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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偏食期间深圳市天文台气象要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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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6月21日，我国境内发生了日环食，环食带经过西藏、四川、重庆、湖
南、江西、福建和台湾，我国其他地方可见日偏食。深圳市天文台的太阳望远镜观测了日偏
食的整个过程，同时，基地内的气象设备观测了太阳辐射、温度、湿度和气压等气象参素。
日食期间太阳观测和气象要素观测的分析结果表明：（1）从日食初亏到食甚，太阳辐射、
温度和气压均有下降，随后缓慢上升，受天气条件影响，极小值时刻相对于食甚时刻有滞后，
其中，太阳辐射滞后1.37分钟，温度滞后6.37分钟，气压滞后10.37分钟；（2）从初亏到食
甚，相对湿度先上升到极大值，然后持续33分钟，随后下降，极大值时刻相对于食甚时刻滞
后6.37分钟；（3）对比日食前后两天气象要素变化，日食时太阳辐射、温度和相对湿度的
变化率约比没有日食时高1个数量级，气压的变化率相差不大；（4）日食期间，日面相对强
度和气象要素之间有很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达0.95、0.89、-0.82和0.75。
关键词：日食；太阳辐射；温度；相对湿度；气压
中图分类号：P182.2；P416.2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 日食期间气象要素研究现状

1

月球运动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并且三者成一条直线时就会发生日食，根据月球在地球上的
投影情况，日食可分为日全食、日环食、日偏食和全环食[1]。长久以来，日食除了给人类提
供震撼的观感外，也提供了独特的科学研究环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爱丁顿爵士观测 1919
年的日食，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光线偏转预言[2]。日全食期间可以直接看到太阳
外层大气——日冕，因为日冕稀薄暗弱，平时会淹没在太阳光球发出的强烈的光线中，有时
在食分（日面直径被遮挡部分和太阳视直径的比值）很大的日环食时也能看到微弱的日冕结
构。日冕的精细结构动力学特征、日冕加热问题和日食期间的生物学效应等研究是日食期间
重要的研究课题[3-4]，也是地面和空间太阳观测研究的重要补充。
日食会引发气象要素的变化，但直到1980年2月16日的日全食之后，日食期间气象变化
的相关论文才逐渐增多[5]。定量测量发现，日食开始后，太阳辐射和气温会下降[6]，并且在
天气晴朗，大气稳定的情况下，太阳辐射（太阳照度或天空亮度）最小的时间和食甚的时间
相同，太阳照度的变化和日食有很好的一致性，有云和雾的天气情况下，太阳辐射到达最小
的时间会有所滞后[7]，而天空亮度则受大气质量和环境的影响，城市和工业区现在日全食期
间的天空亮度比以前日全食期间的要亮[8]。全食期间，太阳辐射会在食甚时刻下降到0 W·
m-2，
气温会下降几摄氏度[9]。全食结束后，太阳辐射和气温会逐步上升[10]。华行祥等[11]分析了2009
年7月22日日全食期间的杭州气象观测后发现，在20000多米的高空温度会变化0.6~3.0℃，而
地面温度变化最大为2.3℃。马德栗等[12]分析了本次日全食期间武汉市的气象要素变化后发
现，日全食期间，太阳总辐射量会有大幅度下降，由于温度相对于太阳辐射有滞后性，所以
气温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过程，变化范围在1.3℃。Mahmood等[13]观测到2017年美
国日全食期间，太阳辐射从大于800 W•m-2下降到0 W•m-2，气温下降了4.5 ℃。日食同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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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耗电和产能的变化，2015年3月20日的日食期间，英国电力需求增加了约3千兆瓦时，比
平时同时期增加4%，而风能和光伏发电则减少了1.5千兆瓦时[14]。
2020年6月21日发生的日环食是本世纪我国最壮观的日环食，最大食分可达0.997（来源：
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日食计算器，https://nadc.china-vo.org/eclipse/），环食带经过我国西
藏、四川、重庆、湖南、江西、福建和台湾，但是环食带很窄，宽度仅20多千米，全国其他
地方只可见日偏食。深圳市天文台位于环食带以南，可见日偏食，最大食分也高达0.901。
图1(a)显示了中国境内日食路径全景图；图1(b)是深圳偏食放大图，显示了深圳市天文台的
地理坐标、偏食食分以及初亏、食甚和复圆时刻等信息。太阳望远镜全程拍摄了日偏食，基
地内安放的标准气象设备，同时进行了日食期间的天文观测和气象观测，是天文与气象相结
合的典型范例。即使是在日全食期间，大多情况温度下降也只有几℃，偏食期间相应的变化
会更小，分析偏食时气象要素是否会有显著变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定量分析日面变化
和气象要素的变化及其相关性，可有效预测日食期间气象要素的变化。

图 1 2020 年 6 月 21 日中国境内日环食路径图（https://nadc.china-vo.org/eclipse/）
Fig. 1 The path of annular eclipse within China on 21 June 2020

2 日偏食太阳观测和气象观测
深圳市天文台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半岛西涌，东、南、西三面环海，海拔224
米，视宁度足以进行全日面光球和色球观测[15-16]。2020年4月，天文台完成三通道太阳望远
镜升级，并投入使用，可在Hα（656.28 nm）和Ca II K（393.37 nm）波段全日面观测色球、
白光全日面观测光球。三通道全日面太阳观测能获取太阳黑子、暗条（日珥）和耀斑等太阳
活动信息[17]，对认识太阳活动的物理本质和预测灾害性空间天气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全日面色球望远镜观测日偏食同样具有科学研究价值，能为太阳物理和地球物理效应研究提
供资料和信息[18]。
本文利用太阳三通道中的 Ca II K 观测数据，Ca II K 全日面望远镜的主镜口径 203 mm，
后端配备 2048×2048 的 FLI CCD。
本次日食观测期间，
望远镜观测的时间分辨率是 10 分钟，
观测时间从 14:31:09 到 17:21:18（世界时 06:31:09 – 09:21:18 UT）
，基本覆盖了整个日食过
程，同时太阳三通道望远镜全程参与了日食科普直播。为了分析日食期间气象要素的变化，
本文利用天文台内气象标准站观测的太阳辐射、温度、湿度和气压数据，观测时间分辨率为
1 分钟，时长为 3.5 小时（06:00 - 09:30 UT）
。
深圳市天文台的日食初亏、食甚和复圆时间分别是06:37:41 UT、08:08:38 UT和09:24:30
UT。图2中用红色箭头连接的蓝色图像基本显示了日食的整个过程，蓝色图像是Ca II K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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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观测。从图像可以看出，06:31:09 UT时，日面完全无遮挡，（由于观测的时间分辨率，
初亏开始时无观测），06:41:09 UT到09:21:18 UT，日面经历了被遮挡逐渐增加到被遮挡最
多后，月球影子移开，日面变圆的过程。受限于时间分辨率，在食甚附近的08:11:14 UT时，
太阳被遮挡最多。取气象要素太阳辐射变化为例，如图2中间曲线图所示，横坐标为世界时，
纵坐标为太阳辐射，三条竖直的红色虚线分别是初亏、食甚、复圆时刻，竖直的绿色虚线是
食甚附近观测到日面被遮挡最多的时刻。日食期间，从初亏开始，太阳辐射迅速减小，至食
甚附近达到极小值，然后，辐射逐渐增加的过程。定量分析气象要素和日面面积的变化详见
第3部分。

图 2 日食期间 Ca II K 波段日面和太阳辐射的变化
Fig. 2 Solar Ca II K full-disk observations and the variation of solar radiation during the partial eclipse

3 数据分析
3.1 日食期间气象要素分析
为了对比日食和无日食时太阳辐射、温度、相对湿度和气压的变化强弱，我们选取日食
前后一天相同时间段的观测，如图 3 所示。图中三条竖直虚线分别是初亏、食甚、复圆时刻，
红色实线表示 6 月 21 日日食期间各气象要素变化特性，蓝色点虚线和绿色虚线分别表示 6
月 20 日和 22 日相同时间段的变化特性。
图 3(a)显示了 6 月 20 日、21 日和 22 日三天 6:00 – 09:30 UT 太阳辐射变化。由于选取
的时间段在下午，所以太阳辐射整体在下降，下降幅度约为 550 W•m-2。如果没有日食发生，
太阳辐射是个平滑缓慢的下降过程。当有日食发生时，初亏之后，太阳辐射急剧下降，下降
到最低时为 52.60 W•m-2（如果发生日全食，甚至可以到达 0 W•m-2）。为了分析日食和非日
食期间太阳辐射的下降变化程度，我们分别线性拟合 6 月 20 日、21 日和 22 日 06:37 - 08:08

chinaXiv:202009.00007v1

ChinaXiv合作期刊

UT（初亏—食甚）的观测数据，拟合后的斜率 k 分别为-2.8、-9.1 和-2.6，即初亏到食甚阶
段，太阳辐射平均每分钟下降 9.1 W•m-2，而非日食相同时间段太阳辐射平均每分钟下降 2.8
W•m-2 和 2.6 W•m-2。也就是说，日食期间太阳辐射的变化速率可达非日食的 4 倍左右。紫
色箭头所指为太阳辐射到达最低点，受当天云的短时干扰以及受限于太阳辐射观测的时间分
辨率，这个时刻相对于食甚时刻滞后 1.37 分钟，食甚后，随着日面被遮挡面积减小，太阳
辐射开始上升。在上升过程中，可以看到太阳辐射强度有几次大的跌落，也是太阳被云短时
遮挡。
图3(b)显示的是温度的变化，初亏到食甚阶段温度约下降了2℃，最低温度达27.70℃。
经过类似处理太阳辐射数据过程，进行线性拟合发现，日食期间温度的变化率几乎比非日食
期间高1个数量级。初亏到食甚阶段，温度平均每分钟下降0.02℃，而非日食期间平均每分
钟下降0.003 – 0.004℃。太阳辐射下降后，温度才会随之减小，因此温度达到最低的时刻（紫
色箭头所指）相对于食甚时刻滞后6.37分钟。温度在这个极小值持续7分钟后开始逐步回升。
图3(c)显示的是相对湿度的变化，
初亏到食甚阶段相对湿度约增加了10%，最高时可达93.0%。
通过线性拟合，在这个阶段，相对湿度平均每分钟增加0.09%，而非日食期间平均每分钟增
加0.02%。湿度达到最大值的时刻（紫色箭头所指）相对于食甚时候滞后6.37分钟。相对湿
度最大值持续了33分钟后才开始逐步下降。此次日偏食期间，气压的变化不大，如图3(d)所
示，初亏到食甚阶段气压约下降了1 hPa，并且和非日食时的变化像差不大，在这阶段气压
平均每分钟约下降0.008 hPa。气压达到最低的时刻（紫色箭头所指）相对于食甚时刻滞后
10.37分钟，持续25分钟后气压回升。

图 3 日食期间太阳辐射、温度、相对湿度和气压变化
Fig. 3 The variation of solar radiation,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and air pressure during ecli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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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日面相对强度和气象要素的相关性
Ca II K 全日面色球望远镜基本观测了整个日食过程，日食最直观的观测就是太阳日面被
遮挡。日面相对强度变化和气象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可用于分析气象要素对太阳的依赖程度。
从太阳图像可以看出边缘部分比中心暗，这就是临边昏暗效应。靠近日面中心更亮意味着温
度更高，这是由于越靠近中心，能够看到的太阳的层次更深。图 4(a)显示了日食开始前
06:31:09 UT 时的太阳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出靠近日面中心更亮。图 4(b)的蓝色曲线轮廓是
图 4(a)白色虚线上日面过中心点的强度变化轮廓。用可见光和红外连续谱中单色光观测太阳
时，都会出现临边昏暗现象。在爱丁顿近似下，所有波段积分，日面各点相对于日面中心的
强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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𝐼(μ) =

2+3𝜇
5

𝐼(0)

(1)

其中𝜇 = cos 𝜃，𝜃为日心角距，𝐼(μ)为日面各点的强度，𝐼(0)日心强度[19]。图 4(b)的黑色曲
线显示了计算的相对太阳辐射强度随日面中心距离的变化。为了计算日食时日面的相对强度
（以 08:11:14 UT 时的太阳图像为例）
，我们首先需要得知的是全日面各点的位置，通过数
字图像处理过程和最小二乘法圆周拟合，我们可以算出全日面的圆心位置和圆面半径大小，
在 2048×2048 的 CCD 中，圆心的位置为(1019, 1111)，圆面的半径为 917 像元，图 4(d)中的
白色点就是拟合圆周，进而可得圆周内各个点的确切位置。根据可见日面和其他区域的亮度
可以区分日牙和日面其他区域，图 4(e)用蓝点标记了可见日面的各个像元点，用黄点标记了
日面其他点，把各个点的位置坐标和半径带入公式（1）可得相对强度，分别求和日牙内和
日面圆周内的强度，相比可知此时的相对强度约为 0.10。

图 4 日食时可见日面的相对强度。（a）全日面图像；（b）过日心的日面强度变化曲线和计算的相对强度轮廓；
（c）接近食甚时
刻的太阳图像；（d）太阳图像和全日面轮廓；
（e）蓝点标记的可见日面和黄点标记的剩余日面。
Fig. 4 The relative intensity of the visible solar disk during the eclipse. (a) Full-disk solar image; (b) The solar intensity and calculated
relative intensity profile that through solar center; (c) The solar image near maximum of eclipse; (d) The solar image and the profile of
solar full-disk image; (e) The visible solar disk marked with blue points and the remaining marked with yellow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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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日食期间日面相对强度的变化和气象要素变化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计算了从初
亏到复圆时间序列日面强度相对于全日面强度的变化，如图 5 红色星点所示，相对强度的范
围在 0 到 1（全食食甚时为 0）
。显然，初亏到食甚，相对强度随可见日面的减小而减小，食
甚到复圆，相对强度随可见日面的增大而增大，食甚时相对强度最小，日食未开始和结束后，
相对强度为 1。从图可知，气象要素和日面相对强度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从初亏到复圆阶
段，日面相对强度和气象要素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分别
为：日面相对强度和太阳辐射之间 R=0.95、和温度之间 R=0.89、和相对湿度之间 R=-0.82
以及和气压之间 R=0.75。这些相关系数都接近 1 或-1，说明它们之间有强相关性。太阳辐
射强度是在单位时间单位面积内接收到的太阳辐射的强弱，和可见日面直接相关，所以相关
性最强。其他气象要素相对于太阳辐射有滞后，相关性稍弱。

图 5 可见日面相对强度和气象要素的相关性
Fig. 5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elative intensity of visible solar images and solar radiation,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and
pressure,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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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大气科学观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找出各个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或是证明它们之间的非
相关性，要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困难[14]。日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测机会，用高灵敏
度仪器精确观测日食带上多个点的气象要素，基于数据建模理论对进行解释 [20]。本文给出
了日食期间各气象要素的变化以及日面相对面和气象要素之间的相关性，主要结论有：
（1）日食期间，太阳辐射、温度和气压经历下降——上升的过程，其中温度和气压在最
低值处分别持续了 7 分钟和 25 分钟，而太阳辐射则到达最低值后回升；
（2）日食期间，相对湿度经历了上升——持续——下降的过程，持续时间为 33 分钟；
（3）太阳辐射、温度、相对湿度和气压到达极值的时刻相对于食甚时候有滞后，滞后时
间分别为 1.37 分钟、6.37 分钟、6.37 分钟和 10.37 分钟，滞后可能是由观测的时间分辨率和
局地的天气条件造成的；
（4）日食期间，日面相对强度和气象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很强，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别达
0.95、0.89、-0.82 和 0.75，接近 1 或-1。
这些结论给出了特定点日食期间气象要素特性和可见日面变化及其相关性，综合其他点
的观测，基于观测建模，对预测下一次日食期间气象要素特性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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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eorological parameters analysis in Shenzhen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during the partial solar
eclipse
Zheng Jianchuan Mei Lin Wang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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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National Climate Observatory (Shenzhen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518040, Shenzhen, China)

Abstract: On June 21, 2020, an annular eclipse happened in China and the path went through
Tibet, Sichuan, Chongqing, Hunan, Jiangxi, Fujian and Taiwan, partial solar eclipse could be
observed in other areas. The solar telescope in Shenzhen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observed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partial solar eclipse. At the same time, the meteorological equipment settled
in the Observatory obtained solar radiation,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air pressure and other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The analysis of the observational data during the eclipse shows that: (1)
solar radiation, temperature and air pressure declined and then ascended slowly from the first
contact to maximum of eclipse. Because of the weather, the minimum time lagged behind to the
time of eclipse maximum. The time of solar radiation lagged behind by 1.37 minutes, temperature
lagged behind by 6.37 minutes and air pressure lagged behind by 10.37 minutes. (2) From the first
contact to maximum of eclipse, the relative humidity ascended to the maximum value, lasted for
33 minutes, and then decreased. The maximum time lagged behind the time of eclipse maximum
by 7 minutes. (3) Comparing the variation of meteorological parameters in the days before and
after the solar eclipse, the rate of variation of solar radiation,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during the solar eclipse was about one order of magnitude higher than that without the solar
eclipse. The variation of air pressure with/without solar eclipse was nearly same. (4) During the
solar eclips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elative intensity of the solar disk and meteorological
parameters was strong, with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re 0.95, 0.88, -0.81 and 0.77,
respectively.
Key words: solar eclipse; solar radiation;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air pres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