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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变化环境下水文序列常表现出非一致性， 导致基于独立同分布假设的频率分析方法受到严峻挑战， 故亟需

研究适用于非一致性水文序列的频率分析方法。 针对具有趋势变异的水文序列， 提出了一种考虑局部趋势的非一

致性水文频率分析方法： 以具有局部与整体趋势识别能力的滑动窗口趋势分析法诊断序列； 构造时变概率分布模

型组， 采用融合了贝叶斯理论的广义极大似然法估计模型参数； 优选模型并按照等可靠度原则推求设计值及置信

区间。 应用该方法对甘肃石羊河流域红崖山水库站年径流量序列开展了实例研究， 结果表明从设计值及 ９５％置信

区间角度看， 所提方法与现行的一致性频率分析方法及考虑整体趋势的时变分布方法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 揭示

了在准确识别序列局部或整体趋势成分的基础上， 开展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有助于合理估计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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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水文序列常表现出趋势、 跳跃或更为复杂的组合变异， 这一情况在近年

已引发了普遍关注。 水文序列一致性的破坏， 使基于独立同分布假设的现行水文频率分析方法的合理性受到

质疑。 为解决这一问题，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两类基本方法。 第一类方法是对水文序列作还原、 还现处理后，
继续采用现行一致性频率计算方法分析； 第二类方法是直接针对非一致性水文序列进行频率计算［１］。 目前

学术界的研究重点正由前者逐步向后者转移， 其方法主要有时变矩模型［２］、 ＧＡＭＬＳＳ 模型［３］、 混合分布法［４］

和条件概率分布法［５］等。 在这些方法中， 时变矩模型与 ＧＡＭＬＳＳ 模型同时考虑了序列均值与方差的时变效

应［２］， 这与水文物理环境逐年发生缓慢变化的事实相吻合， 因此， 受到众多学者青睐。 如 Ｓｔｒｕｐｃｚｅｗｓｋｉ 等［６］

基于时变矩模型对 Ｐｏｌｉｓｈ 河的洪峰流量趋势进行了研究； Ｖｉｌｌａｒｉｎｉ 等［７⁃８］ 采用 ＧＡＭＬＳＳ 模型分别对美国 Ｌｉｔｔ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Ｃｒｅｅｋ 流域的年最大洪峰序列和罗马地区降水和气温长系列观测资料进行了趋势和成因分析。 近年来，
国内学者也应用时变矩模型和 ＧＡＭＬＳＳ 模型对降雨［９］、 洪水［１０］、 年径流［１１］、 枯水流量［１２］ 等水文变量开展

了大量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的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然而国内外学者应用时变模型时， 一般假定序列

在整个观测期存在趋势， 其分析结果可能会因为忽视局部趋势而产生偏差； 而且时变模型参数主要采用极大

似然法估计， 这对短系列样本的分布参数估计误差较大［１３］； 此外， 多数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方法的计算

环节较多， 增加了水文设计成果的不确定性， Ｏｂｅｙｓｅｋｅｒａ 和 Ｓａｌａｓ［１４］ 将 Ｄｅｌｔａ、 Ｂｏｏｓｔｒａｐ 等平稳分布的设计值

不确定性分析方法推广至时变分布情形， 而国内鲜有文献对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的设计值不确定性进行

研究。
为此， 本文提出一种考虑局部趋势的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方法， 在识别水文序列局部趋势的基础上，

基于时变分布模型开展非一致性水文频率计算， 并对设计值不确定性进行分析。 应用该方法对甘肃石羊河流

域红崖山水库站年径流量序列开展实例研究， 并与传统一致性频率分析方法及考虑整体趋势的非一致性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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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分析的设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１　 研究方法

考虑局部趋势的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方法的流程如图 １ 所示。 该方法包括序列局部趋势诊断、 时变分

布模型构建与优选和设计值估计 ３ 个环节。 其中， 第 １ 个环节采用本文提出的滑动窗口趋势分析法识别序列

的局部趋势成分， 为后续计算提供合理的变异诊断结果； 第 ２ 个环节选择分布线型与参数时变形式构建时变

分布模型组， 以融合了贝叶斯理论的广义极大似然法估计参数并优选模型； 第 ３ 个环节基于最优分布， 按照

等可靠度原则推求水文设计值并分析其不确定性。

图 １　 考虑局部趋势的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方法计算流程

Ｆｉｇ 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

１ １　 滑动窗口趋势分析法

目前， 常用趋势性分析方法有参数法（如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检验等）和非参数法（如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次检验等）两类［１５］。 国内外学者运用这些方法时一般假设序列存在整体趋势［６⁃１１，１６］， 并未对序列

可能的局部趋势成分进行研究， 并且相关文献中也尚未见到合理的局部趋势诊断方法。
经分析， 识别水文序列局部趋势的关键在于确定局部趋势段的趋势类型（线性或非线性）、 起点与长度。

为此， 本文基于水文变异诊断中的滑动、 分割思想， 提出了滑动窗口趋势分析法。 该方法思路是以一定长度

图 ２　 具有局部趋势的水文序列

Ｆｉｇ ２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

的窗口（即可能的局部趋势段）将水文序列分割为平稳段

与趋势段， 构造变异形式的综合评价统计指标； 以不同

长度的窗口顺序滑动， 依次计算统计指标值； 当指标值

达到最大时， 即可根据窗口宽度与位置确定序列中存在

局部趋势成分。 假设有一样本容量为 Ｎ 的水文序列， 且

序列存在局部线性趋势子序列， 如图 ２ 所示。
针对图 ２ 所示的变异形式， 基于兼顾局部线性趋势显著性与变异形式对全序列拟合偏差的原则， 构造变

异诊断综合评价统计量 ＳＷ， 计算公式如下：

ＳＷ（τ） ＝
｜ Ｒ ｔ ｜

∑
τ－１

ｔ ＝ １
（ｘｔ － ｘ１） ２ ＋ ∑

τ＋Ｗ－１

ｔ ＝ τ
（ｘｔ － ｙｔ） ２ ＋ ∑

Ｎ

ｔ ＝ τ＋Ｗ
（ｘｔ － ｘ３） ２

（１）

式中： Ｗ为滑动窗口宽度， Ｗ ＝ ２， ３， …， Ｎ； τ 为滑动窗口的起始点， τ ＝ ２， …， Ｎ－Ｗ； Ｒｔ为局部趋势段 Ｘ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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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ｘ１ 为子序列 Ｘ１的均值； ｙｔ为局部趋势段子序列 Ｘ２各点的线性拟合值； ｘ３ 为子序列的均值 Ｘ３。
滑动窗口趋势分析步骤如下：
（１） 对样本序列， 以固定宽度 Ｗ 的窗口自左向右滑动， 将序列划分为平稳段子序列 Ｘ１、 局部趋势段子

序列 Ｘ２和平稳段子序列 Ｘ３。 滑动窗口在某一具体位置时， 首先计算子序列 Ｘ２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并判断线

性趋势是否显著， 若显著则计算统计量 ＳＷ， 否则认为该局部趋势变异形式不合理。
（２） 改变窗口宽度 Ｗ， 计算滑动窗口位于不同位置时的统计量 ＳＷ。
（３） 对所有情形统计量 ＳＷ， 按照式（２）求 ＳＷ的最大值 Ｓ∗

Ｗ∗ ， Ｓ∗
Ｗ∗ 对应的 τ∗与 Ｗ∗即为最可能局部线性趋

势段的起点与长度。 一般通过绘制不同窗口宽度 Ｗ 下最大统计量的过程线确定 τ∗与 Ｗ∗。
Ｓ∗
Ｗ∗（τ∗） ＝ ｍａｘ

２≤Ｗ≤Ｎ
ｍａｘ

１≤τ≤Ｎ－Ｗ－１
ＳＷ（τ）[ ]{ } （２）

当 τ∗ ＝ １、 Ｗ∗ ＝Ｎ 时， 即全序列可能存在趋势； 当 τ∗ ＝ １、 Ｗ∗≠Ｎ 时， 序列被划分两段， 前段子序列可

能存在趋势成分； 当 τ∗ ＝Ｎ－Ｗ∗＋１、 Ｗ∗≠Ｎ 时， 后段子序列可能存在趋势性。 因此， 滑动计算统计量 ＳＷ过

程中， 考虑了全序列存在趋势、 前段序列存在趋势、 后段序列存在趋势和中间段序列存在局部趋势（一般情

形）４ 种情形。
（４） 识别出局部趋势段 Ｘ２之后， 对于子序列 Ｘ１与 Ｘ３， 重复步骤（１）—步骤（３）， 即可判断其余子序列

部分是否存在局部趋势成分。
滑动窗口趋势分析法作为初步探讨水文序列局部趋势成分识别的诊断方法， 在对序列存在多个局部线性

趋势的情形进行分析， 且在综合评价局部趋势变异的合理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不失为一种考虑局部趋势变

异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方法的变异诊断工具。
１ ２　 时变分布模型构建与优选

１ ２ １　 时变分布模型组

受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 流域水文循环的物理环境逐渐发生改变， 导致水文序列服从概率分布的

参数随时间变化。 本文基于时变分布开展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 以中国应用广泛的 Ｐ⁃Ⅲ型分布及 ＧＥＶ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Ｖａｌｕｅ）分布为例研究。 记 Ｐ⁃Ⅲ型分布为 Ｐ⁃Ⅲ（ａ， ｂ， ｃ）， 其中 ａ、 ｂ 和 ｃ 分别为尺度参

数、 形状参数和位置参数； ＧＥＶ 时变分布为 ＧＥＶ（ｋ， α ， μ）， 其中 ｋ、 α 和 μ 分别为形状参数、 尺度参数和

位置参数。 对于 ＧＥＶ 分布， 考虑到即使在平稳模型中准确估计形状参数 ｋ 也具有较大的难度， 因此 Ｃｏｌｅｓ［１７］

建议非平稳模型中将形状参数 ｋ 假定为常数； 对于平稳 Ｐ⁃Ⅲ分布， 偏态系数估计的难度也较高， 常取为偏差

系数的某一倍数， 在时变 Ｐ⁃Ⅲ分布中暂不考虑偏态系数的时变效应， 而偏态系数可与形状参数 ｂ 直接转换，
故假定形状参数 ｂ 为常数。 即本文仅考虑概率分布函数尺度及位置参数的时变情形。 对 Ｐ⁃Ⅲ分布与 ＧＥＶ 分

布尺度和位置参数设置不同的趋势形式， 构造 ６ 种模型， 如表 １ 所示。 表中 Ｐ⁃Ⅲ ０ 与 ＧＥＶ ０ 未设置参数变

化， 为一致性平稳分布； 其他 ５ 种模型至少设置了 １ 个时变分布参数。

表 １　 时变分布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 参数时变形式 模型 参数时变形式

Ｐ⁃Ⅲ ０ ａｚｚ（ ｔ） ＝ ｋ０， ｂｚｚ（ ｔ） ＝ ｂ０， ｃｚｚ（ ｔ） ＝ ｃ０ ＧＥＶ ０ ｋｚｚ（ ｔ） ＝ ｋ０， αｚｚ（ ｔ） ＝ α０， μｚｚ（ ｔ） ＝ μ０

Ｐ⁃Ⅲ １ ａｚｚ（ ｔ） ＝ ａ０＋ａ１ ｚｚ（ ｔ）， ｂｚｚ（ ｔ） ＝ ｂ０， ｃｚｚ（ ｔ） ＝ ｃ０ ＧＥＶ １ ｋｚｚ（ ｔ） ＝ ｋ０， αｚｚ（ ｔ） ＝ α０＋α１ ｚｚ（ ｔ）， μｚｚ（ ｔ） ＝ μ０

Ｐ⁃Ⅲ ２ ａｚｚ（ ｔ） ＝ ａ０， ｂｚｚ（ ｔ） ＝ ｂ０， ｃｚｚ（ ｔ） ＝ ｃ０＋ｃ１ ｚｚ（ ｔ） ＧＥＶ ２ ｋｚｚ（ ｔ） ＝ ｋ０， αｚｚ（ ｔ） ＝ α０， μｚｚ（ ｔ） ＝ μ０＋μ１ ｚｚ（ ｔ）

Ｐ⁃Ⅲ ３ ａｚｚ（ ｔ） ＝ ａ０， ｂｚｚ（ ｔ） ＝ ｂ０， ｃｚｚ（ ｔ） ＝ ｃ０＋ｃ１ ｚｚ（ ｔ）＋ｃ２ ｚｚ（ ｔ） ２ ＧＥＶ３ ｋｚｚ（ ｔ） ＝ ｋ０， αｚｚ（ ｔ） ＝ α０， μｚｚ（ ｔ） ＝ μ０＋μ１ ｚｚ（ ｔ）＋μ２ ｚｚ（ ｔ） ２

Ｐ⁃Ⅲ ４ ａｚｚ（ ｔ） ＝ ａ０＋ａ１ ｚｚ（ ｔ）， ｂｚｚ（ ｔ） ＝ ｂ０， ｃｚｚ（ ｔ） ＝ ｃ０＋ｃ１ ｚｚ（ ｔ） ＧＥＶ４ ｋｚｚ（ ｔ） ＝ ｋ０， αｚｚ（ ｔ） ＝ α０＋α１ ｚｚ（ ｔ）， μｚｚ（ ｔ） ＝ μ０＋μ１ ｚｚ（ ｔ）

Ｐ⁃Ⅲ ５ ａｚｚ（ ｔ） ＝ ｅｘｐ［ａ０＋ａ１ ｚｚ（ ｔ）］， ｂｚｚ（ ｔ） ＝ ｂ０， ｃｚｚ（ ｔ） ＝ ｃ０＋ｃ１ ｚｚ（ ｔ） ＧＥＶ ５ ｋｚｚ（ ｔ） ＝ ｋ０， αｚｚ（ ｔ） ＝ ｅｘｐ［α０＋α１ ｚｚ（ ｔ）］， μｚｚ（ ｔ） ＝ μ０＋μ１ ｚｚ（ ｔ）

注：表中 ｔ 为水文序列观测值对应的年份，ｚｚ（ ｔ）为时间协变量。

１ ２ ２　 参数估计与模型优选

目前， 国内学者估计时变分布模型参数时多采用了极大似然（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Ｌ）法［２，９⁃１１］， 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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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过程复杂且无法分析参数不确定性。 Ｍａｒｔｉｎｓ 和 Ｓｔｅｄｉｎｇｅｒ［１３］针对短系列样本采用 ＭＬ 法估计 ＧＥＶ 分布参

数时发现形状参数 ｋ 的估计结果偏差较大， 为此对参数 ｋ 的先验分布分析后选择广义极大似然（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ＧＭＬ）法估计参数， 取得较好的效果。 ＧＭＬ 法可灵活地将部分或全部参数的先验信息附

加到似然函数上构造广义似然函数， 并以此为后验分布估计待求参数。 当后验分布中仅包含部分参数先验信

息时， ＧＭＬ 法是贝叶斯方法的特例。
为解决 ＭＬ 法存在的问题并考虑参数估计的不确定性， 本文应用 ＧＭＬ 法推求时变分布参数。 对于时变

ＧＥＶ 分布， 根据文献［１３］可知形状参数 ｋ 服从的先验分布为 πｋ（ｋ）＝ Ｂｅｔａ（６，９）， 将先验信息附加到似然函

数 Ｌ（ｋ， α， μ ｜ ｘ）， 得到广义似然函数 ＧＬ（ｋ， α， μ ｜ ｘ）＝ Ｌ（ｋ， α， μ ｜ ｘ）πｋ（ｋ）； 对于时变 Ｐ⁃Ⅲ分布， 以

均匀分布为各参数的先验分布构造广义似然函数。 以广义似然函数作为参数的后验分布， 采用马尔可夫链蒙

特卡罗（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ＭＣＭＣ）方法解决参数后验分布难以显式表达的问题， 选择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Ｈａｓ⁃
ｔｉｎｇｓ（ＭＨ）算法进行抽样［１８］， 进而以样本序列估计待求参数的期望及置信区间。

模型优选方面， 时变分布的概率分布线型与参数时变形式绑定在一起， 根据模型与水文序列拟合度进行

优选。 本文采用 ＡＩＣ 准则和 ＢＩＣ 准则评价各时变分布模型的复杂度（模型结构和参数数量）与拟合效果。 ＡＩＣ
值与 ＢＩＣ 值越小， 模型综合效果最优。
１ ３　 设计值估计及不确定性分析

考虑概率分布时变的情形下， 设计值 ｘｐ，ｔ为时间 ｔ 与设计频率 ｐ 的函数， 这种时变设计值难以应用于工

程设计中。 针对此问题， 国外学者多采用 ＥＷＴ（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重现期反求水文设计值［１４，１９］， 但 ＥＷＴ
重现期计算时需要将趋势无限外延， 当序列的趋势变幅较大时， 外延使设计频率 ｐ 将快速趋近于 ０， 导致设

计值无解。 梁忠民等［２０］提出了基于等可靠度原则的非一致性水文设计值估计方法， 即认为一致性与非一致

性条件下， 在工程设计寿命期 Ｌ 内超过同一标准设计年径流发生的可靠度相同。 一致性条件下， 记重现期为

Ｔ 的设计年径流为 ｘＴ； 非一致性条件则记为 ｘｎｏｎ ⁃Ｔ。 ｘＴ与 ｘｎｏｎ ⁃Ｔ在工程设计寿命期 Ｌ 内的可靠度公式分别见式

（３）与式（４）。 令 Ｒｓ ＝Ｒｎｓ， 即可反求出 ｘｎｏｎ ⁃Ｔ。 “等可靠度”作为桥梁联通了一致性分布与时变分布， 较好地解

决了设计值时变的问题。 本文基于等可靠度原则估计水文设计值。
Ｒｓ ＝ （１ － １ ／ Ｔ） Ｌ （３）

Ｒｎｓ ＝ ∏
Ｌ

ｔ ＝ １
Ｐ（Ｘ ＞ ｘｎｏｎ⁃Ｔ） （４）

时变 ＧＥＶ 分布模型的参数数量多于一致性分布， 增加了频率分析结果的不确定性， 研究非一致性水文

频率分析的不确定性是这一领域的新兴课题。 本文基于 ＧＭＬ 法抽取的参数样本序列， 对最优时变分布， 计

算各组参数对应的设计值， 获得设计值样本序列， 进而估计设计值期望及置信区间。

２　 实例分析

２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

红崖山水库位于甘肃石羊河流域下游， 距民勤县城 ３０ ｋｍ， 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 是一座中型

洼地蓄水工程。 入库径流包括主要泉水和少量洪水。 而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以来， 随着石羊河中游地区工农业

发展， 渠系利用率逐渐提高、 地下水开采量逐步扩大、 泉水溢出量逐渐衰减、 加之气候干旱化的影响， 导致

红崖山入库年径流量逐年衰减， 由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 ５ ４５０ 亿ｍ３减少到 ９０ 年代的 １ ３６０ 亿ｍ３。 入库流量的

大幅减少引起了下游民勤绿洲水质恶化、 绿洲萎缩等一系列生态问题［２１］。 本文选取红崖山水库站 １９６２—
２００３ 年年径流量序列（如图 ３ 所示）， 对所提出的方法进行实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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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２ １　 序列局部趋势特性

从图 ３ 可知， 红崖山水库站年径流量大致在 １９７０ 年后呈明显下降趋势， 方差也显著减小。 经计算， 序

列的 Ｈｕｒｓｔ 系数为 Ｈ＝ ０ ９７， 根据基于 Ｈｕｒｓｔ 系数变异分级方法［２２］， 可知序列变异程度为巨变异。 应用提出

的滑动窗口趋势分析法诊断红崖山水库站年径流量序列可能存在的局部趋势， 图 ４ 为不同窗口宽度 Ｗ 下统

计量最大值过程线。 从图 ４ 可知， 当 τ∗ ＝ １１、 Ｗ∗ ＝ ３２ 时 ＳＷ最大， 故序列的局部下降趋势段为 １９７２—２００３
年， 位于序列后半段； 对于 １９６２—１９７１ 年序列继续分析， 发现所有可能局部趋势情形的线性趋势均不显著。
因此， 诊断结果为红崖山水库站年径流量序列在 １９７２—２００３ 年存在局部线性下降趋势。

图 ３　 红崖山水库站年径流量过程线

Ｆｉｇ 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ｔ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ｙａｓｈ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 ４　 滑动窗口趋势分析结果

Ｆｉｇ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ｏｖｉｎｇ ｗｉｎｄｏｗ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 ２ ２　 模型参数与优选结果

根据红崖山水库站年径流量序列的局部趋势变异形式， 本文仅考虑 １９７２ 年之后分布参数随时间变化，
故设置时间协变量为： 当 ｔ≤１９７２ 时， ｚｚ（ ｔ）＝ １； 当 ｔ＞１９７２ 时， ｚｚ（ ｔ）＝ ｔ－１９７２＋１。 采用 ＧＭＬ 法估计时变分布

参数， 并计算各模型的 ＡＩＣ 值与 ＢＩＣ 值，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由表 ２ 可知， 对于 ＧＥＶ 分布而言， ＧＥＶ １ 模型

的拟合效果略差于 ＧＥＶ ０， 而 ＧＥＶ ２—ＧＥＶ ５ 模型的 ＡＩＣ 值较 ＧＥＶ ０ 有大幅降低， 说明一致性分布已显著不

适用于原序列的水文频率分析； ＧＥＶ ５ 模型的 ＡＩＣ 值最小， 表明尺度参数 α 存在指数下降趋势、 位置参数 μ
具有线性下降趋势的时变 ＧＥＶ ５ 分布与序列拟合度最高。 而对于 Ｐ⁃Ⅲ型分布， Ｐ⁃Ⅲ １ 的 ＡＩＣ 值与 ＢＩＣ 值最

小， 即考虑尺度参数 ａ 存在线性下降趋势时变 Ｐ⁃Ⅲ １ 分布拟合效果最优。 表 ２ 中还给出了 Ｐ⁃Ⅲ １ 与 ＧＥＶ ５
模型参数的期望及 ９５％置信区间。

表 ２　 时变分布模型拟合效果及最优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 ＡＩＣ 值 ＢＩＣ 值 模型 ＡＩＣ 值 ＢＩＣ 值

Ｐ⁃Ⅲ ０ １２４ ５６ １２９ ７８ ＧＥＶ ０ １２５ ６９ １３０ ９０

Ｐ⁃Ⅲ １ １０７ ０８ １１４ ０３ ＧＥＶ １ １２９ ５１ １３６ ４６

Ｐ⁃Ⅲ ２ １２６ ０２ １３２ ９７ ＧＥＶ ２ ３８ ４０ ４５ ３５

Ｐ⁃Ⅲ ３ １２１ ６２ １３０ ３１ ＧＥＶ ３ ４２ ７１ ５１ ４０

Ｐ⁃Ⅲ ４ １１７ ９９ １２６ ６８ ＧＥＶ ４ ３４ ２８ ４２ ９７

Ｐ⁃Ⅲ ５ １２５ ９５ １３４ ６４ ＧＥＶ ５ ３１ ５６ ４０ ２５

Ｐ⁃Ⅲ １ 参数估计结果：
ａ０ ＝ ０ ４６９， ［０ ４６７，０ ４７１］； ａ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５］；
ｂ０ ＝ ５ １１１，［５ １０９，５ １１３］； ｃ０ ＝－０ １３２， ［－０ １３４，－０ １３２］

ＧＥＶ ５ 参数估计结果：
ｋ＝－０ ０５０，［－０ １５６，０ ０５３］；
α０ ＝－０ ８７９，［－１ １７６，－０ ５４３］； α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９，－０ ０１３］；
μ０ ＝ ３ ０５４，［２ ８９０，３ ２０６］； μ１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６，－０ ０７１］

　 　 图 ５ 为 Ｐ⁃Ⅲ １ 和 ＧＥＶ ５ 模型的残差正态 Ｑ⁃Ｑ 图。 由图 ５ 可知， ＧＥＶ ５ 模型的分位残差点据较 Ｐ⁃Ⅲ １ 模

型明显贴近于 １ ∶１直线， 表明 ＧＥＶ ５ 拟合效果明显优于 Ｐ⁃Ⅲ １。 图 ６ 为 ＧＥＶ ５ 模型的分位曲线图， 图中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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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据落在各分位曲线下的频率非常接近相应的理论概率， 即实测点据的分布相对合理。 因此， 选择时变

ＧＥＶ ５ 模型对红崖山水库站年径流量序列进行频率分析是合理的。

图 ５　 最优时变分布残差正态 ＱＱ 图

Ｆｉｇ ５ Ｎｏｒｍａｌ ＱＱ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２ ２ ３　 非一致性分布线型响应规律及设计值对比分析

图 ６　 ＧＥＶ ５ 模型的分位曲线

Ｆｉｇ ６ Ｃｅｎｔｉｌｅｓ ｐｌｏｔ ｏｆ ＧＥＶ ５ ｍｏｄｅｌ

为揭示序列局部趋势变异对分布线型的影响， 采用

基准年频率曲线法进行分析。 根据 ＧＥＶ ５ 分布， 选择

１９７２ 年、 １９７５ 年、 １９８５ 年、 ２００３ 年作为基准年， 绘制

相应频率曲线并与 ＧＥＶ ０（一致性分布）频率曲线进行比

较， 如图 ７ 所示。 由于 ＧＥＶ ０ 为极值Ⅲ型（形状参数 ｋ０＞
０）， 而 ＧＥＶ ５ 为极值Ⅱ型（形状参数 ｋ０＜０）， 故图 ７ 显示

一致性分布频率曲线在高频率部分较快下降， 而各基准

年的频率曲线变化相对较缓。 １９６２—１９７２ 年， ＧＥＶ ５ 分

布参数不随时间变化， 各年频率曲线与 １９７２ 年相同且基

本位于 ＧＥＶ ０ 频率曲线之上， 随着超越概率的增加，
１９７２ 年频率曲线与 ＧＥＶ ０ 频率曲线差幅不断扩大； １９７２
年之后， 各基准年的频率曲线与 ＧＥＶ ０ 频率曲线相交且随时间逐年下移（如图 ６ 中 １９７５ 年、 １９８５ 年频率曲

线）； 到 ２００３ 年， 其频率曲线完全位于 ＧＥＶ ０ 频率曲线下方。
基准年频率曲线法可分析局部趋势变异对分布线型的影响， 但该方法的设计值结果具有时变特征， 难以

应用于工程实际。 本文采用 １ ３ 节中设计值期望及置信区间的推求方法进行计算。 考虑下降趋势持续外延可

能导致径流量出现负值， 故计算中取 Ｌ 等于序列长度。 图 ８ 为 ＧＥＶ ５ 模型的各重现期（２～４０ ａ）设计值期望，
同时对一致性 ＧＥＶ ０ 分布及考虑整体趋势的 ＧＥＶ ５ 分布的设计年径流进行了比较。 由图 ８ 可知， 重现期小

于 ３０ ａ 时， 一致性频率分析方法的设计值高于本文方法计算结果， 而重现期大于 ３０ ａ 之后， 前者设计值小

于后者； 偏差幅度（绝对值）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 由 ５１ ７４％（２ 年一遇）降至 ０ ６３％（３０ 年一遇）后， 又逐

步升至 ７ ５０％（４０ 年一遇）。 考虑整体趋势的时变 ＧＥＶ ５ 分布的设计值基本整体高于考虑局部趋势的情形；
偏差介于 ０ ２６％～７ ５５％之间， 且随重现期增大呈增大趋势。 表 ３ 给出了在给定重现期下不同频率分析方法

估计结果的 ９５％置信区间。 由表 ３ 可知， 对于各重现期（除 Ｔ ＝ ４０ ａ）， 考虑局部趋势 ＧＥＶ ５ 分布的设计值

９５％置信区间包含于考虑整体趋势 ＧＥＶ ５ 分布的区间， 而考虑整体趋势 ＧＥＶ ５ 分布置信区间又包含于一致

性分布。 综上， 与不考虑趋势变异或直接假设序列存在整体趋势的分析方法相比， 本文方法识别了序列存在

局部趋势成分， 其设计值估计结果与二者存在一定的偏差， 且偏差幅度随设计标准不同而异。 产生偏差的主

要原因在于频率分析方法是否准确识别年径流量序列的趋势成分。 因此， 在水利工程规划设计阶段， 科学研

判水文序列的趋势变异特征， 对于合理估计设计值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提出考虑局部趋势的非一致性水文频

率分析方法为其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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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ＧＥＶ ５ 分布与 ＧＥＶ ０ 分布频率曲线

Ｆｉｇ 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ＧＥＶ ０ ａｎｄ ＧＥＶ ５

　
图 ８　 本文方法与传统方法的设计值对比分析

Ｆｉｇ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表 ３　 不同频率分析方法在给定重现期下设计值不确定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ｇｉｖｅｎ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重现期 Ｔ ／ ａ
一致性 ＧＥＶ ０ 分布 考虑整体趋势的 ＧＥＶ ５ 分布 考虑局部趋势的 ＧＥＶ ５ 分布

期望 ／ 亿ｍ３ ９５％置信区间 期望 ／ 亿ｍ３ ９５％置信区间 期望 ／ 亿ｍ３ ９５％置信区间

５ １ ３５ ［１ １０，１ ５９］ ０ ９８ ［０ ８７，１ １１］ ０ ９７ ［０ ８５，１ １１］

１０ １ ０１ ［０ ７１，１ ２６］ ０ ８２ ［０ ７３，０ ９３］ ０ ８０ ［０ ６８，０ ９２］

２０ ０ ７５ ［０ ４１，１ ０２］ ０ ７１ ［０ ６２，０ ８１］ ０ ６８ ［０ ５６，０ ７９］

３０ ０ ６２ ［０ ２６，０ ９１］ ０ ６６ ［０ ５７，０ ７６］ ０ ６２ ［０ ５０，０ ７４］

４０ ０ ５４ ［０ １５，０ ８５］ ０ ６３ ［０ ５４，０ ７２］ ０ ５９ ［０ ４６，０ ７０］

３　 结　 　 论

本文针对现行频率计算方法不适于具有局部趋势变异水文序列的问题， 提出了考虑局部趋势的非一致性

水文频率分析方法。 该方法在变异诊断方面提出了滑动窗口趋势分析法， 可对水文序列的局部趋势或整体趋

势进行识别； 时变分布模型参数估计方面， 采用广义极大似然法给出了参数的点估计与区间估计； 设计值估

计方面基于“等可靠度”原则的设计值推求， 并基于参数抽样结果给出了设计值置信区间。 实例分析表明，
所提出的方法考虑了序列的局部趋势变异， 其设计值期望、 置信区间与一致性频率分析方法及考虑整体趋势

的时变分布方法的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且偏差随设计标准变化而异。 因此， 在准确识别序列趋势成分

（局部或整体趋势）的基础上开展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 对于合理估计水文设计值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方

法为其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
目前， 滑动窗口趋势分析法统计量 ＳＷ尚未考虑局部非线性趋势， 有待进一步完善。 此外， 基于等可靠

度原则推求设计值时， 如何确定工程设计寿命期仍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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