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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趋势性、 滞后性及相关性三方面， 对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间 ＧＲＡＣＥ 重力卫星反演的长江上游与中游陆地水储量

与模型模拟土壤含水量、 实测降水和实测径流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 并从干旱强度及发展时间两方面评估了标准

化陆地水储量指数 ＳＷＳＩ、 标准化降水指数 ＳＰＩ、 标准化径流指数 ＳＲＩ 和标准化土壤含水量指数 ＳＳＭＩ 对区域性干旱

的表征能力。 结果表明： 长江上游地区陆地水储量与降水、 径流和土壤水蓄量均无显著变化， 而中游地区陆地水

储量则与水库蓄量同样具有显著性增加， 反映人类活动对中游地区陆地水储量变化有很大影响； 各指标指示的各

等级干旱月份数量基本相当， 但各指标反映的特旱具体月份有较大差别， 基于 ＧＲＡＣＥ 数据构建的 ＳＷＳＩ 指标对特

大干旱的指示性不好； 对比各指标对上游与中游地区干旱事件发展时间， 体现出水文干旱、 农业干旱对气象干旱

存在一定的迟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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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水储量变化是水文循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地表水、 地下水、 土壤含水量、 冰雪和生物体含水

量变化的综合体现。 研究不同尺度下陆地水储量的时空变化， 对理解区域水文循环、 研究气候变化和防治洪

旱灾害等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 对陆地水储量的观测非常困难， 因为难以对陆地水储量的各分量进行有效观

测， 尤其是土壤水、 地下水等要素的地面站点观测稀疏， 而可见光⁃红外及微波遥感数据只能得到表层土壤

含水量。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发射的 ＧＲＡＣＥ（Ｇｒａｖｉｔｙ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重力卫星则为在大尺度范围直

接观测陆地水储量提供了可能。
ＧＲＡＣＥ 通过探测地球重力场的时间变化， 扣除地壳物质移动、 大气运动、 洋流和潮汐等因素的影响，

反映陆地水储量变化。 大量研究已经表明了 ＧＲＡＣＥ 数据在水文应用中的价值， 并对 ＧＲＡＣＥ 数据在不同尺

度上的精度及适用性进行了评估。 Ｓｃｈｍｉｄｔ 等［１］ 在不同流域对基于 ＧＲＡＣＥ 数据的陆地水储量与基于全球尺

度的水文模型模拟的陆地水储量进行比较， 发现它们在年尺度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Ｓｔｒａｓｓｂｅｒｇ 等［２］ 探讨了

ＧＲＡＣＥ 数据反演的美国地区陆地水储量的季节性变化， 并将其与实测陆地水位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结

果表明 ＧＲＡＣＥ 卫星反演储量数据能适用于陆地水储量有明显季节性波动的地区。 Ｓｗｅｓｏｎ 等［３］通过对比分析

ＧＲＡＣＥ 数据与水文模型模拟数据， 发现 ＧＲＡＣＥ 数据在４０ 万 ｋｍ２的流域上所估算的陆地水储量误差在１０ ｍｍ
左右， 而在面积更大的流域上（３９０ 万 ｋｍ２的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 流域）， 其精度能达到 ５ ｍｍ。 Ｗａｈｒ 等［４］ 则发现在密

西西比河、 亚马逊河以及孟加拉湾 ３ 个大流域上的 ＧＲＡＣＥ 陆地水储量的误差为 １０ ～ １５ ｍｍ。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等［５］

利用 ＧＲＡＣＥ 数据估算了湄公河、 伊洛瓦底江、 怒江及湄南河流域的陆地水储量， 发现 ＧＲＡＣＥ 数据虽然能

在较小的尺度（２０ 万～４０ 万ｋｍ２）上检测陆地水储量的变化， 但与水文模型模拟值有一定差别， 陆地水储量年

际振幅为水文模型模拟值的 ０ ９～１ ４ 倍。
在长江流域上， 也已经开展了一些 ＧＲＡＣＥ 数据的应用研究工作。 许民等［６］比较了该流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

根据 ＧＲＡＣＥ 数据反演的陆地水储量与全球陆地数据同化系统（ＧＬＤＡＳ）模拟的陆地水储量， 结果表明二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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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地区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翟宁等［７］在该流域用 ＣＰＣ 模拟陆地水储量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的 ＧＲＡＣＥ 数

据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 ＧＲＡＣＥ 与 ＣＰＣ 模拟结果在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结果较好， 但在 ２００５ 年有较大差

别。 尼胜楠等［８］通过对比 ＧＲＡＣＥ 数据和水文模型模拟结果， 研究了陆地水储量的季节性和年际变化特征。
白成恕等［９］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的 ＧＲＡＣＥ 数据反演了长江流域的三峡库区、 洞庭湖地区、 鄱阳湖地区这 ３ 个

典型地区的陆地水储量， 认为 ３ 个区域的陆地水储量对气候因素的响应较为敏感， 并在 ２００９ 年以后有加速

减少的趋势。 汪汉胜等［１０］对比分析了三峡库区的水库蓄量与 ＧＲＡＣＥ 数据反演的陆地水储量， 表明 ＧＲＡＣＥ
数据基本能反映三峡库区水储量变化。

ＧＲＡＣＥ 数据对干旱的监测能力也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Ｃｈｅｎ 等［１１⁃１２］在 Ａｍａｚｏｎ 流域上， 采用 ＧＲＡＣＥ
数据对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间的极端水文气象事件进行研究， 发现 ＧＲＡＣＥ 在干旱年（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及洪涝年

（２００９ 年）都能较好地反映陆地水储量的变化， 在监测、 评估大规模严重干旱、 洪水事件方面具有一定潜力。
李琼等［１３］利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的 ＧＲＡＣＥ 数据检测到中国西南地区的陆地水储量在 ２００９ 年秋至 ２０１０ 年春明

显减少， 与发生于该时段的西南干旱事件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较为一致。 Ｌｅｂｌａｎｃ 等［１４］ 利用澳大利亚 Ｍｕｒｒａｙ⁃
Ｄａｒｌｉｎｇ 流域的 ＧＲＡＣＥ 陆地水储量数据， 结合站点实测数据和模拟的水文数据， 研究了该地区多年干旱变化

情况。 曹艳萍等［１５］利用 ＧＲＡＣＥ 数据监测了新疆地区干旱特征， 其结果表明 ＧＲＡＣＥ 方法反演的干旱特征与

标准化降水指数（ＳＰＩ）的结果基本一致， 与近 １０ 年新疆干旱灾害实际情况相符合。
本文首先利用 ＧＲＡＣＥ 重力卫星数据反演的陆地水储量， 探究长江流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陆地水储量变化趋

势， 并与模型模拟土壤含水量、 实测降水量和实测径流量等多源水文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在此基础上， 评估

了基于陆地水储量、 土壤含水量、 降水量和径流量等不同水文要素的多种干旱指标对区域性干旱发展过程的

表征能力， 进而探讨了干旱进程中不同水文循环要素的变化特征与转化机制。

１　 资料和指标

１ １　 研究区域

图 １　 长江流域示意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本文研究区为长江流域源头到宜昌水文站以上的长

江上游区（约 １１０ 万 ｋｍ２）以及宜昌水文站至大通水文站

之间的长江中游区（约 ６０ 万 ｋｍ２）， 如图 １ 所示。
１ ２　 研究资料

１ ２ １　 ＧＲＡＣＥ 数据

本文采用的陆地水储量数据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ＮＡＳＡ）喷气推进实验室（ＪＰＬ）根据 ＣＳＲ、 ＪＰＬ 和 ＧＦＺ ３
家研究中心发布的 ＧＲＡＣＥ ＲＬ０５ 数据制作而成 ＧＲＡＣＥ
Ｔｅｌｌｕｓ 数据（ ｈｔｔｐ： ／ ／ ｇｒａｃｅ ｊｐｌ ｎａｓａ ｇｏｖ ／ ）。 该数据是以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平均值为基准的陆地水储量

距平值， 空间分辨率为 １°×１°。 由大气质量引起的重力场变化已通过欧洲中期天地预报中心（ＥＣＭＷＦ）气压

场从数据中去除［１６］。 受 ＧＲＡＣＥ 观测数值采样及后续处理的影响， 在使用该产品数据时， 每个网格上的数值

要乘以一个尺度系数进行校正。 本文所用数据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由于 ＧＲＡＣＥ 卫星在

运行过程中自身轨道的调整以及电池管理会导致数据出现一定的缺失与误差， 该产品中去除了 １０ 个误差较

大月份的数据。
１ ２ ２　 实测降水数据及径流数据

降水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 １９６１ 年至今的分辨率 ０ ５°×０ ５°的中国降水月值格点数据。
该数据是利用地面约２ ４００个台站观测降水资料进行空间插值建立的， 并考虑了高程对降水空间插值精度的

影响［１７］。 径流数据为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的宜昌、 大通水文站的月径流量。 长江上游、 中游地区的

水库蓄量数据摘自长江水利委员会发布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 《长江流域及西南诸河水资源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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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全球陆地数据同化系统（ＧＬＤＡＳ）数据

全球陆地数据同化系统（ＧＬＤＡＳ）由 ＮＡＳＡ 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ＧＳＦＣ）和美国海洋大气局（ＮＯＡＡ）国家

环境预报中心（ＮＣＥＰ）联合开发， 是一个离线的全球陆面模拟系统， 采用再分析大气数据（气温、 降水和辐

射等）驱动 ＣＬＭ、 ＮＯＡＨ、 ＭＯＳ 和 ＶＩＣ ４ 个陆面模型， 模拟生成陆地水文变量， 包括地表径流、 地下径流、
陆面蒸散量和土壤含水量等［１８⁃１９］。 本文选用 ＧＬＤＡＳ 的 ＮＯＡＨ 模型模拟的 １°×１°土壤含水量数据， 时间跨度

为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该模型将土壤分为 ４ 层， 反映 ０～２ ０ ｍ 深度的土壤含水量。
１ ３　 干旱指标

１ ３ １　 标准化降水指数 ＳＰＩ
降水量概率分布通常采用 Ｇａｍｍａ 分布来描述。 标准化降

水指数 ＳＰＩ（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是在采用 Ｇａｍｍａ 分

布对降水量序列进行拟合后， 再将其转化为标准正态分布， 进

而划分干旱等级［２０］。 ＳＰＩ 是最为常用的气象干旱指标， 其表

示的干旱等级见表 １。 为较准确地估计 Ｇａｍｍａ 分布参数， 通

常要求降水数据序列长度超过 ３０ 年。

表 １　 ＳＰＩ 干旱等级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ＳＰＩ

等级 类型 ＳＰＩ 值
１ 无旱 ＳＰＩ＞－０ ５
２ 轻旱 －１ ０＜ＳＰＩ≤ －０ ５
３ 中旱 －１ ５＜ＳＰＩ≤ －１ ０
４ 重旱 －２ ０＜ＳＰＩ≤ －１ ５
５ 特旱 　 　 　 ＳＰＩ≤ －２ ０

１ ３ ２　 标准化径流指数 ＳＲＩ
标准化径流指数 ＳＲＩ（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ｎｄｅｘ）反映地表径流的亏缺程度， 用于量化水文干旱。 ＳＲＩ 的计

算方法与 ＳＰＩ 基本一致， 其干旱分级标准也与 ＳＰＩ 相同。 同样， ＳＲＩ 计算也要求数据长度超过 ３０ 年。
１ ３ ３　 标准化土壤含水量指数 ＳＳＭＩ

标准化土壤含水量指数 ＳＳＭＩ（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评估土壤水分亏缺状况， 常被当做农业干旱指

标。 首先， 用正态 Ｑ—Ｑ 图对 ＧＬＤＡＳ 系统模拟的长江上游与中游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逐月土壤含水量数据的实际分布与

标准正态分布的偏离程度进行评估。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土壤含水量样本点的经验分位数与标准正态分布的理论分

位数的坐标散点基本落在 ｘ＝ｙ 直线上， 说明土壤含水量数据与正态分布的偏差不大。 因此， ＳＳＭＩ 表达为

ＳＳＭＩｉ，ｊ ＝
ＳＭｉ，ｊ － ＳＭ ｊ，ｍｅａｎ

ＳＭ ｊ，ｓｄ
（１）

式中　 ＳＳＭＩｉ，ｊ为第 ｉ 年 ｊ 月的土壤含水量数据； ＳＭ ｊ，ｍｅａｎ为对应月份的土壤含水量均值； ＳＭ ｊ，ｓｄ为对应月份的土

壤含水量标准差。 ＳＳＭＩ 对干旱的表征标准同 ＳＰＩ。

图 ２　 ＧＬＤＡＳ 月土壤含水量正态分布 Ｑ—Ｑ 图

Ｆｉｇ ２ Ｎｏｒｍａｌ Ｑ—Ｑ ｐｌｏｔ ｆｏｒ ＧＬＤＡ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
１ ３ ４　 基于陆地水储量的干旱指数

标准化陆地水储量指数 ＳＷＳＩ（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用于评估陆地水储量的亏缺状况， 也是一

种水文干旱指标。 从陆地水储量数据的正态 Ｑ—Ｑ 图（图 ３）可以看出， 陆地水储量与正态分布也较为接近，
因此， 采用与 ＳＳＭＩ 类似的计算方法计算 ＳＷＳＩ， 即

ＳＷＳＩｉ，ｊ ＝
Ｓｉ，ｊ － Ｓ ｊ，ｍｅａｎ

Ｓ ｊ，ｓ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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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Ｓｉ，ｊ为第 ｉ 年 ｊ 月的陆地水储量； Ｓ ｊ，ｍｅａｎ为对应月份的陆地水储量均值； Ｓ ｊ，ｓｄ为对应月份的陆地水储量标

准差。

图 ３　 陆地水储量正态分布 Ｑ—Ｑ 图

Ｆｉｇ ３ Ｎｏｒｍａｌ Ｑ—Ｑ ｐｌｏｔ ｆｏｒ ＧＲＡＣＥ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ｄａｔａ

１ ４　 趋势性分析

选取季节性 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法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Ｋｅｎｄａｌｌ， ＳＫ） ［２１］进行水文气象变量时间序列的趋势性检验。 ＳＫ 趋

势检验的输出结果主要包括变化率 τ 值和显著性水平 ｐ 值， τ 值为正代表上升， 为负代表下降。 ０ ０５＜ｐ＜
０ １， 说明在 ０ １ 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显著性趋势， 具有较弱的变化趋势； ｐ＜０ ０５， 表示在 ０ ０５ 显著性水平下

存在显著性趋势， 具有较强的变化趋势。
１ ５　 相关性与滞后性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来计算数据的相关性， 并采用基于时序数据的交叉相关法来分析 ＧＲＡＣＥ 数据与不

同水文循环要素的时滞关系。 交叉相关法目前在估算降水与地下水位的时滞关系方面已有不少应用［２２⁃２３］，
其通过计算具有不同时间差的二个序列的相关系数， 来判断序列间的时滞关系。 若两个月序列 Ｘ 和 Ｙ 的最

大相关系数出现在 Ｘ ｔ与 Ｙｔ－Ｎ之间， 则认为 Ｘ 序列的发生滞后于 Ｙ 序列 Ｎ 个月。

２　 结果分析

２ １　 陆地水储量与各水文循环要素对比分析

从趋势性、 相关性以及滞后性三方面来分析 ＧＲＡＣＥ 陆地水储量、 水库蓄量、 降水、 径流和土壤含水量

这些水文循环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２ １ １　 趋势性分析

长江上游、 中游两个地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间的年尺度水库蓄量、 ＧＲＡＣＥ 陆地水储量变化过程见图 ４， 月

尺度降水、 径流、 土壤含水量和 ＧＲＡＣＥ 陆地水储量的变化过程见图 ５。

图 ４　 长江上游、 中游年尺度 ＧＲＡＣＥ 陆地水储量及水库蓄量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ＡＣＥ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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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长江上游和中游 ＧＲＡＣＥ 陆地水储量、 实测降水、 实测流量和 ＧＬＤＡＳ 土壤含水量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ａｇ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采用 ＳＫ 检验方法对年尺度陆地水储量以及降

水、 径流、 土壤含水量和水库蓄量等水文要素的趋势

性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 ２。 可以看出， 长江中游陆地

水储量有显著增加趋势（在 ０ ０５ 显著性水平下）， 而

上游地区无显著性变化； 其他各水文要素中， 仅上游

与中游的水库蓄量均有显著增加（在 ０ ０５ 显著性水平

下）， 其余无显著性变化。 由此可以推测， 水库蓄量

变化在长江上游地区对陆地水储量没有造成显著影

响， 而在中游地区水库蓄量变化可能是影响陆地水储

量变化的主导因素。

表 ２　 长江上、中游主要水文循环要素 ＳＫ 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Ｋ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水文循环要素
上游 中游

τ ｐ τ ｐ
陆地水储量 －０ ０２１ ０ ７２９ ０ ２５０ ０∗∗

降水 －０ ０１５ ０ ７９７ －０ ０２５ ０ ６６２
径流 ０ ０４８ ０ ４４３ ０ ０３１ ０ ６１８
土壤含水量 －０ ０９０ ０ １１５ －０ ０４９ ０ ３８９
水库蓄量 ０ ９１１ ０∗∗ ０ ６８９ ０ ００７∗∗

注： τ 值的＋ ／ －代表上升 ／ 下降； ｐ 值的∗∗表示在 ０ ０５ 显著性
水平下存在趋势。

２ １ ２　 相关性与滞后性分析

对长江流域上游、 中游地区的月尺度降水、 径流、 土壤含水量数据与陆地水储量的滞后性分析结果见表

３。 长江上游、 中游地区陆地水储量均在滞后降水 １ 个月时与降水相关性最高； 上游地区陆地水储量对土壤

含水量、 径流没有明显滞后， 中游地区陆地水储量对土壤含水量、 径流的滞后期均为 １ 个月。
年尺度陆地水储量与水库蓄量相关系数以及考虑滞后性的月尺度陆地水储量与各水文循环要素最大相关

系数列于表 ４。 其结果表明： 在上游地区， 陆地水储量与降水、 径流、 土壤含水量的相关性较高， 与水库蓄

量相关性较低， 各要素的 ＳＫ 检验结果也无显著趋势性变化； 在中游地区， 陆地水储量与水库蓄量的相关性

最高， 并且二者均有显著性增加趋势。
从表 ２ 趋势性检验结果以及表 ４ 陆地水储量与其他水文循环要素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上游地区陆

地水储量与降水、 径流、 土壤水蓄量这些自然因素的变化较为一致， 而在中游地区陆地水储量与水库蓄量这

一受控于人类活动的因素变化较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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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长江流域陆地水储量与各水文循环

要素的滞后时间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ａｇ 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长江流域 水文循环要素 陆地水储量对其滞后期 ／ 月

降水 １

上游 径流 ０

土壤含水量 ０

降水 １

中游 径流 １

土壤含水量 １

表 ４　 考虑滞后性的 ＧＲＡＣＥ 陆地水储量与

各水文循环要素最大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ｇ ｔｉｍｅ

水文循环要素 长江上游 长江中游

年水库蓄量 －０ ０１９ ０ ７８５

月降水 ０ ８９２ ０ ７００

月径流 ０ ８７２ ０ ６２０

月土壤含水量 ０ ７９１ ０ ６３４

　 　 由于降水到壤中流、 地下水、 河道径流的转换过程需要一定时间， 流域陆地水储量变化相对于降水变化

必然存在一定时间上的滞后。 同时， 由于流域特性的差异， 这种滞后性在不同流域也会有所差异。 Ｆｒａｐｐａｒｔ
等［２４］发现亚马逊河各子流域陆地水储量与 ＴＲＭＭ ３Ｂ４３ 降水数据的滞后期为 ２ ～ ３ 个月， 与径流数据的滞后

期为 １～２ 个月； 但在 Ｎｅｇｒｏ 等 ３ 个子流域上存在陆地水储量领先径流 １ 个月的情况。 Ｆｒａｐｐａｒｔ 等［２４］认为， 出

现陆地水储量数据先于径流数据的异常现象主要与该流域径流数据的数据质量较差有关， Ｎｅｇｒｏ 等子流域的

径流数据并非站点实测数据， 而是基于邻近流域观测站点数据重建而成。 本文所采用的长江流域径流数据与

降水数据均为地面实测数据， 所得到的陆地水储量对降雨存在 １ 个月滞后、 对径流存在 ０ ～ １ 个月滞后的结

果应该能较为准确地反应蓄量与降水、 径流之间的时滞关系。
２ ２　 各干旱指标对区域性干旱发展过程的表征能力分析

基于 ＧＲＡＣＥ 陆地水储量及其他多源水文数据构建了长江上游与中游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间的 ＳＰＩ、 ＳＷＳＩ、
ＳＲＩ、 ＳＳＭＩ 这 ４ 个干旱指标序列（图 ６）。 下面从干旱强度和干旱发展时间两方面来评估各指标对区域性干旱

发展过程的表征能力。

图 ６　 长江上游、 中游各干旱指标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２ ２ １　 各干旱指标指示的干旱强度分析

对 ４ 个干旱指标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间的干旱月份按严重等级进行统计， 结果见表 ５。 不难发现， 各指标指

示的不同等级干旱月份数量基本相当。 这实际上反映了对水文气象数据进行标准化后， 其概率分布基本一

致。 但由于各数据的原始概率分布有差异， 并且， ＳＰＩ 和 ＳＲＩ 的计算使用了超过 ３０ 年的序列， 而 ＳＳＭＩ、
ＳＷＳＩ 序列长度则使用了 １２ 年序列， 因此， 各指标又有所差别。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指标对严重干旱事件的指示能力， 统计了各指标所指示的特旱月列于表 ６。 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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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虽然不同指标指示的特旱月份数量相差不大， 但各指标指示的具体特旱月份有较大差别。 在上游地区，
ＳＰＩ 指示的 ６ 个特大气象干旱月中， 只有 ３ 次（２００２ 年 ０９ 月、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和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在当月或此后若干

表 ５　 干旱月份数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５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ｓ ｗｉｔｈ ｄｒｏｕｇｈｔ

长江
流域

干旱强度
干旱月份数

ＳＰＩ ＳＲＩ ＳＳＭＩ ＳＷＳＩ
特旱 ６ ６ ６ ３

上游
重旱 ８ １１ ５ ９
中旱 １６ １３ １４ １２
轻旱 １７ １９ １１ １８

特旱 ４ ３ ２ ２

中游
重旱 ６ ５ ４ ５
中旱 １３ １５ １９ １０
轻旱 ２１ ２５ ２２ ２７

月中伴生特大水文干旱。 在中游地区， ＳＰＩ 指示的 ４ 个特大气象

干旱月中， 只有 １ 次（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在当月及此后 １ 个月中伴生

ＳＳＭＩ 指示的特旱， 在次月出现 ＳＲＩ 指示的特旱。 ＳＷＳＩ 指示的特

旱数量少于其他指标， 对于 ２００６ 年上游的川渝旱灾仅指示 １ 个

月， 对于 ２０１１ 年长江中游的大旱则没有指示； 并且， 在 ＳＷＳＩ
指示的上游 ３ 个特旱月份、 中游 ２ 个特旱月份（总共 ５ 个月）中，
仅有 ２ 次在当月或上月有气象特旱， 其他 ３ 次没有前期对应的

ＳＰＩ、 ＳＲＩ 或 ＳＳＭＩ 指示。 这说明基于 ＧＲＡＣＥ 数据构建的 ＳＷＳＩ 指
标对于特大干旱的指示性不好， 这可能反映了 ＧＲＡＣＥ 数据质量

的局限性。
表 ６　 特旱月份数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６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ｓ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

长江上游 长江中游

特旱月份 ＳＰＩ ＳＲＩ ＳＳＭＩ ＳＷＳＩ 特旱月份 ＳＰＩ ＳＲＩ ＳＳＭＩ ＳＷＳＩ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 ＋ －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 － －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 － － －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 － －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 ＋ ＋ ＋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 － －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 ＋ ＋ －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 ＋ －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 ＋ ＋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 ＋ －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 － ＋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 － －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 － ＋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 － －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 － ＋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 － ＋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 － －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 ＋ ＋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 ＋ －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 － －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 － －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 － －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 ＋ － －

注： ＋表示该月为特旱月， －表示该月不是特旱月。

２ ２ ２　 各干旱指标指示的干旱发展时间对比

选取长江上游地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中游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６ 月这 ２ 个时间段为研究对象，
评估各干旱指标在区域性干旱事件中对相关干旱事件发展进程的表征能力。 表 ７ 列出了这 ２ 个区域在这 ２ 个

时间段里各指标低于轻旱阈值的干旱月份。
在上游地区， 约 ２ ／ ３ 的面积在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期间发生了持续性干旱， 各指标反映的干旱过

程大致可分 ２ 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根据 ＳＰＩ、 ＳＲＩ 和 ＳＷＳＩ）， 而结束时间为当年 １１
月（根据 ＳＰＩ 和 ＳＷＳＩ）或 １２ 月（根据 ＳＲＩ）。 ＳＳＭＩ 没有检测到第一阶段的干旱。 各指标都检测到第二阶段的

干旱， ＳＰＩ 与 ＳＷＳＩ 指示干旱开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ＳＲＩ 与 ＳＳＭＩ 则在 ２ 月检测到干旱的发生， ＳＳＭＩ 与 ＳＷＳＩ 指
示的干旱要比 ＳＰＩ 滞后 １ 个月结束。

在中游地区， 约全部面积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６ 月期间发生了持续性干旱， ＳＰＩ 指示的干旱开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ＳＲＩ 与 ＳＳＭＩ 在 ３ 月检测到干旱的发生， ＳＷＳＩ 则于 ４ 月检测到干旱的发生。 ＳＲＩ、 ＳＳＭＩ 反映的干旱要比



７６６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６ 卷　

ＳＰＩ、 ＳＷＳＩ 滞后 １ 个月结束。
前人在长江流域部分区域利用 ＧＲＡＣＥ 数据的干旱监测研究结果已经反映出水文干旱与气象干旱发生过

程存在时间上的差异。 例如， 李琼等［１３］对云南地区降水数据与陆地水储量数据的分析表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出

现的降水极小值导致了干旱， 而陆地水储量直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才呈现出异常低值； 刘任莉等［２５］发现在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年西南大旱中， 贵州地区的气象干旱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开始， 而 ＧＲＡＣＥ 陆地水储量数据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开

始才有明显干旱信号， 二者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结果从更大尺度上体现出水文干旱、 农业干旱对气象干旱的

滞后性， 但由于在长江上游区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干旱不是全局性的， 这种滞后关系不是非常明显， 而在中游

地区 ２０１１ 年基本上是全局性干旱， 滞后关系就非常明确。
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在多水文因素共同作用下干旱形成和蔓延过程的复杂性。 降水的亏缺引发气象干

旱； 随着气象干旱的发展， 土壤含水量降低， 当土壤水分得不到地下水的有效补给或补给量不足以满足蒸腾

需要， 则诱发农业干旱； 随着气象干旱的持续发展， 其一方面会加大水面蒸发或潜水蒸发量， 增加地表水和

地下水的支出， 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包气带增厚、 干化， 使同等降水条件下的产流减小， 补给地下水的水量

减小， 从而诱发水文干旱［２６］。 在干旱末期， 伴随着降水增加， 气象干旱逐步缓解直至结束， 但降水需要一

段时间才能补给径流， 这导致气象干旱解除后， 径流与土壤含水量需要一段滞后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表 ７　 不同指标对长江上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及中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月干旱月份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７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ｍｏｎｔｈ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 ｔｏ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ｔｏ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

　 　 指标 　 　 　 　 上游干旱月份 中游干旱月份

ＳＰＩ ２００９ 年 ９—１１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５ 月

ＳＲＩ ２００９ 年 ９—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１１ 年 ３—６ 月

ＳＳＭＩ ２０１０ 年 ２—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３—６ 月

ＳＷＳＩ ２００９ 年 ９—１１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４—５ 月

３　 结　 　 论

（１） 上游地区陆地水储量与降水、 径流、 土壤水蓄量这些自然因素的变化较为一致， 无显著性趋势；
而在中游地区陆地水储量与水库蓄量变化较为一致， 呈显著性上升。 这反映自然因素是影响长江上游地区陆

地水储量变化的主要因素， 而在中游地区人类活动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
（２） 各指标对于每个等级的干旱月份数量的统计基本相当， 但由于各指标的源数据在概率分布及时间

长度上存在差异， 因此， 各指标反映的不同等级干旱月份数量也不尽相同。 同时， 虽然各指标反映的特旱月

在数量上相差不大， 但在具体月份上存在较大差别。 在基于 ＧＲＡＣＥ 数据构建的 ＳＷＳＩ 指标反映的 ５ 个特旱

月份中， 仅有 ２ 次在当月或上月有其他指标指示的特旱发生， 说明其对特大干旱的指示性不好。
（３） 对比各指标对上游与中游地区干旱事件发生时间， 体现出水文干旱、 农业干旱对气象干旱存在一

定的迟滞关系。 在上游地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发生的干旱事件中， 由于干旱发生面积不是全局性

的， 迟滞关系不十分明显； 中游地区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６ 月这个时间段发生了全局性干旱， 水文干旱、 农业

干旱对气象干旱的滞后性非常明显， 不同指标反映的水文干旱、 农业干旱要滞后气象干旱 ２ ～ ３ 个月开始，
滞后 ０～１ 个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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