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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气候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过去40年平均上升了近I0倍。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情况如

何?每年究竟发生多少极端气候事件?这是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十分急需了解利关心的问题。但目前关

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并且在不同气候类型下极端事件的定义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和季节性差异。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可以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 出现概率非常小、强度较强、社会

影响较大的天气气候事件， 即通常所说的"多年罕见、百年不遇或突破历史纪录"的事件。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具有灾害破坏性大、突发性强和难以准确预测等特点，研究表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比平均态气

候更容易发生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背景下， 灾害气候事件频繁发生，

由其引发的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广泛，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因此，制定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地方标准，加强全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研究和监测业务体系建设，有利于提高自治区

气象部门对极端天气气候的监测和预报水平，对降低天气、气候极端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好防灾减

灾工作具有重要的科学指导意义。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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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极端高温、 低温和降雨标准

了 范固

本标准规定了内蒙古极端高温、低温和降雨的术语和定义、极端高温、低温和降雨事件的监测指标
和判别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气象、农业、林业、交通、电力等行业从事高温、低温和降雨事件监测评估及灾情调

查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QX/T 50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第6部分: 空气温度和湿度观测
Qx/ 52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第8部分: 降水观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木文件。

3·l

气温 a;「 temperature

百叶箱中离地面约 1·5米高处的空气温度。

3·2

日最高气温 daily maximum a;「 temperature

一日内 (北京时20时至次日20时)气温的最高值。

3·3

日最低气温 daily minimum a;「 temperature

一日内 (北京时20时至次日20时)气温的最低值。

3·4

降雨 rainfal l

从天空降落到地面上的液态的水。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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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 rainfal l amount

某一时段内的本经蒸发、渗透、流失的雨水， 在水平面上积累的深度。

@

日降雨量 daily rainfal l amount

指24小时的降雨量， 本标准含北京时08时至次日08时降雨和北京时20时至次日20时降雨。

3·7

百分位数 percentile
将一组数据按从小到大或者从大到小排序， 并计算相应的累计百分位， 则某一百分位所对应数据

的值称为这一百分位的百分位数。

3·8

极端事件 extreme events
统计学中把一组按大小排序的数据分为 100等分后， 选取某个长期序列的固定百分位值作为阅值，

超过这个闽值的值被认为是极端值， 该事件被认为是极端事件。

4 极端高温、低温和降雨事件监测指标

4·1 极端高温、低温监测指标

a) 日最高气温
b) 日最低气温

极端降雨监测指标

a) 日降雨量 (北京时08时至次日08时)
b) 日降雨量 (北京时20时至次日20时)

@

5 极端高温、低温和降雨事件判别阐值

5·1 采用百分位法。

5·2 将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气候标准期内 (I981一2010年)历年日最高气温、 日最低气温、 日降雨量
(北京时08时至次日08时)、 日降水量 (北京时20时至次日20时)的极值和次值，得到各指标包含

60个样本的序列。对各指标由历年极值、 次值所构成的序列从大到小进行排序，第3个值定义为对应
指标的极端判别阀值 (精确到0·1) ， 其极端判别阔值需根据世界气象组织规定的气候标准期的变更进

行替换， 所对应的监测区域见本标准附录瓜

@ 极端高温低温、极端降水事件判别闽值见本标准附录B。

6 极端高温、低温和降雨事件的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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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日最高气温、 日最低气温、 日降雨量观测资料， 统计形成本标准第3条的
各项监测指标值， 然后与本标准附录B对应的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各监测指标阀值进行比较， 当指标值
达到或超过对应闽值时， 认为该值是极端值， 所表征的事件为极端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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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对应的监测E域

表A·1 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对应的监测区域

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站名(简称站名) 对应监测区

呼和浩特 新城区、赛罕区、 回民区、玉泉区

土默特左旗 土默特左腆

托克托县 托克托县

SUi 丘话厂1县

和林 利林县

V青Z长²»可 清水河县

包头 昆都仑E、青山区、东河E、九原E、石拐区

上默特右腆 土默特右旗

固阳 同阳县

达茂旗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海拉尔 海拉尔区

ywift里 满洲里市

扎二屯 扎兰屯市

牙克石 牙克石币

根河 根河市

额尔古纳市 额尔古纳市

阿荣旗 阿荣旗

新巴尔虎右旗 新巴尔虎右旗

新巴尔虎左旗 新巴尔虎左旗

陈巴尔虎旗 陈巴尔虎旗

鄂伦春族自治旗 鄂伦春族自治旗

鄂温克族自治旗 鄂温克族自治旗

莫力达瓦迭斡尔族自治旗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乌兰浩特 乌兰浩特市

阿尔山 阿尔山市

突泉县 突泉县

扎粪特旗 扎费特旗

科右中旗 科右中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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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 科尔沁区

开智 开鲁县

库伦 库伦旗

奈曼 奈曼旗

扎鲁特旗 扎鲁特旗

科左中旗 科尔yb左翼中旗

科左后旗 科尔扎左翼后旗

赤峰 红山E、松山E、元宝山区

巴林左旗 巴林左旗

巴林石旗 巴林右旗

林西县 林西县

克什克腾旗 克什克腾旗

阿鲁科尔沁旗 阿营科尔tote

翁牛特旗 翁牛特旗

敖汉旗 敖汉旗

喀喇沁旗 喀喇沁旗

宁城县 宁城县

锡林浩特 锡林浩特市

二连浩特 二连浩特市

阿已嘎旗 阿巴嘎旗

苏尼特左旗 苏尼特左旗

苏尼特右旗 苏尼特右旗

镶黄旗 镶黄旗

西乌珠穆沁旗 西乌珠穆沁旗

IE镶白旗 正镶白旗

正蓝旗 正蓝旗

多伦县 多伦县

太仆寺旗 太仆寺旗

东乌珠穆沁旗 东乌珠穆沁旗

集宁 集宁区

*

丰镇市

商都 商都县

飞屯4惠 化德县

卓资 卓资县

凉城 凉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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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和 兴和县

四子王旗 四子王旗

察右前旗 察哈尔右翼前旗

察右中旗 察哈尔右翼中旗

察右后旗 察哈尔右翼后旗

东胜 东胜区

达拉特旗 达拉特旗

鄂托克旗 鄂托克旗

杭锦旗 杭锦旗

伊金霍洛旗 伊金霍洛旗

准格尔旗 准格尔旗

乌审旗 乌审旗

鄂托E前旗 鄂托克前旗

临河 临河区

五原 五原县

瞪口 瞪口县

杭锦后旗 杭锦后旗

乌拉特前旗 乌拉特前旗

乌拉特中旗 乌拉特中旗

乌拉特后旗 乌拉特后旗

乌海 海勃湾E、乌达E、海南区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右旗 阿拉善右旗

额济纳旗 额济纳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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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极瑞高温、低温和降雨事件判别闽值表

表B·] 极端高温、低温和降雨事件判别阀值表

站名
日最高气温
C

日最低气温
C

日降雨量 (08-08 时) 
们皿

日降雨量 (20-20 时) 
mm

呼和浩特 38.1 一25.7 83.8 79.4

土默特左旗 37.2 -28.5 77.1 85.6

托克托县 38.5 -28.4 53.6 57.8

sun 34.0 -32.6 64.9 61.8

和林 37.9 -31.3 75.7 73.1

丫青7仅斗可 39.0 -28.8 80.5 64.7

包头 39.2 -27.5 65.0 77.0

土默特右旗 39.3 -30.3 63.4 71.1

固阳 37.2 -31.7 51.3 60.2

达茂旗 37.8 -35.8 56.7 55.5

海拉尔 38.8 -41.7 66.3 60.8

满》11里 39.7 -42.5 56.3 60.0

扎兰屯 39.5 -33.3 98.8 106.8

牙克石 36.2 -44.6 49.0 61.8

根河 35.7 -45.3 60.0 66.5

额尔古纳币 37.9 -44.6 63.8 57.1

阿荣旗 38.5 -35.1 94.3 85.3

新巴尔虎右旗 41.1 -36.8 67.7 72.2

新巴尔虎左旗 39.8 -39.0 54.9 54.6

陈巴尔虎旗 39.1 一44.2 60.8 60.8

鄂伦春族自治旗 37.2 -40.0 74.4 74.3

鄂温克族自治旗 39.2 -43.6 63.5 54.7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38.3 -37.9 89.9 97.9

乌兰浩特 39.7 -33.5 113.6 96.8

阿尔山 35.5 -42. 9 60.3 71.6

突泉县 39.9 -29.6 108.9 84.3

扎费特旗 40.0 -37.0 84.6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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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右+旗 40.0 -28.2 95.7 87.8

通辽 38.3 -31.6 87.3 98.4

开鲁 39.3 -29.4 82.1 81.6

库伦 38.5 ~27.7 119.5 128.1

奈曼 39.0 -27.4 93.3 91.2

扎营特旗 40.5 -27.4 109.9 109.5

开左中旗 38.4 -33. 6 77.6 77.1

不左后旗 37.2 -30.9 120.9 123.3

赤峰 39.8 -27.0 83.9 69.0

巴林左旗 38.8 -31.8 82.5 98.1

巴林右旗 39.5 -30.0 78.1 83.5

林西县 38.4 -30.2 100.5 124.3

克什克腾旗 37.6 -33. 4 86.0 73.3

阿鲁科尔沁旗 39.5 -32.9 83.0 93.7

翁牛特旗 38.1 -27.1 80.4 73.4

赦汉旗 38.9 -28.3 93.3 105.5

喀碘!%L旗 37.9 -28.4 77.2 85.4

宁城县 40.4 -31.7 @82 99.7

锡林浩特 38.7 -35.6 61.4 56.2

二连浩特 40.8 -36.4 38.6 41.1

阿巴嘎旗 38.5 -36.9 46.8 55.5

苏尼特左旗 40.1 -36.0 53.3 47.1

苏尼特右旗 39.8 -32.6 49.3 60.7

镶黄旗 36.5 -33.0 68.9 68.9

西乌珠穆汕旗 37.5 -37.9 77.7 61.1

正镶白旗 36.0 -35.5 54.4 60.1

止蓝旗 35.2 -36.6 71.4 55.8

多伦县 35.3 -36.2 81.8 85.6

太仆寺旗 33.5 -32.5 55.1 62.0

东乌珠穆沁旗 38.8 -37.7 50.4 52.1

集宁 35.3 -28.7 69.3 55.9

*

36.8 -33.2 64.6 68.9

商都 36.3 -30.2 61.5 63.6

亻也午患 35.5 -30.9 59.5 55.4

*资 35.5 -35.6 66.8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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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城 36.6 -33.9 73.4 84.9

兴和 36.9 -30.7 68.1 54.8

四子王旗 36.3 -32.5 70.4 55.9

察右前旗 36.3 -28.3 68.3 58.7

察右中旗 32.4 -33. 3 57.2 65.4

察右后旗 36.7 -32.0 62.8 63.3

东胜 35.6 -25.7 87.6 108.2

达拉特旗 38.5 -29.8 74.6 76.0

鄂托克旗 36.8 -28.5 85.5 88.6

杭铺旗 37.3 -29.7 63.5 71.5

伊金霍洛旗 37.3 -29.4 72.0 94.8

准格尔旗 38.1 -29.2 73.0 70.9

乌审旗 37.0 -26.5 71.5 84.3

鄂托克前旗 37.1 一-30. 462.8 65.4

i临丰可 38.8 ~26.5 62.3 66.9

五原 38.1 -26.2 49.0 42.8

瞪口 39.5 -26.5 76.3 76.4

trefoil 37.8 -26.8 56.3 46.9

乌拉特前旗 39.6 -27.8 59.6 61.3

乌拉特中旗 37.2 -28.7 40.0 51.6

乌拉特后旗 36.6 -31.7 32.8 34.7

乌海 39.8 -28.0 41.8 41.4

阿拉善左旗 37.2 -24.2 63.5 52.4

阿拉善右旗 39.6 -27.2 37.0 35.9

额济纳旗 42.5 -31.3 15.3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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