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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设计暴雨和暴雨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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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面回顾了中国近 50 年来的暴雨研究工作, 分别介绍了有关设计暴雨地区综合研究成果、

设计暴雨分析计算方法的改进以及暴雨特性研究的进展; 概略叙述了各项研究的主要内容、资料

基础、分析方法和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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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灾害是经济损失最严重、人口伤亡最多和社会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暴雨是形成

中国洪水的主要来源, 全国 8 万多座水库的设计洪水大多由设计暴雨计算, 半个世纪以来暴雨

研究深受关注。与流量观测相比, 降雨观测系列较长, 雨量站网密度较高, 暴雨特征受下垫面

影响和人类活动影响较小, 因此暴雨研究在今后将更趋重要。

暴雨研究可分为以预报为目的的暴雨的形成、发生、发展研究[1, 2 ] (主要研究大气) , 及以土

木工程建筑设计为目的的暴雨多年统计与设计计算 (主要研究降落到地面上的雨量)。水利水电

部门多考虑大中面积和中长历时设计暴雨, 还注重利用暴雨预报和监视, 为江河和水利水电枢

纽的防汛服务。

本文主要以 1975 年 8 月特大暴雨以来的研究为重点, 回顾了 50～ 90 年代中国的暴雨研究

工作。

1　设计暴雨实用性研究

1976 年 2 月, 水利电力部与中央气象局联合提出了编制可能最大暴雨等值线图的任务;

1978 年 8 月, 水利电力部又组织全国进行设计暴雨的研究。在 1977～ 1988 年期间, 先后完成了

多项设计暴雨综合研究成果, 直接为设计洪水计算使用。

111　多种历时的暴雨统计参数等值线图

暴雨在地区上的分布是连续的, 因此设计暴雨特征值可以采用等值线图来表达。由于特大

暴雨出现的随机性很大, 单站的雨量系列往往缺乏代表性, 必须在大范围内作地区综合[3 ]。国外

对此也十分重视[4～ 7 ]。

我国于 50 年代开始研制暴雨统计参数等值线图[8 ] , 成果汇编于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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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中国水文图集》 (1963)。各省区也出版了地区的图集和手册。

70～ 80 年代先后编制的设计暴雨图集有“中国年最大 10m in、60m in、6h、24h、3d 点雨量

均值以及变差系数等值线图”, 这些成果分别由水利电力部、中央气象局以及水利电力部水文局

和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批准使用 (表 1)。
表 1　中国暴雨统计参数编图情况

Table 11 Comp ila tion of the maps for the sta tis tica l parameters of Ch ina′s ra in storm s

历时
采　用　资　料

计算统计参数 编制暴雨极值图
站数 站年数 站数 站年数

资料
终止
年份

成果
批准
年份

10m in 2 583 47 579 5 351 64 757 1982 1984
60m in 2 780 53 478 6 634 78 714 1979 1983

6h 4 809 97 416 12 491 171 158 1979 1983
24h 6 562 134 630 14 000 190 000 1975 1977
3d 8 254 208 311 21 400 384 873 1985 1988

这套成果资料丰富, 编制技术比较统一[9 ] , 重视分析研究, 注意收集和移用邻近地区特大暴

雨资料, 加强综合分析和合理性检查, 多次进行协调修改, 最后审查验收。因而设计暴雨的精

度比以往有了明显提高。目前, 水利部水资源水文司正组织全国各地区水文水资源单位联合修

订暴雨统计参数图集。研究内容有所扩展, 多种历时统一分析和协调, 普遍使用水文数据库和

建立暴雨专业数据库, 统一采用电子计算机分析和协调参数, 并以电子地图的形式储存、修改

和查询参数等值线图, 成果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112　实测和调查最大点雨量记录和分布图

以每一个经纬度为地区单元, 列出每单元若干个历年最大点雨量, 并绘制分布图, 制作

“中国最大 10 m in、60 m in、6 h、24 h、3 d 点雨量记录”和“中国实测和调查最大 10 m in、60

m in、6 h、24 h、3 d 点雨量分布图。”该成果成为随后开展设计暴雨和暴雨分析研究的基础。

暴雨统计参数图集和点雨量记录已由水利电力部、中央气象局“编制全国可能最大暴雨等

值线图组织协调小组办公室” (即“雨办”) 和水利电力部“暴雨洪水分析计算工作协调小组办

公室”(即“雨洪办”) 于 1978～ 1988 年分历时陆续出版。各省区也出版了本地区大比例尺的图

表集, 供工程规划设计使用。

113　暴雨时面深资料

全国“雨洪办”组织各地区分析了近千次暴雨时面深关系, 其中 504 次暴雨时面深关系以

《中国暴雨历时面积雨深资料》的形式于 1984 年出版。“雨洪办”主持的场次洪水分析[10, 11 ]对 30

年代以来的几十次暴雨列出了天气、雨图、时面深等内容。暴雨洪水及干旱年鉴[12 ]也分析各次

暴雨的时面深关系。

2　设计暴雨计算方法

设计暴雨 (包括可能最大暴雨) 计算方法的主要研究成果已列入设计洪水计算规范和计算

手册[13～ 16 ]。

211　暴雨频率分析和可能最大暴雨

水利科学研究院水文研究所于 50 年代系统研究了中国暴雨洪水频率计算方法[8, 17, 18 ] , 包括

选样、经验频率公式、线型、特大值处理、参数地区综合、分期暴雨频率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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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等开始研究可能最大暴雨。1973 年首次列入设计洪水计算规范[13 ]。

1977 年编制了“中国可能最大 24 小时点雨量等值线图”[19 ]。美国于 70 年代末开始对可能最大降

水再次进行了系统研究[4, 20, 21 ]。我国在引进世界气象组织推荐技术的同时, 也对估算方法和应用

进行了分析研究[13, 16, 22～ 25 ]。

212　时面深关系和时面雨型

60 年代初, 我国对时面深关系作了许多研究, 70～ 80 年代补充了大量资料, 改进了计算方

法, 成果精度大为提高。

(1) 雨深- 历时关系　早年采用 24h (1d) 雨量配以暴雨强度递减指数 n 推求短历时设计暴

雨。60 年代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历时的 n 值往往随频率变化, 因而短历时设计雨量不宜采用平

均情况条件下的 n 值推算, 对不同频率采用加减 ∃n 的方法处理。80 年代又发现东部地区短历时

(尤其是特短历时) 暴雨的年际变化较小, 统计参数的地域变化小于长历时暴雨, 自记雨量资料

积累较多, 因此短历时设计暴雨宜改用短历时暴雨直接频率计算以及分段雨量统计参数- 历时

关系内插的方法计算[9, 26 ]。

(2) 雨深- 面积关系　我国在 60 年代开始研究暴雨定点定面关系[17 ]。广东省水文总站 1981

年首先对全省作地区综合, “雨洪办”又组织全国共分析小流域和实验站 106 处, 综合分析了南

方地区的定点定面关系[27 ]。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和江西省水文总站对江西雨量站网密度实验

研究区 (1 280km 2, 209 处自记雨量站) 作了分析[28 ]。我国已对上千次暴雨动点动面关系作了综

合[27 ]。近年来, 还分析研究了站网密度、历时、季节、雨量大小对动点动面误差的影响[29 ]。利

用电子计算机分析了不同起迄时间滑动计算最大暴雨时面深的方法, 揭示不同面积区间的最大

面雨深往往由不同起迄时间的降雨所形成[30 ]。中外研究结果表明, 动点动面关系具有明显的物

理意义, 用于描述一次暴雨的雨量由暴雨中心地点向四周递减的规律。定点定面关系则具有统

计意义, 描述固定测站暴雨统计特征和具有确定边界的流域或地区内面平均雨深的统计特征之

间的关系, 反映地区内各站点年最大雨量发生于同一起讫时间的程度, 适用于设计暴雨分析

计算。

(3) 时面雨型　80 年代美国提出了面雨型分析的新方法[31 ] , 我国也作了研究[15 ] , 提出了时

程雨型特征和面分布雨型特征的定量指标, 研究了暴雨天气类型、地形、历时等对雨型的影响,

给出了符合暴雨特性的设计雨型计算方法。

3　暴雨特性研究

几十年来, 对中国暴雨特性, 尤其是特征值的地域分布进行了多方面的综合分析研究[32 ]。

311　雨量极值地域分布和最大时面深记录

在 1976～ 1987 年, 研制了 5 种历时实测和调查最大点雨量分布图和记录表, 分析了点雨量

极值的地域分布, 探讨了暴雨极值与天气系统、历时、季节的关系[33 ]。成果显示, 暴雨极值的

地域分布表现为东西差别大、南北差别小; 地形对长历时暴雨影响明显大于短历时暴雨。特短

历时创记录大暴雨一般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局地暴雨, 长历时大暴雨则为东部地区的低涡切变

和热带气旋所形成。经过补充, 又制作了中国实测和调查最大点雨量—历时关系图表[15, 16 ] , 并

与国外记录作比较。对比表明, 中国 30m in～ 10h 之间的短历时调查暴雨记录和 3h～ 3d 之间的

中长历时实测雨量记录已接近世界最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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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930 次暴雨时面深关系, 研究了我国的暴雨笼罩面积、面平均雨深、一次暴雨总量的

地区分布, 并分析了中国最大暴雨时面深记录[34～ 36 ] , 类似成果在当今世界上只有美国等少数国

家进行过全面分析[20 ]。中外记录比较表明, 中国暴雨中心雨量和小面积雨量超过了美国和印度;

面积较大时, 短历时雨量小于美国, 长历时雨量则大于美国, 但小于印度。该成果不但是设计

暴雨和可能最大暴雨估算合理性检查的重要工具, 而且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312　雨深—历时关系

(1) 雨量统计参数- 历时关系　对 10m in～ 1a 之间降水量统计参数- 历时关系作了系统研

究[26, 37 ] , 讨论了关系曲线的形式、季节变化、地形影响和地域分布。变差系数- 历时关系及其

地域分布等一系列研究成果揭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暴雨分布规律。变差系数- 历时关系一般呈

铃形分布, 中间有一个历时区段变差系数较大, 该历时在干旱地区很短 (3h 以下) , 但在沿海湿

润地区较长 (有些地区可大于 24h)。

(2) 同次暴雨时深关系　1979 年我们讨论了“各历时最大”和“同次”暴雨时深关系的区

别以及用变动“主历时”综合的方法, 讨论了时深关系曲线上稀遇程度最大的特征点[33 ]。

313　雨深—面积关系

近千次暴雨动点动面时深综合成果[32 ]显示了时面深关系的地区差别, 以及随地形、历时、天

气系统的变化。利用江西雨量实验资料分析了面积、历时、频率、季节、流域形状对定点定面

系数的影响[28 ]。中国和英国的研究成果表明, 湿润地区定点定面点面折减系数明显小于动点动

面关系。江南地区的点面系数具有较大季节变化。

314　时面雨型

(1) 时程分布雨型　暴雨时程分布雨型 (时雨型) 研究了 3 种时段, 分析暴雨 1 578 次。分

区研究了雨型特征: 降雨“阵数”(连续超过规定标准降雨强度的几个时段降雨组成一“阵雨”,

一次降水过程可包括若干次“阵雨”)、降雨持续时间、两阵雨之间的间隙时间、最大时段雨量

出现于各时序的百分数以及各时段雨量的比例[15 ]。此外, 还研究了天气系统、雨量大小、流域

面积等因素对时雨型的影响。

(2) 面分布雨型　对全国 143 次大暴雨作研究, 将等雨深线概化为椭圆形, 分析各次暴雨

各标准面积的面雨型特征: 反映椭圆长短轴之比的形状比率以及主雨轴的方位。成果[15, 32 ]显示

了面雨型特征与降雨面积、历时、天气系统、地形的关系。例如梅雨的形状比率明显高于热带

气旋雨, 梅雨的雨轴走向比较稳定, 且与热带气旋雨有明显不同。

(3) 暴雨演变　近年来, 为配合大江大河的防汛, 分析各大流域各种天气的暴雨演变和时

面组合类型, 讨论了暴雨活动和发展与天气系统演变的关系。

315　季节变化

我国东部和南部属东亚季风区, 降水季节变化强烈, 水利水电工程的运行也有分期洪水研

究的需求。国外对暴雨季节变化研究比较重视[38 ]。90 年代中国分析讨论了旬、月降水的季节变

化, 绘制了中国降水季节集中系数等值线图。计算了全国 88 站分月年最大 1d 点雨量统计参数,

并绘等值线图, 讨论分月参数对全年的比率。还研究了分月暴雨极值地域分布, 分地带绘制了

最大雨量出现日期散布图。对暴雨时面深关系和时面雨型的季节变化也作了讨论[39 ] , 还重点研

究了热带气旋暴雨和低涡切变暴雨的发生季节以及暴雨洪水特性[40～ 43 ]。成果表明, 暴雨的季节

变化和月降水有差异, 稀遇暴雨和常遇暴雨、热带气旋暴雨和低涡切变暴雨的季节变化也均有

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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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暴雨日数和暴雨水资源比率

通过 671 站 30 年雨量资料研究了中国暴雨日数的地域分布[32 ]。对特大暴雨还研究了连续

暴雨极端情况。我国各地全年各量级日降水量的级配有明显差异, 不少地区全年累积暴雨量占

年降水量的比率 (暴雨水资源比率) 很大, 研究成果给出了中国暴雨水资源比率等值线图[44 ] , 有

助于水资源利用的研究。该图指出, 中国东部有多个地区 (华南、淮河、燕山) 水资源比率高

达 013 以上, 暴雨水资源利用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317　暴雨天气系统

按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分别对产生暴雨的主要天气系统进行了综合[32 ]。对

东部季风区, 重点讨论了华南前汛期暴雨、江淮梅雨、华北和东北暴雨。对各地区暴雨普查进

行分类综合, 还对一些特大暴雨作专题研究。在天气系统对暴雨影响方面, 重点讨论西风槽、低

涡、切变暴雨与热带气旋暴雨的区别。对热带气旋暴雨的影响范围、各地区出现频率、稀遇和

常遇暴雨影响地区的差别、降雨时面分布特征等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40, 41 ]。

318　地区暴雨特性

除了全国性的暴雨特性研究[32, 45 ]外, 也开展了不少地区性暴雨特性的综合研究。其中如南

方湿润地区[46 ]、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47 ]; 也有对特大流域的研究, 如长江[48 ]、黄河[49 ]、西南横

断山脉四江等; 还有省区一级的研究[50, 51 ]。地区暴雨研究由于范围较小, 暴雨特性比较一致, 分

析更为深入。

4　研究特点与进展

411　基本资料的积累和收集

雨量资料是暴雨研究的基础, 研究工作都应十分重视基本雨量资料的积累。半个世纪以来,

水文部门的水文测站网从 1949 年 353 处增加到 80 年代的 2 万多处 (表 2) [52 ]。水利工程管理以

及气象、城建等部门还有不少雨量观测资料, 对暴雨极值的分析研究很有价值。除了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雨量观测资料外, 中国还特别重视暴雨调查[53, 54 ] , 尤其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华北、西

北大多省区最大 6h 调查雨量约相当同地区实测最大值的 2 倍[15 ]。在可能最大暴雨等值线图编

制工作中已有几十次调查暴雨资料得到利用[3 ]。
表 2　水文测站发展

Table 21 D evelopmen t of the hydrolog ica l sta tion s in Ch ina

年份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雨量站 234 5 684 10 154 15 732 15 602
水文测站 1 079 11 017 13 998 20 399 20 106

　　注: ①水文部门所属测站, ②“水文测站”中除雨量站外, 还包括有水文站、水位站、实验站等, 基本上都兼测雨量。

412　基础分析研究工作

各省 (市、自治区) 对本地区几十次至几百次大暴雨作了“暴雨普查”[3, 16 ] , 分析其发生日

期、暴雨中心位置、雨量、起迄时间、雨区范围、环流形势、天气系统、水汽入流方向等。各

地区还对其中若干次特大暴雨进一步分析时面深关系、降雨过程、等雨深线、暴雨移动情况、多

层天气图、水汽输送、中小尺度分析、地形影响等工作, 建立了“暴雨档案”。《水文》于 1980

年起开辟了“历史暴雨”和“暴雨洪水”专栏。各省 (市、自治区)、流域及自然区还开展地区

性暴雨特性分析研究并作暴雨分区[32 ]; 气象部门也出版了不少地区暴雨书籍[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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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地区综合分析

由于特大暴雨的暴雨中心, 在一个测站上出现的概率非常小, 暴雨雨深的水平梯度又很大,

加上绝大多数测站的观测系列在 50 年以内, 因此点暴雨统计特征的分析研究必须充分利用地区

内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 加以地区综合分析, 并以等值线图等形式加以表达[3 ]。其他暴雨特征,

如时面深关系、时面雨型等研究, 因各次暴雨的差异很大, 也必须进行地区综合分析。因此, 地

区综合分析是暴雨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

414　暴雨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经过多年的研究, 发现暴雨特征的地区差异一般与地理、气候有关, 并且各特征之间也有

影响。例如暴雨面分布雨型, 国外将概化等雨深线图形中长短轴之比 (形状比率) 给出一个定

值, 但经过分析, 发现梅雨与热带气旋雨的暴雨形状比率差异明显, 而且还随雨量历时而变[15 ]。

415　新领域新方法研究

随着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运用要求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 对设计暴雨的研究领域必须相

应发展。设计暴雨时面雨型、暴雨季节变化以及暴雨水资源比率等研究工作都逐步展开[15, 39, 44 ]。

当人们对暴雨的认识逐步提高之后, 有些计算方法也得到改进。例如以往短历时设计暴雨

一般采用 24h 设计暴雨, 配合暴雨递减指数计算。研究结果表明, 暴雨递减指数随历时区段、频

率、地形变化, 东部大多数地区短历时暴雨的年际变差较小, 要求的资料系列长度可短于 24h 雨

量, 参数地区变化较小, 所以改为多历时直接分析统计参数的方法。

416　水文气象协作研究

水利和气象部门暴雨研究的重点虽有差别, 但协作研究仍十分重要。70 年代末, 两部门合

作研究中国可能最大暴雨等值线图的编制, 即为成功的范例[19 ]。例如, 暴雨普查的场次确定和

雨情分析以水利部门为主; 而暴雨天气普查、特大暴雨个例分析、暴雨移置可能性分析则以气

象部门为主; 而可能最大暴雨估算方法则由两部门共同研究制订。

5　结　　语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 我国已基本建立了一套适用于中国自然地理特性和资料条件的设

计暴雨计算和可能最大暴雨估算的方法, 取得了一系列综合性成果; 同时中国暴雨特性及有关

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得到明显进展。不少研究成果编入了设计洪水计算规范和手册、大学教科书

和中国大百科全书。

随着资料的大量积累、数据库的建立、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以及分析计算方法的改进, 暴

雨研究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以往有些问题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完善, 例如频率分布线型、偏

态系数的估算、特大暴雨移用和频率计算方法、地形对暴雨的影响等; 对大面积暴雨和暴雨演

变活动研究、暴雨时面综合雨型等分析研究还不够深入, 有待今后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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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 ies on D esign Storm and Ra in storm

Character ist ics in Ch ina

W AN G J ia2qi

(N anj ing Institu te of H y d rology and W ater R esou rces, N anj ing 210024, Ch ina)

Abstract: Studies on design sto rm and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ra in sto rm s fa llen on

the ground are paid great a t ten t ion h igh ly by the departm en ts of w ater resou rces

and hydroelectric pow er. T he ra in sto rm studies of Ch ina in recen t 50 years are re2
view ed comp rehen sively in th is paper. T he genera lized est im ate studies of Ch ina′s

design sto rm s, the imp rovem en ts fo r the analysis and compu ta t ion m ethods of de2
sign sto rm s, and the advances in the studies of ra in sto rm characterist ics are d is2
cu ssed respect ively. Fo r each study, m ain con ten ts, da ta foundat ion s, analysis m eth2
ods and impo rtan t conclu so in s are p resen ted b rief ly.

Key words: Ch ina; design sto rm ; ra in sto rm characterist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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