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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认识淮河流域过去 ５００ 年洪旱事件发生规律并鉴别当前的洪旱情势， 收集并对比分析了流域实测降雨资

料、 重建历史雨季降雨资料、 历史旱涝等级资料、 历史洪旱文献记录和历史调查洪水资料等多源洪旱灾害数据。
以重建历史雨季降雨资料和历史旱涝等级资料为主要依据， 通过滑动平均、 频率计算、 小波分析和突变检验等方

法， 分析流域过去 ５００ 年洪水干旱时空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 结果表明， １７ 世纪淮河流域洪旱灾害最严重， 但 ２０
世纪极端洪旱事件发生频次最多。 淮河流域洪旱事件存在 ４０ 年左右的稳定长周期， 主周期从 １８ 世纪的 １５～２０ 年

逐渐减少到 １９ 世纪的 ５ 年周期， 近 ２０ 年来出现 ２～３ 年的主周期， 洪旱灾害事件呈增加趋势， 流域社会经济发展面

临着严峻的洪旱灾害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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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 决定了中国降雨时空分布的高度不均匀性， 洪水、 干旱灾害事件频繁。 中国现存最

早的水利技术理论著作 《管子·度地篇》将洪水、 干旱列为中国 ５ 种主要自然灾害的前两种， 洪灾更是位列五

害之首。 近年来，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 极端气象事件增多， 洪旱灾害问题日趋复杂［１］。 据 《中国灾情报告：
１９４９—１９９５》 统计， 在各种自然灾害中， 洪旱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最大， 约占 ６８％［２］。 近 ２０ 年中国洪涝灾害

年均经济损失超过 １ ０００ 亿元， 约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１％～３％， 年均因旱受灾面积约 ２ ６００ 万 ｈｍ２［３］。 利用

观测气象水文数据研究中国近 ５０ 多年来洪水干旱事件变化规律已具有大量研究成果［４⁃６］。 在百年尺度上， 根据

树轮、 冰芯、 岩溶、 沉积物和文献记录等代用资料构建近千年历史降雨数据得到了长足发展［７⁃８］。 这些重构的

历史数据对于研究近千年历史洪水干旱极值事件， 揭示区域年代际气候异常， 辨识现代及未来气候变化的自然

背景， 认识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规律等均具有重要意义［９⁃１０］， 也有助于认识区域洪旱灾害特征和演

变规律。 通常认为， 气候变化引发水文序列统计特征的非一致性［１１］， 需要在百年以上尺度研究气象、 水文要素

的统计规律。 因此近千年历史洪水干旱等极值事件研究对工程水文以及防汛抗旱决策具有重要价值。
淮河流域地处中国东亚季风区， 加上黄河长期夺淮使淮河入海入江不畅， 流域历史上洪旱灾害频繁， 具

有典型的气象水文灾害代表性［１２］。 本文利用重建历史降雨、 旱涝等级资料、 实测降雨、 调查洪水以及文献

记录等多源数据， 分析淮河流域近 ５００ 年洪旱事件特征， 探讨其演变规律。

１　 多源历史洪旱数据

降雨和径流是研究洪水、 干旱的主要数据。 此外， 树轮、 冰芯、 岩溶、 沉积物和文献记录等代用资料是

构建历史降雨、 径流序列的重要数据源。 针对淮河流域， 本文采用的气象、 水文和历史文献资料如表 １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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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实测降雨数据［１３］用于验证其他历史气象数据的精度， 并延长历史旱涝等级数据［１４］ 的序列长度。 中国

３ ０００年来的气象灾害文献记录［１５］为检验历史特定年份的旱涝状况提供了有效参考， 如淮河流域 １５９３ 年严重

洪水灾害， 文献记录了从上游山洪到中下游的河道洪水过程， 固始 “雷雨大作， 水漫山腰， 人畜随水而

下”， 阜阳 “八月八日水自西北来， 奔腾澎湃， 顷刻百余里陆地丈许， 舟行树梢”， 凤阳 “淮河涨， 平地引

舟， 大水进城”。 《中国历史大洪水调查资料汇编》 提供的历史调查洪水资料数据［１６］， 是中国当前最系统最

具权威性的一部历史大洪水调查研究成果， 确定了流域调查河段历史（多在 １９ 世纪以后）主要大洪水的洪峰

流量、 发生时间和可靠程度。 中国近代降水资料汇集了全国各地 １９５０ 年以前的实测降水资料， 包括逐月降

水量和降水日数两项［１７］。 该资料共收录全国 １ １８１ 个站， 但缺测时段较多， 需通过一致性检验， 淮河流域多

数站点 １９３１ 年起观测至 １９３７ 年中断。

表 １　 用于研究历史洪旱灾害的气象、水文和文献资料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ａｔａ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数据名称 起止年份 空间密度 表示方法 获取资料方法 资料来源

实测降雨数据 １９６１—２０１０ ０ ５°×０ ５° 月雨量 ／ ｍｍ 实测资料插值 文献［１３］

历史旱涝等级 １４７０—２０００ 站点 旱涝等级 ／ （１～５） 综合史料和近代实测降雨 文献［１４］

历史洪旱文献记录 公元前 １１ 世纪—１９１１ 州县等行政区 文字记载 集成各类史料的洪旱记录 文献［１５］

历史调查洪水资料 １９ 世纪以来 ５００ 余条河道洪水记录 流量数据 ／ （ｍ３·ｓ－１） 历史洪水调查方法 文献［１６］

中国降水资料 １８４１—１９５０ 站点 月雨量 ／ ｍｍ 实测站点降雨 文献［１７］

重建历史降雨 １４７０—１９９９ ０ ５°×０ ５° 雨季平均月雨量 ／ ｍｍ 基于树轮、旱涝等级
资料的 ＲｅｇＥＭ 方法

文献［８］

Ｆｅｎｇ 等［８］依据上述历史旱涝等级资料、 树轮资料、 冰芯资料和一些长时间序列的实测数据等， 采用正

则期望最大化方法（ＲｅｇＥＭ）重建了亚洲区域（５°Ｎ ～ ５５°Ｎ， ６０°Ｅ ～ １３５°Ｅ）１４７０ 年以来雨季（５ ～ ９ 月）的平均

降雨序列。 首先将亚洲区域分为 ４４ 个子区域， 使得每个子区域内地形相对均一， 以便降低 ＲｅｇＥＭ 方法重建

降雨的困难， 最终得到网格分辨率为 ０ ５°×０ ５°的历史降雨数据。 重建的历史降雨数据集提供了淮河流域逐

年雨季降雨量， 是定量描述淮河流域历史降雨的重要支撑。

２　 不同洪旱资料的对比分析

２ １　 时间序列

选择观测降雨与其他资料共同时段 １９６１—１９９９ 年为研究期。 对于整个淮河流域（图 １（ａ））， 重建历史降

雨的雨季平均月降雨量为 １１８ ４ ｍｍ， 与实测值（１２３ ３ ｍｍ）相比， 误差仅为－３ ９％。 但重建历史降雨序列的

最大值偏小而最小值偏大， 标准方差（１２ ４ ｍｍ）约为实测值序列标准方差（２４ ｍｍ）的一半， 这与重建过程中

为降低总体误差噪音而舍弃了经验正交函数（ＥＯＦ）的高阶模态有关［８］。 两组序列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４４。 蚌埠

站是淮河干流中游的重要控制站点， 流域面积为 １２ １ 万 ｋｍ２， 通常以该站上游区域的降雨和径流数据来研

究淮河流域的洪旱灾害事件。 图 １（ｂ）表明， 蚌埠站以上重建历史降雨资料同样可以较好地反映蚌埠站以上

区域的雨季降雨， 多年雨季平均月降雨量为 １１６ ６ ｍｍ， 较实测值误差仅为－４ ５％， 相关系数达到 ０ ５０， 对

最大值、 最小值亦有较好的反映， 标准方差较整个淮河流域有所改善。 与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的实测降雨［１７］ 对

比， 蚌埠站以上区域重建历史降雨较好地反映了同期的旱涝状况（如 １９３１ 年极端洪水和 １９３６ 年的干旱）， 但

也同样存在了对峰值有所低估的现象。
历史旱涝等级资料中淮河流域内有 ７ 个站点， 分别是蚌埠、 阜阳、 信阳、 郑州、 临沂、 徐州和菏泽。 结

合流域周围的旱涝等级站数据， 采用 Ｔｈｉｅｓｓｅｎ 多边形法计算淮河流域及蚌埠站以上区域的旱涝等级值。 １９４９
年以来的旱涝等级值是根据实测降雨求得的， 蚌埠站以上区域的旱涝等级序列与实测降雨序列和重建历史降

雨序列的相关性分别为 ０ ９２ 和 ０ ５４， 如图 １ 所示。 旱涝等级序列的前段采用历史文献记载评定［１４］， 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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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得到了广泛应用， 可以较好地反映该区域旱涝状况。

图 １　 重建历史降雨、 实测降雨和旱涝等级值的比较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ｄｅｘ ｄａｔａ

２ ２　 空间分布

与旱涝等级序列相比， 重建历史降雨数据的优势在于能够给出历史降雨的具体数值和空间分布。 图 ２ 比

较了淮河流域 １９６１—１９９９ 年多年雨季（５～９ 月） 平均的实测月降雨量和重建月降雨量的空间分布， 流域共包

括 １０６ 个重建历史降雨的 ０ ５°×０ ５°网格点。 重建历史降雨资料能够较好地反映流域的雨季降雨空间分布，
高值中心位于流域中上游的南部山区以及东南部沿海地区， 且由东南向西北降雨量逐渐递减； 但与实测降雨

场相比， 地带性特征略有散乱。 对于重建历史降雨资料， 流域内网格点最小降雨量为 ８９ ２ ｍｍ， 与实测值相

比误差仅为－１ ７％， 对南部最大降雨网格点的估计误差较大， 为－２３ １％， 即图 ２（ａ）流域南部等值线密集分

布处， 而平均值差别不大， 如 ２ １ 节所述。
２ ３　 流域典型旱涝个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重建历史降雨序列空间分布对局部旱涝事件辨识能力， 选择淮河流域历史上干旱年份

１７８５ 年和洪涝年份 １９３１ 年作为典型个例， 分析流域洪旱事件发生的区域特征。
根据历史洪旱文献记录［１５］， １７８５ 年江淮地区发生严重干旱， 加之前一年的干旱， 致使流域伴随严重的

蝗灾和瘟疫， 其持续少雨时间和酷旱记述为前所未见。 光绪 《重修安徽通志》 记载 “安徽等各府州县属自

五月以后雨泽愆期， 田禾未获播种齐全”。 “六安、 霍山大旱， 自三月至八月不雨”。 河南临颍 “自春正月不

雨， 至秋七月雨”， 息县 “大旱， 四月至七月始雨”。 春夏持续降雨偏少使得 “安徽亳州五十一州县并凤阳

等九卫旱灾”， “河南永城等十二州县旱灾”。 流域内 ７ 个洪旱等级站的记录全部为 ５ 级， 即流域性干旱。 重

建历史降雨距平表明， 整个淮河流域的雨季降雨量均偏小， 淮河中上游地区尤为严重， 距平小于－３０％， 部

分地区偏小 ４０％以上， 如图 ３ 所示。 重建历史降雨数据与上述旱灾记录描述与洪旱等级站指标一致， 也反映

上述记载中六安、 霍山、 临颍、 亳州和永城等地的极端干旱程度。
１９３１ 年淮河流域洪水灾害极为严重。 ７ 月流域内普降暴雨， 河水陡涨， 豫、 皖两省沿淮堤防漫堤决口达 ６０

余处， 大片地区洪水漫流， “庐舍为墟”， “遍地尸漂”。 下游洪泽湖最高水位达 １６ ０６ ｍ， 运河堤溃决， 下游地

区一片汪洋。 豫、 皖、 苏三省合计受灾总面积 ５１３ ３ 万 ｈｍ２， 灾民近２ ０００万。 历史调查洪水同样证实了这次全

流域性的洪涝灾害， 淮河上游各断面的调查洪水多数处于历史调查洪水的前 ５ 位， 地处上游的浉河南湾水库断

面该年份调查最大洪峰量流为 ４ ９２０ ｍ３ ／ ｓ， 超过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实测记录最大洪水３ ２６０ ｍ３ ／ ｓ的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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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淮河流域实测降雨与重建历史降雨的空间分布比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重建历史降雨距平表明， 该年份流域中上游地区降雨量普遍偏多 ２０％以上， 其中主要洪水来源区淮河干

流上游降雨量偏多 ４０％以上（图 ４）。 《中国降水资料》 记录中信阳和息县两站 １９３１ 年 ５ ～ ９ 月实测的平均月

雨量分别达到 ２４１ ｍｍ 和 ２２０ ｍｍ， 其他实测雨量如图 ４ 中下划线数字所示。 洪旱等级站中信阳、 阜阳、 蚌埠

和徐州 ４ 州县为 １ 级（洪涝）， 郑州为 ２ 级（偏涝）， 与重建历史降雨资料一致； 而菏泽为 ４ 级（偏旱）与重建

历史降雨资料反映的旱涝状况不同。 重建历史降雨在淮河蚌埠以上区域能够很好地反映实际洪涝状况。 沂沭

河部分支流亦发生了典型的历史记录洪水， 虽然整个雨季降雨距平并未显著偏大。

图 ３　 淮河流域 １７８５ 年干旱灾害分析

Ｆｉｇ ３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１７８５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图 ４　 淮河流域 １９３１ 年洪水灾害分析

Ｆｉｇ ４ Ｆｌｏｏ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１９３１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３　 洪旱演变规律

通过上述各种历史旱涝数据源的对比分析表明， 重建历史降雨数据总体上能够描述淮河流域过去 ５００ 年

来雨季降雨的时空变化， 从而反映流域洪旱状况， 数据序列连续且具有定量数值； 流域历史旱涝等级指标也

是有效刻画流域旱涝状况的定性指标， 时间序列可靠性较高。 淮河流域的洪水干旱灾害以淮河蚌埠站以上区

域尤为典型， 以下分析将以重建历史降雨数据和历史旱涝等级指标为主， 研究淮河流域蚌埠站以上区域的历

史洪旱特征和演变规律。
３ １　 旱涝年代际分析

根据重建历史降雨 ０ ５°×０ ５°网格值， 并采用实测降雨数据延长至 ２０１０ 年， 统计淮河流域蚌埠站以上

区域的逐年雨季平均降雨量， 如图 ５（ａ）所示， 多数年份雨季平均月降雨量为 ８０～１６０ ｍｍ。 １１ 年滑动平均结

果表明该流域洪旱年际交替特征显著； 根据 ４０ 年滑动平均统计结果， 流域存在 ３ 个主要的湿润期： １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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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０ 年、 １７３０—１７８０ 年、 １８２０—１９２０ 年； ３ 个主要的干旱期： １４７０—１５４５ 年、 １６１５—１６６０ 年、 １９３５—１９８０
年。 旱涝等级序列给出了类似的年代际变化特征， 如图 ５（ｂ）所示， 二者比较表明， 重建历史降雨序列对 ２０
世纪前半叶的干旱状况有所低估。

利用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突变检验得到的降雨序列干湿突变年份分别为 １７１０—１７２３ 年和 １９５３ 年前后。 在经历

２０ 世纪末期的干旱阶段后， 目前东亚夏季风恢复增强［１８］， 淮河流域正处在偏湿时期， 这种旱涝转变可能与

前期大尺度大气环流特征有关［１９］。

图 ５　 淮河蚌埠站以上区域 １４７０ 年以来的雨季降雨量和旱涝等级序列

Ｆｉｇ ５ Ｗｅｔ ｓｅａｓｏ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ｂｏｖｅ Ｂｅｎｇｂｕ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１４７０

根据蚌埠站以上区域及附近的历史旱涝等级站点数据， 采用 Ｔｈｉｅｓｓｅｎ 多边形法计算该区域的旱涝灾害等级，
将流域在上述降雨条件下的洪旱灾害划分为 ７ 个等级， 从 １６ 世纪到 ２０ 世纪每 １００ 年进行频率统计分析， 如图 ６ 所

示。 总体上， 偏湿的年代为 １８ 世纪， 偏态系数ＣＶ ＝－０ ４７； 偏干年代为 ２０ 世纪， ＣＶ ＝ ０ ３６， 但 ２０ 世纪正常年份出

现概率显著偏低， 呈现出非涝即旱的特点； 其他 ３ 个世纪流域洪水和干旱事件发生频次大体相当。
采用峰度系数定量分析频率分布曲线的尾部特征， 即洪水干旱灾害的强度。 在过去 ５００ 年中， 洪水干旱

灾害最严重的是 １７ 世纪， 峰度系数为－０ ５６， 这 １００ 年中发生极端洪涝事件 ２ 次（１６０３ 年和 １６５８ 年）、 洪涝

事件 １１ 次、 干旱事件 ９ 次、 极端干旱事件 ３ 次（１６４０ 年、 １６６１ 年和 １６７１ 年）。 １６５８ 年洪灾淮河中游 “五月

至八月大雨， 淮、 洪、 潢、 汝皆溢”， 而 ３ 年后 １６６１ 年的特大旱灾， 流域多地夏秋大旱， “赤土千里， 寸粒

无收”。 ２０ 世纪流域洪旱灾害同样非常严重， 峰度系数为－０ ４４。 １００ 年中发生极端洪涝事件 ４ 次（１９２１ 年、
１９３１ 年、 １９５４ 年和 １９５６ 年）、 洪涝事件 ５ 次、 干旱事件 ９ 次、 极端干旱事件 ５ 次（１９３２ 年、 １９３６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４ 年和 １９６６ 年）。 ２０ 世纪极端洪旱事件频次要显著多于 １７ 世纪， 并且正常年份是过去 ５００ 年中最少

的一个世纪。 １８ 世纪流域总体偏涝， 发生了 ３ 次极端洪水事件（１７０９ 年、 １７４２ 年和 １７５５ 年）， 干旱事件较

少； 其他两个世纪的极端洪水干旱事件均少于 ２０ 世纪和 １７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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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 淮河流域极端洪旱灾害依然频繁［２０］。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７ 年先后发生了建国以来仅次于 １９５４
年的流域性大洪水； ２００１ 年流域发生了 ４ 个季节连续干旱的大旱， ２００２ 年南四湖地区遭受了 １００ 年一遇的

大旱。
３ ２　 洪旱周期规律

小波工具是分析时间序列周期性的有效工具， 已广泛应用于气象水文极端事件研究中。 利用 ２０００ 年以

来的逐月降雨观测资料， 将淮河蚌埠站以上区域的重建历史降雨资料和旱涝等级资料的序列延长到 ２０１０ 年。
两组序列的小波系数方差均表明， 研究区域 １４７０—２０１０ 年洪旱事件序列存在 ２５～５０ 年的长周期和 ７ 年左右

的短周期（见图 ７）。

图 ６　 淮河蚌埠站以上区域旱涝发生频率统计

Ｆｉｇ ６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 ／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ｂｏｖｅ Ｂｅｎｇｂｕ 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 ７　 重建降雨序列和旱涝等级序列的小波方差

Ｆｉｇ ７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ｒｉｅｓ

图 ８ 给出了重建历史降雨和旱涝等级资料的小波变换的时频分布， 用于反映不同时期的洪旱事件周期。
主周期中心与历史极端洪水调查记录（实测值）一致， 如 １５９３ 年、 １６４８ 年、 １７４２ 年、 １９５４ 年和 ２００３ 年的流

域洪水等。 与小波系数方差结果类似， 研究区存在 ４０ 年左右的洪旱长周期， １７５０ 年以后该长周期有变短的

现象（图 ８）。 １６ 世纪至 １８ 世纪中期， 通过 ９０％信度检验的周期分别有 ２０ 年、 １１～１３ 年、 ６～８ 年等， 旱涝等

级数据的结果给出了更多的高频信号； 重建历史降雨数据显示的主周期为 ２０ 年， 而历史旱涝等级数据得到

的该时期主周期中心为 １５ 年。 １９ 世纪以来， 先后存在两个主要周期， 即 １１ 年和 ５ 年。 因在数据重建过程中

为避免整体噪音的影响， 该数据对个别历史时段的高频洪旱周期有所低估， 可针对性的进一步给予改进。

图 ８　 重建历史降雨和旱涝等级数据的小波变换时频分布

Ｆｉｇ ８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ｒｉｅｓ

流域低频周期（大于 ８ 年）与太阳黑子周期有显著的统计关系［２１］。 近 ２０ 年来存在较显著的 ２ ～ ３ 年短周

期， 旱涝等级数据得到的结果尤为显著， 亦证实 ２０ 世纪淮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洪旱事件交替频繁发生的特点。
可见， 过去 ５００ 年来淮河流域洪旱事件的发生周期存在变短现象。 图 ８ 表明流域洪旱灾害主周期发生改变的

两个时段分别位于 １７３０—１８００ 年和 １９００—１９４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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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重建历史降雨定量描述了淮河流域雨季降雨量的时空分布， 具有较高精度。 重建历史降雨和旱涝等级序

列的统计分析表明， 近 ５００ 年来淮河流域洪旱灾害交替频繁发生， １７ 世纪是流域洪水干旱灾害最为严重的

年代； ２０ 世纪次之， 但极端洪水干旱灾害共计发生了 ９ 次， 比 １７ 世纪要多 ４ 次； 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 淮河流

域极端洪水干旱灾害仍非常频繁。 淮河流域洪旱事件存在 ４０ 年左右的稳定长周期， 但从 １８ 世纪后期开始，
低频周期有较显著的变短。 不同时期的主周期从 １５～２０ 年逐渐变为 ５ 年周期， 近年来更是出现 ２ ～ ３ 年的主

周期。 工业化以来高强度的人类活动通过直接改变大气的组成成分、 改变下垫面状况等方式影响区域以至全

球气候系统。 气候变暖造成的水循环速度加快， 以及日趋剧烈的下垫面变化正使得人口密集的淮河流域面临

着严峻的洪水干旱灾害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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