气环流将会更加真实.目前,不同模式模拟结果间尚存在不少差别(Jiangetal,

２０１１),原因可归结于模式间动力框架、物理过程、参数化方案等方面的差别.多类和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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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模式的集成结果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模式结果的不确定性,在古气候模拟领域日益

受到重视并被应用.模式结果与重建记录之间的差异则主要源于气候模式自身不完善、
代用资料的不确定性、对气候系统认识的不足.

(四)多种方法的交叉检验

由于任何一种替代性指标都有其局限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用地质记录重建古大气

环流时,强调多指标重建及不同替代性指标之间的对比.随着地质学和大气科学的相互

交叉,记录重建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的对比也显得格外重要.主要原因是:①多指标对比

可以有效降低单一指标带来的不确定性,并且可以通过交叉检验对不确定性进行科学评

估;②目前的数值模拟能力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为此需要用可靠的重建记录对一些模拟

结果的真实性进行检验,这是改进气候模式的最有效途径之一;③代用资料往往着重于局

地的古大气环流,对机理的解释需要更多的借助于气候模式.因此,通过地质记录和数值

模拟的结合,可以有效地提高古大气环流重建的准确度.

三、新生代大气环流格局重建的研究实例

季风的演变历史包括从构造尺度到季节等多种时间尺度在内.在构造尺度上,季风

受到构造抬升、海陆变迁、海道开闭、两极冰盖演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冰期 间冰

期轨道尺度上,季风变化主要取决于地球轨道参数变化所引起的入射太阳辐射变化和诸

如高纬度冰量和大气痕量气体浓度等内部条件的变化.在千年到百年的亚轨道尺度上,
季风变化与全球热盐环流、大气能量、湿度传输、太阳和火山活动、大气痕量气体浓度的变

化有关.对季节、年际、年代际尺度上季风变化的原因则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对现代季风

响应机制的了解,在这些时间尺度上,季风变化与厄尔尼诺 南方涛动、北太平洋涛动、北
大西洋涛动等紧密相关.由于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强迫因素共同作用于气候系统,使得气

候系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
新生代东亚大气环流演变直接表现在古环境格局上.基于对大量地质记录的整理与

分析,东亚古环境变化历史基本明确(SunandWang,２００５;Guoetal,２００８).古新世的

地质数据虽然较少,但仍可反映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与半干旱状况,它主要表现为一

条宽阔并横穿中国东西的干旱带分布特征,且只在最南边的海南岛和中国东北出现较为

湿润的条件;始新世的数据较为丰富,表现的干湿空间型与古新世相似,但干旱带的南边

界存在明显的北向移动;在早中渐新世,干旱带的南边界存在明显的进一步北移但基本的

环境格局仍呈东西带状分布,而晚渐新世的环境可能源于构造运动和大尺度侵蚀作用缺

少而使中国南部数据变得很难确定,但晚渐新世与早中渐新世的环境型并没有明显差别.
所以在古近纪大部分时期,东亚气候表现为一个干旱带呈东西带状分布并占据中国南部

地区,表明此时东亚大气环流格局为“行星风系主控型”.
东亚季风气候的起源问题研究历时已久.过去学者根据南亚及阿拉伯海的地质记录

认为亚洲季风开始于晚中新世后期约７~８Ma(Quadeetal,１９８９);后来随着地质证据的

积累、关键地质记录的获得,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东亚季风开始更早,季风主控型环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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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渐新世与中新世交界时期(Guoetal,２００２;SunandWang,２００５;张仲石、郭正堂,

２００５;Sunetal,２０１０;Qiangetal,２０１１).逻辑上,东亚季风起源与东亚地区气候转型存

在内在联系,表现在东亚季风形成后,亚洲环境格局发生显著改变,由纬向带状分布的“行
星风系主控型”气候格局变为与今天类似的“季风主控型”格局,季风 干旱环境形成.这

种格局的转变发生在渐新世与中新世之交(SunandWang,２００５;Guoetal,２００８).但此

种转型的机制是什么,是否和地质历史时期边界条件改变相对应,这些问题虽然从地质记

录中难以直接解决,但可以通过数值模拟研究给予动力学探讨与解释,从而对东亚季风起

源时间做进一步推断.
关于东亚气候转型动力学机制的数值模拟研究.一方面,许多数值试验(Anetal,

２００１;LiuandYin,２００２)就青藏高原隆升对亚洲季风演化、大气环流影响及此过程中海洋

反馈作用等进行了研究.在青藏高原隆升到至少现在高度一半的时候,与现代相似的东

亚夏季风才得以维持(PrellandKutzbach,１９９２);An等(２００１)指出随着青藏高原的生

长,中亚干旱度不断加剧,且夏季风强度不断增强;之后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季风比南亚季

风更敏感于青藏高原隆升(LiuandYin,２００２),且青藏高原北部隆升主要造成东亚北部夏

季风的增强,对南亚夏季风的影响则比较小(张冉、刘晓东,２０１０);当使用海气耦合模式

(Abeetal,２００４)及上新世边界条件时(Jiangetal,２００８),青藏高原隆升的气候效应总

体不变.近期研究表明,喜马拉雅 青藏高原空间上各重要部分隆升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存

在明显差异(张冉等,２０１２),主要表现在: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北部隆升分别对南亚与

东亚夏季季风环流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喜马拉雅山隆升导致南亚夏季风环流的显著增

强,而青藏高原北部隆升造成东亚夏季风环流的明显发展,在喜马拉雅 青藏高原不同构

造子区域隆升时间存在很大差异的情况下,将东亚夏季风各子系统的增强原因归结于青

藏高原不同子区域的隆起可能更接近实际历史情况(图２).以上诸多数值试验综合表

明,青藏高原阶段性隆升对亚洲季风发展及中亚内陆干旱化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图２　模式模拟的夏季８５０hPa风场变化

a喜马拉雅山隆升;b青藏高原北部隆升;阴影区为经向风t检验通过９５％信度的区域;

空白区表示地形高度大于１５００m (张冉等,２０１２)

另一方面,一些古气候学者强调海陆分布的作用,并与青藏高原隆升气候效应进行了

对比.Ramstein等(１９９７)提出副特提斯海退缩引起的海陆分布变化对亚洲季风变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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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驱动作用,副特提斯海是一个陆缘海,中新世时开始逐渐退缩并在亚洲季风发展中表

现出与喜马拉雅/青藏高原隆升同等重要的作用;Fluteau等(１９９９)认为副特提斯海退缩

在大尺度大气环流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Zhang等(２００７a)在肯定了 Ramstein等(１９９７)
结论的同时,认为副特提斯海退到图兰地区是渐新世、中新世之交中国古环境转型的重要

边界条件.高原隆升和副特提斯海退缩对中国北方各季节大气环流的影响相似,模拟结

果和中新世黄土 古土壤序列及古环境变迁的研究一致(图３;Guoetal,２００８).随后,

Zhang等(２００７b)进一步研究认为中国南海扩张是除高原隆升和副特提斯海退缩外另一

个重要强迫因子,中国南海初始扩张时间发生在渐新世到早中新世(Lietal,２００６),在东

亚气候转型中提供了水汽条件,此研究强调了东亚气候转型过程中影响因素的多样化.

图３　青藏高原隆升与特提斯海退缩对亚洲冬季、夏季环流(流线)

和海平面气压(阴影)的影响(据 Guoetal,２００８)
在青藏高原从现有高度一半隆升到现在条件时,a和b分别为模式模拟的夏季和冬季８５０hPa风场变化,其中灰

色区表示青藏高原抬升区域;在副特提斯海从西伯利亚南部退缩到图兰平原时,c和d分别为模式模拟的夏季和

冬季８５０hPa风场变化,其中灰色区表示副特提斯海变为陆地的区域

从以往关于东亚气候转型的数值模拟研究来看,青藏高原隆升与副特提斯海退缩很

可能是中国新生代古环境转型的两个重要强迫条件,并初步揭示这些构造运动很可能发

生在渐新世、中新世之交,从而对渐新世、中新世之交亚洲季风起源给予支持.当然,目前

对高原隆升和特提斯海退缩时间与范围的认识还有多种意见(Zhengetal,２０００;Rowley
andCurrie,２００６;Wangetal,２００８),它们对亚洲季风环境的影响尚待深入研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影响东亚气候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总体上可分为外部和内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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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外部因素主要系指影响太阳辐射纬度和季节配置的因素,代表地球系统整体能量

的变化,而内部因素主要是各圈层内部以及彼此之间物质和能量的相互转化与反馈作用,
如中高纬度冰盖和构造隆升等因素的变化.为了深入认识东亚气候的驱动力,需要将地

质记录与这些动力因素相联系.而东亚古大气环流分布格局及强度特征直接受控于这些

动力因素,是东亚气候的直接表现,所以研究东亚古大气环流变化对理解东亚气候有重要

意义.从以上地质记录与数值模拟的对比研究来看,单纯从地质记录或数值模拟来理解

东亚古大气环流均具有局限性,最优的方案是将二者有效结合起来.

四、小结

古大气环流是过去气候变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认知各种时间尺度上古气候变化

事实与机制、预估未来气候变化均有重要意义.古大气环流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地质记录

重建和数值模拟两个方面,地质重建为古大气环流研究提供首要的代用资料信息,而数值

模拟无疑是其必要的补充与延伸,尤其体现在古大气环流变化的动力学机理解释上.
近些年来,古大气环流的研究已经从对其气候态的重建逐渐转向随时间演变的三维

重建上,例如,近千年或更长时间的气候重建与数值模拟研究已成为现代地学领域的最前

沿课题.古大气环流研究的根本目的可表述为以古鉴今,即在更好地理解古大气环流变

化规律的基础上,促进对于现在及未来大气环流变化的理解与预测.目前研究的一个优

先主题是过去典型温暖时期气候如何变化.例如,地质重建结果表明距今约６０００年的全

新世大暖期全球平均温度可能比工业化革命前期高出１~２℃,被认为是未来全球增温的

一个历史参照对象.特别是,在当前的气候和大气环流预估领域还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
过去暖期气候的研究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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