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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 Ｃｏｘ 回归模型、 月频率法以及离散指数法， 研究了新疆塔里木河（塔河）流域 ８ 个水文站点 ＰＯＴ 抽样和 ５
个区域洪水序列时间集聚性特征以及受低频气候变化的影响。 结果表明：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塔河流域洪水序列

呈现显著集聚性特征， 洪水发生频率高的时期往往也是大量级洪峰集中发生的时期， 这是塔河流域洪灾损失居高

不下的主要原因； Ｃｏｘ 回归模型拟合的气候指标系数值为正值的站点和区域， 气候指标正相位导致相同超过概率的

洪水发生时间提前， 而相同发生时间的洪水发生超过概率降低， 气候指标值为负值时则相反； 塔河流域大部分水

文站点和区域洪水发生的超过概率均对气候指标变化有较好响应， 这一现象有利于塔河流域洪水风险控制与洪灾

管理； 塔河流域站点洪水序列多无年际集聚性现象， 而区域洪水序列的年际集聚性特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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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气象水文事件在发生时间上的集聚性特征会对社会、 经济和生态产生重要影响［１］， 基于统计意义

探讨洪水过程的集聚性及可能原因， 对于洪灾预警、 防洪减灾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针对洪水过程集聚

性的研究， 目前国际上开展较少。 Ｖｉｌｌａｒｉｎｉ 等［２］基于 Ｃｏｘ 回归模型分析了美国爱荷华州洪水序列的集聚性特
征及与降水的联系。 Ｍｅｄｉｅｒｏ 等［３］ 利用泊松分布检查了欧洲洪水的集聚性特征。 国内主要在省域经济和污
染［４］、 乡村聚落景观［５］以及流动人口就业空间［６］ 等人文地理领域开展集聚性研究， 较少研究洪水过程的集
聚性特征。

一般认为洪水发生次数符合泊松过程， 即洪水发生次数在时间上随机， 而洪水发生率则是常量， 即所谓

的平稳性泊松过程［７］。 但是有研究表明降水极值过程有显著链式效应与集聚效应［８］， 基于降水极值过程与

洪水过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关联性， 因此， 洪水过程应具有时空集聚性， 即洪水发生时间和次数服从非平稳

性泊松过程［２］。 塔里木河（塔河）位于新疆地区， 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河， 主要为冰川积雪和降雨混合补给。
近几十年来， 新疆地区气候的暖湿化过程［９］导致该区域降水量增加［１０］ 和冰川积雪消融加剧［１１］， 可能引发塔
河流域洪水灾害呈显著上升趋势［１１⁃１２］。 塔河流域洪水灾害威胁日益增加， 因此， 有必要具体分析塔河流域
洪水在时间上是否具有集聚性， 从而为防治洪水灾害提供一定的指导。 本文从洪水发生时间和发生次数两个

方面探讨塔河流域洪水序列变化特征： ① 分析洪水序列的集聚性特征； ② 筛选对洪水发生率有显著影响的

气候因子， 探讨洪水发生率时间演变的成因； ③ 以主要气候因子为关键变量， 对洪水发生时间的概率进行

预测。

１　 研究区域和数据

选择塔河流域 ８ 个主要水文控制站点长时间日流量序列资料（大部分站点时间长度在 １９５７—２００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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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数据来源于塔河流域管理局， 部分缺失资料采用多年平均法进行插值。 所选 ８ 个水文站点分布在塔

河 ４ 条主要支流（出山口位置）和干流上， 且较少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图 １）。 另外收集了 １９５０—２０００ 年塔

河流域 ５ 个地区（州）的洪水发生次数以及相应日期数据（图 １， 实际发生的洪水记录数据）， 数据来源于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 新疆卷》 ［１３］。

图 １　 新疆塔河流域水文站点位置示意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塔河流域径流和洪水的形成原因主要为暴雨和升温导致的冰川积雪消融。 根据陈亚宁等［１４］ 的研究，
ＮＡＯ（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和 ＡＯ（Ａｒｃｔｉｃ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是影响新疆地区降水和温度变化的最重要和显著的大

气环流因子， 因此， 选择 ＮＡＯ、 ＡＯ 作为气候指标， 分析上述气候指标对塔河流域洪水发生过程的影响。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 年 ＮＡＯ、 ＡＯ 日尺度数据来源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ｓｒｌ ｎｏａａ ｇｏｖ ／ ｐｓｄ ／ ｄａｔａ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ｄｉｃｅｓ ／ ｌｉｓｔ ／ ， 将日尺

度 ＮＡＯ 和 ＡＯ 值分别按洪水发生日期前 １５ 天和前 ３０ 天求均值（分别记为 “ＮＡＯ１５”、 “ＮＡＯ３０”、 “ＡＯ１５”
和 “ＡＯ３０”）， 以分析气候指标在不同时间尺度对洪水发生过程的影响。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ＰＯＴ 抽样技术

洪水样本可以通过最大值抽样和超定量（Ｐｅａｋ⁃ｏｖｅｒ⁃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ＰＯＴ）抽样两种方法获得。 ＰＯＴ 抽样采取

超过确定门限值的洪水观测值为样本， 与最大值抽样相比能同时获得洪水发生量级、 次数和相应洪峰出现时

间。 本文采用美国水资源协会提出的判别标准对洪峰独立性进行判别［１５］。
２ ２　 Ｃｏｘ 回归模型

Ｃｏｘ 模型用来模拟点过程数据［１６］， 简言之， Ｃｏｘ 回归模型模拟洪水发生率随时间变化的非平稳泊松过

程。 在特殊情况下， 当洪水发生率恒定时， Ｃｏｘ 回归模型简化为平稳泊松过程。 平稳泊松过程表示洪水发生

过程不具时间集聚性， 而非平稳泊松过程则相反。 对于 ＰＯＴ 抽样洪水序列， 洪水发生时间和相应量

级为［２，１６］

Ｔｉ，ｊ，Ｘ ｉ，ｊ； ｉ ＝ １，…，ｎ； ｊ ＝ １，…，Ｍｉ{ } （１）
式中： ｎ 为洪水记录的总年数； Ｍｉ 为第 ｉ 年洪水发生的总次数； Ｔｉ，ｊ为第 ｉ 年第 ｊ 场洪水发生的时间， ｄ； Ｘ 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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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 ｉ 年第 ｊ 场洪水发生的量级， ｍ３ ／ ｓ。 洪水发生的点过程计算如下［２，１６］：

Ｎｉ（ ｔ） ＝ ∑
Ｍｉ

ｊ ＝ １
１ （Ｔｉ，ｊ ≤ ｔ） （２）

式中： ｔ ∈ ［０， Ｔ］ ， ０ 为每年起始时间， Ｔ 为每年结束的最后一天， ３６５ 或者 ３６６。 通过洪水每次发生的量级

ｘ ， 式（２）可以细化为［２，１６］

Ｎｘ
ｉ ＝ ∑

Ｍｉ

ｊ ＝ １
１ （Ｘ ｉ，ｊ ≤ ｘ） （３）

Ｎｘ
ｉ ， ｔ ∈ ［０， Ｔ］{ } 是具有独立离散区间的泊松过程， 并且符合泊松分布［２，１６］：

Ｐｒ Ｎｘ
ｉ（ ｔ） ＝ ｋ{ } ＝

ｅｘｐ － ∫ｔ
０
λ（ｕ）ｄｕ{ } ∫ｔ

０
λ（ｕ）ｄｕ[ ]

ｋ

ｋ！
（４）

式中： λ（ｕ） （ ｕ ∈ ［０， Ｔ］ ）为非负函数， 代表洪水发生率。 集聚性用来表征洪水发生率 λ（ｕ） 随时间或者协

变量而变化。 在离散区间中， 给定 λ（ｕ） ， 洪水发生次数 Ｎｘ
ｉ（ ｔ） 符合条件泊松分布［２］：

Ｐｒ Ｎｘ
ｉ（ ｔ） ＝ ｋ λ（ｕ）， ｕ ≤ ｔ{ } ＝

ｅｘｐ － ∫ｔ
０
λ（ｕ）ｄｕ{ } ∫ｔ

０
λ（ｕ）ｄｕ[ ]

ｋ

ｋ！
（５）

在给定 λ（ｕ） 时， 洪水发生次数符合泊松分布， 非条件分布则不满足泊松过程。 洪水发生率 λ（ｕ） 依赖

于协变量过程［２］：

λ ｉ（ ｔ） ＝ λ０（ ｔ）ｅｘｐ ∑
ｍ

ｊ ＝ １
β ｊＺ ｉ，ｊ（ ｔ）[ ] （６）

式中： λ０（ ｔ）（ ｔ∈ ［０， Ｔ］ ）为非负的时间函数， 也称基准风险函数； Ｚ ｉ，ｊ（ ｔ）为第 ｉ 年第 ｊ 个协变量函数； β ｊ 为

第 ｊ 个协变量函数的系数； λ ｉ（ ｔ）为第 ｉ 年洪水发生率， 也称条件密度函数。 对于第 ｉ 年和第 ｉ′年， 风险率

（Ｈａｚａｒｄ Ｒａｔｉｏ， ＲＨ）计算如下［２］：

ＲＨ ＝
λ ｉ（ ｔ）
λ ｉ′（ ｔ）

＝
λ０（ ｔ）ｅｘｐ Ｚ ｉ（ ｔ）β[ ]

λ０（ ｔ）ｅｘｐ Ｚ ｉ′（ ｔ）β[ ]
＝

ｅｘｐ Ｚ ｉ（ ｔ）β[ ]

ｅｘｐ Ｚ ｉ′（ ｔ）β[ ]
（７）

式中： ＲＨ 为常量， 此时 Ｃｏｘ 模型变成了比例风险模型（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ｈａｚａｒｄｓ ｍｏｄｅｌ， ＰＨＭ）， 协变量因子的单位

变化引起极端事件发生风险产生相应比例的改变。 采用局部似然函数估计式（７）和式（８）中的协变量系

数 β［２］：

ｌ（β） ＝ ∏
ｎ

ｉ ＝ １
∏
ｔ≥０

ｅｘｐ Ｚ ｉ（ ｔｉ）β[ ]

∑
ｊ
ｅｘｐ Ｚ ｊ（ ｔ ｊ）β[ ]

æ

è

çç

ö

ø

÷÷

ｄＮｉ（ ｔ）

（８）

在 Ｃｏｘ 回归模型中， 洪水发生过程明确由协变量过程 Ｚ ｉ，ｊ驱动（式（６））。 使用 Ｅｆｒｏｎ 概算洪水发生时间中

发生结点的情况（不同年份， 在同一天发生了洪水）； Ｅｆｒｏｎ 法具有精度高和有效性好等性能［２］。
要估计每年洪水发生率 λ ｉ（ ｔ） ， 需首先计算基准风险函数 λ ０（ ｔ） 。 计算多年平均洪水发生率 ｍ（ ｔ） ［２］：

ｍ（ ｔ） ＝ ｄ
ｄｔ
Ｅ Ｎｉ（ ｔ）[ ] （９）

式中： ｍ（ ｔ）的估计值用 ｍ⌒（ ｔ）表示。 如果对于所有协变量， β ｊ ＝ ０， 则

１
ｎ∑

ｎ

ｉ ＝ １
λ ｉ（ ｔ） ＝ ｍ⌒（ ｔ） （１０）

如果 β ｊ≠０， 可以通过下式计算给定 β ｊ 和 Ｚ ｉ，ｊ（ ｔ）的基准风险函数 λ ０（ ｔ） ［２］：
１
ｎ∑

ｎ

ｉ ＝ １
λ ｉ（ ｔ） ＝ １

ｎ∑
ｎ

ｉ ＝ １
λ ０（ ｔ）ｅｘｐ ∑

ｍ

ｊ ＝ １
β ｊＺ ｉ，ｊ（ ｔ）[ ] ＝ ｍ⌒（ ｔ） （１１）

通过式（９）估计多年平均发生率 ｍ⌒（ ｔ） ， 并采用 ｌｏｅｓｓ 拟合函数平滑 ｍ⌒（ ｔ） ， 再通过式（１１）计算基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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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λ ０（ ｔ） ， 最后通过式（６）计算每年洪水发生率 λ ｉ（ ｔ） 。
对于协变量 Ｚ ｊ （ ｊ ＝ １， …， ｍ） （本文选用 “ＮＡＯ１５”、 “ＮＡＯ３０”、 “ＡＯ１５” 和 “ＡＯ３０” ４ 种协变量， 构

建多因子 Ｃｏｘ 回归模型）， 以最小 ＡＩＣ（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值作为准则， 采用阶梯式逐步筛选最佳拟

合协变量。 用卡方检验分析协变量能否充分拟合洪水发生时间数据和最终拟合模型是否满足风险比例模型

（ＰＨＭ）假设： 卡方检验 Ｐ 值大于 ０ ０５ 则满足上述要求。 在确定最佳协变量和建立最终的 Ｃｏｘ 回归模型后，
可以计算每个协变量值对应下的洪水发生概率 Ｐ（Ｔ ＞ ｔ） （超过概率）， 并根据协变量值做相应的预测［１７］：

Ｐ（Ｔ ＞ ｔ； Ｚ ｊ） ＝ Ｐ０（ ｔ）[ ] ｅｘｐ［β ｊＺ ｊ（ ｔ）］ （１２）
式中： Ｐ０（ ｔ） 为 Ｐ（Ｔ ＞ ｔ； Ｚ ｊ） 的基准函数。

虽然低频气候变化对塔河流域洪水集聚性有重要的影响， 但是降水、 温度、 冰川积雪以及下垫面条件等

也是塔河流域洪水的重要影响因素。 Ｃｏｘ 作为统计模型， 在建立洪水序列和气候指标关系时， 必然存在参数

估计的不确定性， 进而导致基准风险函数、 超过概率预测等结果估计的误差。 目前这种不确定性的大小还较

少开展研究。 因此， 如何在研究塔河流域洪水集聚性中综合考虑众多影响因子以及评价 Ｃｏｘ 模型的不确定性

则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２ ３　 洪水发生次数的时间集聚性

对塔河流域来讲， 冰雪消融过程是影响洪水发生的主要因素。 另外新疆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 因此， 春

末夏初常为洪水多发期［１１⁃１２，１４］。 在无季节性模型中， 洪水在所有月份中发生的概率相同（均为 １ ／ １２）； 在季

节性模型中， 洪水在某些给定的月份中发生的概率较大。 通过下式可以计算洪水每月发生的频率［３］：

Ｆ ｆｍ ＝
Ｆｍ

Ｎ
３０
ｎｍ

（１３）

式中： Ｆｍ 为第 ｍ 个月多年累积洪水发生次数； Ｎ 为 ＰＯＴ 抽样序列洪水发生的总次数； ｎｍ 为第 ｍ 个月的天

数； Ｆ ｆｍ 为第 ｍ 个月洪水发生的频率。 如果洪水发生无季节性， 则 Ｆ ｆｍ 应该为 １ ／ １２； 如果洪水发生呈现季节

性特征， 则 Ｆ ｆｍ 超过 ９５％置信区间范围［１８］：

ＬＮ
Ｕ ＝ Ｎ ＋ １１ ４９１

０ ０４８Ｎ１ １３１

ＬＮ
Ｌ ＝ Ｎ － ２７ ８３２

０ １９９Ｎ０ ９６４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４）

式中： ＬＮ
Ｕ 为 Ｆ ｆｍ９５％置信区间上限； ＬＮ

Ｌ 为 Ｆ ｆｍ９５％置信区间下限。 洪水发生次数的年际集聚性特征可以采用

离散系数 Ｄ 进行评价。 离散系数为每年洪水发生次数偏离预期的程度［１］：

Ｄ ＝
Ｖａｒ（Ｍｉ）
Ｅ（Ｍｉ）

－ １ （１５）

式中： Ｅ（Ｍｉ）为洪水发生次数的均值； Ｖａｒ（Ｍｉ）为洪水发生次数的方差； Ｄ 为离散系数。 Ｄ 大于 ０， 表示洪

水发生次数序列过度离散， 洪水发生次数存在时间集聚性， 洪水发生次数出现丰富期和贫乏期。 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技术计算 Ｄ 的置信区间， 同时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法计算 Ｄ 是否达到显著性水平［３］：

Ｌｍ ＝ ０ ５ ×
∑
Ｎ

ｉ ＝ １
（Ｍｉ － λ⌒） ２ － Ｍｉ[ ]{ }

２

Ｎλ⌒２
（１６）

式中： λ⌒ 为洪水发生次数序列拟合的泊松分布的均值， 可以用洪水发生次数的均值 Ｅ（Ｍｉ）进行近似估计； Ｌｍ

为统计检验值。



　 第 ４ 期 顾西辉， 等：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洪水过程集聚性及低频气候影响 ５０５　　

３　 研究结果分析

３ １　 Ｃｏｘ 回归模型分析

各水文站点和各区域洪水发生率 Ｃｏｘ 回归模型卡方检验 Ｐ 值均大于 ０ ０５， 均满足 Ｃｏｘ 模型拟合的风险

比例回归假设（表 １ 和表 ２）。 由表 １ 看出， ＮＡＯ３０ 和 ＡＯ３０ 是选择最多的气候指标。 同古孜洛克、 协和拉、
黄水沟和大山口 ４ 个站点洪水发生率为 ＮＡＯ３０ 的线性函数（通过对数连接函数）， 而喀群和沙里桂兰克站洪

水发生率为 ＡＯ３０ 的线性函数（通过对数连接函数）。 气候指标值在洪水发生日期前一个月的平均值状态对洪

水发生率的影响比提前半个月的平均值状态更显著。 从回归系数值来看， 玉孜门勒克、 喀群、 沙里桂兰克、
黄水沟和大山口 ５ 站气候指标系数值为正值时， 洪水发生率随气候指标值的增加而上升； 同古孜洛克、 协和

拉和阿拉尔站则相反。 从洪灾风险率来看， 玉孜门勒克、 喀群、 沙里桂兰克和协和拉 ４ 站对单位气候指标值

的变化更敏感， 洪灾风险率较大， 分别为 １ ２７、 １ ３０、 １ ４６ 和 ０ ７４。 将各水文站点洪水发生时间序列以站

点为单位拼在一起， 用分层 Ｃｏｘ 回归模型（每一层协变量系数跟其他层一样， 但是基准风险函数不同）寻找

对塔河流域 ８ 个水文站点洪水发生率有显著影响的气候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 ＮＡＯ３０ 为最佳拟合气候指标。

表 １　 新疆塔河流域各水文站点 Ｃｏｘ 回归模型基于气候指标为协变量的统计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ｘ⁃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ｔ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ｖａｒｉａｔｅ

站点 最佳气候指标 ＡＩＣ 值 系数值 标准误差 ＲＨ 卡方检验 Ｐ 值

同古孜洛克 ＮＡＯ３０ １ ０５２ －０ １８ ０ １８ ０ ８４ ０ ７５
玉孜门勒克 ＮＡＯ１５ １ １７９ ０ ２４ ０ １３ １ ２７ ０ ６０

喀群 ＡＯ３０ １ １６０ ０ ２６ ０ １７ １ ３０ ０ ６６
沙里桂兰克 ＡＯ３０ １ １９８ ０ ３８ ０ １８ １ ４６ ０ ０８

协和拉 ＮＡＯ３０ １ １６９ －０ ３０ ０ １８ ０ ７４ ０ ３１
黄水沟 ＮＡＯ３０ １ １９１ ０ １７ ０ １９ １ １８ ０ ３４
大山口 ＮＡＯ３０ ８１３ ０ ０７ ０ ２４ １ ０７ ０ ５８
阿拉尔 ＡＯ１５ １ ２０７ －０ ２９ ０ １２ ０ ７６ ０ ８０

站点分层 ＮＡＯ３０ ８ ９７３ ０ ０８ ０ ０６ １ ０９ ０ ０６

　 　 由表 ２ 看出， ５ 个区域中 ３ 个区域最佳拟合气候指标为 ＡＯ３０。 塔河流域西北部（阿克苏、 喀什、 和田地

区， 图 １）气候指标系数值均为正值， 随着气候指标值上升， 洪水发生概率增大； 东部和南部地区（和田和巴

州地区）气候指标系数值为负值， 气候指标对洪水发生率的影响则相反。 除喀什地区外， 其他地区洪水发生

率均对气候指标值的变化较为敏感， 单位气候指标增加引起的洪灾风险率较高， 阿克苏、 克州、 和田和巴州

ＲＨ 值分别为 １ ２１、 １ ２５、 ０ ６７ 和 １ １６。 ＮＡＯ３０ 同样是区域分层 Ｃｏｘ 回归模型优选的最佳拟合气候指标。

表 ２　 新疆塔河流域各区域 Ｃｏｘ 回归模型基于气候指标为协变量的详细统计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ｘ⁃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ｖａｒｉａｔｅ

站点 最佳气候指标 ＡＩＣ 值 系数值 标准误差 ＲＨ 卡方检验 Ｐ 值

阿克苏 ＡＯ３０ ９６４ ０ １９０ ７ ０ １４８ ４ １ ２１０ １ ０ １０４ ２
克州 ＡＯ１５ ３１４ ０ ２２４ ４ ０ ２０２ ８ １ ２５１ ６ ０ ６９１ ０
喀什 ＮＡＯ１５ ６８３ ０ １４５ ５ ０ １６５ １ １ １５６ ６ ０ ０７２ ６
和田 ＡＯ３０ ２１４ －０ ３９１ ４ ０ ２９３ ９ ０ ６７６ １ ０ ５４９ ７
巴州 ＡＯ３０ ５２７ －０ ６１８ ４ ０ ２７０ ３ ０ ５３８ ８ ０ ８９７ ３
分层 ＮＡＯ３０ ２ ７０１ ０ １４９ ７ ０ １０７ ８ １ １６１ ５ ０ １３８ ６

３ ２　 洪水发生率时间分布特征

从图 ２ 看出， 所有水文站点洪水发生率均呈现出单峰或者双峰形状， 最高洪水发生率均在 ０ １５ 左右。 同古孜

洛克、 沙里桂兰克、 协和拉、 黄水沟、 大山口以及阿拉尔站每一年洪水发生率均呈现规律的单峰形状， 洪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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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高值均出现在 ７ 月和 ８ 月， 意味着这两个月洪水发生的概率较高， 洪水发生频繁且集中。 玉孜门勒克和喀群

站， 洪水发生率形状较为复杂， 呈多峰形状， 表明洪水成因较为复杂， 洪水发生概率较高的日期分布较广。 对于

玉孜门勒克站， 洪水发生率分别在 １８０ ｄ、 ２１０ ｄ 和 ２２５ ｄ 达到峰值； 而喀群站洪水发生率分别在 １９０ ｄ 和 ２２０ ｄ 达到

峰值。 另外， 图 ２ 中还显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洪水次数增多（图 ２ 中红色点较多），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全疆

各地气候一致表现为气温升高和降水增多， 全疆洪水发生频次增多、 洪峰流量增大。

注： 黑色曲线为洪水发生率多年平均值
图 ２　 新疆塔河流域各水文站点各年份洪水发生率时间变化

Ｆｉｇ 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ｓ ａｔ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从图 ３ 看出， 几乎所有水文站点洪水发生时间在年内尺度上聚集在一段时间以内， 例如同古孜洛克、 玉

孜门勒克、 喀群、 协和拉、 黄水沟和阿拉尔站 ＰＯＴ 抽样洪水集中在 ６—９ 月份， 洪峰和多年日平均流量呈单

峰形状， 相应的上述站点洪水发生率的分布形状和高洪水发生率的时间均与其吻合。 沙里桂兰克和大山口站

洪水发生时间较广， 洪峰和多年日平均流量呈波动上升， 相应的洪水发生率没有明显的波峰， 在时间尺度上

分布较为均匀。 洪峰和多年平均日流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图 ３）与洪水发生率（图 ２）的分布较为吻合， 有效

地支持了洪水发生率估计的准确性。 而且同古孜洛克、 喀群和阿拉尔站洪峰发生时间和多年平均日流量明显

呈单峰形状， 洪水发生时间较短， 洪水发生量级较大， 而且洪水发生概率较高， 不利于防洪救灾。
从区域洪水发生频率来看（图 ４）， 各区域洪水发生率的分布形状有较大差别。 阿克苏和喀什地区洪水

发生率均呈单峰形状， 峰值均位于 ７ 月， 洪水发生率最高值均在 ０ １ 附近， 表明上述两个地区 ７ 月份洪水发

生概率较大， 洪水发生较为频繁， 易导致灾害量级较大的洪灾。 克州洪水发生率在 ３—８ 月份分布较为平均，
没有明显的波峰， 洪水在整个时间段内的发生概率差别较小。 和田地区洪水发生率在 ５ 月份达到最高， 随后

逐渐降低。 位于南疆的和田河由于积雪比较薄， 大部分在 １０ ｃｍ 以下， 却有着丰富的冰川， 冰川面积为

５ ３３６ ９８ ｋｍ２。 因此， 补给来源主要为冰川消融， 温度常常是洪水发生的主要因子。 气温升高、 冰川加剧融

化， 导致洪水发生概率和频率在 ５ 月份达到峰值。 巴州地区洪水发生率在 １５０～２５０ ｄ（５—８ 月）， 一直在高位

震荡， 大部分位于 ０ ０５， 相当一部分位于 ０ １ 以上， 最大达到 ０ ２ 左右， 远比其他地区洪水发生率高。 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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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新疆塔河流域各水文站点 ＰＯＴ 抽样洪峰量级和日多年平均流量时间变化

Ｆｉｇ 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Ｔ⁃ｂａｓｅｄ ｐｅａｋ ｆｌ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 ａｔ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区域内的开都河位于天山北脉， 积雪量较大， 最深可达到 ３０ ｃｍ 以上［１９］， 是重要的径流补给来源。 ５ 月份气

温升高， 积雪加剧融化， 洪水发生率突然增加， 夏季 ７ 月、 ８ 月温度达到最高， 积雪融化达到顶峰， 暴雨也

多集中在这一时期， 叠加融雪的补给， 洪水发生率达到峰值。
３ ３　 洪水发生时间的超过概率

Ｃｏｘ 回归模型在建立最佳气候指标的最终模型后， 能够对站点和区域洪水发生时间进行对应每一个气候

指标值的超过概率预测。 绘制最佳拟合气候指标值 ［－２ ５， ２ ５］ 区间内每一个值对应的洪水发生时间超过

概率（图 ５）。 区域洪水发生时间的超过概率预测比基于站点的洪水发生时间超过概率预测更有利于区域防洪

救灾， 本文仅分析区域洪水发生时间超过概率。 从图 ５ 看出， 在高气候指标值影响下， 新疆西北地区（阿克

苏、 克州和喀什地区）洪水发生时间相同的洪水事件其超过概率较低； 在同一超过概率下， 洪水发生的起始

时间推前。 塔河流域东南部地区（和田和巴州地区）在高气候指标值下， 洪水发生时间超过概率对气候指标

值的响应跟塔河流域西北地区则相反。 另外， 塔河流域各地区洪水发生时间超过概率随着气候指标值的改变

均有明显的变化幅度， 对气候指标值的响应较好。 其中新疆东南部地区（和田和巴州地区）气候指标值引发

的洪水发生时间超过概率变化幅度最明显， 气候指标值是洪水发生时间的一个敏感因子， 有利于基于气候指

标值为洪水风险管理的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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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黑色曲线为洪水发生率多年平均值

图 ４　 新疆塔河流域各区域各年份洪水发生率时间变化

Ｆｉｇ 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注： ３ 条灰色实线从左到右依次为 ５％、 ５０％和 ９５％分位数线

图 ５　 新疆塔河流域各区域基于最佳拟合气候指标值的洪水发生时间超过概率预测

Ｆｉｇ 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ｃｅｅ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３ ４　 洪水发生次数的集聚性特征

从图 ６（ａ）看出， 几乎所有站点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的月份为 ７ 月份和 ８ 月份（协和拉站洪水发生频率最高

位于 ６ 月份）， 月频率位于 ０ ４～０ ５ 之间。 各水文站点洪水发生次数在年内分布上还有一个较长的沉寂期：
１—４ 月和 ９—１２ 月。 沉寂期洪水发生的月频率接近于 ０， 沉寂期温度较低， 降水稀少， 不具备洪水发生的物

理成因条件。 从区域洪水发生的月频率来看（图 ６（ｂ））， 其年内分布形状与水文站点大致相同。 区域洪水发

生的活跃期位于 ６—８ 月份， 月频率多位于 ０ ２～０ ３ 之间。 克州地区明显有两个峰值（５ 月和 ８ 月）， 表明气



　 第 ４ 期 顾西辉， 等：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洪水过程集聚性及低频气候影响 ５０９　　

温升高和降水增加在不同的时期均导致洪水多发。 相比水文站点的沉寂期， 区域洪水发生的沉寂期较短， 洪

水发生的年内分布也较均匀一些， 一般沉寂期位于 １—２ 月和 １０—１２ 月。 水文站点和区域洪水发生的月频率

均超出了 ５％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洪水发生次数在年内分布有明显的活跃时期。

图 ６　 新疆塔河流域各水文站点和区域洪水发生的月频率

Ｆｉｇ ６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ｅｖｅｎｔｓａｔ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从表 ３ 看出， 大部分水文站点（同古孜洛克、 喀群、 协和拉、 黄水沟、 大山口和阿拉尔）洪水发生次数 Ｄ
值小于 ０， 表明洪水发生次数在年内无集聚性现象， 其中同古孜洛克站 Ｄ 值达到了 ０ １ 的显著性水平。 玉孜

门勒克和沙里桂兰克站 Ｄ 值大于 ０， 洪水发生次数在年内出现了集聚性现象， 但是均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表 ３　 新疆塔河各水文站点洪水发生次数分散指数详细统计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ｓ ａｔ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站点 Ｄ ９５％置信区间上限 ９５％置信区间下限 Ｐ 值

同古孜洛克 －０ ３３ －０ ５７ －０ ０７ ０ １０
玉孜门勒克 ０ ０２ －０ ２９ ０ ３４ ０ ９９

喀群 －０ ２７ －０ ５７ ０ ０９ ０ １５
沙里桂兰克 ０ ２０ －０ １８ ０ ５８ ０ ３７

协和拉 －０ ３０ －０ ６０ －０ ０１ ０ １１
黄水沟 －０ １０ －０ ４０ ０ ２３ ０ ５５
大山口 －０ １９ －０ ５２ ０ １６ ０ ３６
阿拉尔 －０ ２８ －０ ６１ ０ ０１ ０ １３

　 注： 黑色加粗数字表示离散系数 Ｄ 达到了 ０ １ 的显著性水平。
　 　 与水文站点明显不同， 塔河流域各个区域洪水发生次数离散系数 Ｄ 值均大于 ０（表 ４）， 在年际尺度上出

现了集聚性现象。 其中阿克苏地区、 喀什和和田 ３ 个地区离散系数 Ｄ 值均达到了 ０ １ 的显著性水平， 喀什和

和田地区甚至达到了 ０ ００１ 的显著性水平， 有着强烈的时间集聚性。 洪水发生次数在年际尺度上的时间集聚

性， 表明洪水在某些年份发生次数明显比其他年份更加频繁， 不利于这些年份的防洪救灾。

表 ４　 新疆塔河各区域记录洪水发生次数分散指数详细统计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区域 Ｄ ９５％置信区间上限 ９５％置信区间下限 Ｐ 值

阿克苏 ０ ３６ －０ ０４ ０ ７４ ０ ０９
克州 ０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５０ ０ ５０
喀什 ０ ７７ ０ １９ １ ３２ ＜０ ０１
和田 ０ ７０ ０ ０３ １ ３６ ＜０ ０１
巴州 ０ １６ －０ １８ ０ ５１ ０ ４９

　 注： 黑色加粗数字表示离散系数 Ｄ 达到了 ０ １ 的显著性水平。

４　 结　 　 论

（１） ＮＡＯ 和 ＡＯ 被选择用来描述塔河流域洪水发生率的变化过程。 ８ 个水文站点中有 ６ 个选择 ＮＡＯ３０
和 ＡＯ３０ 作为最显著的协变量因子， ５ 个区域中有 ３ 个选择 ＡＯ３０ 作为最显著的协变量因子。 气候指标值相

对于洪水发生时间前的 ３０ ｄ 状态对站点和区域洪水过程的影响均高于提前 １５ ｄ 的气候指标值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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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塔河流域水文站点和区域洪水发生率均是气候指标的函数， 洪水发生率为非平稳性泊松过程， 出

现了时间集聚性现象。 水文站点洪水发生率较高值一般集中出现在 ６—８ 月份， 大部分位于 ０ １ 以上， ＰＯＴ
抽样洪水也多发于这一时期， 高量级洪峰也多出现于同一时期， 不利于防洪救灾； 区域洪水发生率分布差异

较大， 不同因素主导下的洪水发生率过程有着明显差别。
（３） 相应气候指标值下的洪水发生时间的超过概率对于洪水风险管理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指导。 塔河

流域水文站点和区域洪水发生时间与 Ｃｏｘ 回归模型拟合系数为正值时（例如玉孜门勒克站、 喀群站以及阿克

苏等）， 高气候指标值下， 洪水发生时间超过概率向左推移， 超过确定时间的洪水发生概率降低， 确定洪水

发生概率下洪水发生的超过时间提前。 大部分水文站点和区域洪水发生时间超过概率对气候指标值变化的改

变幅度较大， 对气候指标值变化较敏感， 有利于基于气候指标值的概率预测和洪水风险管理。
（４） 水文站点和区域洪水发生次数在年内分布上具有相似的特征， 洪水活跃期集中在 ６—８ 月份。 相比

于水文站点， 区域洪水发生次数在年内分布上更均匀， 沉寂期更短。 从洪水发生次数年际集聚性看， 水文站

点 ＰＯＴ 抽样洪水发生次数多不具有集聚性特征， 而区域洪水发生次数集聚性特征比较明显， 其中阿克苏、
喀什和和田地区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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