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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性降雨识别的模糊隶属度模型建立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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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降雨及其引发土壤侵蚀是一个连续变化过程的特点，基于次降雨雨量（Ｐ）和最大３０ ｍｉｎ雨强（Ｉ３０）建立
了侵蚀性降雨识别的模糊隶属度模型。模型分为３个部分：①推求次降雨各物理参数的模糊隶属度；②将各物理
参数的模糊隶属度有机结合起来，获得次降雨的模糊隶属度；③依据次降雨模糊隶属度对自然降雨事件进行判别，
筛选出其中的侵蚀性降雨事件，以提高土壤侵蚀预报精度，选用错选度和漏选度两个评价指标对识别结果进行检
验。模型在三峡库区陈家沟小流域进行了率定，并在３个空间尺度上进行了应用和检验，错选度均在２０％以下。
模型结构简单、参数物理意义明确，所需数据直接来自水文、气象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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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起土壤侵蚀的各种自然因素中，降雨是最主要的动力因子［１２］。然而，在自然条件下并不是每一次
降雨都能引发土壤侵蚀。能够引起土壤侵蚀的降雨称为侵蚀性降雨［３］。降雨侵蚀力（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Ｅｒｏｓｉｖｉｔｙ）是综
合反映这类降雨引起土壤侵蚀的潜在能力的指标。对侵蚀性降雨的定量化研究不仅是研究降雨特性与土壤流
失关系的一项基本内容，而且它对土壤侵蚀预报、人工降雨模拟试验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１，３］。而研
究侵蚀性降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从自然降雨中识别出侵蚀性降雨。因此，侵蚀性降雨的有效识别是一个值得
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当前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①区域性试验。比如Ｗｉｓｃｈｍｅｉｅｒ和Ｓｍｉｔｈ［４］
根据大量的观测数据拟定了侵蚀性降雨的雨量标准为１２ ７ ｍｍ，该标准被运用于通用土壤流失方程（Ｕｎｉｖｅｒ
ｓａｌ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ＵＳＬＥ）［４］，并被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广泛采用［５］。又如王万忠等［３，６］在黄土高原进行了大
量的试验和观测，最后运用频数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拟定了黄土高原地区的基本雨量标准、一般雨量标
准、瞬时雨率标准和暴雨标准。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多是采用此方法对不同的区域进行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
果。例如杨子生［７］采用该方法拟定了滇东北地区的基本雨量标准为９ ２ ｍｍ。此外，Ｍａｒｔｉｎｅｚ和Ｂｅｇｕｅｒｉａ［１］研
究了Ｅｂｒｏ Ｂａｓｉｎ的降雨侵蚀力问题，虽然他们把分析空间扩大到了研究时段内Ｅｂｒｏ Ｂａｓｉｎ的所有降雨事件，
但采用的仍旧是常规的回归分析方法，不能有效地反映客观降雨事件的连续性。②统计学方法。谢云等［２］

基于漏选和错选的降雨事件的降雨侵蚀力相等的假设前提下，提出了拟定侵蚀性降雨标准的基本原则，并给
出了具体的评价指标，即错选度、漏选度和剔除率。该方法在一些地区得到了较好的运用。刘和平等［８］采
用该方法拟定了北京地区的侵蚀性降雨雨量标准和最大３０ ｍｉｎ雨强标准分别为１８ ９ ｍｍ和１７ ８ ｍｍ ／ ｈ。程庆
杏等［９］采用谢云方法拟定了皖南山区的雨量标准和最大３０ ｍｉｎ雨强标准分别为１３ ６ ｍｍ和４ ８ ｍｍ ／ ｈ。该方
法显然比频数分析和回归分析更深刻的反映了侵蚀性降雨问题。但是其所拟定的雨量标准和雨强标准未能有
效的结合在一起。

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①雨量标准的不确定性。由于并非所有的天然降雨都能引发土壤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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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理论上可以认为侵蚀总是由位于某一临界点以上的雨量所引起的［３］。然而该临界点的值是难以确定
的，一般只能通过人工降雨试验或统计学方法得到其近似值。这就使得所拟定的雨量标准本身具有不确定
性；运用该标准来识别侵蚀性降雨又造成了这种不确定性的传递，产生了更大的误差。②自然降雨本身是
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降雨引发土壤侵蚀也是一个从无侵蚀到发生侵蚀，再到侵蚀程度由弱及强的连续变化
过程；而依据雨量或雨强标准来识别降雨事件的时候，简单的将大于临界值的降雨划归为侵蚀性降雨，小于
临界值的降雨则认为没有引发侵蚀，从而忽略了实际雨量或雨强偏离临界值的距离远近问题。因此，基于精
确逻辑下拟定的侵蚀性降雨标准对侵蚀性降雨的识别过程概化过多，不能精细的反映这种连续变化的自然降
雨及侵蚀过程。③识别指标单一，反映信息不全面。降雨过程可以用雨量、雨强、雨型、历时等物理参数
来反映。仅依靠雨量标准来识别侵蚀性降雨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此外，目前的一些研究虽然拟定了雨量与雨
强两个标准，但是在进行识别的时候，两个标准并不能有效的结合在一起［２３］。这样的识别过程造成了降雨
信息的缺失。

本文根据自然降雨及其引发土壤侵蚀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逻辑下精细的
表达和识别侵蚀性降雨的模型———模糊隶属度模型（Ｆｕｚｚ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Ｍｏｄｅｌ，ＦＭＭ），该模型以次降雨物理参
数的模糊隶属度为基础，推求次降雨的模糊隶属度，从而从自然降雨事件中识别出侵蚀性降雨事件，以达到
提高土壤侵蚀预报精度的目的。

１　 模糊隶属度模型的建立
１ １　 模型的表述

本文将自然降雨划分为两类：侵蚀性降雨（Ｅｒｏｓｉｖ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和非侵蚀性降雨（ＵｎＥｒｏｓｉｖ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分别
以数字１和０标识。非侵蚀性降雨是指侵蚀性降雨之外的自然降雨事件。

模糊隶属度模型采用模糊隶属度（Ｆｕｚｚ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Ｖａｌｕｅ）来表示次降雨隶属于侵蚀性降雨的情况。模
糊隶属度刻画了待识别的次降雨与侵蚀性降雨的接近程度，其取值为０到１之间的任何实数。隶属度为１表
示该次降雨位于某类降雨的聚类中心；而隶属度为０则表明该次降雨完全不属于该类降雨。当定义了侵蚀性
降雨后，每一次降雨的每一个物理参数均具有两个模糊隶属度，即隶属于侵蚀性降雨的隶属度Ｓ１ｉｊ和非侵蚀
性降雨的隶属度Ｓ０ｉｊ。这两个隶属度就构成了一个描述该次降雨的向量。该向量可表示为Ｓ ｉｊ ＝（Ｓ０ｉｊ，Ｓ１ｉｊ）［１０ １２］。
Ｓｋｉｊ（ｋ ＝ ０，１）表示第ｉ次降雨的第ｊ个物理参数属于ｋ类降雨的模糊隶属度。值得注意的是Ｓｋｉｊ不是第ｋ类降雨
发生的概率，而是第ｉ次降雨与第ｋ类降雨（如侵蚀性降雨）的相似度。
１ ２　 模糊隶属度函数的确定

次降雨的各物理参数的隶属度由模糊隶属度函数（Ｆｕｚｚ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给出。模糊隶属度函数描
述了随着各个物理参数的变化次降雨与给定的降雨类型（如侵蚀性降雨）的相似度的变化。本文采用一个类
似高斯核函数的方程作为模糊隶属度函数的基本形式（式（１））［１２１３］。

Ｓｋｉｊ ＝ ｅｘｐ －
０ ８３２ ６ ｜ ｖｉｊ － ｖ

ｋ
０，ｊ ｜

Ｄ( )ｋ
ｊ

[ ]
２

（１）

式中　 ｖｉｊ为第ｉ次降雨第ｊ个物理参数的观测值（或计算值）；ｖｋ０，ｊ为ｋ类降雨的第ｊ个物理参数的标准值（聚类
中心），其模糊隶属度为１；Ｄｋｊ 为ｖｋ０，ｊ与模糊隶属度取得０ ５处的变量ｊ的值之间的距离。
１ ３　 次降雨模糊隶属度计算

获得次降雨的各个物理参数的模糊隶属度构成的模糊隶属度向量Ｓｉｊ之后，用式（２）计算次降雨模糊隶
属度

Ｓｋｉ ＝ 
ｍ

ｊ ＝ １
ＳｋｉｊＶ

ｋ
０，ｊ ／

ｍ

ｊ ＝ １
Ｖｋ０，ｊ （２）

式中　 Ｓｋｊ 为第ｉ次降雨隶属于ｋ（ｋ ＝ ０，１）类降雨的模糊隶属度；ｍ为降雨物理参数个数（ｍ ＝ １，２，３，…）；
Ｖｋ０，ｊ为ｋ类降雨的第ｊ个参数的标准值（聚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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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模糊隶属度模型采用模糊隶属度向量描述侵蚀性降雨，与常规的基于精确逻辑下的表达有
着本质的区别。在模糊隶属度模型中，次降雨是否属于侵蚀性降雨由其模糊隶属度向量集合表达，模糊隶属
度的取值范围介于０到１之间，刻画了降雨事件及其引发土壤侵蚀连续变化的客观事实。即各个物理参数的
值大于或等于侵蚀性降雨标准的降雨事件，其模糊隶属度必然为１，因为侵蚀性降雨标准位于模糊聚类中
心；但是各个物理参数的值小于侵蚀性降雨标准的降雨事件，其模糊隶属度并不全部为０，其模糊隶属度由
式（１）计算而得，模糊隶属度的大小直接反映了次降雨事件与侵蚀性降雨或非侵蚀性降雨的相似度。模糊隶
属度模型并不是直接给出侵蚀性降雨标准，而是将自然降雨分为侵蚀性降雨和非侵蚀性降雨两类，以降雨量
和最大３０ ｍｉｎ雨强２个物理参数为基础，根据式（１）和式（２）计算各次降雨隶属于侵蚀性降雨和非侵蚀性降
雨的模糊隶属度，获得模糊隶属度向量；依据模糊隶属度向量对降雨事件进行识别，筛选出其中的侵蚀性降
雨事件。
１ ４　 模型的特点

（１）模糊隶属度模型综合反映了次降雨隶属于各类降雨事件的模糊隶属度。比如一次降雨采用雨量
（Ｐ）、最大３０ ｍｉｎ雨强（Ｉ３０）来描述。则该次降雨的模糊隶属度矩阵可假定为

ＳＰＩ３０ ＝
Ｓ０Ｐ Ｓ０Ｉ３０
Ｓ１Ｐ Ｓ１Ｉ









３０

＝
０ ３　 ０ ７[ ]０ ７　 ０ ３

（３）

即该次降雨具有两个模糊隶属度向量：Ｓ０ＰＩ３０ ＝（０ ３，０ ７）和Ｓ１ＰＩ３０ ＝（０ ７，０ ３）。此时，如果以次雨量（Ｐ）
为识别指标，则该次降雨属于侵蚀性降雨，因为Ｓ０Ｐ ＜ ０ ５ ＜ Ｓ１Ｐ（详见本文２ ２小节）；同理，如果以最大３０ ｍｉｎ
雨强（Ｉ３０）为识别指标，则该次降雨属于非侵蚀性降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将该次降雨划分哪一类降雨，在
获得识别结果的同时获得了这些降雨事件识别的不确定性（模糊隶属度）。这就提供了一种量化土壤侵蚀预
报不确定性的方法，对提高土壤侵蚀预报精度是非常有意义的。

（２）模糊隶属度模型能够将次降雨的各个物理参数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上例中，针对同一次降雨，
按照雨量指标和雨强指标识别的结果是不同的。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者虽然对雨量和雨强标准都进行了拟
定，但是并未给出一个将二者有效结合的方法。模糊隶属度模型给出了将这二者，甚至更多的降雨参数有效
结合的方法（式（１））。假定既定的非侵蚀性和侵蚀性降雨的标准分别为Ｖ００，ＰＩ３０ ＝（ｖ００，Ｐ，ｖ００，Ｉ３０）＝（０ １，０ ０５），
Ｖ１０，ＰＩ３０ ＝（ｖ１０，Ｐ，ｖ１０，Ｉ３０）＝（１，０ ５）；则根据式（１）对上例进行计算，可以得到Ｓ０ ＝ ０ ４３，Ｓ１ ＝ ０ ５７。显然应将该
次降雨划归侵蚀性降雨（Ｓ０ ＜ ０ ５ ＜ Ｓ１）（详见本文２ ２小节）。此方法不仅有效结合了各个降雨参数，更全面
综合地表达了降雨信息，而且同时提供了识别结果的不确定性，对管理决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１０］。

２　 模型的率定检验与应用
通过对陈家沟小流域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９年的气象水文观测数据对比分析，发现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年降雨数据具有典

型性和代表性，降雨资料完整，符合建模要求，因此，首先选用陈家沟小流域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年的气象观测场
和径流小区观测数据进行模型率定；然后选用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年陈家沟小流域、戴家沟小流域和乔家１号自然
坡面的观测数据在３个空间尺度上进行模型应用。
２ １　 流域概况

陈家沟小流域位于三峡库区中部的重庆市万州区长岭镇，是长江的二级支流，流域面积约８ ３２ ｋｍ２，相
对高差３８０ ｍ；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丰富，年均气温１７ ℃；出露紫色地层为侏罗系沙溪庙组和蓬莱
镇组，土壤类型主要为紫色土、水稻土、冲积土。植被以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柏树（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ｆｕｎｅ
ｂｒｉｓ）、黄荆（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白茅（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等为主［１４ １５］。流域内主要分布林地、旱地和水田。以小
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玉米（Ｚｅａ ｍａｙｓ）红苕（Ｉｐｏｍｏｅａ ｂａｔａｔａｓ）为主要种植方式，兼有水稻（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小麦
或水稻油菜（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其它方式。气象观测场和径流小区布设在流域出口处。

戴家沟属于陈家沟小流域的支沟，流域面积仅０ ６７ ｋｍ２。自然地理状况与陈家沟小流域基本一致。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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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布设有数字雨量计，流域出口处设有测流堰。
乔家１号自然坡面位于陈家沟小流域内，距离戴家沟沟口１ ５ ｋｍ，面积约０ ０２ ｋｍ２。坡度组成复杂多

样；植被以草灌为主，基本无人为耕作扰动。数字雨量计布设于坡面内，坡脚设有测流堰。
２ ２　 模型率定与检验

（１）模糊隶属度函数的推求　 表示降雨特性的物理参数很多，常用的有次降雨量（Ｐ）、年降雨量、瞬时
雨强、最大３０ ｍｉｎ雨强（Ｉ３０）、降雨历时等。基于次降雨的雨量、雨强越大，历时越长，其引起侵蚀的能力也
越强的基本认识［１６］，本文选用Ｐ和Ｉ３０作为反映降雨特征的参数。

模糊隶属度函数的推求有以下两个关键步骤［１２］：①确定模糊聚类中心ｖｋ０，ｊ。以降雨日期及时间为标识
符，分别将Ｐ和Ｉ３０按由小到大顺序排列。对于非侵蚀性降雨，其聚类中心显然是Ｐ和Ｉ３０均为０，即Ｖ００，ＰＩ３０ ＝
（０，０）；对于侵蚀性降雨，先人为给定一个模糊聚类中心，通过迭代计算［１７］获得最佳聚类中心Ｖ１０，ＰＩ３０ ＝
（１７ ３６，０ ２２３ ７），即Ｐ ＝ １７ ３６ ｍｍ，Ｉ３０ ＝ ０ ２２３ ７ ｍｍ ／ ｍｉｎ（图１）。②确定宽度Ｄｋｊ。即ｖｋ０，ｊ与隶属度取得０ ５
处的变量ｊ的值之间的距离，该值即是ｖｋ０，ｊ与两类降雨的模糊隶属度曲线（Ｆｕｚｚ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ｃｕｒｖｅｓ）的交点处
的自变量值之差，即Ｄ１Ｐ ＝ １７ ３６ － １２ ９４ ＝ ４ ４２（ｍｍ）；Ｄ１Ｉ３０ ＝ ０ ２２３ ７ － ０ ２０８ ２ ＝ ０ ０１５ ５（ｍｍ ／ ｍｉｎ）（图１）。

图１　 侵蚀性降雨隶属度曲线
Ｆｉｇ １ Ｆｕｚｚ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ｃｕｒ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ｅｒｏｓｉｖ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２）模糊隶属度计算　 因为自然降雨被划分为侵蚀性降雨和非侵蚀性降雨两类，而一次降雨总能够划
归到某一类降雨中，所以模糊隶属度满足限制条件（式（４））。［１８］

Ｓ０ｉｊ ＋ Ｓ
１
ｉｊ ＝ １ （４）

因此，只需要计算各物理参数隶属于侵蚀性降雨的模糊隶属度Ｓ１ｉｊ即可。而Ｓ１ｉｊ在确定宽度Ｄｋｊ 的时候已同
时获得；因此，此处只需计算次降雨模糊隶属度Ｓｋｉ。又因为Ｓ０ｉ ＋ Ｓ１ｉ ＝ １，所以只需要计算Ｓ１ｉ 即可。

为消除量纲对计算结果和模型精度的影响，在计算Ｓ１ｉ 之前，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变量
（Ｐ，Ｉ３０）值映射到０到１之间；然后将式（４）计算得到的Ｓ１ｉｊ、Ｓ０ｉｊ和标准化后的样本数据代入式（１）计算，即得
到每一次降雨隶属于侵蚀性降雨的模糊隶属度Ｓ１ｉ。

（３）识别　 获得模糊隶属度Ｓ１ｉ 后，即可应用其进行侵蚀性降雨识别。由式（５）可知，Ｓ１ｉ 大于０ ５的次
降雨均属于侵蚀性降雨，相应的Ｓ１ｉ 小于０ ５（即Ｓ０ｉ 大于０ ５）的次降雨均属于非侵蚀性降雨。

表１　 模型评价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ｗｉｔｈ ＦＭＭ ｆｏ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评价指标 数值／ ％
错选度 １２ ６９
漏选度 ２ ３８

（４）模型检验　 选用错选度和漏选度［２］为模型评价指标。将识别结果与实际观测结果对比，实际没有
发生侵蚀而识别为侵蚀性降雨的赋值为１；实际发生侵蚀而没有识别出来的次降雨赋值为－ １，其余次降雨
赋值为０。逐项累加，取绝对值，得到多选和漏选的降雨次数。用漏选的降雨次数除以总的降雨次数得到漏
选度，用多选与漏选二者之和除以总的降雨次数得到错选度（表１）。

由表１可见，较小的漏选度（２ ３８％）说明几乎所有引发侵蚀的降雨事
件（９７ ６２％）都被有效识别，但错选度与漏选度相差较大，可见错选度的结
构误差主要由多选部分产生。总体而言，错选度与漏选度均在１５％以下。
２ ３　 模型的应用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适用性，本文对２０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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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陈家沟小流域、戴家沟小流域和乔家１号自然坡面的降雨事件进行了识别（表２）。
表２　 模型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应用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ＭＭ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ｃａｌｅ

名　 称 面积／ ｋｍ２ 错选度／ ％ 漏选度／ ％
陈家沟小流域 ８ ３２ １６ ５１ ３ ４０
戴家沟小流域 ０ ６７ １１ ５３ ６ ７９

乔家１号自然坡面 ０ ０２ １５ ４２ １０ ０９

从表２可以看出，３个空间尺度上的识别结果
的错选度均在２０％以下。该结果与谢云等［２］在黄
土高原径流小区的试验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是，
随着空间尺度的减小，漏选度表现出递增的趋势。
乔家１号自然坡面的漏选度最高（１０ ０９％），其原
因是径流小区相比自然坡面要规则，没有自然的土坎和复杂的坡度、坡向组合，因此，在径流小区内率定的
模型应用于自然坡面时效果稍差。陈家沟和戴家沟两个尺度上的漏选度相对较低，表明绝大多数（＞ ９０％）
的侵蚀性降雨事件已被有效识别。

戴家沟小流域的识别误差最小（１１ ５３％），并且低于模型率定时的１２ ６９％，其原因主要是戴家沟是陈
家沟小流域内人为扰动最强烈的地区，疏松的土壤表层为降雨侵蚀提供了充足的泥沙来源，该地区较其它区
域更容易发生土壤侵蚀。模型识别时多选的降雨次数仅占到总降雨次数的４ ７４％（小于漏选度６ ７９％），从
而获得了更高的正确率。

应该指出的是模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在一个研究区域内率定的参数仅适用于相应的研究区；当模型
运用于不同的研究区域时，需要对所选的参数重新率定。
３　 结　 　 论

（１）模糊隶属度模型以降雨物理参数为基础，反映了降雨及其引发土壤侵蚀连续变化的过程特征，实
现侵蚀性降雨识别的精细化表达；模型在给出识别结果的同时，能够提供识别结果的不确定性（模糊隶属
度），对提高土壤侵蚀预报精度和管理决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２）模型能够将多个降雨物理参数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识别指标，克服了常规方法识别指标单
一的不足，从而能够更全面地表达侵蚀性降雨信息，提高了侵蚀性降雨识别的可信度。

（３）模型识别正确率较高，在３个空间尺度上应用的错选度均在２０％以下，因此，该模型的应用有助
于提高土壤侵蚀预报的精度，逐步实现土壤侵蚀的精细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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