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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国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逐日降水数据为基础， 利用等值线加权平均位置的方式对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

的空间位置进行定量化处理。 采用 Ｋｅｎｄａｌｌ 秩次相关检验法、 Ｍｏｒｌｅｔ 小波分析法、 滑动 ｔ⁃检验法和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法时间

序列分析方法， 对全国 ５０ 年来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的空间位移特征进行了系统揭示：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期间，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加权平均位置坐标分别为（１０６°０７′１２″Ｅ， ３９°２５′１３″Ｎ）和（１１０°１６′３１″Ｅ， ３４°１２′０４″Ｎ）。 趋

势性结果表明， 全国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有向西和向南发生移动的趋势， 其中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向西移动明

显，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向南移动明显； 周期性结果表明， 全国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在经向和纬向上发生迁移的主周期分

别为 ９ 年和 １２ 年，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在经向和纬向变化均存在 ７ 年的主周期； 突变性结果表明，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空

间位置的突变年为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年（纬度），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空间位置的突变年为 １９７５ 年、 ２００２ 年（经度）和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８７ 年（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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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 全球气候与环境发生了以增暖为主的显著变化［１］， 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 ０ ５６ ～
０ ９２℃ ［２］， 气温的升高导致水循环速率加快［３］， 对全球和区域尺度的降水产生重大影响［４⁃５］。 中国是易受气

候变化影响的国家， 近 ５０ 年来，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 中国降水量的时空分布变化发生了明显

的改变， 其中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半干旱区与半湿润区的分界线）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半湿润区与湿润区的分

界线）表现出一定的年际偏移特征［６］， 诱发了一系列的资源、 环境、 农业和社会经济效应［７］。 当前， 由于基

本观测资料数量和精度的不足以及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制约， 对于特征等雨量线空间位移的变化特征研究相对

较少［８］。 然而，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中国极端降水事件广发频发， 干旱、 洪涝等水问题日益加剧的形势

十分严峻［９］，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空间位移所产生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效益也愈发显著。 本文在获

取特征等雨量线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定量表征， 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系统剖析中国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空间变化的趋势性、 周期性和突变性。

１　 研究区概况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 太平洋西岸， 地处北半球副热带和中纬度地区（１３５°０２′Ｅ ～ ７３°４０′Ｅ， ３°５２′ ～
５３°３３′Ｎ）。 由于海陆热力差异导致高低层气压中心随季节的更替而变化， 以及青藏高原的隆起对高空气流运

行的剧烈影响， 使中国季风现象复杂多变［１０］、 气候差异明显， 从西北到东南大致可分为干旱、 半干旱、 半

湿润和湿润气候 ４ 个气候区。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多年平均降水量约为 ５９２ ７ ｍｍ， 降水量空间分布不均， 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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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多北少的态势， 就各水资源一级区而言（图 １）， 降水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 长江流域、 东南诸河流域和珠

江流域（图 ２）。

　
图 １　 水资源一级区

Ｆｉｇ １ Ｆｉｒｓｔ⁃ｇｒａｄ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图 ２　 各分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Ｆｉｇ 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ｒｅｇｉｏｎ

２　 数据与方法

２ １　 基本气象数据

降水数据源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资料室提供的 ７５４ 个气象观测站 １９５１—２０１０ 年的逐日降水

资料。 由于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期间的资料相对完整， 因此选取该时段内的降水观测数据作为本次研究的基础资

料， 并剔除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时段内缺测数据， 通过整编得到各站点年降水总量， 图 ３ 为 １９９０ 年气象站点分布

图， 不同年份所采用气象站点数目如图 ４ 所示。

图 ３　 １９９０ 年全国气象站点分布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图 ４　 不同年份气象站点个数

Ｆｉｇ 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 ２　 等雨量线生成以及空间位置的量化

本文采用协同克里格插值方法（ＣＯＫ）将各个站点逐年雨量数据转为 １０ ｋｍ×１０ ｋｍ 年降水量栅格图。 该插

值方法适用于相互关联的多元区域化变量， 能用一个或多个次要变量对所需变量进行插值估算， 目前已被广

泛运用于实践之中［１１⁃１２］， 相关计算公式参见文献［１３］。 本次研究利用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辅助气象站点的

降水观测资料， 借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模块提供的 Ｃｏｋｒｉｇｉｎｇ 工具， 结合各气象站点数据对

全国逐年降水进行插值， 以考虑地形对降水的影响。
在年降水量栅格图基础上生成全国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矢量图， 并对其进行二次处理， 删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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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表征等雨量线的较短的弧段， 选取纬向展布范围最大、 弧段最为连续的等雨量线为最终结果。 本次研究采

用等雨量线加权平均位置来表征其空间位置， 即在对等雨量线离散化的基础上， 求得这些离散点的经纬度坐

标的加权平均值［７］， 以年际间等雨量线加权平均位置（中心点坐标）的变化来反应等雨量线的空间整体位移

特征。 其中， 加权平均位置的计算借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 ｍｅ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工具。
２ ３　 等雨量线空间位置时间序列分析

本文将等雨量线加权平均位置的空间移动分解为经向和纬向 ２ 个方向上的位移， 分析其趋势性、 周期性

和突变性。 其中， 趋势性识别选用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推荐的 Ｋｅｎｄａｌｌ 秩次相关检验法［１４］； 周期性分析采

用 Ｍｏｒｌｅｔ 小波分析法［１５］； 突变性分析采用滑动 ｔ⁃检验法（ＭＴＴ）和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１６］对其进行综合判断。

３　 结果分析

３ １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总体特征

图 ５　 中国多年平均年降水量分布

Ｆｉｇ 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从空间格局来看， 中国多年平均年雨量整体上呈现

出从西北向东南逐渐增加的趋势。 多年平均 ４００ ｍｍ 等雨

量线从东到西依次穿过松花江流域、 辽河流域、 海河流

域、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西北诸河流域、 西南诸河流

域； 多年平均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从东到西依次穿过辽河流

域、 淮河流域、 长江流域和西南诸河流域（图 ５）。 根据等

雨量线经过的地区， 本次研究重点对松花江流域、 辽河

流域、 海河流域、 黄河流域以及全国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和

淮河流域、 长江流域以及全国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的时空变

化特征进行分析。 经计算可知， 全国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多年平均位置的地理坐标分别为（１０６°０７′１２″Ｅ，
３９°２５′１３″Ｎ）和（１１０°１６′３１″Ｅ， ３４°１２′０４″Ｎ）， 其他分区中

心点坐标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各地区多年平均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中心点坐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地区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松花江流域 １２２°４０′０６″ ４８°５９′２９″ — —

辽河流域 １１９°５９′３１″ ４３°１５′１０″ — —

海河流域 １１５°０６′５９″ ４１°０８′４２″ — —

黄河流域 １０５°０８′５５″ ３６°５３′０３″ — —

淮河流域 — — １１６°１６′４８″ ３４°２７′１９″

长江流域 — — １０４°５５′４９″ ３１°５３′２１″

全国 １０６°０７′１２″ ３９°２５′１３″ １１０°１６′３１″ ３４°１２′０４″

３ ２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年际间空间位移的趋势性分析

中国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整体上呈现出向西向南移动的趋势（图 ６）。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中心点经、
纬向变化率分别为－０ ２２０° ／ １０ａ 和－０ １５６° ／ １０ａ， 经度和纬度的 Ｋｅｎｄａｌｌ 秩相关检验统计量 Ｋ 值分别为－１ ０２９
和－２ ６６８， 纬向的变化达到了 α＝ ０ ０５ 的显著水平， 即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向西移动趋势明显；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

线中心点经、 纬向变化率分别为－０ ２９１° ／ １０ａ 和－０ １５８° ／ １０ａ， 经度和纬度的 Ｋｅｎｄａｌｌ 秩相关检验统计量 Ｋ 值

分别为－１ ７６５ 和－１ ０４６， 在 α＝ ０ ０５ 时， 经度减少的趋势显著， 而纬度降低的趋势则不显著， 表明 ８００ ｍｍ



　 第 ４ 期 袁喆， 等：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中国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时空变化 ４９７　　

等雨量线向南移动趋势较为明显。
从表 ２ 可看出， 各分区而言特征等雨量线的移动趋势可分为东南迁移和东北迁移。 其中， 向东向南迁移

为辽河流域、 海河流域和黄河流域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和淮河流域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 且在 α＝ ０ ０５ 时， 辽河流

域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南移趋势显著， 黄河流域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东移趋势显著； 向东向北迁移为松花江流域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和长江流域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 但趋势并不显著。

图 ６　 中国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中心点年际空间位移

Ｆｉｇ ６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４００ ｍｍ ａｎｄ ８００ 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ｃｏｎｔｏｕｒ

表 ２　 各地区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中心点变化趋势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ｈｉｆ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４００ ｍｍ ａｎｄ ８００ 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ｓｉｎｓ

地区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

线性回归系数 Ｋ 值 线性回归系数 Ｋ 值

经向 纬向 经向 纬向 经向 纬向 经向 纬向

松花江流域 ０ １６９ ０ ００４ ０ ５２７ ０ １０９ — — — —

辽河流域 ０ １５６ －０ １００ １ ２８０ －１ ６８１∗ — — — —

海河流域 ０ ０１９ －０ １０６ ０ ３４３ －０ ７６１ — — — —

黄河流域 ０ １２１ －０ ０６３ ２ ９０３∗ －０ ９１２ — — — —

淮河流域 — — — — ０ １３３ －０ ０３５ ０ ３０９ －０ ２５９

长江流域 — — —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７６ ０ ５６０ １ １６３

全国 －０ ２２０ －０ １５６ －１ ０２９ －２ ６６８∗ －０ ２９１ －０ １５８ －１ ７６５∗ －１ ０４６

　 注： ∗表示通过了 ０ 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正值代表北（东）移， 负值代表南（西）移， 线性回归系数单位为（°） ／ １０ ａ。

３ ３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年际间空间位移的周期性分析

图 ７ 为全国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中心点坐标 Ｍｏｒｌｅｔ 小波变换系数的模平方图， 从图 ７ 可以看出，
近 ５０ 年来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中心点的经纬度坐标包含了不同尺度的周期变化。 图 ８ 为等雨量线中

心点坐标 Ｍｏｒｌｅｔ 小波方差分布图， 可对图 ７ 中所识别出的周期进一步判断。 综合分析图 ７ 和图 ８ 可知： ①全

国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在经向移动上存在着 ４ 年和 ９ 年的周期， 其中， ９ 年是其经向移动的主要周期， 同时，
该特征等雨量线在纬向上存在着 ４ 年和 １２ 年的周期， 以 １２ 年为主要周期； ②全国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经向、
纬向的移动均存在 ７ 年的主要周期和 ３ 年次周期， 此外， 该特征等雨量线在经向和纬向上还分别存在 １７ 年

和 １９ 年的次周期。
表 ３ 列出了各分区特征等雨量线的变化周期， 从表 ３ 可以看出， 松花江流域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 长江流

域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和淮河流域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经向和纬向变化的主周期为 ６～７ 年， 海河流域和黄河流域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经向和纬向变化的主周期相对较长， 前者的主周期为 １０ 年（经向）和 １３ 年（纬向）， 后者的

主周期为 ９ 年（经向）和 １１ 年（纬向）， 而辽河流域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经向和纬向变化的主周期时间尺度最大，
其值为 ２２ 年（经向）和 ２１ 年（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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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全国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中心点坐标 Ｍｏｒｌｅｔ 小波变换系数的模平方

Ｆｉｇ ７ Ｍｏｒｌｅｔ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ｓ

图 ８　 全国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中心点坐标 Ｍｏｒｌｅｔ 小波方差分布

Ｆｉｇ ８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ｓ



　 第 ４ 期 袁喆， 等：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中国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时空变化 ４９９　　

表 ３　 各地区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中心点空间位置变化周期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４００ ｍｍ ａｎｄ ８００ 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ｓｈｉｆｔ

地区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松花江流域 ３ａ，７ａ∗ ４ａ，６ａ∗ — —

辽河流域 ４ａ，７ａ，２２ａ∗ ３ａ，６ａ，２１ａ∗ — —

海河流域 ６ａ，１０ａ∗ ６ａ，１３ａ∗ — —

黄河流域 ３ａ，５ａ，９ａ∗ ３ａ，６ａ，１１ａ∗ — —

淮河流域 — — ４ａ，７ａ∗，１６ａ ４ａ，７ａ∗，１９ａ

长江流域 — — ３ａ，６ａ∗，１７ａ ３ａ，６ａ∗，１６ａ

全国 ４ａ，９ａ∗ ４ａ，１２ａ∗ ３ａ，７ａ∗，１７ａ ３ａ，７ａ∗，１９ａ

注： ∗表示主要周期。

３ ４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年际间空间位移的突变性分析

对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中国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中心点经纬度序列采用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法和 ＭＴＴ 法对其突

变性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见图 ９ 和图 １０ 所示， 其他分区结果如表 ４ 所示。 不难发现， 通过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法识别

出来的突变点均包含于通过 ＭＴＴ 法识别出来的突变点中， 因此， 本次研究时间序列突变年份的判定依据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法的分析结果。 由图 ９ 可知， 全国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中心点经度的时间变化不存在明显的突变， 但

纬度的突变发生在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年， 且达到了置信度 α＝ ０ ０５ 的显著水平； 全国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中心点的经

度和纬度均发生了突变， 但发生突变的年份不同， 其中， 经度在 １９７５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发生突变， 且通过了 α ＝
０ ０５ 的显著性检验， 纬度的突变均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即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８７ 年， 其中 １９８２ 年通

过了 α＝ ０ ０１ 的显著性检验， 其他年份达到了 α＝ ０ ０５ 的显著水平。

图 ９　 基于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法的突变点检验

Ｆｉｇ ９ Ｂｒｅａｋｐｏｉ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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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基于 ＭＴＴ 法的突变点检验

Ｆｉｇ １０ Ｂｒｅａｋｐｏｉ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ＭＴＴ ｍｅｔｈｏｄ

表 ４ 列出各分区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空间位置的突变年份， 从表 ４ 可看出， 各分区特征等雨量线的纬向变

化不存在明显的突变， 而辽河流域和黄河流域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以及淮河流域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经向变化上

存在突变， 其突变年份分别为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６５ 年和 １９７６ 年， 而其他分区的特征等雨量线在经向变化上不存在

明显的突变。
表 ４　 各地区等雨量线中心点年际空间位置突变点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ｒｅａｋｐｏｉｎｔ ｏｆ ４００ ｍｍ ａｎｄ ８００ 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雨量线 分区
经度 纬度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ＭＴＴ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ＭＴＴ

松花江流域 无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９８ 无 １９８２，１９９８

辽河流域 １９８２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无 １９７９，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４００ ｍｍ 海河流域 无 １９６７ 无 １９７９，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黄河流域 １９６５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１９７０—１９７１，１９７８，１９９８ 无 １９７４，１９７９，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全国 无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１９８０，１９８２，１９８６—１９８７，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１９８０—１９８４，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淮河流域 １９７６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９６，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无 １９６５，１９６９—１９７０，１９７５

８００ ｍｍ 长江流域 无 １９８４，１９９５ 无 １９８４—１９８７，１９９１

全国 １９７５，２００２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１９８０，１９８２，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１９８７ １９６５，１９７４—１９７５，１９８０—１９８２，

１９８７，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４　 结　 论

（１） 中国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年多年平均降水量约为 ５９２ ７ ｍｍ，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加权平均位置坐标

分别为（１０６°０７′１２″Ｅ， ３９°２５′１３″Ｎ）和（１１０°１６′３１″Ｅ， ３４°１２′０４″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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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全国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存在向西和向南发生移动的趋势， 其中，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向西移

动趋势明显， 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向南移动趋势明显。
（３） 全国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迁移的主周期分别为 ９ 年（经向）和 １２ 年（纬向）， 全国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经

向、 纬向的移动均存在 ７ 年的主周期。
（４） 全国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的空间位置的纬度在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年发生过突变， 全国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空间

位置的经度在 １９７５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各存在一次突变， 而纬度的突变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如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８７ 年。

（５） ４００ ｍｍ 和 ８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的移动必然会导致区域水资源时空分布的变化， 进而对区域生态环境

和社会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 ４００ ｍｍ 等雨量线， 多分布于华北和西南这类水资源脆弱区， 该特征等

雨量线空间位置的剧烈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区域水资源合理配置与管理、 流域水生态建设等方面带来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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