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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太阳做参照系，地球自转引起地球气温日变化，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引起气候季节变

化。以银河系做参照系，太阳也存在自转和公转，而地球则有相应的周期变化。银行系在宇

宙中本身也有自转和公转，地球则有更大的气候变化周期。本文通过现象和推理提出：地球

每天的天气变化是由于各个星体轨道变化导致地球的引力场和磁场每时每刻都在变化，高速

自转和公转的地球每时每刻都在做自我调整从而达到动态平衡，从而引起地球系统每天水循

环（包括大气水汽、降雨和洋流）和地球内部（岩浆）等变化，形成了每天不一样的天气，

气候周期变化是由于各个星体都在做周期运动。太阳和其它星体也是在运动的过程中由于各

星体引力和磁场大小及方向变化做即时自我调整，比如太阳每天的辐射变化和黑子周期的变

化与地球的每天天气和气候变化是相似的，引力大小和方向变化控制太阳的辐射变化。地球

每天的天气（气象）和长时间的气候变化都是一种天文现象，极端天气是由对地球作用的天

体引力方向突然改变引起的。人类在地球系统内部的作用是非常小的，特别是人类排放产生

的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影响非常小，只是一个微调作用。我们提出以大数据思维建立终极气

候变化模型：以开普勒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为基础，建立一个以太阳或者银河系为中心的

引力和磁场变化模型，模拟在行星运动过程中，磁场和引力方向变化以及太阳辐射变化怎样

驱动地球大气水汽（云）、洋流运动和岩浆运动等、从而引起每天不同的天气变化，特别是模

拟引力场和磁场方向突变引起地震和火山喷发，从而更加准确地预报重大自然灾害。由于星

体运行周期长，人类缺乏观测数据和观测技术，可以利用地球极端气候周期变化反推天体运

动规律和发现新的天体，用大数据思维建立复杂气候变化模型是未来气候变化研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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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1][2]。气候变化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在科技不断发展

的现在，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和预测气候变化，甚至没有弄清楚气候变化的真正

原因。它已经成为了各国政治、经济、科学等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是

一个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在漫长的时间长流中，地球的气候不断发生着变化，包括太阳辐

射的变化、火山爆发等。大部分科学家们认为是我们人类自己导致了全球变暖，人类燃烧矿

物燃料以及毁林引起的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硫化物气溶胶浓度的变化、陆面覆盖和

土地利用的变化等。 

人类没有弄清楚气候变化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我们的观测资料和观察范围有限，以及受

研究手段的局限。在气候的自然变化中，我们都认为 重要的是大气与海洋环流的变化，这

种环流变化是造成区域尺度气候要素变化的主要原因，大气与海洋环流的变化影响陆面的变

化。我们自问一下，大气和海洋环流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和火山喷发的原因是什么？只有解

开这个疑问，我们才能对气候变化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我们知道天体运行过程中都遵循开

普勒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每个天体在高速运转（自转和公转）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天体

虽然具有惯性，但仍能保持椭圆轨道运行。因此各个天体都在无时无刻地通过吸收或者释放

能量调整自己的状态，从而达到新的动态平衡。对于地球来说，大气、洋流、地震和火山喷

发等就是地球在高速运行过程中自我调整能量的形式，从而形成了每天不一样的天气。通过

下面的分析，我们提出每天的气象和气候变化(甚至物种的出现和消失)都是由于星球轨道周

期变化引起的。人类在气候变化中只是起了一个很小的作用，更多地是被动地适应气候变化。 

2. 地球气温日变化与年内季节变化 

古时候，由于观测技术有限，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地球是一个由陆地和海洋组成的广

阔无垠的平面。假定这是事实的话，那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从西边落下，又怎么解释呢？

古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随着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宇宙技术的发展，人们从太空中看清了地

球准确形状，证实了地球是一个东西半径长、南北半径短的椭圆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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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天，那么人类会怎样认识气候变化？地球每天 24 小时气温

都在呈近视余弦曲线变化，凌晨时气温 低，中午时气温 高。为什么气温有这种日变化？

这是因为早晨二氧化碳少，中午二氧化碳多吗？恰恰相反，据观察白天二氧化碳少，晚上二

氧化碳多。如果观察资料有限，人们会不会得出随着二氧化碳的升高，温度降低的结论呢？

如图 1 所示，地球每天的气温变化真正的原因是由于地球自转引起的,太阳刚出来天气很冷,

那是因为我们在漫长的夜晚没受到太阳的光照,地面和大气都已冷却下来了,到了中午大气和

地面都被加热了,并且此时太阳光是直射,被大气反射掉的能量 少,因此此时感到 热。 

我们假定一个人的生命只有 3 个月，那么人类会怎样认识气候变化？地球二氧化碳浓度

随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依次降低。即使观测资料和观测范围不足一年的情况下，人们也不会

得出气温变化是由二氧化碳变化引起的。地球上的四季不仅是温度的周期性变化，而且是昼

夜长短和太阳高度的周期性变化。昼夜长短和正午太阳高度的改变，决定了温度的变化。四

季的递变全球不是统一的，北半球是夏季，南半球是冬季；北半球由暖变冷，南半球由冷变

热。从春分经夏至到秋分，北半球处于夏半年，南半球处于冬半年。这些变化都是由于地球

围绕太阳公转引起的。 

 

图 1 地球自转引起气温日变化 

如图 2所示，地球自转和公转运动的结合产生了地球上的昼夜交替、四季变化和五带（热

带、南北温带和南北寒带）的区分。由于地球自转运动，产生了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现

象和昼夜的更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地表各种过程的周日变化（如大气物理过程的日变化）。通

过日变化和年变化分析，地球气温日变化与年内季节变化主要是由于地球自转和公转决定的，

确切地说是一种天文现象，轨道变化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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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球公转引起气温月变化 

3. 地球气温年际变化 

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地球每年的二氧化碳年内都在变化，但年际之间一直在增加，地球

温度年际之间也是变化的（有高有低），并不是随着二氧化碳的增加而相应增加。特别是近

10 年，地球表面温度变化几乎已经停止。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地球上的每天的气象变化万

千是什么原因导致或者什么力量驱动的？如果太阳系中只有太阳和地球，地球上的气候变化

就非常有规律。但太阳系里面有很多高速运行的行星并且大部分各自还有卫星，而且地球并

不是一个均匀的球体，各个不同的地方的引力场和磁场是不一样的，这就使得地球受到的引

力和磁场都在做微小的调整，各个板块之间相互挤压，从而使得地球上每天的气象变化都不

一样。 

如图 3 所示，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和所有受到太阳引力约束的天体的集合体：8 颗

行星、至少 165 颗已知的卫星、3 颗已经辨认出来的矮行星，和数以亿计的太阳系小天体。

太阳系里面的每颗行星的运动都满足开普勒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虽然总的合力是指向太

阳，但由于其它星体轨道变化导致引力方向和大小变化，从而地球自转和公转速度每天都在

做微小的变化。根据开普勒定律，地球离太阳近时，速度加快，离太阳远则相反。地球不同

的组成部分对来自不同方向的星体引力变化反应是不一样的，微小变化时主要是靠液体和空

气来进行自我调整，这就是大气和洋流运动的根本原因，我们 熟悉的是月亮会引起地球潮

汐变化。地核内部也存在巨大的能量，引力大小和方向变化是控制地球内部能量喷发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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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力平衡的过程中，需要通过火山喷发和地震等释放能量。当几个星体的引力合力即将处

于临界（ 大或者 小并且方向改变）状态时，如果合力方向（临界点）急剧改变无法通过

洋流逐步释放得到平衡时，地球板块之间的地震带薄弱地区或者火山口就剧烈释放能量，表

现为强烈地震或者火山爆发，天体合力方向改变和逐步离开后地球得到了动能。天体合力方

向急剧改变是地震前后地磁场略有变化的原因，地震与火山爆发是地球将能量释放出来，直

到地球得到的动能与地球势能平衡，地震（火山爆发）及余震就逐渐减弱下来，直到地震（火

山爆发）结束（如图 4所示）。由于人类的观测技术还有限，如何找到那些对地球影响比较大

的天体是人类今后预防地球某些重大自然灾害（地震、火山，台风等）的有效途径。开普勒

定律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那些天体，大的地震暴发周期长说明天体的运行

周期长，爆发时间长短可以判断天体合力方向变化的时间长短，震级大小可以判断天体对地

球引力作用大小。洋流的周期运动也是天体周期运动的结果，是天体引力作用于地球，地球

能量释放能量改变海水温度自我调整适应的结果。海洋是一个大的温泉系统，其温度变化主

要是天体周期运行通过引力大小控制地热（海底火山喷发）释放多少，从而调节气候变化。

“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的产生就是由于某几个不同天体周期影响的结果。 

 

图 3 太阳公转和其他天体运动引起地球气温年际变化（该图引自天体模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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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极端气候和地震与新天体和地球距离关系 

4. 结语-地球气候变化研究新观点 

事实上，太阳系也围绕着银河系进行自转和公转，太阳绕银河系中心的周期约 2.5 亿年，

由于太阳受到更多的天体影响，其自转存在较差（一个天体在自转时不同部位的角速度互不

相同的现象），太阳自转速率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还不清楚,既不是越转越快，也不是越转越慢，

而是在某一个上下限之间摆动，可见其也受其它天体的影响。银河系也并不是孤立的，在宇

宙中还存在像我们银河系一样的河外星系。从地球地质挖掘考古证明，地球的气候变迁直接

或者间接地与各种不同级别天体大的周期吻合，这更进一步的证实了地球的气候变化是由于

天体运行轨道变化引起的。人类在地球上的作用对气候变化影响是非常小的，二氧化碳变化

的变化只是在局部时间段内起了一个微调作用，对长周期的气候变化不起决定作用。 

月亮围绕地球转，地球围绕太阳转，太阳围绕银河系转，银河系又围绕另外一个更大的

天体系统在转。这些不同级别的天体在不同的体系里都有各自的周期表现：对于地球围绕太

阳这个级别系统而言，地球表现为春夏秋冬是周期性发生；对于太阳围绕银河性这个级别的

周期系统而言，地球表现为冰期和间冰期；对于银河系而言，则表现为冰川期。我们认为地

球每天天气（气象）不一样是由于星体轨道变化导致与地球之间的引力场和磁场变化，从而

引起地球系统水循环（包括大气水汽，降雨和洋流等等）和地球内部岩浆运动适应引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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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平衡。地球的热能和动能发生变化，地核会通过地热等形式释放热量引起海水温度的

变化。年内短时间内的洋流等周期变化，主要是受太阳和月球引力和磁场的影响。年际之间

大的变化（比如“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是由于其它周期更长的天体引力和磁场叠加

在太阳及月球引力与磁场上一起对地球的影响。地球上的每个物种和每个现象实际上也是一

种天文现象，它们的产生和消失都和天体轨道运行存在一定的关系，由于人类观测数据有限，

我们目前做的绝大多数研究仅仅局限于地球系统内部，但系统外天体变化规律研究可能更重

要。 

总之，大的气候变化周期是主要是由天体运行轨道周期决定，而每天的天气变化则是地

球和各星体引力场和磁场变化引起地球系统水循环（包括大气水汽，降雨和洋流等等）和地

球内部岩浆运动适应引力之间的动态平衡表象。相对而言，人类的作用太小了，只能被动适

用或者主动规避灾害，但几乎不能改变自然灾难的发生。举个例子，人类可以提前预测到地

震，甚至提前引发地震，但改变不了地震的发生。当太阳处于活跃周期辐射增强时，我们没

法减弱太阳的辐射强度和轨道距离，只能主动穿防辐射的衣服。太阳和其它星体也是在运动

的过程中由于各星体引力和磁场大小及方向变化做即时自我调整，比如太阳每天的辐射变化

和黑子周期的变化与地球的每天天气和气候变化是相似的，引力大小和方向变化控制太阳的

辐射变化。单纯地研究地球表面的气候现象，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很难准确进行长时间准确预

测。我们提出以大数据思维建立终极气候变化模型：以开普勒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为基础，

建立一个以太阳或者银河系为中心的引力和磁场变化模型，模拟在不同行星运动过程中，磁

场和引力方向变化以及太阳辐射变化怎样驱动地球大气水汽（云）、洋流运动和岩浆运动等，

从而引起每天不同的天气变化，特别是模拟引力场方向突变引起地震和火山喷发，从而更加

准确地预报每天天气和重大自然灾害。我们还可以通过地球上极端气候变化时间变化规律来

反推天体运动变化规律[3][4]， 当然，人类可以用高科技改变局部磁场引起局部天气变化，

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用大数据思维建立复杂气候变化模型是未来气候变化研究的趋

势。 

致谢：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41440047)、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专项资金 (编

号:IARRP-2015-26)、农业部农业信息预警专项 (编号:534-2&3)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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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是第七届海峡两岸遥感/遥测研讨会会议(2014 年 10 月 20 日~ 24 日  山东·青岛）会议交流部

分思想和在 2015 年 2 月 ICESS 会议交流时进一步修改后的论文版本。英文版本发表在：Scientific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 “K. B. Mao, Y. Ma, T.R. Xu, Q. Liu, J.Q. Han, L. Xia, X. Y. Shen, T. J. He，A New Perspective 
about Climate Change，Scientific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March 2015, Volume 5, Issue 1, PP.12-17.”。现在传

统的气候变化研究难以对天气和气候变化做长期预测和模拟，本研究抛出新的研究观点，提出新的研究思

路，以引起大家新的思考，启动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毛克彪，发表论文近 100 篇（第一作者近 70 篇），SCI 论文近 20

篇，EI 27 篇，专著 1本，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项,软件专利 6

项，第一作者论文被引用超过 2000 次，作为主要参与人获得北京市

自然科技进步三等奖 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2009 年被农

业部区划学会提名参加中国青年科技奖评选。主要从事，农业大数

据、气候变化、农业遥感、微波、热红外遥感、空间数据挖掘及 GIS

应用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针对 MODIS 的实用劈窗算法和同时反演

辐射率和地表温度的多波段算法，提出了针对 ASTER 数据的劈窗算

法和用神经网络优化的同时反演地表温度和发射率的多波段算法，提出了利用先验知识从

ASTER 数据反演近地表空气温度方法,提出了针对被动微波数据 AMSR-E 反演地表温度的物理

统计算法和用微波指数反演土壤水分的算法，提出了利用神经网络和多传感器以及不同分辨

率遥感数据从 AMSR-E 反演地表温度。在 2008 年中国南方重大雪灾监测中利用自己提出的算

法做出的图件提交到了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得到了国家遥感中心领导和李小文院士的高度赞

扬，被邀请给地球物理学报(IEEE Trans.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sning)、地球物理研究

（Journal of Geophysical of Research)、国际遥感(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传感器(Sensors)、中国科学、高技术通讯、兰州大学学报、中国矿业大学、遥感

学报、国土资源遥感、遥感信息等期刊和国内外会议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