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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旱涝灾害是制约叶尔羌河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预测研究区旱涝灾害变化趋势"本文选取

IM$I'L"I$ 年叶尔羌河流域 Q 个气象站的逐月降水量数据"利用标准化降水指数和小波分析方法"分析近 #" 年来

研究区旱涝演变特征% 结果表明(该区旱涝事件发生频率高"不同时间尺度旱涝事件发生的平均频率为 QLK#P&在

年代际尺度上"L" 世纪 J" 年代干旱事件发生的频率最高"为 L$KLP&其次是 L""I'L"I$ 年"频率为 LLKJP"M" 年

代洪涝事件发生的频率最高"为 OIP&研究区旱涝变化有 Q 个特征时间尺度"分别为 Q 年$I" 年$L$ 年和 OI 年"预

测未来几年降水仍然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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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aBB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

置疑的事实.I/

% 气候变暖不仅直接影响温度极值波

动"而且已经导致高温(干旱和暴雨洪涝等极端气候事

件发生频率增高(强度加大"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响应的

'$&'



敏感区和脆弱区.LDO/

% 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开展了很多

具有区域特色的旱涝事件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Q/

%

叶尔羌河流域位于新疆南部"该地区降水稀少"蒸

发强烈"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绿洲经济"灌溉农业-是

其显著特点"干旱是绿洲灌溉农业最大的威胁% 已有

文献鲜有报道基于气象干旱指数的该流域干旱演化特

征研究% 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基于近 #"

年来叶尔羌河流域 Q 个气象站逐月降水数据"利用标

准化降水指数#9681>84>,H*> ;4*5,;,686,01 ,1>*+"ga&$"从

时间尺度上"系统分析该地区旱涝变化特征% 这对于

较准确地把握叶尔羌河流域旱涝出现规律(转换机制

以及指导众多水库科学调度"缓解发电(灌溉与防汛间

的矛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研究方法

LKI!标准化降水指数#ga&$

降水量分布一般是一种偏态分布"所以在进行降

水分析和干旱监测(评估中"采用
/

分布概率来描述降

水量的变化% 标准化降水指数 ga&是在计算某时段降

水量的
/

分布概率后"再进行正态标准化处理"最终用

标准化降水累积频率分布来划分干旱等级.$/

% 具体计

算步骤为!假设某一时段的降水量为随机变量 +"则其

/

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G$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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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8函数%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求解
#

(

"

% 确定概率密度

函数中的参数后"对于某一年的降水量G

"

"对 (#G$从 "

至G

"

进行数值积分可以计算出随机变量G小于G

"

概率

的近似估计值% 由于 Y8==8方程不包含 GU" 的情

况"所以降水量为 " 时的事件概率=由下式估计!

=#GR"$ RJT'

式中!J&&& 降水量为 " 的样本数)

' &&& 为总样本数%

对
/

分布概率进行正态标准化处理"将求得的概

率值代入标准化正态分布函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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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求解得到M值"即为 ga&值%

ga&是_5d**等提出来的"是一种功能强大(应用

灵活(计算简单的指数"能很好地反映干旱的强度和持

续时间"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干旱强度评估指数"优于

M指数"目前已广泛运用于各国的气象旱涝检测% 本

文利用 ga&分析叶尔羌河流域的旱涝变化特征"并分

别计算 I(O(#(IL 个月的 ga&"其中 ga&

I

表示 I 个月的

ga&值"以反映短时间的降水状况"比较接近土壤湿度)

ga&

O

表示 O 个月的 ga&值"以反映短期气象干旱的特

征"即降水季节性的变化)ga&

#

表示 # 个月的 ga&值"反

映中长时期的降水状况)ga&

IL

表示 IL 个月的 ga&值"

以此指数来反映长时间降水的演变特征% 旱涝类型根

据 ga&值划分为 M 个等级.#/

%

LKL!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4*5,;,686,01 83104=,67;*45*16D

82*"a8$反映了某一时段降水与同期平均状态的偏离

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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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某时段降水量"==)

:

&

&&& 多年平均同期降水量"==%

%&结果与分析

OKI!不同时间尺度下 ga&的变化特征

由图 I#8$可以看出叶尔羌河流域 ga&

I

在 " 线上

下波动频繁"这是由于 ga&

I

反映的是短时间降水状况"

没有考虑前期降水的影响"降水时间的持续性弱"受短

时间降水影响大"所以 ga&

I

变化大% IM$I&L"I$ 年间

有 LKLP的月份属于严重或极端旱涝月份"而这些极

端和严重干旱月份 JNK#P是出现在秋冬季节% 由此

表明"秋冬季节易出现短时期的干旱事件%

由图 I#3$可以看出 ga&

O

呈震荡波动状态"旱涝交

替频繁% 近 #" 年间"LK#P属于严重或极端旱涝事件"

典型的季节性严重和极端干旱事件的年份为 L"II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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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JM 年和 IMMM 年"典型的严重和极端洪涝事件的年份

为 IM$Q 年(IMMO 年(IMMJ 年和 L""L 年"这与叶尔羌河

流域旱涝发生的实际情况基本一致% 由此认为"根据

长时间序列逐月降水量数据计算得出的 ga&

O

能较好地

反映研究区实际情况%

由图 I#5$可以看出叶尔羌河流域 ga&

#

"近 #" 年"

IK#P属于严重或极端旱涝事件"相比 ga&

O

其频率稍有

降低"但旱涝持续时间明显延长% 由此表明"随着 ga&

时间尺度的增长"旱涝的等级会发生变化"且旱涝的开

始时间与终止时间会相应地延后"这意味着时间尺度

越长"越能充分反映前期降水对旱涝的累积影响%

由图 I#>$可以看出对于 ga&

IL

而言"研究区近 #"

年的旱涝变化过程大致分为 $ 个阶段!IM$I&IM$$ 年

相对湿润"干旱事件出现频率低)IM$#&IMJ" 年旱涝

程度均不大"但干旱程度略高于洪涝)IMJI&IMM" 年

旱涝交替出现"旱涝程度较前一阶段大)IMMI&L""O

年为湿润期"洪涝事件发生频率高)L""O 年后又由洪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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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G 年叶尔羌河流域不同

时间尺度旱涝变化特征

向干旱转变"且干旱事件发生频率较高% 长时间连续

的洪涝或干旱事件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连续

N 个月及以上洪涝事件大约每个年代分别出现一次

#除 M" 年代出现 L 次$"维持时间最长的是 IM#M 年 N

月&IMJI 年 O 月"长达 L" 个月% L" 世纪 #" 和 N" 年代

各出现 I 次连续 N 个月及以上干旱"J" 年代出现 L 次"

而近十几年来出现 Q 次"这表明干旱事件有明显增加

的趋势%

根据不同时间尺度的 ga&"叶尔羌河流域旱涝事件

出现的频率较高"不同时间尺度旱涝事件发生的平均频

率为 QLK#P"其中极端和严重旱涝事件发生的频率较

低"为 IKNP"轻微旱涝事件发生的频率最高"为 OIKMP%

OKL!不同等级旱涝频次的年代际变化

该流域不同年代极端旱涝事件发生频率最低"其

频率平均值仅为 "K$P)正常的频率最高"为 $$KOP)

其次是轻微旱涝事件"为 OOKQP% 其中 L" 世纪 M" 年

代降水最多"该年代发生了 L 次特大洪水"分别是 IMM#

年和 IMMN 年"洪涝事件发生的频率高达 O"P)严重干

旱事件发生的频率最高"为 QKLP"该年代旱涝事件发

生的频率最高"为 $LK$P% 其次是 #" 年代"降水也偏

多"轻微洪涝事件发生的频率最高"为 LOKOP% L""I&

L"I$ 年"降水最少"极端干旱事件发生的频率最高"为

IKLP"干旱事件发生的频率为 LOP% 其次是 J" 年代"

干旱事件发生的频率最高"为 L$KNP% 不同年代洪涝

事件发生的频率的变化大于干旱事件%

OKO!旱涝周期变化

将 IM$I&L"I$ 年的 ga&进行 _04<*6小波分析"以

揭示叶尔羌河流域近 #" 年来旱涝的周期变化规律%

图 L#8$的红色#蓝色$渲染表示小波系数实部为正数

#负数$"表明降水偏多#偏少$"颜色越深"表示旱涝程

度越大% 图 L#3$的小波系数模部平方相当于小波能

量谱"数值越大#红色越深$表示波动能量越强(周期

越显著% 图 L#5$的小波方差能反映 ga&的波动能量随

时间尺度的分布情况"可确定旱涝变化过程中存在的

主周期% 在图 L#3$中有 Q 个能量最聚集的中心"它们

代表波动能量变化的特性"这 Q 个中心分别是!

&

尺度

'&&'



范围在 LO TOI 年"波动能量在 L" 世纪 M" 年代后期以

来表现最为强烈)

'

中心尺度为 OI 年"其波动能量较

强且贯穿整个时期)

(

中心尺度为 I" 年"波动能量主

要影响的时域是 L" 世纪 J" 和 N" 年代)

2

中心尺度为

Q 年"波动能量主要影响的时域是 L" 世纪 #" 年代后期

至 N" 年代前期以及 L""I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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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G$'#($G 年叶尔羌河流域旱涝变化小波分析

!!这表明旱涝周期变化的局部化特征明显"即在不同

时域"变化周期不完全相同% 在图 L#5$中有 Q个比较明

显的峰值"分别为 Q年(I"年(L$年和 OI 年"说明这 Q 个

尺度的主周期在研究区近 #" 年来的旱涝变化中起主要

作用"其中最大峰值对应着 OI 年特征时间尺度"表明其

周期震荡性最强(周期最显著"为该地区旱涝变化的第

一主周期"L$年(I"年和 Q年分别为旱涝变化的第二(三

和四主周期"这一结果与上述图 L#3$的分析结果大抵

一致% 具体表现在!OI年特征时间尺度大概经历了 O 个

旱涝交替期"旱涝变化的平均周期为 LL 年"旱涝中心为

IM#O年(IMJQ年(IMN$年(IMMN年(L""J年(L"I$年)在L$

年特征时间尺度上"大概有 Q 个周期的旱涝交替期"平

均变化周期为 I#年)在 I"年特征时间尺度上"大约有 M

个周期的旱涝交替期"平均变化周期为J年)在Q年特征

时间尺度上"大概有 LO 个周期的旱涝交替期"平均变化

周期为 O年% 无论是哪个时间尺度"L"I$ 年后小波系数

实部均呈现正值的趋势"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研

究区降水偏多%

-&结&论

;K叶尔羌河流域 IM$I&L"I$ 年旱涝变化过程大

致可以分为 $ 个阶段!IM$I&IM$$ 年相对湿润)IM$#&

IMJ" 年"旱涝程度不高)IMJI&IMM" 年"旱涝交替出现"

旱涝程度较前一阶段大)IMMI&L""O 年为较湿润)L""O

年后较干旱"近十几年来干旱事件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EK叶尔羌河流域夏季洪涝事件发生的频率最高"

冬季干旱事件发生的频率最高"近十几年来"四季的干

旱事件普遍增加% L" 世纪 M" 年代降水最多"不同等级

洪涝事件发生的频率都较高"L""I&L"I$ 年降水最

少"极端干旱事件发生的频率最高"J" 年代降水也偏

少"干旱事件发生的频率最高%

1K叶尔羌河流域旱涝交替变化存在 Q 年(I" 年(

L$ 年和 OI 年这样 Q 个时间尺度"无论是哪个时间尺

度"L"I$ 年后小波系数实部均呈现正值的趋势"表明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该地区降水偏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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