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候变化前所未有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自然科学基础》解读

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



大气圈、海洋、冰冻圈和生物圈发生了广泛而迅速

的变化。气候系统各圈层的当前状态是过去几个世

纪甚至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毋庸置疑，人类活动

影响已造成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

CO2浓度增加

北极海冰减少 冰川退缩

海平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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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IPCC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8年联合建立的政府间机构，

是国际上公认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在全面、客观、公开和

透明的基础上，对气候变化科学认识、气候变化影响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对

策进行科学评估，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和各国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对策提供

科学依据。

FAR 1990

AR4 2007

SAR 1995

AR5 2013

TAR 2001

AR6 2021

中国气象局是IPCC在中国的联络单位和国内IPCC工作牵头单位。我国

作者从第一次评估报告的9位增加至第六次评估报告的61位，中国气象

局专家连续四届担任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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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近50年是过去2000年以来最暖的50年

最近50年是过去2000年以来增温速率最快的50年。最近40年中的

每个十年的平均温度都比前面的任何一个十年高。最近10年平均

温度要比工业化前高1.09°C，比末次间冰期（12.5万年前）以来的

任何百年尺度上的平均温度都高。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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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存在区域差异。相对工业化前，最近10年陆地增温幅度(1.59°C)高

于海洋（0.88°C)。1981-2020年，陆地升温速率（0.29°C/10年）约是海洋

（0.15°C/10年）的2倍；中高纬度增暖比低纬度快，北极是全球变暖最显著的

地区，升温速率超过全球平均（0.19°C/10年）的2倍。

-0.6 -0.4 -0.2 0-0.1 0.1 0.2 0.4 0.6

1981-2020年间全球地表温度的变化趋势（℃/10年）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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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时期的气候变迁

按照地质年代划分，当前处于新生代（始于6600万年前）的全

新世（始于1万年前），是冰期-间冰期循环中的间冰期。

古新世-中新世的百万年以上时

间尺度的气候变迁，主要由海陆

分布、碳循环等自然因素引起。

最近100万年以来的11次冰期-

间冰期的循环,主要由地球轨道

参数变化引起。

6000万年以来的全球平均表面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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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近40年水循环显著加强

1970年代以来，陆地和海洋的近地面湿度增加。

1979年以来，卫星观测到的大气可降水量增加。

1950年以来全球陆地降水增加，1980年代后加速，每10年增加约6毫米。

气候变化显著影响降水分布型。最近40年，非洲热带地区、欧洲东部、北美东

部、中亚和海洋大陆地区降水显著增加；南美中部、北美西部、北非和中东地

区显著减少。

0-50 50 100-100
1980-2019年间降水的变化趋势（毫米/10年）

全球变暖每增加1℃，近地面大气持水能力约增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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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过去100年海平面上升速率3000年来最快

全球平均海平面持续上升。1901-2018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20厘

米。2006-2018年，全球平均海平面每年上升0.37厘米，高于1971-2006年

（0.19厘米/年）和1901-1971年（0.13厘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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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前夏末北极海冰面积过去1000年最少

最近10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2430和1480亿吨。1950年以

来的全球冰川退缩速率过去2000年前所未有，2006-2015年全球冰川

冰量平均每年损失2780亿吨。1950年以来北半球春季积雪范围减少。

最近10年北极海冰面积为1850年以来最少，当前夏末海冰面积为过去1000年

以来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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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类活动导致变暖毋庸置疑

2010-2019年，人类活动对温升的贡献约为1.07°C，其中温室气体造

成了约1.5°C的升温，气溶胶等其他人类活动造成了约0.4°C的降温。太

阳活动等自然强迫因素和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对温升的贡献近似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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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前二氧化碳浓度200万年来最高

1750年以来，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是由人

类活动引起的。2019年二氧化碳浓度达410ppm，为过去200万年以

来最高。

二氧化碳 甲烷 氧化亚氮

1750年
1750年

1750年

2019年

2019年

2019年

332
ppb270

ppb

1866
ppb

729
ppb

410
ppm278

ppm

+47%

+15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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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

水汽、二氧化碳、氧化

亚氮、甲烷、臭氧和含

卤温室气体等。

若不存在温室气体，辐射
平衡后表面温度为-19℃

当前二氧化碳水平，辐射强迫达
2.72W/m2，表面温度增加1.1℃

工业化前二氧化碳水平，
表面温度上升至15℃

若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一倍，辐射
强迫达4W/m2，表面温度增加3℃

透过太阳短波辐射，吸收

地表长波辐射，使得地表

蓄积更多热量。

温室
气体

温室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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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事件增加

极端事件造成的损失不断增加。过去50年全球平均每天发生一次极端事

件，平均每天造成115人死亡、2.02亿美元的损失。过去50年灾害数量增加

了五倍，损失增加了七倍。

极端高温事件频率增加、强度增强；北美、欧洲、亚洲等地强降水事件的频率

和强度都在增加；南美洲东北部以及非洲、地中海等地，农业干旱和生态干旱

加剧；热带气旋降水量和降水强度增加；强热带气旋比例和热带气旋最大风速

增加。高温干旱、野火、复合洪水等复合极端事件发生概率不断增加。

高温干旱 野火 复合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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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估未来变化

精准模拟多圈层变化：

   圈层分量更加完备

   分辨率更加精细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更加真实

模拟气候的工具——地球系统模式

预估未来的剧本——五种排放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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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球表面温度将继续升高

在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的5个排放情景下，至少到本世纪中期，全球表面温度

将继续上升。相比工业化前，21世纪末期（2081-2100年）的全球表面温度将

升高1.0~5.7℃。陆地表面增暖将是海洋表面的 1.4~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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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1世纪的海洋和冰冻圈

21世纪内，海洋将继续变暖、海平面继续上升、海洋热浪更加频繁、酸化加

剧、氧气含量持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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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将加剧多年冻土的融化、季节性积雪的损失、冰川和冰盖的融化、北

极海冰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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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来极端事件继续加强

随着全球变暖幅度增加，极端事件的变化将继续加大。

强降水频率和强度
增加

一些地区农业和生
态干旱加剧

极端高温、海洋热
浪频率和强度增加

强热带气旋比例
增加

全球许多区域出现并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复合型事件概率将增加。

   高温热浪及干旱并发事件加剧

   极端海平面和强降水叠加造成复合型洪涝事件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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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幅减排可实现1.5℃和2℃温控目标

在所有5个排放情景下，未来20年的全球温升将会达到或超过1.5℃。只有在

2050年前后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的情景下，21世纪末可控制在1.5℃以内。

在中等、高和很高的排放情景下，21世纪中期的全球温升可能超过2℃，在低

和很低的排放情景下，21世纪内可控制在2℃以内。

即使将温升控制在1.5℃和2℃以内，由于海洋巨大的热惯性及格陵兰

和南极冰盖的持续消融，全球海平面在未来2千年可能分别升高2~3米

和6~7米，在未来1万年可能分别升高2~6米和8~1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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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5℃和2℃温控目标的排放空间有限

人为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与全球平均升温存在近似线性的关系，据此可以计算

不同温升目标下的剩余碳排放空间。人类活动每排放1万亿吨二氧化碳，使得

全球平均温度升高约0.45℃（0.27~0.63℃）。

累积排放的二氧化碳以及未来

不同温控目标下（50%概率）

的剩余二氧化碳排放空间

剩余碳排放空间的估计，还需考虑历史温升和排放的测算误差、非

二氧化碳的未来排放量、复杂碳循环过程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

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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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

1961-2020年，中国气温平均每10年升高0.3℃，高于全球平均（0.17℃/10

年）和陆地平均（0.25℃/10年）。近20年是1900年以来的最暖时期。极端高

温事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明显增多。

1961-2020年，中国年降水量平均每10年增加5.1毫米，极端强降水事件呈

增多趋势。20世纪80-90年代年降水量以偏多为主，21世纪最初十年总体偏

少，2012年以来降水持续偏多。

1980-202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3.4毫米，高于同期全球海平面

上升速率。2014年与20世纪60-80年代相比，中国境内冰川储量减少约20%，

面积缩小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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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2020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变化速率分布

14 青藏高原是中国气候变化的敏感区

1961-2020年，青藏高原增温速率最大，平均每10年升高0.36℃；华北、东

北、西北和华东地区的升温速率依次为0.33℃、0.31℃、0.30℃和0.25℃；华

中、华南和西南地区升温速率相对较缓，依次为0.20℃、0.18℃和0.17℃。

1961-2020年，青藏高原年降水量呈显著增多趋势，平均每10年增加10.4毫

米；西南地区呈减少趋势；其它区域无明显变化趋势。21世纪初以来，西北、

东北和华北地区年降水量波动上升。

1981-2020年，青藏公路沿线多年冻土区活动层厚度呈显著增加趋势，平均每

10年增厚19.4厘米。

1961-2020年中国年降水量变化速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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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在行动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

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

下降              以上

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

增加        亿立方米

中国承诺 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到2030年

65%

60

风 电 、 太 阳 能 发

电 总 装 机 容 量 达

到       亿千瓦以上12

碳达峰是指全球、国家、城

市、企业等主体的碳排放在由

升转降的过程中，碳排放的最

高点即碳峰值。

碳中和指特定时期内人为二氧化

碳排放与人为二氧化碳移除之间

达到平衡，在全球尺度上等同于

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

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重

达到             左右25%

2221 /



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是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科研、业务和服务的开
放创新平台，设立在国家气候中心。主要目标是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需求，围绕新时期“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强化气候变化工
作顶层设计，建设成气候变化科技创新高地。主要任务是瞄准国际前沿，
深入开展气候变化关键科学问题和核心技术研究，组织实施气候变化相
关重大科技项目，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建设一流科研中心；围绕气候
变化适应和减缓政策，牵头开展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度参
与国家和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法规、标准、战略制定，服务新时代发展大局；
牵头开展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国内有关科技业务工作，
深度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维护国家权益并提供有力科技支撑；开展
部门合作，围绕气候变化科学、风险评估、气候与能源系统耦合开展研究，
与重点行业、领域和地区开展跨界合作与试点示范，推动适应与减缓气
候变化工作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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