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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西北干旱地区的旱涝变化规律对于区域抗旱减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立区域综合旱涝指数模型，
利用西北 ４ 省区 １９ 个站点的旱涝等级序列， 建立区域综合旱涝指数序列。 发现区域在 １４７０—２００８ 年间呈现出干旱

频发的态势， 且区域内的西部比东部、 高海拔地区较低海拔地区更易发生干旱灾害。 利用经验模态分解方法处理

区域综合旱涝指数序列， 发现区域综合旱涝指数变化存在 ２ ５ 年、 ７ ５ 年、 １３ １ 年、 ２５ ７ 年、 ７７ ０ 年和 １３４ ８ 年

等准周期变化。 且近 ５３９ 年来， 西北干旱地区区域综合旱涝指数呈减小趋势， 未来区域干旱综合强度有减轻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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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的旱涝灾害时空变化是 “过去全球变化” （ＰＡＧＥＳ）和 “气候变率与可预测性” （ＣＬＩＶＡＲ）两
大国际研究计划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１］。 尤其在当前气候变化背景下， 通过研究历史时期旱涝灾害变化的

规律， 探讨当前或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旱涝灾害的演变趋势， 对于中国当前水利防汛抗旱减灾工作具有重要的

实践意义。
干旱、 洪涝是中国的主要自然灾害类型。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众多研究机构和人员便开始系统研究

中国历史时期的旱涝气候变化。 如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便开始系统收集整理中国各大

流域历史时期的旱涝史料， 并从国家、 流域等层次分析旱涝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为中国现代水利建设提供

基础数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组织有关单位利用地方志、 故宫档案、 历代灾害年

表等历史文献中的旱涝记录， 编制了 《中国近 ５００ 年旱涝分布图集》。 同期， 王绍武和赵宗慈［２］ 利用历史文

献记录编制中国近 ５００ 年的旱涝分型年表。 近来， 郝志新等［３］根据文献记录建立了中国东部华北、 江淮和江

南地区时间分辨率为 ５０ 年的极端旱涝事件序列， 并指出 ２０ 世纪后半叶的气候变暖并未导致极端旱涝事件的

发生频率明显增加。 万金红等［４］利用故宫灾害档案重建了清代 ２００ 余年的旱灾空间分布以及分时段变化特

征， 并指出中国在 １７ 世纪中叶到 ２０ 世纪初存在 ３ 个旱灾频发区， 其中西北干旱地区的旱灾最为严重。 可

见， 前人的研究或是资料整理、 或是事实的描述， 鲜有针对特定区域的高时间、 空间分辨率的气候变化规律

分析。 为此， 本文以高时空分辨率的古气候代用资料为基础， 探讨西北干旱地区的旱涝分期和时空波动性

特征。
水资源短缺和持续干旱是西北干旱地区（本文特指青海、 甘肃、 宁夏、 陕西四省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限制因子， 研究这一区域旱涝灾害的变化趋势， 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利

用已有旱涝等级序列， 建立区域旱涝指数模型， 应用经验模态分解方法（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ＭＤ）来分析西北干旱地区 １４７０—２００８ 年旱涝特征和变化趋势， 为区域的综合防汛抗旱减灾策略制定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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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

本文所用数据选自文献［５］， 该资料提供了 １４７０—２００８ 年间西北四省区 １９ 个站点（图 １）的逐年旱涝等

图 １　 西北干旱地区旱涝等级站点分布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ｆｌｏｏｄ ｄａｔａ ｓｉｔｅｓ

级序列。 由于缺少历史文献资料， 青海省中西部的格尔

木、 刚察、 玉树和兴海等站部分时段的旱涝等级是采用

树木年轮、 河流流量等数据重建的， 这使得上述 ４ 站的

旱涝等级序列更能体现区域降水与干湿变化的自然特

征。 其中， 格尔木站 １４７０—１９５３ 年的旱涝等级数据是根

据德令哈地区的圆柏树轮表年表反演的降水量序列重

建［６］； 刚察站 １４７０—１９５６ 年的旱涝等级数据是利用青海

湖畔天峻县的树轮年表反演的降水序列重建［７］； 玉树站

１４９５—１９５０ 年的旱涝等级数据是利用玉树州通天河和澜

沧江上游扎曲河两岸的树木年轮反演的降水序列重

建［８］； 兴海站 １７３６—１９５９ 年的旱涝等级数据是根据黄河

上游兴海县唐乃亥水文站重建 １７３６ 年以来水文系列反演而来［９］。 其他站点均依据历史文献和现代降水资料

确定。 由于该资料所列站点集中在区域东部， 青海西部和甘肃西部站点较少， 因此本文所得结论是否可推及

于这些地区， 有待进一步探讨。
１ ２　 区域综合旱涝指数模型

Ｚｈｅｎｇ 等［１０］研究中国东部季风区历史时期降水变化时， 提出了一个基于时空信息不完备条件下的干湿指

数模型。 由于文献［５］提供西北干旱地区近 ５００ 年旱涝等级序列具有良好的时空连续性， 因此笔者在 Ｚｈｅｎｇ
等［１０］提出的模型基础上， 提出时空信息完备条件下的区域综合旱涝指数（ ｒｉ）模型。

令 Ｘ ｉｊ为站点 ｊ 在第 ｉ 年的旱涝等级，

Ｘ ｉｊ ＝
０　 　 　 站点 ｊ 无旱涝等级数值

ｋ　 　 　 站点 ｊ 旱涝等级数值为 ｋ{ （１）

则　 ＹＳ
ｉｊ ＝

０　 　 　 Ｘ ｉｊ ＝ ０
１　 　 　 Ｘ ｉｊ ≠ ０{ 和 Ｙｋ

ｉｊ ＝
０　 　 　 Ｘ ｉｊ ≠ ｋ
１　 　 　 Ｘ ｉｊ ＝ ｋ{ （２）

式中　 Ｙｉｊ为不同旱涝等级站点出现的频次数； ｋ 为站点 ｊ 的旱涝等级数， ｋ ＝ ５， ４， ２， １ 分别代表重旱、 干

旱、 涝、 重涝； Ｓ 为旱涝等级的集合， Ｓ＝ ｛５， ４， ２， １｝。 第 ｉ 年研究区内 ｋ 等级旱涝事件出现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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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Ｊ 为研究区域内站点的总数。
那么第 ｉ 年区域综合旱涝指数为

ｒｉ ＝ ２ｐ５
ｉ ＋ ｐ４

ｉ － ｐ２
ｉ － ２ｐ１

ｉ （４）
可以看出 ｒｉ＞０ 时表示区域在第 ｉ 年干旱比较严重， ｒｉ＜０ 时表示区域第 ｉ 年洪涝比较严重， ｜ ｒｉ ｜ 表示区域旱

涝的严重程度或强度。
１ ３　 经验模态分解方法

Ｈｕａｎｇ 等［１１⁃１２］于 １９９８ 年提出了经验模态分解（ＥＭＤ）方法。 该方法可以将不同尺度的波动和变化趋势从

原始信号中逐级分离出来， 形成不同特征尺度的本征模态函数（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ｄ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ｍｆ）分量。 通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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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量， 刘莉红等［１３］揭示出中国东部季风区气温、 降水序列中存在的多尺度振荡变化特征； 据此， 万仕

全等［１４］指出这些 ｉｍｆ 分量于预测未来气候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１１］提出的具体方法是： 把序列 Ｘ（ ｔ）中所有极大值点用三次样条函数拟合成原始数据的上包络线；

找出序列 Ｘ（ ｔ）中所有极小值点拟合成下包络线； 上、 下包络线的均值为原序列的平均包络线ｍ１（ ｔ）； 将原序

列 Ｘ（ ｔ）减去该平均包络线， 即得到一个去掉低频的新序列 ｈ１（ ｔ）。
ｈ１（ ｔ） ＝ Ｘ（ ｔ） － ｍ１（ ｔ） （５）

但 ｈ１（ ｔ）通常并不平稳， 重复 ｋ 次上述过程后， 直到所得平均包络线趋于 ０ 时， 便得到第 １ 个 ｉｍｆ 分量 Ｃ１（ ｔ）
Ｃ１（ ｔ） ＝ ｈ１ｋ（ ｔ） － ｍ１ｋ（ ｔ） （６）

第 １ 个 ｉｍｆ 分量代表原序列的高频成分， 将原始序列 Ｘ（ ｔ）减去第 １ 个 ｉｍｆ 分量 Ｃ１（ ｔ）， 可以得到第 １ 个去掉

高频成分的差值序列 ｒ１（ ｔ）。 对 ｒ１（ ｔ）重复上述平稳化过程就可以得到第 ２ 个 ｉｍｆ 分量。 依此类推， 直到剩下

的序列 ｒｎ（ ｔ）不能分解为止， 那么 ｒｎ（ ｔ）就代表原序列的平均趋势。
ｒ２（ ｔ） ＝ ｒ１（ ｔ） － 　 Ｃ２（ ｔ）

︙　 　 　 　 　 　 ︙
ｒｎ（ ｔ） ＝ ｒｎ－１（ ｔ） － Ｃｎ（ ｔ） （７）

那么原始序列 Ｘ（ ｔ）就可以由这些 ｉｍｆ 分量 Ｃｎ（ ｔ）及一个平均趋势序列 ｒｎ（ ｔ）之和表示。

Ｘ（ ｔ） ＝ ∑
ｎ

ｉ ＝ １
Ｃ ｉ（ ｔ） ＋ ｒｎ（ ｔ） （８）

这里， 趋势项 ｒｎ（ ｔ）可以表示整个序列的总趋势。

２　 区域旱涝灾害变化特征分析

２ １　 旱涝时空变化特征

将西北干旱地区 １９ 个站点的旱涝等级序列数据代入区域旱涝综合指数模型， 分别计算出近 ５３９ 年西北

干旱地区的综合旱涝指数， 以及陕西、 宁夏、 甘肃、 青海 ４ 省区的综合旱涝指数（图 ２）。 这些指数序列分别

代表了西北干旱地区及所属省区 １４７０—２００８ 年的旱涝变化情况和逐年的灾害强度变化特征。 可见， 干旱是

研究区在 １４７０—２００８ 年间面临的主要致灾因子， 大部分时间区域综合旱涝指数 ｒｉ都处在大于 ０ 的状态， 这

与甘肃万象洞的石笋证据［１５］反演的区域干湿情况相一致。 经过 １０ 年的滑动平均后可以看到， 西北干旱地区

在 １４７０—１５７０ 年、 １９１０—２００８ 年这两个时段存在长达 １００ 年干旱严重期， 且 １４７０—１５７０ 年间干旱的强度普

遍较强， 与王涛等［１６］利用树轮、 冰芯等资料重建西北降水变化成果相吻合； １５７０—１９１０ 年间存在着旱涝频

发的交替过程， 其中 １９ 世纪的 １００ 年间旱涝交替最为明显。 但是干旱频发时段相对较长、 强度较大， 仅在

１８２０—１８９０ 年表现出几个洪涝灾害强度较大的时期。
图 ２ 中 ４ 省区间表现出明显空间渐变的特征。 如陕西、 宁夏自 １７ 世纪中后期以来洪涝发生的强度和频

次明显多于甘肃和青海， 同时青藏高原的青海省发生干旱的频次要明显高于其他海拔较低的区域， 可见区域

内东部地区的洪涝要多于西部地区， 低海拔地区高于高海拔地区， 这与葛全胜［１７］ 在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
中提出的观点相吻合。 陕西省在过去 ５３９ 年间旱涝指数呈现明显交替变化， 且洪涝多发时段的时长明显多于

干旱频发时段的时长， 且旱涝指数的强度变化自 １７ 世纪中叶开始趋于和缓， 经滑动平均后 ｒｉ值在 ０ 附近振

荡； 宁夏则表现出 １８ 世纪中叶前是干旱的频发时段， １８ 世纪中叶以后呈现易旱时段与易涝时段交替过程，
且综合旱涝指数数值强度变化明显大于前半时段； 相较于陕西和宁夏， 甘肃省干旱的持续时间和强度明显变

大， 在 １４７０—１６５０ 年出现一个长达 １７０ 余年的干旱频发期， １８９０—２００８ 年则出现一个 １２０ 余年的干旱频发

期， 并且这两个时段间存在多个干旱强度值较高区间， 这与姚辉和徐国昌［１８］ 的研究基本一致； 青海省长期

以来处在相对干旱的状态， 仅在 １６ 世纪下半叶到 １７ 世纪初和 ２０ 世纪末至今出现两段洪涝严重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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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线为原综合旱涝指数序列， 粗线为经过 １０ 年滑动平均后的情况

图 ２　 西北干旱地区近 ５００ 年旱涝指数变化

Ｆｉｇ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ｆｌｏｏｄ ｉｎｄｅｘ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４７０—２００８

２ ２　 区域旱涝灾害周期特征

西北干旱地区的旱涝指数序列经过 ＥＭＤ 分解， 得到一组代表不同时间特征尺度的 ７ 个 ｉｍｆ 分量和趋势

项 ｒｅｓ。 进而考察各 ｉｍｆ 分量对于原序列的相对重要性， 一是根据各分量振幅变化的能量级； 二是参照谐波

分析， 用方差贡献率（表 １）表现各分量对原序列的重要性［１１⁃１２］。 结果显示， ｉｍｆ１、 ｉｍｆ２ 和 ｉｍｆ３ 的方差贡献率

大于 １０％， ｉｍｆ４、 ｉｍｆ５ 和 ｉｍｆ６ 的方差贡献率为 １％～１０％， ｉｍｆ７ 的方差贡献率小于 １％。 可见西北干旱地区综

合旱涝指数的年际变化主要由前 ３ 个较高频振荡决定（方差贡献率之和＞７０％）。

表 １　 西北干旱地区旱涝指数各 ｉｍｆ 分量的平均周期及方差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ｍｆ １—７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ｆｌｏｏｄ ｉｎｄｅｘ

ＥＭＤ 分量 ｉｍｆ１ ｉｍｆ２ ｉｍｆ３ ｉｍｆ４ ｉｍｆ５ ｉｍｆ６ ｉｍｆ７

平均周期 ／ ａ ２ ５ ７ ５ １３ １ ２５ ７ ７７ ０ １３４ ８ ５００ ０

方差贡献率 ／ ％ ４１ ２ １５ ５ １４ １ ８ ９ ９ １ ４ ０ ０ ９

　 　 由于 ｉｍｆ 分量可以揭示原序列内在的多尺度振荡变化特征， 所以可通过 ＦＦＴ 变换推求各 ｉｍｆ 分量的平均

周期［１９］。 由表 １ 可见， ｉｍｆ１ 的平均振荡时长最短为 ２ ５ 年左右， 且振幅变化最大， 能量最大， 对原序列变

化的贡献最大（４１ ２％）， 这与西北干旱地区普遍存在准 ３ 年的干湿气候变化周期相吻合［２０］； ｉｍｆ２ 的平均振

荡周期为 ７ ５ 年左右， 这与 ＥＮＳＯ 事件的波动周期相吻合， 且文献［２０］也指出西北干旱地区的旱涝变化与

ＥＮＳＯ 事件具有很好相关性； ｉｍｆ３ 的平均振荡周期为 １３ １ 年左右， 这与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相似； ｉｍｆ４ 和

ｉｍｆ５ 的平均周期则与中国降水变化的年代际特征（３０ 年、 ６０ 年）十分接近， 反映出西北干旱地区的旱涝灾害

年代际间强度变化与降水的周期变化有联系； ｉｍｆ６ 的平均周期（１３４ ８ 年）与文献［１６］提出的中国北方干旱

半干旱地区存在 １２０ 年降水周期接近； ｉｍｆ７ 平均振荡时长最长约为 ５００ 年， 且振幅变化最小， 能量最小， 对



　 第 ５ 期 万金红， 等： １４７０—２００８ 年中国西北干旱地区旱涝变化特征分析 ６２９　　

原序列变化的贡献最小（０ ９％）。 由于西北干旱地区的旱涝等级序列仅有 ５３９ 年， 对于此 ５００ 年尺度周期过

程的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２ ３　 区域旱涝灾害趋势特征

在旱涝变化趋势分区方面， 图 ３ 表明西北干旱地区及各省区旱涝指数变化趋势上存在着较大时间、 空间

图 ３　 西北干旱地区分区旱涝指数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３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ｆｌｏｏｄ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ａｒｉｄ Ｎｏｒ⁃
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４７０—２００８

上的差异。 西北干旱地区在由小冰期 （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ｃｅ Ａｇｅ，
ＬＩＡ）向现代暖期（Ｃｕｒｒｅｎｔ Ｗａ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ＷＰ）转变的 １９
世纪［２１⁃２２］， 这种趋势上差异变化最为显著。 在过去的

５３９ 年间， 西北干旱地区的区域旱涝指数的趋势项（ ｒｅｓ）
变化呈现减小的趋势（ ｒｅｓ 由 ０ １５ 降至 ０ ０７）， 区域干旱

强度呈现减轻的态势。 陕西经历了干旱强度增强， 而后

降低到洪涝强度增强的变化过程， 从 １８ 世纪开始就表现

出洪涝强度增强的趋势， 进入 １９ 世纪末洪涝增强态势趋

于和缓， 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洪涝强度减弱的趋势；
宁夏经历了干旱强度降低到洪涝强度增强的变化过程，
从 １９ 世纪表现出洪涝强度增强的趋势， 且目前仍未显现

出强度变缓、 或减弱的态势； 甘肃在过去的 ５００ 多年间

一直持续干旱较为严重的态势， 仅在 １８ 世纪末期到 １９
世纪初期处在干旱强度较轻的状态， 从 １９ 世纪中后期开

始， 甘肃的干旱强度再次呈现出增强的态势； 青海在过去 ５００ 多年间表现出干旱强度持续降低的趋势。

３　 结　 　 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时空信息相对完备条件下的区域综合旱涝指数模型， 并利用这一模型

计算了西北干旱地区全区及所属省区的综合旱涝指数。 在此基础上利用经验模态分解的方法， 对所得的区域

综合旱涝指数进行了分解， 结果直观地展示出西北干旱地区旱涝的时空特征。
从旱涝变化特征上看： 在时间尺度上， 干旱是西北干旱地区在 １４７０—２００８ 年间面临的主要致灾因子，

仅在 １９ 世纪表现出几个洪涝频发且强度较大的时段； 在空间尺度上， 在 １４７０—２００８ 年旱涝频发时段、 灾害

强度变化具有明显空间变化特征， 即干旱频发时段和干旱强度表现出区域内西部大于东部， 高海拔地区多于

低海拔地区。 　
从旱涝变化周期上看： 西北干旱地区存在 ７ 个不同时间尺度上的振荡， 其中 ｉｍｆ１ （２ ５ 年）与该区普遍

存在干湿 ３ 年变化周期相一致， ｉｍｆ２ （７ ５ 年）与 ＥＮＳＯ 事件变化周期相吻合， ｉｍｆ３ （１３ １ 年）与太阳黑子活

动周期相近， ｉｍｆ４ （２５ ７ 年）和 ｉｍｆ５ （７７ ０ 年）的平均周期则与中国季风雨区降水变化的年代际特征（３０ 年、
６０ 年）十分接近， ｉｍｆ６ （１３４ ８ 年）的平均周期与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存在的百年尺度（１２０ 年）周期波荡

接近。
从旱涝变化趋势上看： 除甘肃省外， 西北干旱地区均呈现干旱强度减轻的趋势。 但所属四省区在旱涝指

数变化趋势上存在着较大时间、 空间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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