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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降温作用的拉尼娜事件未能抑制全球高温

 

2021年1月14日，日内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对五个国际领先数据集的整
合，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三个年份之一，与2016年不分伯仲。自然形成并
起降温作用的气候现象“拉尼娜”仅在年底才给高温踩了刹车。

WMO调查的所有五个数据集一致认为：在持续的长期气候变化趋势下，2011-
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十年。最暖的六年都在2015年及其后的几年，其中
2016年、2019年和2020年位列前三。2016年、2019年和2020年这三个最暖年份
的全球平均气温相差无几。2020年的全球平均气温约为14.9℃，比工业化前
(1850-1900年)水平高出了1.2(±0.1)℃。

“世界气象组织确认了2020年为有记录以来最暖年份之一，这再次强力提醒我们：
气候变化的步伐无情，它正在蹂躏我们星球上的生命和生计。今天，气温上升了
1.2度，我们在各地区和各大陆都见证了前所未有的天气极值。本世纪，我们将看
到气温上升3至5摄氏度的灾难性局面。与自然和平相处是21世纪的决定性任务。
它必须是人人、各地的首要任务，”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

“尽管出现了具有短暂降温效应的拉尼娜事件，但2020年仍异常炎热，”WMO秘书
长佩特里·塔拉斯教授说。“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的气温几乎与2016年持平，
2016年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暖化事件之一。这清楚地表明：人类引
发的气候变化发出的全球信号现已和自然之力的信号同样强烈。”塔拉斯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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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年份的气温排名只是较长期趋势的缩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一个十年
都比前一个更加温暖。大气中的吸热气体保持在创纪录的水平，而最重要的气体 -
二氧化碳的长寿命是地球未来变暖的始作俑者，”塔拉斯教授说。

这次始于2020年年末的拉尼娜现象预计将持续到2021年年初到年中。拉尼娜和厄
尔尼诺现象对全球平均气温的影响通常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最为强烈，而2021
年拉尼娜事件的持续降温效应能在多大程度上短暂削弱来年的总体长期变暖趋
势，这还有待观察。

西伯利亚的持续高温和野火、北极海冰范围低值，以及创纪录的大西洋飓风季，
这些都是2020年的突出特征。

温度只是气候变化的指标之一。其他指标有：温室气体浓度；海洋热含量；海洋
pH值；全球平均海平面；冰川质量；海冰范围和极端事件。

与往年一样，2020年出现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影响。例如，据美国报告，2020年的
灾害损失为创纪录的220亿美元，2020年是美国有记录以来第五暖的年份。

国际数据集

WMO使用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
所(NASA GISS)、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和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室(HadCRUT)开
发并维护的数据集（基于来自观测站和全球海洋网络中船舶和浮标的逐月气候资
料）。

WMO还使用来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及其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机构和日本气象
厅(JMA)的再分析数据集。再分析方法将数百万气象和海洋观测值（包括卫星观
测）与模型相结合，对大气进行完整的再分析。将观测值与模型相结合，可以在
任何时候、全球任何地点估算温度，即便在极地等数据稀疏区域亦能如此。

据NASA和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机构估计，2020年与2016年并列为有记录以来最
暖的年份。NOAA和英国HadCRUT的数据集都将2020年列为仅次于2016年的第
二暖年，JMA将2020年列为第三暖年。据WMO称，这些数据集间的小差异都在计
算全球平均温度的误差范围内。

英国气象局和东英吉利大学最近升级了其长期运行的HadCRUT数据集，将更好地
覆盖快速暖化的北极等数据稀疏地区。这将对全球、半球和区域气温变化做更为
准确的估计。上一版本HadCRUT4显示的升温幅度低于其他全球温度数据集。目
前，HadCRUT5在近几十年的数据上与其他数据集更为一致，在1850年以来的整
个时期上显示出比大多数其他数据集略高的升温幅度。

对未来的预估

这些温度值将被纳入WMO将于2021年3月发布的关于2020年气候状况的最终报
告。该报告包括所有主要气候指标和节选的气候影响等信息，更新了2020年12月
发布的临时报告。

2020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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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this page

《巴黎协定》力求将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控制在远低于高出工业化前水平2°C的水
平，同时努力将温升限制在高出工业化前水平1.5°C。2020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比
工业化前(1850-1900年)的水平高了1.2℃，已接近《巴黎协定》寻求避免的升温
下限。根据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的“WMO全球一年至十年期气候最新通报”，到2024
年，全球平均温度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可能会短暂高出1.5℃。

 

英国气象局对2021年的全球气温年度预测显示，尽管受到拉尼娜现象短暂降温的
影响，明年仍将再次进入地球最热年份系列，拉尼娜现象的影响通常在该事件的
第二年最为强烈。

 

世界气象组织是联合国系统中有关天气、气候和水的权威声音。

 

网站: public.wmo.int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媒体官员Clare Nullis。电子邮件：
cnullis@wmo.int。手机：4179709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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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was one of the 
warmest years on record, 
with many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nd #climatechange 
impacts.

 This @NOAA map 
highlights some of them 
  

 

2020 was one of 3 hottest 
years on record, along with 
2016 and 2019.

 6 warmest years have been 
since 2015.

 It was the warmest decade 
on record, continuing a 
long-term trend that shows 
no sign of reversal.

 Temperatures are only part 
of the story#ClimateChange 
has many impacts 
  

 

L'année 2020 a été l’une 
des 3 plus chaudes jamais 
enregistrées et ell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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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was one of three warmest years on record - January 20212020 was one of three warmest years on record - Januar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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