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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data of climatic survey from 185 stations is to process the regionalization 

of climate of China via the Thornthwaite method. Among the four classification symbol systems 

presented by Thornthwaite, two classified characteristics only from the first grade are selected, theses 

are the temperature efficient index and the moisture index, and among the moisture index, B1-B4which 

represeeent different degree of moisture are combined to B. 

Some geographic and climatic boundaries in Mainland China proposed by different authors, such 

as Tsunling Hwai river line, Namling, 750 mm、400mm、200mm isohyet, 13℃ average temperature 

isotherm, 6℃、0℃、-6℃ in January isotherm, are approximately in compliance with that offered by 

Thornthwite and are consequently confirmed. The temperature belts regionalized by Thornthwait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orest belts and the cropping patterns in the eastern of China is 

of the uniformity, and that moisture belt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atural vegetation 

belts from costal region to the inland is highly matched. Thus the Thornthwaite method can be adopted 

as the basi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work of the natural landscape belts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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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185個氣候測站資料，藉桑士偉法進行中國的氣候區劃。在桑士偉所提出的四個分類符號系統

中，僅選取第一級的兩個分類指標，即有有效溫度指數及水分指數，水分指數中代表不同濕潤程度的B1-B4

亦簡併為B。 

過去不同學者所提出在中國大陸一些地理及氣候界限，如秦嶺准河線、南嶺、750mm、400mm、200mm

等雨量線，年平均溫13℃等溫線，一月6℃、0℃、-6℃等溫線等，均與筆者藉桑士偉法所區劃的氣候帶區

大致符合而得到確定。桑士偉法所劃定的溫度帶，與中國東部的森林植被帶及作物種植制度(熟制)的分布

相一致，所劃定的乾濕氣候帶，則與中國大陸由沿海到內陸的自然植物帶的分布高度符合，故此桑士偉法

可作為中國大陸自然景觀帶的區劃工作的基礎。 

關鍵詞：全球氣候分類系統、中國大陸氣候區劃、桑士偉法 

一、前言 

由於中國幅員廣大，各地的氣候又有相當的差異，故根據適當的世界氣候分類方法，來劃分與世界氣

候景觀帶相應的中國氣候帶區，是有其學術上及一般經貿、旅遊及教學上的價值的。另外，戰後中國大陸

在內陸及邊疆偏遠地區，大量增設氣象觀測站，持續觀測的氣象資料，累積至今已大多逾三十年，故筆者

擬據以進行系列世界氣候分類的中國氣候區劃，來與過去類似的研究成果作比較。本研究的第一部分是整

理及分析中國大陸及蒙古的185個氣象站的觀測資料，以全球氣候分類為目標的柯本分類法，進行中國大

陸及蒙古的氣候分類，並針對柯本法在中國氣候分類上的缺失，提出初步的看法及建議(丘逸民，2003)。 

柯本法以氣溫及雨量的平均值來作為判定氣候類型的指標，本質上是劃分氣候特性的型態學上的分類

法，不過陳國彥(1981)指出氣候雖是正常狀態大氣現象的綜合，但何以表示正常狀態，以何法綜合，則各

有論據，故歷來有以乾燥指數、溫量指數、蒸發散量、放射乾燥度等等所建立的氣候指數來作為氣候分類

指標的。陳正祥(1957:10-17)除認為廿十世紀初期的氣候學家們所提出的各種氣候分類法，過於依賴氣溫

及雨量平均值作為氣候分類的指標，常會抹殺一地的氣候特性，而顯示不出真正的氣候界限外，還指出適

合實用的氣候分類法，必須考慮甚麼是決定氣候的真正過程(process)，又該如何設計選擇最適當的參數

(parameter)的估計數，來儘量準確地表達此項過程。陳正祥(1957)認為Thornthwaite (1948)所提出的氣

候分類法，是以蒸散(evapotranspiration)為主要參數，能綜合表達地表與氣層間熱能、濕氣、以及動量

(momentum)的交換，應是較有效合理的氣候分類。 

陶詩言(1949)將桑氏所訂指標加以簡併及修改，來進行中國的氣候區劃(圖1)。張家誠、林之光

(1987:507)認為劃分結果與中國自然景觀大致符合，並指出陶氏明確地以熱量(有效溫度指數)與水分(水分

指數)作為區劃第一、二級氣候區帶的指標(附錄一)，已成為隨後的中國大陸氣候區劃的基礎與原則。 

陳正祥藉桑士偉法進行中國氣候區劃(圖2)，不過由於當時所得測站不多，且有些測站觀測時間過短(陳

正祥，1957:48-49)，故內陸地區的區劃未免有存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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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陶詩言的桑士偉法中國氣候區劃 

資料來源：(陶詩言，1949) 
附註：部分熱量、水分指標已修改(附錄一) 

 

圖 2  陳正祥的桑士偉法中國氣候分類 

資料來源：(陳正祥，1957:43) 

附註：桑士偉法中的B3
`、B2

`，合併為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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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為筆者以世界氣候分類法劃分中國氣候區帶的系列研究的第二部分，所據之世界氣候分類法為

桑士偉氣候分類法。由於蒙古與中國大陸具有地理上的連續性，故筆者區劃時是將兩地併同考慮，以方便

觀察氣候帶區的空間變化。 

二、桑士偉氣候分類法簡介 

Thornthwaite認為用氣溫與雨量的平均值作為氣候分類的標準，並不是最有效的氣候要素，不足以表

現氣候的有效性(climatic efficiency)。所謂氣候有效性或有效的氣候要素是有效地支持植物生長的氣候能

力。桑氏認為應發展控制植被生長、土壤水分狀況及生態環境特性的氣候要素的有效指數，並以這些指數

作為分類的依據(Thornthwaite，1931)。在1931年的第一次分類中，桑士偉提出有效水分指數(precipitation 

efficieny index，P-E index)與有效溫度指數(thermal efficiency index，T-E index)作為氣候分類的指標

(Thornthwaite，1931：637-638、646-647)，前者是月雨量／月蒸散量的比值，並因蒸發實為氣溫的函數，

故由月雨量與月均溫的經驗關係式所取代(Thornthwaite，1931：637-638)；後者則純為年中月均溫累加

後的經驗指數。 

在桑士偉氏1948年的第二次分類中，指出EP
是與地表可用能量相當的土壤蒸發與植被蒸散所需的

水量，故可能蒸發散量不僅表示水分由地面轉到空氣中去，與降雨相對的一個量數而已，它還是地表可感

熱轉變為大氣中潛熱的關鍵，故一地 EP
的大小與所得的能量多少有關，可說是溫度的函數

(Thornthwaite，1948)。因此新分類法中支持植物生長的有效溫度(thermal efficiency)，乃改以「可能蒸

散量」(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用EP
表示)此一參數來估計，故有效溫度(TE)指數即為可能蒸發

散量(單位為公厘)。桑士偉氏並以年等溫線23℃為熱帶與溫帶氣候的界限，此正相當於可能蒸發散量1140 

mm，由熱帶至極寒地帶，分別以142mm的等差級數，劃分九個氣候型的TE指數如下： 

表 1 桑士偉的有效溫度指數氣候型分類 

 
 
 
 
 
 
 
 
 
 
 

資料來源：(Thornthwaite，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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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夏季為主要農耕期，故有效溫度集中於夏季的程度，亦可視為氣候的主要因素。桑士偉(1948)

的分類法所列的第四個字母，即為標示TE指數集中於夏季的百分率(表2)。 

表 2 桑士偉的有效溫度指數夏季集中率的副型 

副 型 TE指數集中於夏季的百分率 

a ` 
            ＜48% 

b4
` 

         48.0-51.9% 

b3
` 

         51.9-56.3% 

b2
` 

         56.3-61.6% 

b1
` 

61.6-68.0% 

c2
` 

         68.0-76.3% 

c1
` 

         76.3-88.0% 

d ` 
            ＞88.0% 

資料來源：(Thornwaite，1948) 

植物賴以生長的有效水分(precipitation efficiency)，桑氏認為要看降水及由蒸發所產生的水分損失而

定。Thornthwaite (1948)的分類法中訂定以水分指數(moisture index，Im)來表示一地的有效水分。桑士

偉氏計算水分指數的方法如下： 

1. 年中某一時期的降水如超過需水量n，則有多餘的可用水分，即s=r-n，這段時期的氣候即為濕潤。其濕

潤指數(humidity index)可由Ih=100 s/n來決定，即剩水量佔需水量的百分率。 

2. 其它月份的降水如較需水量為少，則有缺水，即d=n-r，此段時期的氣候即為乾燥。其乾燥指數(aridity 

index)可用Ia=100 d/n來決定，即缺水量佔需水量的百分比。 

3. 利用12個月的數值可求得全年各月的Ih或Ia。 

4. Im的概念則與Ih及Ia不同，因為乾旱時期植物可從土壤中吸取水分，所以某一時期過剩的水分，可予缺

水期時相當的補償，故Thorntmwaite & Mather (1955)訂定Im=Ih-Ia=100×(s-d)/PE，在這裏，s=降

水量－實際蒸發散量，d=可能蒸發散量－實際蒸發散量，PE=可能蒸發散量。 

桑氏以Im指數為分類法的根據，訂出如下的乾濕氣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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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桑士偉氣候分類法的乾濕氣候界限 

 
資料來源：(Thornthwaite & Mather，1955；Mather，1962:120-121) 

桑氏再參照降雨的季節分配，以及缺水及剩水的情形，訂出上列乾濕氣候型的副區劃分標準： 

表 4 桑士偉按有效水分的季節分配劃分的氣候副型 

潤 濕 氣 候 ( ),,
2CBA   

 副型符號及定義 Ia數值 

r  少量或全無缺水  0-10 

s  中度的夏季缺水 10-20 

w  中度的冬季缺水 10-20 

s2
 大量的夏季缺水   ＞20 

w2
 大量的冬水缺水   ＞20 

乾 燥 氣 候 ( ),,
1 EDC   

副型符號及定義 Ih數值 

d 少量或全無剩水 0-16.7 

s 中度的夏季剩水   16.7-33.3 

w 中度的冬季剩水   16.7-33.3 

s2
大量的夏季剩水   ＞33.3 

w2
大量的冬季剩水   ＞33.3 

資料來源：(Mather，1966:344) 

至於一地可能蒸發散量的估算，桑氏是根據他所蒐集的美國中西部及墨西哥的21個試驗站的灌溉試驗

所得的數據(1936-1945)，提出根據與畫長有關的月平均溫度(℃)來計算可能蒸發散量的系列經驗式，對於

一個月30天(一天畫長12小時)的測站來說，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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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
(mm)= 








I
T

a

10
16  

式中T=月平均氣溫(℃)，I=熱能指數可用下式表示： 

    ∑ 







=

=
12

1

514.1

5i

T
I  

當月平均氣溫T 小於或等於零時， I 值等於零，a為因地而異的函數，可由下式確定： 

    a=0.675× I
36

10
−

-0.771× I
24

10
−

+0.01792 I +0.49239 

由於不同月分的日數不同、白畫長度不同，故EP
應修正為： 

    EP
= 








I
T

a

10
16 ×(當地逐月可照時數／360小時) 

為了避免繁瑣的計算，Thornthwaite & Mather(1955)發展了一系列表格，只要根據已知月平均氣溫

T ，就可利用現成的查算表，求出EP
。 

以北京為例按上述方法，可計算氣候水平衡如表5： 

表 5 北京(39.93°N)氣候水平衡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 

月均溫(℃) -4.3 -1.9 5.1 13.6 20.0 24.2 25.9 24.6 19.6 12.7 4.3 -2.3 11.8 

月雨量(mm) 2.7 5.9 9.1 26.5 28.8 70.8 175.7 182.1 48.8 19.0 6.2 2.3 577.9 

月熱能指數(i) - - 1.03 4.55 8.16 10.89 12.06 11.16 7.91 4.10 0.80 - 60.66 

未修正 Etp(mm) - - 12.40 52.34 92.20 121.97 134.75 124.94 89.51 47.34 9.65 -  

修正係數(39.93°N) 0.80 0.83 1.03 1.11 1.24 1.25 1.27 1.18 1.04 0.96 0.83 0.81  

已修正 Etp(mm) - - 12.77 58.10 114.33 152.46 171.33 147.43 93.09 45.45 8.01 - 802.97 

增減 2.7 5.9 -3.67 -31.6 -85.53 -81.66 4.37 34.67 -44.29 -26.45 -1.81 2.3  

土壤水分變化 +2.7 +5.9 -3.67 -7.23 0 0 +4.37 +34.67 -39.04 0 0 +2.3  

土壤有效水分 5.0 10.9 7.23 0 0 0 4.37 39.04 0 0 0 2.3  

實際蒸發散 0 0 12.77 33.73 28.8 70.8 171.33 147.43 87.84 19.0 6.2 0  

水平衡不足 0 0 0 -50.87 -85.53 -81.86 0 0 -5.25 -26.45 -1.81 0 -251.77 

水平衡過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1.468 土壤有效水分含量最多1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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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月的可能蒸發散量( EP
)與降雨量相比較，如降雨量多於EP

，則有餘水可儲留於土中，例如北京

在7、8兩個月降雨大於EP
，故累計有剩水39.04mm留存於土壤中。土壤能夠儲留水量的能力，與土壤

性質與植物根系特性等有關，一般土壤有效水分含量平均為100mm，如土壤儲留水分超過此一水量，則會

有剩水流出，北京7、8月雖有餘水，但不足以使土壤含水飽和，故沒有剩水流出為逕流。當降雨量少於EP

時，除當月降雨全供蒸發散外，還要消耗土壤中的存留水量，例如北京9月的降雨量(48.8mm)已遠少於

EP
(93.09mm)，土壤消耗原存留的水分(39.04mm)以支應不足的EP

所需，至土壤有效水分含量在當

月即已減至零，而發生土壤缺水(5.25mm)的現象。總計北京全年有6個月土壤發生缺水現象，年缺水量達

251.77mm，而土壤缺水較嚴重的月份為春至初夏的4-6月(表5)。 

按所完成北京氣候水平衡資料計算，北京在溫度帶上屬涼溫帶( B2
`：802.97mm)，乾濕氣候帶上屬

偏乾的半濕潤 ( C1
： Im=(0-251.77)/802.97× 100=31.35%)， TE指數夏季集中率的副型為

b2
`((152.46+171.33+147.43)/802.97=58.68%：熱量顯著集中於夏季)，有效水分季節分配的氣候副型

為d ：全無剩水(Ih=0)，故北京的桑士偉氣候分類為B2
`C1 b2

`d 。 

三、中國大陸及蒙古的桑士偉法氣候分類 

本文所引用的大部分氣候測站資料是出自日本氣象廳(1994)出版的世界氣象組織(WMO)登錄的全球

氣候站資料(1961-1990)中，選取在中國大陸及蒙古境內的部分。其他少數測站資料來源是筆者輯錄散見

於(張家誠、林之光，1987)、(陶詩言等，1986)、(葉篤正、高由禧，1988)、(徐裕華，1991)、(鹿西瑾，

1990)、(陸忠漢等，1984)、(Manfred Domrös & Peng Gongbing，1988)等書中所載，資料觀測年份為

1951-1980年，至於西藏地區的部分測站觀測年份少於20年，雖然觀測年份無法完全一致，但因這些少數

測站可填補WMO登錄的測站空白區，故本文仍勉予使用。這些測站如台灣除外，共得185站(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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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本文所彙集的中國大陸與蒙古氣候資料的測候站分布 

資料來源： (日本氣象廳(1994)、(張家誠、林之光，1987)、(陶詩言等，1986)、(葉篤正、高由禧，1988)、(徐
裕華，1991)、(鹿西瑾，1990)、(陸忠漢等，1984)、(Manfred Domrös & Peng Gongbing，1988) 

筆者依表5範例完成185個站的氣候水平衡表，並將相關氣候參數及指數填注於中國大陸及蒙古的分布

圖上後，即可觀察各地的缺水、剩水等的水平衡狀況，並可按桑士偉法進行氣候分類的工作如下： 

(一)中國大陸及蒙古的溫度帶分布 

由於可能蒸發散量同時反應溫度及日長的效應，故桑士偉氏以此作為有效溫度的指數。中國大陸的有

效溫度的分布，大體上由東南向西北遞減。熱帶(1140 mm以上，A`)區域概在北緯25°以南，即南嶺以南

的兩廣及台灣、海南島及滇西縱谷最南的部分；亞熱帶(1140-997 mm，B4
`)地區為南嶺以北、溫州以南

的江南地區及地形封閉的四川盆地東部；暖溫帶(997-855 mm，B3
`)地區即為秦嶺以南長江流域及滇西

縱谷的谷地地區；涼溫帶(855-712 mm，B2
`)地區為秦嶺以北的華北平原、熱河丘陵東部、黃土高原南

部、西南的雲貴高原及地形封閉的南疆；冷溫帶(712-570 mm，B1
`)地區包括東北、黃土高原北部、內

蒙古、蒙古南部、北疆；亞寒帶(570-427 mm，C2
`)地區主要為東北北部、蒙古大部、及青藏高原地勢

在3000公尺以上的青海及柴達木盆地、藏東、藏南地區；寒帶(427-285 mm，C1
`)地區為東北北部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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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西部高原、藏北高原(圖4)。 

 

圖 4  中國大陸及蒙古的桑士偉法有效溫度分布圖 

資料來源：據筆者整理完成的各測站氣候水平衡資料繪製 

(二)中國大陸及蒙古的乾濕氣候帶分布 

1. 年缺水分布 

將各站按氣候水平衡計算而得的年缺水量值填注於地圖上，則可得圖5的中國大陸及蒙古的年缺水

量分布圖。全無缺水的地區為東北長白山地、溫州以北至山東半島的東部沿海，及兼受太平洋及印度洋

氣流影響的華南沿海、西南高原與丘陵地區、青藏高原東部等，這些地區夏季高溫蒸發散旺盛時有充沛

的雨水，故無缺水，冬季雨量雖較少，但因低溫故蒸發散也少，故土壤水足供支應蒸發散的不足。 

年缺水量200 mm等量線在中國大陸的分布最具地理意義，它先從西向東沿黃河以南，將中國大陸

劃分為南北兩部分，又在山東半島西端折向，沿熱河丘陵及大興安嶺北行，線以東及以南為較濕潤地區，

線以西及以北則氣候較為乾燥；西北半壁的缺水情形，愈往西就愈形明顯，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及蒙古大

戈壁的南部，缺水達700 mm以上，最為乾燥，其中又以吐魯番盆地因地勢低窪，夏季氣溫高，缺水更

達1100 mm以上；另外，蒙古的北部因受西風氣流影響(高國棟、陸渝容，1989：242)，較為濕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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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水量為300 mm以下，反較內蒙及河西走廊等地為濕潤(圖5)。 

 

圖 5  中國大陸及蒙古的年缺水量分布 單位：mm 

資料來源：據筆者整理完成的各測站氣候水平衡資料繪製 

再從中國大陸各地缺水的起迄月份的空間分布來看(圖6)，中國的西北半壁，包括黃土高原地區，

雖然年降水量不多，但都是暖季缺水，冬季則因氣溫概在0℃以下，降水雖更少，但因地表幾無蒸發散，

故從水平衡看，反無缺水現象；東北地區從水平衡看，夏季雖然是雨季，但因夏季氣溫高，可能蒸發散

量高，故為缺水季節；華北地區是雨季前後的初夏(5-6月)及秋季(9-10月)缺水；華中地區在梅雨季後的

盛夏及秋季(8-10月)，經常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所控制，氣流下沈少降雨(高國棟、陸渝容，1989：239)，

為主要缺水季節；華南地區及華西丘陵山地全年無缺水，藏東、滇西縱谷、廣西西南部及海南島西部受

西南季風影響，雨季前(3-5月)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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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中國大陸及蒙古的缺水月份起迄分布圖 

資料來源：據筆者所彙集的氣候測站資料繪製 

2. 年剩水分布 

年剩水量0 mm線最具地理意義，它的分布幾與秦嶺准河線重疊，益證秦嶺准河是中國大陸水文環

境上的南北分界的事實；長江流域以南地區，年剩水概在300-500 mm之間，剩水最多的地區是華中南

部，華南沿海及滇西縱谷南部，都在500 mm以上，但廣西西部至雲貴高原東側丘陵的百色至蒙自一帶，

因地形屏障，降雨較少，剩水為零；秦嶺准河以北及青藏高原西部，除東北的長白山地有剩水外，全無

剩水(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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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中國大陸及蒙古的年剩水量的分布圖 

附註：筆者據所彙集氣候測站資料繪製 

再從中國大陸及蒙古的剩水起迄月份的分布來看(圖8)，長江中下游地區由於冬春季節氣旋及鋒面

系統過境頻繁，帶來不少雨雪，故12-6月剩水；西南地區則是西南季風所帶來的雨季(6-10)剩水，但西

南地區的東部丘陵地帶，除夏秋的西南季風雨致剩水外，冬春季節移動性高壓的偏東北迴流氣流沿湘、

桂河谷上溯，在黔、川一帶與偏西南暖氣流推移所形成的準靜止鋒及氣流旋渦，形成陰雨，也造成初夏

前的剩水；華南沿海地區除了春季的春雨外，還有夏秋的西南季風雨及颱風雨，故除冬季外，都是剩水

月。 

3. 年水份收支 

年中剩水量減缺水量之差值為正，則氣候應偏濕潤，在水份收支上有較需水量為多之水分，可挹注

逕流，如其差值為負，氣候偏乾燥，水分收支上不能充分供應作物與土壤的需水量，需一定程度的灌溉。

桑士偉氏的水分指數(Im)，就是以年水分收支佔年可能蒸發散量的比例，來作為表示氣候相對乾濕程度

的指標(參閱表3)。其中水分指數20－100間在桑士偉氣候分類中為濕潤氣候(B)，桑士偉並將指數以每

20的級距，將濕潤氣候細分為B1
－B4

，但筆者為免濕潤氣候分級過細，使分類過於零碎，故並不予

以細分，均以濕潤氣候B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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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中國大陸及蒙古剩水起迄月份分布圖 

資料來源：據筆者整理完成的各測站氣候水平衡資料繪製 

如以中國大陸及蒙古的乾濕氣候區(圖9)的分布來看，水分指數等於0的界線，幾乎與秦嶺准河線相

合，此線將中國大陸分為南北兩部分，以南四時常綠，以北夏綠冬枯，甚或為植被缺乏的乾燥地區。秦

嶺准河線以南至長江間的地帶，水分指數為0－20間，在桑士偉的乾濕氣候分類中為偏濕的半濕潤氣候

(C2
)，此地帶恰是夏作水稻、冬作小麥為主的江北地區；長江以南地區包括雲貴高原及藏東地區，水

分指數均為20－100間，乾濕氣候分類上為濕潤氣候(B)，農作上為二作水稻或夏作水稻、冬作油菜或其

它雜糧區，不過廣西的百色至南寧一帶，為高原及丘陵所圍繞，夏季季風影響較弱，降水較少，乾濕氣

候上屬半濕潤氣候(C)區，另外台灣海峽西側，廈門至福州的沿海地區，海岸線的走向使此地區為西南

季風的下風側，故降雨較少，屬偏濕的半濕潤氣候(C2
)，海南島的五指山分布在島的中部，冬春季節

的東北季風為山所阻擋，故島嶼西部降水稀少，乾季頗長，為偏乾的半濕潤氣候(C1
)。秦嶺准河線以

北的華北、東北、黃土高原南部，水分指數為0－-33.3間，年水分收支上已屬淨缺水區，在桑士偉氏的

乾濕氣候分類中為偏乾的半濕潤氣候(C1
)，為中國的主要旱作區，作物生長須賴灌溉；蒙古中北部、

內蒙東部、黃土高原北部、河西走廊東部及伊犁河谷，水分指數為-33.3－-66.6間，在乾濕氣候分類上

為半乾燥氣候(D)，自然植被為草原，是中國大陸及蒙古的主要畜牧區；蒙古南部、內蒙古與河西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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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西部、新疆、藏北高原等地區，水分指數＜-66.6，在乾濕氣候分類上為乾燥氣候區(E)，氣候甚為

乾燥，自然景觀為沙磧草原或植被極稀疏的漠地。 

 
圖 9  中國大陸及蒙古的乾濕氣候區 

資料來源：據筆者整理完成的各測站氣候水平衡資料繪製 

(三)中國大陸及蒙古的桑士偉法氣候區劃 

氣候區域的劃分必須方法合理，程序有系統可循，使用以劃分區界的標準系統化，故氣候區劃的工作

應該是以科學化的氣候分類方法為基礎，並且如所劃定的氣候區是欲與世界其它地區相互比較，即探討「比

較氣候」或「同型氣候」之用的話，則所憑藉的氣候分類法還應是適用於全球的分類系統，故氣候區劃基

本上是「氣候」的工作；但從氣候型態分類的觀點(丘逸民，2003：41)來進行的氣候區劃，除了追求各區

域的氣候景觀有最大的相似性外，還應兼及其它自然景觀如植生、土壤、水文環境等的一致，甚至還應考

慮與氣候密切相關的人生活動如農作分布等；其次，氣候區域不宜過於零碎交錯、可能的話應加以歸併，

俾氣候分布的區域特色得以呈現，但歸併簡化有其限度，總是以維持區內氣候的相似性，並增強區際間的

差異程度為原則，故區劃者須瞭解所區劃地區的地理環境，權衡輕重下來作出最適的分類，故氣候區域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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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工作也是「地理」的(陳正祥，1957：44)。本文所討論的桑士偉氏氣候分類法，分類準則雖較完備合

理，但四重符號所得氣候類型過多，不便形之於圖，例如Thornthwaite (1948)曾將其分類法應用於美國，

分類結果頗為成功，但卻因所分氣候類型過多，仍無法繪製出美國氣候區域圖。故此為使桑士偉分類法能

適用於中國，並能以此分類法為基礎來適當地劃分氣候區域，陶詩言(1949)曾將桑士偉法加以修改簡併

後，來劃分中國的氣候區域，但因為陶氏將原分類指標界限改動及合併(比較附錄一及表1、表3)，使新分

類符號與原分類符號所代表的氣候特性並不一致，故嚴格來說陶氏是以桑士偉的氣候分類原理，專以中國

為分類對象，所進行的中國氣候分類，所區劃的氣候帶區，無法與世界其它地區的桑士偉法氣候區帶相互

比較；陳正祥(1957)曾將桑士偉氣候分類簡化及調整，包括不細分有效水分季節分配的氣候副型及有效溫

度夏季集中率的氣候副型，有效溫度指數及水分指數的分劃也分別作不同程度的簡併(參閱圖2)。筆者參考

陳正祥之法，但有效溫度指數不予簡併，遵循原桑士偉之溫度帶劃分，使溫度帶細分為熱帶、亞熱帶、暖

溫帶、涼溫帶、冷溫帶、亞寒帶、寒帶等；水分指數部分則因屬B1-B4的觀測站的分布交錯混雜，不呈帶

區，故簡併為B，即通屬濕潤氣候，C1與C2分屬偏濕及偏乾的半濕潤氣候，在中國東部呈明顯的緯度帶分

布，成為重要的氣候分帶依據，但在青藏高原區因地勢起伏影響，C1與C2氣候型混雜分布，故也簡化合併

為半濕潤氣候(C)。 

經過上述的調整與簡化，筆者綜合中國大陸及蒙古的溫度帶圖(圖4)及乾濕氣候區圖(圖9)，將中國大

陸及蒙古的氣候類型(圖10)劃分為： 

1.熱帶 

1.1熱帶濕潤氣候(BA’) 

1.2熱帶半濕潤氣候(CA’) 

2.副熱帶 

2.1副熱帶濕潤氣候(BA4’) 

2.2副熱帶半濕潤氣候(CB4’) 
3.暖溫帶 

3.1暖溫帶濕潤氣候(BB3’) 

3.2暖溫帶偏濕的半濕潤氣候(C2B3’) 

4.涼溫帶 

4.1涼溫帶濕潤氣候(BB2’) 

4.2涼溫帶偏濕的半濕潤氣候(C2B2’) 

4.3涼溫帶偏乾的半濕潤氣候(C1B2’) 

4.4涼溫帶乾燥氣候(EB2’) 

5.冷溫帶 

5.1冷溫帶濕潤氣候(BB1’) 

5.2冷溫帶半濕潤氣候(CB1’) 

5.3冷溫帶半乾燥氣候(DB1’) 

5.4冷溫帶乾燥氣候(EB1’) 

6.亞寒帶 

6.1亞寒帶濕潤氣候(B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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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亞寒帶半濕潤氣候(CC2’) 

6.3亞寒帶半乾燥氣候(DC2’) 

6.4亞寒帶乾燥氣候(EC2’) 

7.寒帶 

7.1寒帶濕潤氣候(BC1’) 

7.2寒帶半濕潤氣候(CC1’) 

7.3寒帶半乾燥氣候(DC1’) 

7.4寒帶乾燥氣候(EC1’) 

 
圖 10  中國大陸及蒙古的桑士偉法氣候分類及氣候帶區 

資料來源：據筆者整理完成的各測站氣候水平衡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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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桑士偉法應用於中國大陸及蒙古的氣候區劃的評價 

(一)桑士偉法氣候分類界限在中國大陸及蒙古所對應的溫濕情況 

中國東部背倚大陸，東臨太平洋，南望印度洋，受冬夏季風影響顯著，故以桑士偉法所劃分的乾濕氣

候帶和溫度帶，都具緯向分布的特性(圖10)，雨熱同源相當明顯。據桑士偉氏分類法界定的熱帶北限是有

效溫度指數1140 mm等值線，此線在中國大陸是在珠江以南的華南南部及滇西縱谷南部，觀察此界線南側

邊緣的各站，最低月均溫均在13℃以上，而月均溫13℃是絕對無霜的下限溫度(矢澤大二，1979：133)，

棕櫚、咖啡、橡膠等熱帶作物得以保證生長，也是Wissmann (1939)及Troll (1955)所發展的氣候分類法中

的熱帶溫度界限；年均溫則約在22℃左右，比Thornthwaite (1948)所劃定以年等溫線23℃為熱帶與溫帶

氣候的溫度界限，低了約1℃(圖11)。 

 
圖 11  桑士偉法劃分的中國大陸熱帶限界邊緣各站的年均溫及最低月均溫 單位：℃ 

註：粗黑字體為年均溫，細明字體為最低月均溫 

桑士偉法所劃分副熱帶北限是有效溫度指數997 mm等值線，此線在中國大陸是在南嶺附近，此界線

南側邊緣各站最低月均溫都在6℃以上，但此線以北則大部分在6℃以下(圖12)。Blair (1949)，Creutzburg 

(1950)，Miller (1959)在考查植被分布的基礎下，認為最低月均溫6℃是林木是否需要冬眠的下限溫度，

故在他們的氣候分類法中，副熱帶氣候帶的溫度低限都是最冷月6℃；盧鋈(1949)認為一月月均溫6℃等溫

線在中國是二作稻米與一作稻米的分界線，並且是除柑橘外，其它副熱帶作物如鳳梨、香蕉、荔枝等的北

限，故在盧氏的中國氣候區劃中，此線也成為重要的氣候分類界線。 

 



85

 

 
圖 12  桑士偉法劃分的中國大陸暖溫帶與副熱帶限界邊緣 單位：℃ 

 各站的年均溫及最低月均溫 

註：粗黑字體為年均溫，細明字體為最低月均溫 

桑士偉法所劃分的暖溫帶北界是有效溫度指數855 mm等值線，此線在中國大陸約與劃分中國南北的

重要地理界線秦嶺准河線重合(薛貽源，1944：11)，只有在沿海地區因受海洋影響，冬溫較高與夏溫較低，

此線折向南伸至長江口。觀察此線以南邊緣各站最低月均溫都在0℃以上，此線以北則有部分測站最低月

均溫在0℃以下(圖13)，而最低月均溫0℃也是(竺可楨，1931)、(涂長望，1936)、(盧鋈，1949)的中國氣

候分區中的重要區劃界線。 

 

圖 13  桑士偉法劃分的中國大陸涼溫帶與暖溫帶限界邊緣 單位：℃ 

各站的最低月均溫 

桑士偉法所劃分的涼溫帶北界是有效溫度指數712 mm等值線，此線在中國大陸東起渤海灣口，西沿

熱河丘陵、黃土高原東緣，向西南斜伸關中盆地北側，將山東半島、華北平原、關中盆地劃為涼溫帶氣候

區。觀察此限界邊緣各站的最低月均溫，可發現此線以東、以南，最低月均溫概在-5℃以上，年均溫都在

10℃以上，此線以北各站，除東部大連站因受海洋影響，夏溫較低而冬溫較高外，最低月均溫都在-5℃以

下，年均溫也都在10℃以下。年均溫10℃等溫線是竺可楨(1931)、涂長望(1936)劃分華北與東北氣候區的

重要界線；盧鍌(1949)的中國氣候區劃中，將中國北方二作與一作區劃分的界線是一月月均溫-6℃，兩者

相差了一度，故桑士偉的涼溫帶氣候區與盧氏所劃的北方二作(冬麥)區相較，範圍較偏南而沒有把黃土高

原中南部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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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桑士偉法劃分的中國大陸冷溫帶與涼溫帶限界邊緣各站 單位：℃ 

 的年均溫及最低月均溫 

註：年均溫值列於上方，最低月均溫列於下方 

桑士偉法所劃分的冷溫帶北界是有效溫度指數570 mm等值線，此線在中國大陸恰沿大、小興安嶺的

邊緣西伸進入蒙古，橫越蒙古東南部後，沿蒙新邊界伸入中亞(圖14)。此線以南各站年均溫均在3℃以上，

最低月均溫則在-20℃以上。桑士偉法所劃分的亞寒帶北界是有效溫度指數427 mm等值線，此線以南各測

站年均溫多在-5℃以上，但最低月均溫則變異較大，可由-18℃到-31℃間。有效溫度指數低於427 mm的

寒帶地區，在中國僅見於高聳的藏北高原，北方最寒也僅屬於亞寒帶氣候，只有蒙古西部為海拔超過二千

公尺的山地，故冬季更冷而夏愈短，氣候上為寒帶氣候。 

 

圖 14 桑士偉法劃分的中國大陸與蒙古冷溫帶與亞寒帶、亞寒帶與寒帶限界邊緣溫 單位：℃ 

 各站的年均溫與最低月均 

註：年均溫列於上方，最低月均溫列於下方 



87

 

根據桑士偉分類法在中國大陸東部25°－35°N間，乾濕氣候狀況逐漸由濕潤氣候(Im指數＞20)，過

渡為偏濕半濕潤氣候，以至偏乾半濕潤氣候(Im指數＜0)。沿Im指數為20的等值線南側邊緣各站的年雨量

多在1100-1200 mm左右，沿Im指數為0的等值線的年雨量約為750 mm (圖15)。竺、涂二氏及盧鋈(1949)

的中國氣候分區中，華北區與華中區間是以年雨量750 mm為界；盧鋈(1949)的中國氣候分類中，是以年

雨量1250 mm等雨量線作為麥作的南限，也就是江北夏稻冬麥、江南夏稻冬雜糧的分界。 

 

圖 15 桑士偉法中國大陸濕潤氣候、偏濕半濕潤氣候界限邊緣各站 單位：mm 

 的年雨量分布 

根據桑士偉分類法在中國大陸及蒙古約在35°－50°N間，由沿海向西北內陸氣候逐漸由偏乾的半濕

潤氣候(Im指數＜-33.3)，過渡為半乾燥氣候(Im指數＜-66.6)，以至乾燥氣候(Im指數＞-66.6)。在中國東

部的季風氣候區，沿Im=-33.3等值線的年雨量約為400 mm，在蒙古西北部則約為300-350 mm之間；沿

Im=-66.6等值線的年雨量約為200 mm，僅蒙古西部因地勢在2000公尺以上，夏溫較低使半乾燥氣候界限

可下探至200 mm以下(圖16)。竺、涂二氏的中國氣候區劃中，中國北方的季風氣候區(東北區、華北區)

與西部內陸草原氣候區的分界是以年雨量350-400 mm為界；乾燥氣候(沙漠、沙磧草原、游牧草原)與半

乾燥氣候(墾殖草原)是以年雨量200 mm為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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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桑士偉法中國大陸及蒙古偏乾半濕潤、半乾燥、乾燥氣候界限邊緣 單位：mm 

 各站的年雨量分布 

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氣候學家們分別根據中國大陸各地自然地理景觀及作物分布，曾提出各種氣溫

與雨量界限值，來劃分中國大陸的氣候帶區，這些區劃指標常被認為過於複雜、無系統、主觀經驗，但就

本文上述可知，這些個別訂定的指標，大多與桑士偉分類法所得的中國大陸與蒙古的氣候界限相近或重

合，故此原來看似零亂混雜的分類，都可藉桑士偉分類法為基礎，變得具有系統性，能合理化地來加以描

述與解釋。數十年來以這些舊分類下的氣候帶區的相關氣候及地理研究成果，也可藉桑士偉法來與全球各

地，進行「同型氣候」、「比較氣候」的探討與應用。 

(二)桑士偉法中國大陸氣候帶區分布與自然植物帶分布的比較 

植被是在一定區域的特定環境條件下的植物群落的總體，是自然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能相當程度地

反映由過去到現在環境因子、特別是氣候因子的作用和影響。中國國土遼闊，地形起伏大，氣候上由熱帶

到寒帶、由濕潤到乾燥，故植被成明顯的區帶分布(圖17)。首先中國大陸的草原植被區與森林植被區的分

布界線，除東北是沿大興安嶺東緣，而桑士偉法所劃分的中國大陸半濕潤氣候(C1)與半乾燥氣候(D)的分

界線在東北是沿大興安嶺西側的差異外，其餘可說是相當吻合的(比較圖9與圖17)，草原帶和荒漠的分布界

線與桑士偉法所劃分的中國大陸半乾燥氣候帶(D)和乾燥氣候帶(E)的分界更可說是高度吻合(比較圖9與

圖17)。 

在東部濕潤林區，常綠林帶分布的北限在秦嶺准河線，與桑士偉法所劃分的中國大陸有效溫度帶的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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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帶(B3`)與涼溫帶(B2`)分界線相當符合，不過暖溫帶北側、長江以北已為常綠闊葉過渡到落葉林的混交

林帶，約為暖溫帶偏濕半濕潤(C2B3`)氣候區的分布範圍，而長江以南的常綠闊葉林帶約與暖溫帶濕潤

(BB3`)氣候區及亞熱帶濕潤、半濕潤(BB4`、CB4`)氣候區的分布相符合(比較圖9、圖10、圖17)。 

闊葉落葉林帶的分布則與涼溫偏乾半濕潤(C1B2`)氣候區的分布幾近一致，只有在北側前者包括遼東

半島，後者則以渤海灣為北界的差異(比較圖10與圖17)。 

落葉林與針葉林混交林帶的分布區約與冷溫帶偏乾半濕潤(C1B1`)氣候區的分布相當；針葉林帶的分

布區則是中國大陸境內的亞寒帶偏乾半濕潤(C1C2`)氣候區的北部，即漠河至呼瑪一帶，但此氣候區的南

部沿大興安嶺一帶，在植被分布上屬於森林草原或草甸草原帶(II1)，景觀上已是森林到草原的過渡。 

至於桑士偉法所劃分的熱帶氣候帶，對照其植被景觀，是屬於熱帶季風林帶、季風雨林和雨林帶，但

熱帶季風林帶(I6)在沿海北伸到閩南地區，則已屬於亞熱帶氣候帶(B4`)。 

 

圖 17  中國大陸的自然植被帶 

資料來源：據(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地理»編輯委員會，1985：138)修繪 
註： I.東部濕潤林區  I1.寒溫帶針葉林帶；I2.溫帶針葉闊葉混交林帶；I3.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帶 
 I4.北亞熱帶常綠落葉闊葉林帶；I5.中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帶；I6.南亞熱帶季風常綠闊葉林帶； 
 I7.熱帶季雨林、雨林；I8.南海諸島珊瑚礁常綠矮林和灌叢 
 II.西北草原、荒漠區；II1.森林草原或草甸草原帶；II2.典型草原(乾草原)帶； 
 II3.荒漠草原帶；II4.溫帶荒漠；II5.暖溫帶荒漠 
 III.青藏高寒植被區；III1.山地寒溫性針葉林帶；III2.高寒灌叢草甸帶； 
 III3.高寒草原帶；III4.高寒荒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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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桑士偉法中國大陸氣候帶區分布與種植制度(熟制)分布的對照 

中國大陸國土遼闊，各地的自然環境有很大的差異，即以廣義的農業來看，由東部沿海的農業為主地

區，向內陸過渡為農牧交錯地區，至西部內陸則以牧業為主(圖18)。在內陸農牧交錯地區，地形上以高原、

山地為主，農業多在山間盆地或河谷地發展，由於地形起伏變化大，農作經營受局地環境條件影響很大，

東部農業為主地區則以平原、盆地、丘陵為主，地形起伏變化較緩，農作較呈帶狀分布，應較能反映與氣

候帶區的關係，故本文僅就東部農業地區來討論。 

雙季稻連作喜溫作物或三季稻區與熱帶濕潤(BA`)氣候區的分布相符，僅在沿海地區北伸亞熱帶氣候

的廈門止；雙(單)季稻連作喜涼作物區分布在長江以南，與亞熱帶濕潤(BB4`)氣候區及暖溫帶濕潤(BB3`)

氣候區的分布相符；水旱一年兩熟區分布在秦嶺准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地區，與暖溫帶偏濕半濕潤(C2B3`)

氣候區的分布大致符合；一年兩熟或兩年三熟區分布在秦嶺以北，除與涼溫帶偏乾半濕潤(C1B2`)氣候區

的分布相合外，還包括屬於冷溫帶偏乾半濕潤氣候的遼東半島；一年一熟區主要分布在東北，除遼東半島

不屬於此區外，幾與冷溫帶偏乾半濕潤(C1B1`)氣候區的分布一致。 

 
圖 18  中國大陸農、牧區及農區的種植制度(熟制)的分布 

資料來源：(地圖出版社，1979：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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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綜合考量熱量、降雨與蒸發效應的桑士偉氣候分類法在中國大陸與蒙古所區劃的氣候類型，無論在系

統化、合理化舊的分類界限上，或與地表植被景觀或種植制度的分布，均有相當程度的符合，故此從世界

氣候分類的需求出發，來區劃中國大陸的氣候區帶時，桑士偉分類法是可以考慮採用的。 

桑士偉分類法以可能蒸發散量來表示一地的有效溫度，而氣溫在0℃以下時即無蒸發散量，故此法訂

定月均溫為0℃或以下時可能蒸發散量為0，故無論氣溫多低，只要在0℃以下時，它的月有效溫度指數都

是0，變為有相同的有效溫度。因此桑士偉法的熱量指標實際上只是表示暖季時期所能得到的熱量總量，

這在農業氣候應用上自有其必要，但如作為一般性使用的全球氣候分類系統，冬冷的影響就較不易呈現，

分類的結果與實際的氣候感受有時會有所落差，例如在中高緯度的海岸地區或背寒風的山地，夏溫較低(有

效溫度指數會降低)但冬暖，分類上有時會落入低一級別的溫度帶中，例如圖12所顯示的中國大陸東部暖

溫帶與涼溫帶的分界線，均在沿海及西部秦嶺向陽背冬季風的地區折向南，致同緯度最低月均溫在0℃以

上的測站亦劃入涼溫帶範圍。相反，在極端大陸性氣候區，冬雖很嚴寒但夏季氣溫也高，在溫度帶的劃分

上有時落入較高的級別中，例如圖14所顯示，蒙古西北部的西圖倫站，最低月均溫低至-31.6℃，但年均溫

達4.7℃，分類上是屬於亞寒帶，但冬季較同級別的各站均要更為嚴寒。 

桑士偉分類法雖較合理且具系統性，但分四級劃分的氣候類型過多，不易進行實際的氣候區域的劃

分，故筆者分類時將後兩副級略去不用，僅根據前兩級分類標準來劃分，並將濕潤氣候型的B1-B4合位為B，

才使氣候類型的劃分具帶區的分布，但將原有分類系統加以簡化合併，雖未更動其界限值，仍不能免失諸

主觀之弊，故筆者僅將氣候類型的空間區劃結果呈現，並未進一步據以完成氣候分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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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陶詩言(1949)以Thornthwaite法進行中國氣候區劃，所曾修改的相關溫濕指數 

 
資料來源：(陶詩言，1949)，(高國棟、陸渝容，1988：386) 
註： 陶詩言的水分指數的分類準則是據1948年的標準(Thornthwaite，1948)， 
 本文的水分指數的分類準則是據1955年修訂的標準(Mather，1962：120-121) 
 舊標準(1948)中的-20、-40、-60，分別是新標準(1955)中的-33.3、-66.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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