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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河流域 (# 余年降水量的
_.1829小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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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区域降水量的变化规律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旱涝灾害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根据乌鲁木齐

气象站 $L&$."#$N 年的降水量数据!结合统计检验方法"\?0F)7小波分析法对降水时序进行了统计特征研究# 结

果表明-乌鲁木齐河流域全年降水量未来均以偏枯为主!年降水量周期主要受春夏季降水量周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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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是地球上淡水资源唯一的补给来源"是区域

水资源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乌鲁木齐河作为乌鲁木齐

市的主要生活与工业供水水源"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动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分析其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及内

在规律"对于区域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旱涝灾害防治

有着重要的意义
0$V"1

( 基于此"本文根据乌鲁木齐市气

象站 $L&$-"#$N 年逐日降水资料"采用统计检验方法

与\?0F)7小波分析法对流域降水特征进行分析"取得

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_.1829小波分析

小波变换是 "# 世纪 '#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时频

联合分析方法"在时域和频域都可以很好地表征信号

的局部特性"克服了 D?B0*)0分析的不足( \?0F)7小波

在低频部分具有较高的频率分辨率和较低的时间分辨

率"而在高频部分具有较低的频率分辨率和较高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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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辨率"这些优点对于研究降水的周期变化特征非

常有利(

对小波基函数进行尺度伸缩和空间平移"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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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小波,

!+---尺度因子"反映小波的周期长度"也叫伸

缩因子,

!J---时间因子"反映时间上的平移"也叫平移

因子(

由于降水序列是离散的"因此本文采用离散小波

变换"若取样时间间隔为 ,

3"样本容量为 Q"则对于能

量有限的信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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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小波系数"随参数 +%J变化"能同

时反映时域参数J和频域参数 +的特性(

小波方差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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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方差随尺度 + 的变化过程称为小波方差图"

反映波动能量随尺度的分布( 通过小波方差图可以确

定一个序列中存在的主要时间尺度"即主周期(

"%乌鲁木齐河流域降水量时间变化分析

"M$!降水量时间趋势分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科研数据共享服

务网"经初步处理后得到月降水量%季降水量与年降水

量)见表 $*( 乌鲁木齐河流域年降水量差异明显"多

年平均值为 "%#M'88"春季 )O-& 月*与夏季 )K-'

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KOM&P"分别为 'KMO88与

'&M&88,秋季 ) L-$$ 月* 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NM#P"为 K&88,冬季)$"-次年 " 月*降水量最少"多

年平均为 ON88( 因此"本文主要对乌鲁木齐河流域年

降水量和四季降水量进行分析(

由 $L&$-"#$N年乌鲁木齐河流域年降水量的趋势分

析可以看出)见表 "*"年降水量倾向率为 $NM$$88Q$#="

年降水量序列的 4<)=08=, 相关系数为 #MON%"通过了

#M#$ 的置信度检验"说明年降水量增长趋势显著( 此

外"春%夏%秋季的降水量均呈现增加趋势"但均未通过

#M#$ 的置信度检验"说明春%夏%秋季的降水量增长趋

势不显著,冬季降水量呈现增加趋势"降水量倾向率为

OML&88Q$#="降水量序列的 4<)=08=, 相关系数为

#MN%$"通过了 #M#$ 的置信度检验"说明冬季降水量增

长趋势显著(

表 *%乌鲁木齐河流域多年平均四季降水量统计

季!节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降水量Q88 'KMO '&M& K&M# ONM#

降水比例QP O$ML O$MK "NM# $"M&

表 "%乌鲁木齐河流域年,季降水量倾向率及相关系数

季 节 倾向率Q)88Q$#=* 相关系数 趋 势 显著性

春季 OMO' #M""' 增加 不显著

夏季 NMOK #M$K$ 增加 不显著

秋季 "MN" #M$'O 增加 不显著

冬季 OML& #MN%$ 增加 显著

全年 $NM$$ #MON% 增加 显著

"M"!基于小波分析的降水量周期特征

将乌鲁木齐河流域 $L&$-"#$N 年的降水距平序

列绘制出实部等值线图)见下图*( 为了更客观地找

到降水序列的主次周期"绘制出流域年与春夏季降水

量距平的小波方差图(

由图)=*可知"年降水量表现出不同的周期交替

变换现象"除去 &=以下时间尺度"K=和 "#=的小波方

差值大"故流域年降水量的主周期为 K="次周期为

"#=( 由图)G*可知"春夏季降水量也存在不同的周期

交替变换现象"除去 &=以下的高频振荡区"L=和 ""=

的小波方差值较大"故流域春夏季降水量的主周期为

L="次周期为 ""=(

根据小波方差的检验结果"绘制出乌鲁木齐河流

域全年和春夏季降水量主%次周期的小波实部过程线"

可以看出自 $L&$ 年以来流域年降水量序列存在平均

周期和丰枯变化特征( 在 K=时间尺度上"大约经历了

$# 个丰枯转换期" "#$$-"#$N 年为相对枯水期"

"#$&-"#$% 年为相对丰水期,在 "#=时间尺度上存在

O 个周期的丰枯变化( 在 "##L-"#"L 年的新一轮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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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全年和春夏季降水距平的小波方差图

里""##L-"#$L 年为相对枯水期""#"#-"#"L 年为相

对丰水期( 春夏季降水量序列在 L=时间尺度上大约

经历了 K 个丰枯转换期""#$#-"#$N 年为相对枯水期"

"#$&-"#$' 年为丰水期,在 ""=时间尺度上存在 " 个

周期的丰枯变化""##L-"#"# 年为相对枯水期(

对乌鲁木齐河流域全年和春夏季降水量主周期进

行滑动 3检验"结果表明年降水量和春夏季降水量的

主周期无显著性差异,对全年和夏季降水量的次周期

进行D*62)0小样非参数随机化检验"结果表明全年和

夏季降水量无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乌鲁木齐河流域

年降水量的周期主要由春夏季降水量的周期决定(

+%结%论

:M$L&$-"#$N 年"乌鲁木齐河流域年降水量呈明

显上升趋势( 四季降水量均呈上升趋势"除冬季降水

量显著增长外"其余季节增长趋势均不明显(

DM\?0F)7小波分析结果表明!乌鲁木齐河流域未

来几年降水量以偏枯为主"年降水量的周期主要由春

夏季降水量的周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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