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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影响的加剧， 改变了水文极值系列产生的平稳性条件， 给现行水文频率分析计算方法

带来挑战， 亟需发展非平稳性条件下的水文频率分析理论与方法。 讨论了等可靠度法的基本思想， 拓宽了该方法

在变化环境下工程水文设计方面的应用， 以解决变化环境下工程水文设计值中的两类问题： ① 对于待建工程， 依

据非平稳性的水文极值系列， 如何推求给定标准的设计值； ② 对于已建工程， 如何协调 ／调整已建工程的洪水设计

值， 以适应变化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 以黄龙滩 １９５６—２０１４ 年共 ５９ 年的 １５ 日洪量系列为对象， 对等可靠度法进

行应用示例研究， 并分析了参数估计不确定性对水文设计值的影响。 结果表明， 在非一致性条件下， 给定设计标

准下的水文设计值随着工程设计使用年限的变化而变化， 且设计值估计的不确定性随着工程设计使用年限的增加

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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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影响， 使得不同时期水文过程背景条件 ／洪水孕育环境发生了改变［１⁃３］， 动摇了现

行水文频率分析方法对水文极值系列的平稳性假定［４⁃８］。 基于非平稳的水文系列， 如何推求水文设计值是工

程水文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 在对非平稳性极值系列的分布特征进行描述时， 通常采用变参数概率分布函数， 即假定分布函数

中的参数是其他因子（也称为协变量， 如时间、 降雨等）的函数， 通过建立分布函数中的参数与协变量间的

统计关系， 根据协变量的变化驱动分布函数中参数的变化， 以刻画环境变化对水文极值分布的影响［９⁃１４］。 显

然， 在变化环境下， 对于给定的设计标准（如重现期）， 工程水文设计值不是常数， 而是随时间而变化。 如

何推求这种随时间变化的水文设计值， 国外学者提出了期望等待时间法［１２］和期望发生次数法［１３］。 然而， 两

个方法都存在一些不足， 如期望等待时间法， 对于呈减少趋势系列而言， 其可能导致无数值解或需要将已建

的趋势模型随着时间无限外延［１４］， 进而导致设计值的估计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 梁忠民等［１５］ 提出了非平稳

性水文设计值估计的等可靠度法， 该方法基于可靠度指标， 将设计值估计与工程设计使用年限联系起来， 不

仅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变参数概率分布模型随时间外延而给设计值估计带来的不确定性， 也为非平稳性条件设

计成果与现有工程建设标准的协调与衔接提供了技术途径。
本文进一步讨论了等可靠度法的基本思想， 拓宽其在非平稳性水文设计值估计方面的应用， 以期解决变

化环境下工程水文设计中面临的两个关键问题： ① 如何基于非平稳性的水文极值样本系列， 推求待建工程

的水文设计洪水值； ② 调节已建工程的洪水设计值， 使工程能适应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作为示例， 根

据实测的非一致性流量系列对等可靠度法进行了应用研究， 并分析了参数估计不确定性对水文设计值估计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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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等可靠度法基本理论

１ １　 等可靠度法概念

为了诠释等可靠度法的基本思路， 现以如下的水文设计任务来说明： 某地建设一座设计使用年限为 Ｌ 年

的大坝工程， 为此需要根据设计标准推求相应的洪水设计值。
在平稳性条件下， 认为任何一年洪水极值的总体分布， 在过去、 现在和未来均不变， 所以由指定的设计

标准（重现期或设计频率）根据历史洪水极值资料估计的总体分布即可推求设计洪水值。 但在非平稳性条件

下， 每一年洪水极值的总体分布均不同， 所以同一设计标准对应的洪水设计值亦不同， 或同一洪水设计值对

应的标准不同， 故现行方法无法直接使用。 从水文分析计算角度， 虽然环境变化导致了水文系列的非平稳

性， 但根据非平稳性水文极值系列推求的水文设计值， 其具有的水文设计可靠度不应该被降低， 至少应与现

行平稳性条件下频率计算方法提供的设计值具有相同的可靠度， 因为后者的可靠性已被大量的工程实践所接

受。 因此， 虽然对非平稳性水文极值变量， 现行平稳性条件下的重现期或设计频率的概念已不复存在， 但基

于这种 “等可靠度” 的思想， 依然可以借用平稳性条件下设计可靠度的概念进行非平稳样本下设计值的

推求。
以 ＲＳ 表示平稳条件下、 Ｔ 年一遇重现期设计值（记为 ＸＴ，Ｓ）的水文可靠度， 则

ＲＳ ＝ （１ － １
Ｔ
） Ｌ （１）

Ｐ（Ｘ ＞ ＸＴ，Ｓ） ＝ １
Ｔ

（２）

在非平稳性条件下， 虽然平稳性条件下 Ｔ 年一遇重现期概念不再适用， 但根据前述的 “等可靠度” 概

念， 仍可以推求等同于 Ｔ 年一遇标准的水文设计值（记为 ＸＴ，ＮＳ）。 以 ＲＮＳ表示非平稳性条件下设计值 ＸＴ， ＮＳ 的

水文可靠度， 则

ＲＮＳ ＝ ∏
Ｌ

ｔ ＝ １
［１ － Ｆ ｔ（ＸＴ，ＮＳ）］ （３）

Ｆ ｔ（ＸＴ，ＮＳ） ＝ Ｐ（Ｘ ｔ ＞ ＸＴ，ＮＳ） （４）
式（３）和式（４）中， Ｆ ｔ（Ｘ）代表第 ｔ 年水文极值的概率分布函数， ｔ ＝ １， ２，．．．， Ｌ。 显然， 由于非平稳性，

Ｆ ｔ（Ｘ）逐年不同。
令 ＲＮＳ ＝ＲＳ， 即

∏
Ｌ

ｔ ＝ １
［１ － Ｆ ｔ（ＸＴ，ＮＳ）］ ＝ （１ － １

Ｔ
） Ｌ （５）

求解式（５）， 即可获得 ＸＴ，ＮＳ， 从而解决非平稳性条件下水文设计值的估计问题。
综上可知， 在非平稳性条件下， 采用等可靠度法的思想， 水文设计人员仍然可以借用平稳性思维框架下

的重现期概念， 结合工程的设计使用年限， 即可推求非平稳性条件下的水文设计值。
１ ２　 待建工程的水文设计值推求

现假设有 ｎ 年的历史洪峰观测系列 ｘ１， ｘ２， …， ｘｎ， 该系列由于存在某种趋势（如减少）而呈现非平稳性

特征， 而待建工程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Ｌ 年。
首先采用变参数的皮尔逊Ⅲ型（Ｐ⁃Ⅲ）概率分布函数（也可以是其他类型分布函数）对该洪峰系列的分布

特征进行拟合， 即分布中的分布参数随着其他因子（如时间等）的变化而变化， 不是常数。 为便于阐述， 此

处仅假定 Ｐ⁃Ⅲ分布函数中的位置参数 μ 随时间变化， 如 μ（ ｔ） ＝ μ０ ＋ μ１ ｔ ， 而尺度参数 β 和形状参数 γ 仍为常

数。 为此， 变参数的 Ｐ⁃Ⅲ概率密度函数可表示为

ｆ（ｘ ｜ μ（ ｔ）， β， γ） ＝ βγ

Γ（γ）
［ｘ － μ（ ｔ）］ γ－１ｅ －β［ｘ－μ（ 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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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给出了 Ｐ⁃Ⅲ分布函数随时间变化的示意图。 由于洪峰系列 ｘ１， ｘ２， …， ｘｎ 呈减少趋势， 故分布函

数的位置参数 μ（ ｔ） 随时间也呈现减少趋势， 进而导致不同时刻对应的分布函数 Ｆ ｔ（Ｘ μ（ ｔ）， β， γ）， ｔ ＝ １，
２， …， ｎ 随时间 ｔ 而变化， 因此， 对于某一特定的洪峰值（图 １ 中的 Ｘ ｔｈｒ）， 其对应的超过概率 ｐｔ ， ｔ ＝ １，
２， …， ｎ 亦随时间而变化。

基于 ｎ 年的历史洪峰观测系列 Ｘ１， Ｘ２， …， Ｘｎ ， 可估计变参数 Ｐ⁃Ⅲ概率分布函数 Ｆ ｔ（Ｘ μ（ ｔ）， β， γ），
ｔ ＝ １， ２， …， ｎ （式（６））中的参数 μ０、 μ１、 β 和 γ， 进而可得到工程设计使用年限或未来规划期内（从第 ｎ ＋
１ 到 ｎ ＋ Ｌ ）， 逐年的变参数 Ｐ⁃Ⅲ概率分布函数 Ｆ ｔ（Ｘ μ（ ｔ）， β， γ）， ｔ ＝ ｎ ＋ １， ｎ ＋ ２， …， ｎ ＋ Ｌ ， 据此计算

的对应设计值 ＸＴ，ＮＳ的水文设计可靠度为

ＲＮＳ ＝ ∏
ｎ＋Ｌ

ｔ ＝ ｎ＋１
［１ － Ｆ（ＸＴ， ＮＳ ｜ μ（ ｔ）， β， γ）］ （７）

根据等可靠度方法， ＲＮＳ ＝ＲＳ， 即

∏
ｎ＋Ｌ

ｔ ＝ ｎ＋１
［１ － Ｆ（ＸＴ，ＮＳ ｜ μ（ ｔ），β，γ）］ ＝ １ － １

Ｔ
æ

è
ç

ö

ø
÷

Ｌ

（８）

对 Ｐ⁃Ⅲ分布， 式（８）左边表达式一般很复杂， 难于得到 ＸＴ，ＮＳ的解析解， 可通过试错法推求。
１ ３　 已建工程水文设计值的协调

主要阐述利用等可靠度法调节已建工程的设计值， 使工程在变化环境下， 依旧可以保持与设计阶段相同

的可靠度。 现假设基于平稳性的历史洪峰观测资料， 已建设了一座设计标准为 Ｔ 年、 设计使用年限为 Ｌ 年的

水利工程。 则该已建工程的水文设计可靠度为

ＲＳ ＝ １ － １
Ｔ

æ

è
ç

ö

ø
÷

Ｌ

（９）

假设在工程运行了 ｔ０ 年（ ｔ＝ ｔ０）后， 环境变化导致了水文极值的非平稳性， 如图 ２ 中呈现的减少趋势规

律。 也就是说， 在工程运行第 １ 年到第 ｔ０ 年这一时期， 洪峰系列满足一致性要求， 而在第 ｔ０ ＋ １ 到 Ｌ 这一时

期， 水文极值呈现减少趋势。 为便于阐述， 假设第 ｔ０ ＋ １ 到第 Ｌ 间， 洪峰的概率分布函数服从 １ ２ 节描述的

变参数 Ｐ⁃Ⅲ概率分布函数 Ｆ ｔ（Ｘ μ（ ｔ）， β， γ）， ｔ ＝ ｔ０ ＋ １， ｔ０ ＋ ２， …， Ｌ （图 ２）。 由于从第 ｔ０ ＋ １ 到第 Ｌ 这一

时期， 洪峰系列呈现减少趋势， 所以为了使工程保持与设计阶段相同的可靠度， 需要调整原来在平稳性条件

下估计的设计值 ＸＴ，Ｓ， 获得新的设计值 ＸＴ，ＮＳ， 因假设极值呈减小趋势， 故理论上 ＸＴ，ＮＳ应小于 ＸＴ，Ｓ。

图 １　 变参数概率分布函数随时间变化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ｖａｒｙ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图 ２　 变参数概率模型随时间变化示意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ｖａｒｙ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工程在 Ｌ 年的设计使用年限内（图 ２ 中的第 １ 到第 Ｌ 年这一时期）的可靠度可表示为

ＲＮＳ ＝ ∏
Ｌ

ｔ ＝ １
ｑｔ （１０）

式中： ｑｔ 为 ｔ 时刻洪峰不超过设计值的概率。
对于第 １ 年到第 ｔ０ 年这一时期， 由于工程是在平稳性环境下， 按照 Ｔ 年一遇设计洪峰值 ＸＴ，Ｓ运行，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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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这一时期每一年洪峰不超过设计值 ＸＴ，Ｓ的概率为

ｑ１ ＝ ｑ２ ＝ … ＝ ｑｔ０
＝ １ － １

Ｔ
æ

è
ç

ö

ø
÷ （１１）

对于 ｔ０ ＋ １ 到第 Ｌ 年这一时期， 假设工程按照设计值 ＸＴ，ＮＳ（图 ２）进行运行， 则这一时期每一年洪峰不超

过设计值 ＸＴ，ＮＳ的概率为

ｑｔ ＝ １ － Ｆ（ＸＴ，ＮＳ μ（ ｔ），β，γ）　 　 　 ｔ ＝ ｔ０ ＋ １，ｔ０ ＋ ２，．．．，Ｌ （１２）
在考虑环境变化影响条件下， 整个工程在 Ｌ 年的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可靠度（即式（１０））可进一步表示为

ＲＮＳ ＝ ∏
Ｌ

ｔ ＝ １
ｑｔ ＝ ∏

ｔ０

ｔ ＝ １
ｑｔ ∏

Ｌ

ｔ ＝ ｔ０＋１
ｑｔ ＝ １ － １

Ｔ
æ

è
ç

ö

ø
÷

ｔ０

∏
Ｌ

ｔ ＝ ｔ０＋１
［１ － Ｆ（ＸＴ，ＮＳ μ（ ｔ）， β， γ）］ （１３）

基于等可靠度法的思想：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 都应保证非平稳性条件下推求的洪水设计值对应的工程可

靠度 ＲＮＳ（式（１３））应与工程在设计时（平稳性条件下）的可靠度 ＲＳ（式（９））一致， 因此公式为

（１ － １
Ｔ
） Ｌ ＝ （１ － １

Ｔ
） ｔ０ ∏

Ｌ

ｔ ＝ ｔ０＋１
［１ － Ｆ（ＸＴ，ＮＳ μ（ ｔ）， β， γ）］ （１４）

即

∏
Ｌ

ｔ ＝ ｔ０＋１
［１ － Ｆ（ＸＴ，ＮＳ μ（ ｔ）， β， γ）］ ＝ １ － １

Ｔ
æ

è
ç

ö

ø
÷

Ｌ－ｔ０
（１５）

通过求解式（１５）， 可获得调整后的设计值 ＸＴ，ＮＳ， 在工程的未来运行管理中以此为据， 可保证已建工程

在其整个设计使用年限期内的可靠度与其在设计阶段规划的可靠度相同， 使工程适应环境变化所产生的

影响。

２　 示例研究

以黄龙滩 １９５６—２０１４ 年共 ５９ 年的 １５ 日洪量系列为对象， 对等可靠度法进行示例研究。 图 ３ 给出了该

图 ３　 极值洪量系列的时间序列

Ｆｉｇ ３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１５⁃ｄａｙ ｆ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洪量的时间序列图。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该系列呈现出较明

显的减少趋势。 在 ０ ０５ 显著性水平下， 采用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Ｍ⁃Ｋ）方法对趋势的显著性进行了检验， 计算的 Ｍ⁃Ｋ 统计

量的值为－２ ０８， 其绝对值大于 ０ ０５ 显著性水平下对应的

阈值为 １ ９６， 即 １５ 日洪量系列呈现显著性的减少趋势。
采用变参数概率分布函数对该洪量系列的分布特征进

行拟合， 这也是目前拟合趋势性变异系列的常用方法［７⁃１１］。
本研究中以时间为驱动变量， 建立 １５ 日洪量总体的分布

参数与时间之间的函数关系， 以刻画其分布函数随时间的

演变规律。 本次选取 Ｐ⁃Ⅲ分布和 ＧＥＶ 分布， 并假定： 分

布函数中位置参数随时间变化， 尺度参数和形状参数不

变； 分布函数中位置参数和尺度参数随时间变化， 形状参数不变； 构建了如下 ４ 种变参数概率分布模型对

１５ 日洪量进行拟合。
（１） 模型 １： Ｐ⁃Ⅲ分布函数中的位置参数 μ 随着时间线性变化， 而尺度参数 β 和形状参数 γ 为常数。 即

μ（ ｔ）＝ μ０＋μ１ ｔ， β（ ｔ）＝ β０， γ（ ｔ）＝ γ０， 记为 Ｐ⁃Ⅲ⁃ＬｏｃＴ。
（２） 模型 ２： ＧＥＶ 分布函数中的位置参数 ξ 随时间变化， 而尺度参数 α 和形状参数 Ｋ 为常数。 即 ξ（ ｔ）＝

ξ０＋ξ１ ｔ， α（ ｔ）＝ α０， Ｋ（ ｔ）＝ Ｋ０， 记为 ＧＥＶ⁃ＬｏｃＴ。
（３） 模型 ３： Ｐ⁃Ⅲ分布中位置参数 μ 和尺度参数 β 随时间变化， 形状参数 γ 为常数。 即 μ（ ｔ）＝ μ０＋μ１ ｔ，

β（ ｔ）＝ ｅｘｐ（β０＋β１ ｔ）， γ（ ｔ）＝ γ０， 记为 Ｐ⁃Ⅲ⁃ＬｏｃＴ⁃Ｓｃ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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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模型 ４： ＧＥＶ 分布函数中位置参数 ξ 和尺度参数 α 随时间变化， 而形状参数 Ｋ 为常数。 即 ξ（ ｔ）＝
ξ０＋ξ１ ｔ，α（ ｔ）＝ ｅｘｐ（α０＋α１ ｔ）， Ｋ（ ｔ）＝ Ｋ０， 记为 ＧＥＶ⁃ＬｏｃＴ⁃ＳｃｌＴ。

模型中的参数采用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方法估计， 以获得参数估计值的后验概率分布， 并选取使后验概率值达到最

大的参数作为模型的参数估计值。 利用 ＡＩＣ 和 ＢＩＣ 指标对上述 ４ 种模型的拟合效果进行了评估， 结果见

表 １。

表 １　 不同模型对 １５ 日洪量系列拟合的 ＡＩＣ 和 ＢＩＣ 指标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ＩＣ ａｎｄ ＢＩＣ ｆｏ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５⁃ｄａｙ
ｆ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指标 Ｐ⁃Ⅲ⁃ＬｏｃＴ ＧＥＶ⁃ＬｏｃＴ Ｐ⁃Ⅲ⁃ＬｏｃＴ⁃ＳｃｌＴ ＧＥＶ⁃ＬｏｃＴ⁃ＳｃｌＴ

ＡＩＣ 值 ３５８ ３６０ ３５４ ３５８

ＢＩＣ 值 ３６４ ３６６ ３６１ ３６４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Ｐ⁃Ⅲ⁃ＬｏｃＴ⁃ＳｃｌＴ 模型的 ＡＩＣ 和 ＢＩＣ 值最小， 拟合最优， 为此选取 Ｐ⁃Ⅲ⁃ＬｏｃＴ⁃ＳｃｌＴ 作为

１５ 日洪量的线型。 Ｐ⁃Ⅲ⁃ＬｏｃＴ⁃ＳｃｌＴ 模型中参数的估计结果为： μ０ ＝ － ０ ０４８， μ１ ＝ ２ ９３２， β０ ＝ ０ ０００ ４， β１ ＝
－ １ ３０７， γ０ ＝２ ５６４。

图 ４ 给出了模型拟合阶段， 超过概率为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５ 和 ０ １ 条件下， 对应的分位点值随时间的演

变特征。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不同超过概率条件下的分位点估计值都随时间在不断减少， 如 ０ ０１ 超过概率对

应的分位点估计值， 从 １９５６ 年的 ３１ ０４ 亿ｍ３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２ １７ 亿ｍ３， ０ ０２ 超过概率对应的分位点值从

１９５６ 年的 ２７ ９０ 亿ｍ３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９ ５８ 亿ｍ３， 这些均与 １５ 日洪量系列呈减少趋势相吻合。 １９５６—２０１４
年， 发生大于超过概率 ０ ０１ 对应分位点值的洪量次数为 ０ 次； 发生大于超过概率 ０ ０２ 对应分位点值的洪量

次数为 ０ 次； 发生大于超过概率 ０ ０５ 对应分位点值的洪量为 ３ 次， 平均 ２０ 年一次； 发生大于超过概率 ０ １
对应分位点值的洪量次数为 ６ 次， 平均 １０ 年一次。 表明该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较好， 可采用该模型推求未

来不同时刻对应的概率分布函数作为后续设计值估计的总体分布模型。
基于该变参数概率分布模型， 采用等可靠度法计算了待建工程在设计使用年限 Ｌ 为 ４０ ａ（２０１５—２０５４

年）、 ５０ ａ（２０１５—２０６４ 年）、 ６０ ａ（２０１５—２０７４ 年）、 ８０ ａ（２０１５—２０９４ 年）和 １００ ａ（２０１５—２１１４ 年）时， 重现

期 Ｔ 为 １０ ａ、 ２０ ａ、 ５０ ａ 和 １００ ａ 对应的 １５ 日洪量的设计值， 见图 ５。 从图 ５ 可以看出， 对于给定的重现期，
其对应的设计值随着工程设计使用年限的增加呈减少趋势， 这与 １５ 日洪量系列呈减少趋势的实际情况符合。

图 ４　 根据历史资料模型 Ｐ⁃Ⅲ⁃ＬｏｃＴ⁃ＳｃｌＴ 估计的

１５ 日洪量设计值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 ４ Ｄｅｓｉｇ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１５⁃ｄａｙ ｆ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Ⅲ⁃ＬｏｃＴ⁃Ｓｃｌ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图 ５　 不同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及重现期

条件下对应的 １５ 日洪量设计值

Ｆｉｇ ５ Ｄｅｓｉｇ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１５⁃ｄａｙ ｆ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另外， 分析了参数估计不确定性对设计值估计的影响。 从参数的后验概率分布中抽取满足要求的 ５ ０００
组参数。 基于每一组参数， 在给定工程使用年限和重现期条件下， 采用等可靠度法， 可获得 ５ ０００ 个相应的

估计值； 将这 ５ ０００ 个估计值的经验分布作为设计值的抽样分布， 进而评估设计值估计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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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１００ 年一遇 １５ 日洪量设计值在不同工程设计

使用年限条件下抽样分布的变化

Ｆｉｇ ６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１５⁃ｄａｙ
ｆ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ｉｔｈ １００⁃ｙｅａｒ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ｌｉｆｅ

图 ６ 给出了工程设计使用年限 Ｌ 为 １００ ａ、 ８０ ａ、 ６０ ａ、
５０ ａ 和 ４０ ａ 条件下， 重现期 Ｔ 为 １００ ａ 对应的设计值估计

的抽样分布。 从图 ６ 可以看出， 设计值的分布随着工程设

计使用年限的增加都发生了左移， 期望值逐渐减少， 这与

１５ 日洪量系列随时间呈减少趋势吻合。 对于呈现减少趋势

的系列而言， 对于给定的超过概率， 对应的分位点估计值

随着时间的增加呈现减少趋势， 因此， 对于给定的重现

期， 对应的设计值会随工程设计使用年限的增加而减少，
反之亦然。

基于不同工程设计使用年限条件下设计值的抽样分

布， 可以计算给定重现期对应设计值的期望估计和 ９０％
置信区间估计。 图 ７ 给出了工程设计使用年限为 １００ ａ、
８０ ａ、 ６０ ａ、 ５０ ａ 和 ４０ ａ 条件下， １００ ａ、 ５０ ａ、 ２０ ａ 和

１０ ａ重现期对应设计值的期望估计和 ９０％置信区间估计。

图 ７　 不同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及重现期下设计值的期望估计和 ９０％置信区间估计

Ｆｉｇ ７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９０％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１５⁃ｄａｙ ｆ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ｌｉｆｅ

从图 ７ 可以看出， 随着工程设计使用年限的增加， 各个重现期对应设计值的期望估计均在减少， ９０％置

信区间的上、 下限值也在相应减少。 另外， 对于 ４ 个给定的重现期， 其设计值 ９０％置信区间的宽度随着工程

设计使用年限的增加而增大， 如工程设计使用年限为 ４０ ａ 和 １００ ａ 时， １００ 年一遇设计值的 ９０％置信区间宽

度从 １４ １５ 增大到 １６ １４， 其他情形亦类同， 表明设计值估计的不确定性随着工程设计使用年限的增加而增

大； 同理， 对同一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值， 重现期越大， 置信区间越宽， 表明估计的不确定性也越大。

３　 结　 　 论

（１） 本文进一步论述了等可靠度法的基本思想， 拓宽了其在变化环境下工程水文设计值估计方面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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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并建立了非一致性条件下计算方法与一致性方法之间的一种联系， 为非一致性条件下水文设计与现行工

程采用的成果之间的衔接与协调提供了新的途径。 重点解决： ① 对于待建工程， 可采用等可靠度法推求给

定设计标准下的水文设计值； ② 对于已建工程， 可采用等可靠度法协调 ／调整原设计值， 使工程能适应环境

变化对其产生的影响。
（２） 在非平稳性条件下， 对于给定的重现期（设计标准）， 其对应的水文设计值随着工程设计使用年限

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 变化环境下的工程水文设计问题需要考虑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对设计值的影响。
（３） 设计值估计的不确定性随着工程设计使用年限的增加而增大， 表明在变化环境下， 时间变参数概

率分布模型外延的时间越长， 估计结果的不确定性也越大。
（４） 作为示例性研究， 本文仅构建了概率分布函数中的参数与时间的驱动关系， 而没有考虑其他协变

量（如降雨、 气温等）的影响。 若当采用其他协变量驱动分布函数中参数变化时， 则需要建立参数与协变量

之间的线性 ／非线性关系， 以驱动分布函数随着协变量变化而变化， 对此可做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１］ 张建云， 宋晓猛， 王国庆， 等． 变化环境下城市水文学的发展与挑战： Ⅰ： 城市水文效应［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４， ２５（４）：
５９４⁃６０５． （ＺＨＡＮＧ Ｊ Ｙ， ＳＯＮＧ Ｘ Ｍ， ＷＡＮＧ Ｇ Ｑ，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Ｉ：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２５（４）： ５９４⁃６０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贺瑞敏， 张建云， 鲍振鑫， 等． 海河流域河川径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理［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５， ２６（１）： １⁃９． （ＨＥ Ｒ Ｍ，
ＺＨＡＮＧ Ｊ Ｙ， ＢＡＯ Ｚ Ｘ，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 ２６（１）： 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张树磊， 杨大文， 杨汉波， 等． １９６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主要流域径流量减小原因探讨分析［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５， ２６（５）： ６０５⁃
６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Ｓ Ｌ， ＹＡＮＧ Ｄ Ｗ， ＹＡＮＧ Ｈ Ｂ，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ｆｏ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ｖｅ ｍａｊｏ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６０—２０１０［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 ２６（５）： ６０５⁃６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ＭＩＬＬＹ Ｐ Ｃ Ｄ， ＢＥＴＡＮＣＯＵＲＴ Ｊ， ＦＡＬＫＥＮＭＡＲＫ Ｍ， 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ｉｔｙ ｉｓ ｄｅａｄ： ｗｈｉｔｈ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３１９： ５７３⁃５７４．

［５］ 梁忠民， 胡义明， 王军． 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的研究进展［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１， ２２（６）： ８６４⁃８７１． （ＬＩＡＮＧ Ｚ Ｍ， ＨＵ Ｙ
Ｍ， ＷＡＮＧ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２２
（６）： ８６４⁃８７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谢平， 陈广才， 雷红富． 变化环境下基于趋势分析的水资源评价方法． ［ Ｊ］ ． 水力发电学报， ２００９， ２８（２）： １４⁃１９． （ＸＩＥ Ｐ，
ＣＨＥＮ Ｇ Ｃ， ＬＥＩ Ｈ 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ｓｅｒ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Ｊ］．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５， ２８（２）： １４⁃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冯平， 曾杭， 李新． 混合分布在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析的应用［Ｊ］． 天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版）， ２０１３， ４６（４）：
２９８⁃３０３． （ＦＥＮＧ Ｐ， ＺＥＮＧ Ｈ， ＬＩＮ Ｘ．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ｌｏｏ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ｘ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４６（４）： ２９８⁃３０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胡义明， 梁忠民， 杨好周， 等． 基于趋势分析的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方法研究［Ｊ］． 水力发电学报． ２０１３， ３１（５）： ２１⁃２５．
（ＨＵ Ｙ Ｍ， ＬＩＡＮＧ Ｚ Ｍ， ＹＡＮＧ Ｈ Ｚ，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３１（５）： ２１⁃２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ＤＵ Ｔ， ＸＩＯＮＧ Ｌ Ｈ， ＸＵ Ｃ Ｙ， ｅｔ 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ｌｏｗ⁃ｆｌｏｗ ｓｅｒ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５２７： ２３４⁃２５０．

［１０］ ＧＩＬＲＯＹ Ｋ Ｌ， ＭＣＣＵＥＮ Ｒ Ｈ． Ａ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ｌｏ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４１４ ／ ４１５（１）： ４０⁃４８．

［１１］ ＬＯＰＥＺ Ｊ，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Ｆ．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ｌｏ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ｒｉｖ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１７： ３１８９⁃３２０３．

［１２］ ＳＡＬＡＳ Ｊ Ｄ， ＯＢＥＹＳＥＫＥＲＡ Ｊ．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ｅｖｅｎｔ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１９（３）： ５５４⁃５６８．

［１３］ ＰＡＲＥＹ Ｓ， ＨＯＡＮＧ Ｔ Ｔ Ｈ， ＤＡＣＵＮＨＡ⁃ＣＡＳＴＥＬＬＥ 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第 ３ 期 梁忠民， 等： 基于等可靠度法的变化环境下工程水文设计值估计方法 ４０５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２１： ６９８⁃７１８．
［１４］ ＲＥＡＤ Ｌ Ｋ， ＶＯＧＥＬ Ｒ Ｍ．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ｕｎｄｅｒ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ｉｔｙ ［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５１

（８）： ６３８１⁃６３９８．
［１５］ 梁忠民， 胡义明， 黄华平， 等． 非一致性条件下水文设计值估计方法探讨［Ｊ］．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２０１６， １４（１）： ５２⁃５６．

（ＬＩＡＮＧ Ｚ Ｍ， ＨＵ Ｙ Ｍ， ＨＵＡＮＧ Ｈ Ｐ，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ｖａｌｕｅ ｕｎｄｅｒ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Ｓｏｕｔｈ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１４（１）： ５２⁃５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ｏｄ ｕｓｉｎｇ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ｎｄｅ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Ｉ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ｍｉｎ１，２， ＨＵ Ｙｉｍｉｎｇ３， ＷＡＮＧ Ｊｕｎ１， ＬＩ Ｂｉｎｑｕａｎ１， ＹＡＮＧ Ｊｉｎｇ１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８， Ｃｈｉｎａ；
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ｆｅｔｙ ＆ Ｈｙｄ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８， Ｃｈｉｎａ；

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ｔｈｕｓ 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Ｆ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ｄｅａ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Ｒ）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ａｎｄ 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Ｅ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ｗｏ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①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ｏｄ ｗｉｔｈ ａ ｇｉｖｅ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ａ ｐｒｏ⁃
ｊｅｃｔ ｙｅｔ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②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ａｎ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ｉｔ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５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１５⁃ｄａｙ ｆ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６ ｔｏ ２０１４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Ｒ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ｏ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ｏｄ ｗｉｔｈ ａ ｇｉｖｅｎ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ｕｎｄｅｒ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５１１９００９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４０２７０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