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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背景下的长江上游流域降水结构时空分布特性， 利用长江上游流域 ６７ 个气象站

点 １９６１—２００５ 年 ４５ 年的日降水资料， 分析了各种不同历时连续降水的时空演变特征。 通过 Ｔｒｅｎｄ Ｆｒｅｅ Ｐｒｅ⁃
Ｗｈｉｔｅｎｉｎｇ 方法消除降水时间序列中的自相关成分， 利用非参数的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法检验了降水结构的变化趋势。 结

果表明： ① 长江上游流域及各分区各历时降水发生率随降水历时增加呈指数递减趋势， 贡献率先增加后降低， 以

短历时降水为主； ② 长江上游短历时（１ ｄ 和 ２ ｄ）降水贡献率发生突变的时间在 １９７６ 年， 长历时（６ ｄ 和 １０ ｄ）降水

发生率发生突变的时间为 １９８４ 年， 贡献率发生突变的时间为 １９９９ 年； ③ 长江上游短历时降水集中出现的次数增

加， 降水强度增大， 降水量占总降水量的比例较大， 而长历时降水出现频次降低， 降水量占总降水量比例下降，
其中岷沱江流域、 大渡河流域、 长江干流区间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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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暖和频繁人类活动干扰的大背景下， 世界上许多流域系统的自然平衡状态正在发生改变，
呈现一种渐变或突变的发展趋势， 致使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水汽循环发生变异， 洪涝、 干旱、 台风等水文气

象极端事件频发， 给人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造成重要影响。
降水结构的变化是水循环变异的重要指标， 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Ｚｏｌｉｎａ 等［１］ 应用连续湿润天数

的历时及其降水强度研究欧洲极端降水； Ｍｏｂｅｒｇ 等［２］ 和 Ｂｒｏｍｍｅｒ 等［３］ 利用最大连续降水天数研究欧洲、 美

国的极端降水事件的变化趋势； Ｚｈａｎｇ 等［４］ 通过研究 ２７ 个降水极值指标， 发现中国降水极值变化特征区域

差异明显。 以上研究仅仅集中在总降水天数研究上， 很少涉及不同历时的连续性降水， 尤其是连续性降水结

构的变化特征［１⁃２，５］。 针对长江上游流域降水变化， 已有学者开展了一些研究［６⁃７］， 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长江上

游流域降水时空变化规律， 但降水结构的研究仍未开展。 近年来，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长江上游的洪涝、 干

旱等极端气候事件呈增加态势。 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 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工和长江上游流域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 更加迫切需要全面了解整个长江上游的水循环规律及其长期变化特征， 降水结构研究作为其中的关键内

容， 其成果可为特大型梯级水电枢纽运行调度服务。 本文旨在通过探讨长江上游流域降水结构的变化， 分析

长江上游流域区域水循环对区域气候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特征与机理。

１　 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上游由源头至湖北宜昌， 长约 ４ ５００ ｋｍ， 约占长江总长度的 ７０％， 三峡坝址以上流域面积约

１００ 万 ｋｍ２， 占流域总面积的 ５８ ９％，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４ ５１０ 亿 ｍ３， 约占全流域的 ４８ ０％。 除西部高原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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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气候外， 流域大部分地区属东亚或南亚季风气候。 有研究表明， 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

造成， 长江上游又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脆弱区， 冰川退缩、 水土流失、 地质灾害和旱涝等极端天气事件频

发， 影响和制约着长江上游水资源的开发利用［６］。 随着上游大型水电枢纽相继建成， 三峡水库面临着全球

变暖情景下自然降水的异常波动、 上游水库群的人为调控、 下游生活生产用水激增和通航保证水位限制等诸

多新问题。 因此研究长江上游流域降水结构时空演变特征， 对于开发水电能源、 实现上游水电枢纽的联合调

度以及长江流域防洪抗旱减灾，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经济效益。

２　 数据资料与研究方法

２ １　 数据资料

长江上游流域按水文分区为乌江流域、 长江干流区间、 嘉陵江流域、 岷沱江流域、 大渡河流域、 雅

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等七大分区， 各分区内气象站空间分布情况为： 乌江流域 ９ 个（贵阳、 思南、 湄

潭、 遵义、 毕节、 黔西、 酉阳、 习水、 桐梓）、 长江干流区间 ６ 个（宜宾、 涪陵、 万州、 梁平、 奉节、 巴

东）、 嘉陵江流域 １２ 个（武都、 略阳、 平武、 广元、 绵阳、 阆中、 巴中、 万源、 遂宁、 南充高坪区、 达

县、 沙坪坝）、 岷沱江流域 ５ 个（松潘、 都江堰、 雅安、 峨眉山、 乐山）、 大渡河流域 ６ 个（班玛、 色达、
马尔康、 小金、 康定、 越西）、 雅砻江流域 １０ 个（清水河、 石渠、 甘孜、 新龙、 道孚、 理塘、 九龙、 木

里、 凉山、 盐源）、 金沙江流域 １９ 个（伍道梁、 托托河、 曲麻莱、 玉树、 德格、 巴塘、 稻城、 迪庆、 丽

江、 华坪、 会理、 元谋、 楚雄、 昆明、 会泽、 昭通、 威宁、 昭觉、 雷波）， 如图 １ 所示。 本文所分析的数

据是长江上游 １９６１—２００５ 年上述各站逐日降水量资料。 以日降水量不小于 １ ｍｍ 作为降水天数， 以此排

除个别非降水引起的微量降水［５］ 。 考虑到长历时降水和短历时降水表现出不同的长期变化趋势， 故将降

水过程按降水历时进行分类［８］ ， 类比文献 ［９］ 的分类方法， 本文中的长历时降水和短历时降水分别为历

时不少于 ６ ｄ 的降水和历时小于 ６ ｄ 的降水。

图 １　 长江上游分区及气象站点分布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ｂａｒｅ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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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研究方法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简称 “Ｍ⁃Ｋ 检验”）是 Ｍａｎｎ 率先提出并由 Ｋｅｎｄａｌｌ 改进的一种非参数化的检验方法，
被世界气象组织推荐并受到气象水文学者青睐。 该方法因其对样本分布情况不予考虑、 不受少量异常值干扰

的特点， 在评估水文时间系列趋势显著性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８］。 基于 Ｍ⁃Ｋ 检验的时间序列突变检验方

法可以用于水文系列突变点的检测与识别， 是研究水文系列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响应的统计方法之一［１０］。
为克服 Ｍ⁃Ｋ 检验分析应用于自相关性序列样本可能使检验精度下降的不足， Ｙｕｅ 提出了能消除序列中

自相关性和保证原样本趋势性的 Ｔｒｅｎｄ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Ｗｈｉｔｅｎｉｎｇ 方法［１１⁃１２］。 该方法首先对要研究的降水时间系列进

行处理， 将原来的降水时间系列除以样本数据的均值， 得到新样本数据序列。 新的数据序列保持了原来数据

序列的特性， 不再受自相关性影响， 应用非参数方法对此新系列进行趋势检验和突变点分析［１３］。
考虑到降水发生率和贡献率为量纲一数， 先统计区域内各站点的特征， 再平均到区域。 鉴于现有站网空

间分布密度的限制， 这种计算方法也是一种近似， 随着观测站点密度增加， 该计算方法的精度会更高。

３　 结果与讨论

３ １　 不同历时降水事件的发生率与对总降水量的贡献率

图 ２ 给出了长江上游流域及其各分区不同降水历时降水事件的发生率及其对总降水量的贡献率。 由图 ２
可以看出， 长江上游流域各历时降水发生率随降水历时增加大致呈指数形式递减， １ ｄ 历时降水事件发生率

为 ４４ ０％， ２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为 ２４ ４％， １～２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就高达 ６８ ４％， ９ ｄ 以上历时降水发生率为

２ ４％； 各历时降水贡献率与发生率变化不一致， 随着降水历时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小， 至 １０ ｄ 以上历时降水

贡献率又出现上升的趋势， 其中 ２ ｄ 历时降水贡献率最高， 其降水量占总降水量的 １８ ６％， １０ ｄ 历时降水发

生率虽然仅为 １ ７％， 而其贡献率高达 １０ ６％， １ ～ ２ ｄ 历时降水的发生率高达 ６８ ４％， 其贡献率却仅有

３５ ０％。 经统计分析， 长江流域以短历时降水（１ ～ ５ ｄ）为主， 发生率为 ９２ ４％， 降水量占年降水总量的

７０ ３％； 长历时降水（６～１０ ｄ）发生率为 ７ ６％， 降水量占总降水量的 ２９ ７％。
考虑到流域水文要素的演变存在空间尺度效应， 为深入理解长江上游流域降水结构的变化规律， 按乌江

流域、 长江干流区间、 嘉陵江流域、 岷沱江流域、 大渡河流域、 雅砻江流域、 金沙江流域等 ７ 个分区分析降

水结构的空间规律。 通过对 ７ 个分区降水发生率分析（图 ２）， ７ 个分区的降水发生率随降水历时的变化与长

江上游流域保持一致， 基本呈指数趋势递减； 各历时降水发生率在各分区的数值较接近， 但 １ ｄ 历时降水有

所差别， 嘉陵江流域发生率在 ５０ ０％以上， 乌江流域、 岷沱江流域、 大渡河流域发生率约 ４０ ０％， 金沙江

流域、 长江干流区间、 雅砻江流域接近 ４５ ０％， 与长江流域均值较接近。 从降水贡献率来看， ７ 个分区降水

贡献率随降水历时增加先增加后减小， 至 １０ ｄ 历时降水时出现了增加， 且大渡河流域和雅砻江流域增加尤

为明显， 其中长江干流区间、 嘉陵江流域、 岷沱江流域、 乌江流域、 金沙江流域的 ２ ｄ 历时降水贡献量最

大， 各分区值略有差别， 长江干流区间、 嘉陵江流域贡献率较为接近， 分别为 ２３ ６％和 ２３ ９％； 乌江流域

为 １９ ９％， 岷沱江流域为 １８ ４％， 金沙江流域为 １６ ８％； 大渡河流域和雅砻江流域 １０ ｄ 以上历时降水的贡

献率最大， 分别为 １９ ７％和 ２４ ６％。
分析短历时（１～ ５ ｄ）降水发生率和贡献率的分区特征。 从发生率来看， 各分区短历时降水发生率占

８８ ０％以上， 其中长江干流区间、 嘉陵江流域分别为 ９５ ７％和 ９６ ７％； 金沙江流域、 乌江流域、 岷沱江流域

比较接近， 分别为 ９１ ８％、 ９２ ５％和 ９２ ０％； 大渡河流域和雅砻江流域更加接近， 分别为 ８８ １％和 ８８ ６％。
从贡献率来看， 长江干流区间和嘉陵江流域几乎相等， 分别为 ８３ ２％和 ８３ ３％； 乌江流域和岷沱江流域分

别为 ７５ ７％和 ７１ ８％， 金沙江流域为 ６６ １％， 大渡河流域和雅砻江流域分别为 ５５ ９％和 ５２ ２％。 由此可知，
大渡河流域和雅砻江流域的降水量中， 虽然短历时降水发生率所占比例较大， 但长历时降水贡献率已接近短

历时降水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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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长江上游分区各历时降水的发生率和贡献率

Ｆｉｇ 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ｐｐ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３ ２　 不同历时降水发生率与贡献率随时间变化趋势分析

以长江上游流域为对象， 给出 １９６１—２００５ 年各历时降水发生率和贡献率变化趋势统计结果， 如表 １ 所

示。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６ ｄ 和 １０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变化趋势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且呈显著性下降， 其他各历

时降水发生率均没有显著变化； １ ｄ、 ２ ｄ、 ６ ｄ 和 １０ ｄ 历时降水贡献率变化趋势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其中 １ ｄ
和 ２ ｄ 历时降水贡献率呈显著增加， ６ ｄ 和 １０ ｄ 历时降水贡献率则呈显著减少， 其他历时降水贡献率变化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无显著变化。

表 １　 不同历时降水发生率和贡献率时间变化趋势检验统计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ｓ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降水历时 １ ｄ ２ ｄ ３ ｄ ４ ｄ ５ ｄ ６ ｄ ７ ｄ ８ ｄ ９ ｄ １０ ｄ

发生率统计量 １ ９１ １ １６ －０ ２４ －０ ０２ －０ ７１ －２ ８０ －１ ７０ －０ ８２ －１ ９３ －３ １９

贡献率统计量 ３ ３６ ２ ５９ １ ６６ １ ９４ ０ ２７ －２ ６３ －０ ４９ ０ ０８ －１ ８８ －２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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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不同历时降水发生率与贡献率的分析得出， ６ ｄ 和 １０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和贡献率均呈显著下降趋

势； １ ｄ 和 ２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无显著变化， 但贡献率却显著增加。 结果表明， 长江上游流域在全球气候变

化影响下， 短历时降水强度呈增大趋势， 对洪水发生具有诱发作用； 而长历时降水的降水频次和降水强度均

呈减少趋势。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 检测与识别具有显著变化历时降水发生率和贡献率的突变点。 图 ３ 和图 ４ 分别给出

了其突变检验统计量结果。

图 ３　 ６ ｄ 和 １０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变化突变检验

Ｆｉｇ 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６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１０ ｄａｙｓ

图 ４　 １ ｄ、 ２ ｄ、 ６ ｄ 和 １０ ｄ 历时降水贡献率变化突变检测

Ｆｉｇ ４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 ｄａｙ， ２ ｄａｙｓ， ６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１０ ｄａｙｓ

图 ３ 表明， ６ ｄ 和 １０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突变的时间分别在 １９８４ 年和 １９９９ 年。 图 ４ 表明， １ ｄ 和 ２ ｄ 历

时降水贡献率突变的时间均在 １９７６ 年； ６ ｄ 和 １０ ｄ 历时降水贡献率发生突变的时间分别在 １９８４ 年和

１９９９ 年。
３ ３　 不同历时降水发生率与贡献率空间分布特性分析

通过对各分区的降水测站降水量进行趋势检验分析， 按 １～２ ｄ、 ３～５ ｄ、 ６～８ ｄ、 ９～１０ ｄ ４ 个等级解析出

乌江流域、 长江干流区间、 嘉陵江流域、 岷沱江流域、 大渡河流域、 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的降水发生率

和贡献率的检验统计量， 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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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分区历时降水发生率和贡献率变化趋势检验统计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ｓ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ｚｏｎｅ

分区　 　
降水发生率 降水贡献率

１～２ ｄ ３～５ ｄ ６～８ ｄ ９～１０ ｄ １～２ ｄ ３～５ ｄ ６～８ ｄ ９～１０ ｄ

长江上游 ２ ８１ －０ ３２ －３ ０４ －３ ２９ ３ ６９ １ ８７ －２ ２８ －２ ５９

乌江流域 １ ５０ －０ ５６ －０ ８７ －１ ６４ １ ９１ ０ ６８ －０ ３８ －１ ５６

长江干流区间 １ ９１ －０ １２ －１ ８２ －２ ７６ ２ １６ ０ ８５ －１ ４８ －２ ７０

嘉陵江流域 １ ９２ －０ ４１ －１ ５７ －２ ８６ １ ８３ ０ ４９ －１ ３０ －１ ６３

岷沱江流域 ２ ４７ －１ ０９ －２ ９０ －３ ４３ ２ ５４ １ ４５ －１ ７０ －２ ７３

大渡河流域 ２ ７６ －１ ４９ －２ ３８ －２ ８５ ２ ６３ １ ６５ －２ ２２ －１ ９４

雅砻江流域 ０ ３４ １ ２６ －１ ５６ －１ ８７ ０ ４８ ２ ８２ －０ ７２ －１ ６６

金沙江流域 １ ０７ －０ ２１ －０ ７６ －０ ３４ １ ３４ ０ ３５ －１ ２９ ０ ２７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从各分区检验统计量的正负数值角度分析， 各分区 １～２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和贡献率变

化趋势检验统计量均为正值， 呈现增加趋势； ３～５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变化趋势检验统计量为负值（雅砻江流

域除外）， 呈现减少趋势， 而其降水贡献率变化趋势检验统计量为正值， 呈现减少趋势； ６～８ ｄ 和 ９～１０ ｄ 降

水发生率和贡献率变化趋势检验统计量均为负值， 呈减少趋势。 总体而言， 短历时降水（１ ～ ２ ｄ）的降水频次

和降水强度均呈增加趋势； 长历时降水（６～８ ｄ 和 ９ ～ １０ ｄ）降水频次和降水强度均呈减少趋势； 短历时降水

（３～５ ｄ）的降水频次呈减少趋势， 但其降水强度却呈增加趋势。
从各分区检验统计量的显著性角度分析， 岷沱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的 １～２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和贡献率均

呈显著性增加趋势； 岷沱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的 ６～８ ｄ 和 ９～１０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变化呈显著减少趋势， 其

中岷沱江流域 ９～１０ ｄ 历时降水贡献率变化呈显著减少趋势， 大渡河流域 ６～８ ｄ 历时降水贡献率变化呈显著

减少趋势。 长江干流区间 １～２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无显著变化， 但其贡献率变化呈显著增加趋势； ９ ～ １０ ｄ 历

时降水发生率和贡献率的变化均呈显著性减少趋势。 嘉陵江流域 ９～１０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变化呈显著减少趋

势， 但其贡献率无显著变化。 雅砻江流域 ３ ～ ５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无显著变化， 而其贡献率却呈显著增加

趋势。
以上结论表明， 长江上游某些分区短历时降水和长历时降水的发生率和贡献率变化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对这些分区来说， 短历时降水的降水贡献率的增加以及爆发频次的增加， 极易引起洪涝灾害， 加剧了流域防

洪形势， 给流域防洪调度以及防止堤岸溃决提出了更高要求； 长历时降水的降水爆发频次减少和贡献率降

低， 对于可能发生干旱的区域， 这不利于旱情的解除， 有可能还会加剧旱情程度。

４　 结　 　 论

（１） 长江上游流域各历时降水发生率随历时的增加呈指数递减趋势变化。 在长江上游流域分区中， 乌

江流域、 长江干流区间、 嘉陵江流域、 岷沱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各历时降水贡献率的最大比例是 １～４ ｄ， 由

此表明这些分区以短历时降水为主； 大渡河流域和雅砻江流域各历时降水贡献率最大比例是 １０ ｄ 以上历时

降水和 １～４ ｄ 历时降水， 然而由于 １０ ｄ 以上历时降水发生率较低， 并不占主导地位， 占主导地位的仍是短

历时降水。
（２） 长江上游流域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 短历时降水强度呈增大趋势， 对洪水发生具有诱发作用；

长历时降水的频次和强度均呈减少趋势。 ６ ｄ 和 １０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和贡献率均呈显著下降趋势， 降水发生

率和降水贡献率发生突变的时间相同， 均分别在 １９８４ 年和 １９９９ 年； １ ｄ 和 ２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无显著变化，
但贡献率却显著增加， 降水贡献率突变时间均在 １９７６ 年。

（３） 岷沱江流域、 大渡河流域和长江干流区间短历时降水集中出现次数增加， 对降水总量的贡献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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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加， 这给该流域的防洪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 岷沱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的 １～２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和贡

献率变化趋势均显著增加， 长江干流区间贡献率变化趋势显著增加； 雅砻江流域 ３～５ ｄ 历时降水贡献率显著

增加； 大渡河流域 ６～８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和贡献率变化趋势均显著减少， 岷沱江流域降水发生率变化显著减

少； 长江干流区间、 岷沱江流域、 大渡河流域分区 ９～１０ ｄ 历时降水发生率和贡献率显著减少， 而嘉陵江流

域降水发生率显著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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