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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剖析 “太阳⁃气候⁃水资源” 体系作用机制对区域水资源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利用相关分析、 主成分

分析和小波分析方法， 探究太阳黑子运动和厄尔尼诺（ＥＮＳＯ）对日本吉野川流域降雨、 地表径流和地下水位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太阳黑子活动和 ＥＮＳＯ 对研究区域水文过程显著影响分别发生在 １１ ａ 和 ２～７ ａ 周期上； 太阳黑子运

动能量以 ＥＮＳＯ 为 “媒介” 作用于流域降水和河川径流， 但对地下水位波动影响不明显； 太阳黑子活动在不同时

频域对研究区域水文过程产生 “直接” 和 “间接” 影响， 太阳黑子的 “直接” 影响可能通过调制 ＥＮＳＯ 外的气候

模态来实现， 其 “间接” 作用则通过 “ＥＮＳＯ⁃西太平洋副高⁃东亚环流⁃水汽运动” 系统作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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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黑子活动和气候涛动改变全球水循环现状， 导致水资源时空重新分配， 决定了区域可利用淡水资源

储量上限［１⁃２］。 太阳辐射引起水体蒸发， 形成的暖湿气流改变大气中水分含量， 从而改变降水分布特征和区

域水文循环过程［３］； 气候涛动现象（厄尔尼诺循环、 南方涛动过程）改变大气环流形势， 通过雨带移动和水

汽输送作用影响区域水文要素［４］。 剖析 “太阳⁃气候⁃水资源” 体系作用机制对区域水资源科学管理具有重要

科学意义。
当前关于自然界对太阳黑子活动和气候涛动的水文响应研究多侧重于单一要素对水文过程的影响［３⁃５］。

太阳黑子的 １１ ａ 显著周期活动在陆面降水［６］、 河川年径流［３， ５］、 旱涝事件［７］ 和地下水位［８］ 等众多水文过程

中均有探明。 气候异常涛动在 ２～７ ａ 周期上对大气［９］、 地表［５，１０］和地下［１１⁃１２］水文过程产生显著影响。 但是太

阳黑子活动和气候涛动对水文过程的作用机制复杂［３］， 太阳黑子活动通过时频特征函数作用于气候环流系

统， 气候环流系统［３，１３］ 对太阳黑子活动能量进行传递， 影响区域水文过程。 因此， 探究 “太阳⁃气候⁃水资

源” 体系的耦合作用机制， 阐明太阳黑子活动和气候涛动对区域大气、 地表和地下水文过程的综合影响是

当前研究的重点。
降水量和河川径流量是表征大气和地表水文过程的关键指标［１４］， 地下水水位波动则反映了地下水资源

变化的主要特征［１５］。 日本南部地下水观测站网建设兴起于近 ４０ 年， 长序列地下水观测数据的匮乏制约了关

于太阳黑子活动和气候涛动对大气、 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综合影响的研究［１６］。 鉴于此， 本研究搜集了日本南

部吉野川降水、 河川径流、 地下水位和对应的太阳黑子数 ／厄尔尼诺 ３ ４ 区海洋表面水温 ／南方涛动指数数

据， 利用小波分析工具， 探究了太阳黑子活动和 ＥＮＳＯ 循环对区域大气、 地表以及地下水文过程的综合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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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域位于吉野川流域， 日本南部德岛县境内（图 １）， 面积约 ３ ７５０ ｋｍ２， 河长 １９４ ｍ。 吉野川发源于

高知县境内石鎚山， 流经爱媛县、 香川县和德岛县， 在德岛市附近入海。 研究区域为冲积平原， 多年平均降

水量为 １ ６４９ ３ ｍｍ， 多年平均气温为 １５ ８ ℃。
本研究搜集的水文气象数据（日本德岛县政府提供）包括： 德岛市气象站 １８９２ 年 １ 月—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的

月降水量、 吉野川水文站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的月径流量、 ４ 个观测井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的

月地下水水位， １８９２ 年 １ 月—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的月太阳黑子数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 ／ ／ ｓｉｄｃ ｏｍａ ｂｅ ／ ｓｉｌｓｏ ／
ｄａｔａｆｉｌｅｓ）、 ＮＩＮＯ３ ４ 区（５°Ｎ—５°Ｓ， １２０°Ｗ—１７０°Ｗ）海洋表面温度（ＳＳＴ，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 ／ ／ ｉｒｉｄｌ ｌｄｅｏ． ｃｏ⁃
ｌｕｍｂｉａ ｅｄｕ ／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Ｉｎｄｉｃｅｓ ／  ｎｉｎｏ ／ ） 和 南 方 涛 动 指 数 （ ＳＯＩ， 数 据 来 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ｏｍ ｇｏｖ ａｕ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ｃｕｒｒｅｎｔ ／ ｓｏｉ２ ｓｈｔｍｌ）。 数据信息见表 １。

图 １　 研究区域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表 １　 研究使用数据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观测项目 观测间隔 观测时间 数据单位 数据个数

太阳黑子数 月 １８９２⁃０１ ／ ２０１３⁃１２ 个 １ ４６４

ＮＩＮＯ３．４ 区 ＳＳＴ 月 １８９２⁃０１ ／ ２０１３⁃１２ ℃ １ ４６４

ＳＯＩ 月 １８９２⁃０１ ／ ２０１３⁃１２ 量纲一 １ ４６４

降水量 月 １８９２⁃０１ ／ ２０１３⁃１２ ｍｍ １ ４６４

月平均流量 月 １９５６⁃０１ ／ ２０１３⁃１２ ｍ３ ／ ｓ ６９６

ｗ１ 地下水水位 月 １９７２⁃０１ ／ ２０１３⁃１２ ｍ ５０４

ｗ２ 地下水水位 月 １９７２⁃０１ ／ ２０１３⁃１２ ｍ ５０４

ｗ３ 地下水水位 月 １９７２⁃０１ ／ ２０１３⁃１２ ｍ ５０４

ｗ４ 地下水水位 月 １９７２⁃０１ ／ ２０１３⁃１２ ｍ ５０４

研究所用的太阳黑子数、 ＳＳＴ、 ＳＯＩ、 降水量和月平均流量如图 ２ 所示， 观测井地下水月平均水位如图 ３
所示。 图 ２ 和图 ３ 表明研究区域水文要素及其影响因素均呈显著的周期性波动， 为了消除季节变化的影响，
使用 １２ 月滑动平均方法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 太阳黑子数的 １２ 月滑动平均数呈现显著的１１ ａ周期波动；
ＳＳＴ 和 ＳＯＩ 显示出 ２～７ ａ显著周期； 降水、 径流和地下水滑动平均序列在多个周期上显示出显著波动， 需要

使用小波工具进一步分析。
１ ２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包括相关分析、 主成分分析和小波分析法。 相关分析法［１２⁃１３］ 用以解析太阳黑子活动和气候涛

动对研究区域水文过程的影响程度； 用主成分分析法［１２， １７］ 对 ４ 个观测井的地下水水位波动主要特征进行提

取； 小波分析包括连续小波变化和交叉小波分析， 分别用于分析水文气象、 太阳黑子数、 ＳＳＴ 时间序列在时

频域的周期变化特征以及探究太阳黑子活动 ／ ＥＮＳＯ 对研究区域水文要素影响作用。
小波分析通过尺度变换， 既可观察水文序列概貌， 又可窥其细微变化， 对描述水文序列变化特性具有独

到之处［１８］。 研究使用的交叉小波变换工具包括小波能量谱、 凝聚谱和位相谱。 小波能量谱是用来揭示两序

列在不同时频域上相互作用显著性的工具； 凝聚谱能够揭示两序列之间的相关性相对频率的依赖关系及在时

域中的变化， 表明在不同频率上两者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和信号随时间变化情况； 位相谱则反映两序列在不

同时频域的滞后时间特征［１９］。 计算原理参见文献［３， ５， １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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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月太阳黑子数、 ＳＳＴ、 ＳＯＩ、 降水量和月平均流量时间序列示意

Ｆｉｇ ２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ｕｎｓｐ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ＳＳＴ， ＳＯＩ，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ｆｌｏｗ

图 ３　 研究区域观测井地下水水位时间序列示意

Ｆｉｇ ３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ｗｅｌｌ Ｎｏ １， Ｎｏ ２， Ｎｏ ３ ａｎｄ Ｎｏ 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太阳黑子数、 ＳＳＴ 和水文时间序列小波能量谱分析

为揭示太阳黑子活动和气候涛动对研究区域水文要素的影响， 对水文要素和其影响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

进行计算（表 ２）。 结果表明： 相较于太阳黑子数和 ＳＯＩ， 研究区域水文要素与 ＮＩＮＯ３ ４ 区 ＳＳＴ 之间显示较显

著相关关系； 径流与太阳黑子活动关系较显著。 因此， 选择 ＮＩＮＯ３ ４ 区 ＳＳＴ 表征 ＥＮＳＯ 特征， 使用小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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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工具进一步揭示太阳黑子活动和 ＥＮＳＯ 对研究区域水文要素的影响。 １８９２—２０１３ 年间太阳黑子数和 ＮＩ⁃
ＮＯ３ ４ 区 ＳＳＴ 的小波能量谱如图 ４（ａ）和图 ４（ｂ）所示， 太阳黑子活动和厄尔尼诺环流呈现显著周期变化。 图

４（ａ）显示太阳黑子数的功率谱能量主要集中在 ２～７ ａ 和 １１ ａ 周期上； ＮＩＮＯ３ ４ 区 ＳＳＴ 的显著能量波动（图 ４
（ｂ））主要分布在 １ ａ 和 ２～７ ａ 周期上。 图 ４（ａ）和图 ４（ｂ）显示太阳黑子活动和 ＥＮＳＯ 环流在不同时频域显示

显著波动， 有可能与对应时频域内水文要素波动相关。

表 ２　 太阳黑子数 ／ ＳＳＴ ／ ＳＯＩ 与研究区域水文要素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ｎｓｐ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 ＳＳＴ ／ ＳＯＩ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水文要素
太阳黑子数 ＳＳＴ ＳＯＩ

相关系数 显著性检验 ｐ 值 相关系数 显著性检验 ｐ 值 相关系数 显著性检验 ｐ 值

降水 ０ ０５ ０ ０９ ０ １０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０ ０９

径流 ０ １３ ＜０ ０１ －０ ０９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７７

地下水水位第 １ 主成分 －０ ０２ ０ ６７ ０ １７ ＜０ ０１ －０ １８ ＜０ ０１

（细实线表示小波影响锥， 粗实线表示 ５％显著性水平区间）

图 ４　 太阳黑子数、 ＳＳＴ、 研究区域降水和月平均流量小波功率谱

Ｆｉｇ 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ｕｎｓｐ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ＳＴ ｉｎ ＮＩＮＯ ３ 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８９２ ａｎｄ ２０１３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Ｙｏｓｈｉｎｏ Ｒｉｖ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５６ ａｎｄ ２０１３

　 　 研究区域降水量、 月平均流量和地下水水位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和极差计算结果如表 ３ 所

示。 降水、 径流和地下水水位最大值一般发生在 ５ 月或者 ６ 月， 最小值发生在 １２ 月或者次年 １ 月。 降水和

径流的标准差比地下水水位标准差大， 表明降水和径流的变化更为剧烈。 降水和径流的小波功率谱分析结果

分别见图 ４（ｃ）和图 ４（ｄ）， 结果显示功率谱显著能量主要集中在０ ５ ａ、 ２ ～ ７ ａ和１１ ａ周期上。 但降水和径流

的小波能量谱分布并不连续， 降水和径流在０ ５ ａ周期上主要分布在 １８９６—１８９８ 年， １９０４—１９０６ 年， １９１０—
１９１２ 年， １９２２—１９２４ 年， １９３８—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２—１９４６ 年，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年， １９７０—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

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期间； 在 ２ ～ ７ ａ周期上分布在 １８９０—１９１２ 年， １９１８—１９２３ 年， １９３０—１９５０ 年， １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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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研究区域水文时间序列统计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变量
降水量 ／

ｍｍ
月平均流量 ／
（ｍ３·ｓ－１）

地下水水位 ／ ｍ

ｗ１ ｗ２ ｗ３ ｗ４

均值 １３６ ８ １３３ ２８ ４４ ２６ ９８ ４ ８９ ４ ０６

最大值 １ ００８ １ １５０ ３０ ６５ ２８ ５８ ６ ９６ ６ ０７

最小值 ０ ５ １７ ３ ２７ ２ ２６ ２５ ３ ８９ ２ ６６

标准差 １２１ ３ １４５ ０ ６２ ０ ３６ ０ ５６ ０ ６９

极差 ３７４ ４ ４１４ １ １８ ０ ８９ １ ４３ １ １５

２０１３ 年期间； 在１１ ａ周期上分布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 年期

间。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区域地下水水位波动特

征进行提取， ｗ１、 ｗ２、 ｗ３ 和 ｗ４ 观测井 １９７２—２０１３
年月均地下水水位第 １ 主成分标准化处理后的时间

序列 见 图 ５ （ ａ）。 其 第 １ 主 成 分 方 差 贡 献 率 为

７１ ３８％， 能够表征地下水波动主要特征。 地下水水

位第 １ 主成分小波能量谱见图 ５（ ｂ）， 显著小波能量

主要分布在０ ５ ａ、 ２ ～ ７ ａ和１１ ａ周期上。 其中， 在

０ ５ ａ 周期上波动主要发生在 １９８８—２０００ 年， 在 ２ ～
７ ａ上的波动集中在 １９７７—２０１３ 年， 在１１ ａ周期上的

能量凝聚在 １９７７—２００６ 年。

（细实线表示小波影响锥， 粗实线表示 ５％显著性水平区间）

图 ５　 地下水水位第 １ 主成分标准化时间序列及其小波功率谱

Ｆｉｇ ５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７２ ｔｏ ２０１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２ ２　 太阳黑子数 ／ ＳＳＴ 与水文时间序列交叉小波分析

太阳黑子数和研究区域水文要素（降水、 径流、 地下水水位）之间的交叉小波能量谱和小波凝聚谱计算

结果分别见图 ６（ａ）、 图 ６（ｂ）和图 ６（ｃ）。 太阳黑子数和水文时间序列的显著交叉小波能量主要分布在 １ ａ、
２～７ ａ 和 １１ ａ 周期上， 同时， 在该区域也具有较高小波凝聚谱。 太阳黑子运动和降水之间的显著交叉小波能

量主要分布在 １９１２—１９２２ 年 １ ａ 周期，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 年 ２ ａ 周期， １９３０—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８５—２０１３ 年 １１ ａ 周期上。
太阳黑子活动与降水在 １９３０—１９４０ 年的 １１ ａ 周期上呈现反位相关系， 位相差为 １５０°， 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约

４ ６ ａ 的滞后。 在其余时频域中两者显示正位相关系， 位相差约为 ０°， 表明两者在此域内基本无滞后。 图 ６
（ｂ）显示太阳黑子数和研究区域径流之间的显著交叉小波能量和凝聚性主要集中在 １９７２—１９７８ 年 １ ～ ２ ａ 周

期，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 年 ４ ａ 周期和 １９９０ 年后 １１ ａ 周期上。 在 １９７２—１９７８ 年 １～２ ａ 周期呈现反位相关系， 位相差

为 １５０°， 两者之间存在约 ０ ６ ａ 时间滞后； 在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 年 ４ ａ 周期显示反位相关系， 位相差为 １８０°， 表明

滞后时间约为 ２ ａ； 在 １９９０ 年后 １１ ａ 周期上呈正位相关系， 位相差为 ３００°， 表明两者滞后时间为 ９ ２ ａ。 对

地下水水位而言， 显著交叉小波能量和凝聚性主要分布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４ 年间 ２～５ ａ 周期上， 且呈反位相关系，
位相差约为 １１０°， 表明时间滞后 １ ３ ａ。 太阳黑子数与降水、 径流和地下水位位相均随时间存在异同变化，
说明太阳黑子活动对研究区域水资源变化影响复杂， 在时间尺度上存在差异性。

ＮＩＮＯ３ ４ 区 ＳＳＴ 和研究区域降水、 径流、 地下水水位之间的交叉小波能量谱和凝聚谱计算结果分别见图

７（ａ）、 图 ７（ｂ）和图 ７（ｃ）。 ＥＮＳＯ 和水文要素之间的强交互作用主要发生在 １ ａ、 ２～７ ａ 和 １１ ａ 周期上。 ＥＮＳＯ
对研究区域降水显著影响主要发生在 １８９２—１９１０ 年、 １９２２—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６０—２０１３ 年 １ ～ ２ ａ 周期上以及

１９８０—２０１３ 年 １１ ａ 周期上。 在 １～２ ａ 周期上， 两者无规则的位相关系； 在 １９８０—２０１３ 年 １１ ａ 周期上， 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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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实线表示小波影响锥， 粗实线表示 ５％显著性水平区间， 向右箭头表示同向相位关系， 向左箭头表示反向相位关系）

图 ６　 太阳黑子数与研究区域降水、 径流和地下水水位第 １ 主成分之间的交叉小波功率谱（左）和小波凝聚谱（右）计算结果

Ｆｉｇ ６ Ｃｒｏｓｓ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ｓ （ｒｉｇｈ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ｎｓｐ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ｏ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ｉｖ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位相差为 ９０°， 滞后时间为 ２ ３ ａ。 图 ７（ｂ）显示 ＥＮＳＯ 对研究区域径流的影响集中在 １９６０—１９６８ 年和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 年 ７ ａ 和 １９５６—２０１３ 年 １１ ａ 周期上。 在 １～２ ａ 周期上， 两者呈正位相关系， 位相

差为 ６０°， 时间滞后 ０ ２５ ａ； 在 ７ ａ 周期上， 两者呈反位相关系， 位相差为 ２１０°， 滞后时间为 ４ １ ａ； 在 １１ ａ
周期上， 呈正位相关系， 位相差为 ３０°， 滞后时间 ０ ９２ ａ。 图 ７（ｃ）表明 ＥＮＳＯ 对研究区域地下水的影响主要

集中在 １９７２—１９７５ 年、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 年 １ ａ， １９７２—１９８５ 年 ２ ａ 和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年 ７ ａ 周期上。 在 １～２ ａ 周期上

两者无规则相位关系； 在 ７ ａ 周期上， 两者位相差为 ９０°， 滞后时间为 １ ８ ａ。 ＳＳＴ 与降水、 径流和地下水位

位相随时间存在异同变化， 表明 ＥＮＳＯ 环流对研究区域水文要素影响存在时间差异性。

３　 讨　 　 论

３ １　 太阳黑子活动 ／ ＥＮＳＯ 对研究区域水文过程影响时频域

图 ４ 和图 ５ 显示研究区域降水、 径流和地下水位变化显著周期为 ０ ５ ａ、 １ ａ、 ２～７ ａ 和 １１ ａ。 其中季节性

变化通常由局部气候变化引起［１２，１９］； ２～７ ａ 上的波动与 ＥＮＳＯ 的变化周期一致； １１ ａ 周期上的变化与太阳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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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实线表示小波影响锥， 粗实线表示 ５％显著性水平区间， 向右箭头表示同向相位关系， 向左箭头表示反向相位关系）

图 ７　 ＮＩＮＯ３ ４ 区 ＳＳＴ 与研究区域降水、 径流和地下水水位第 １ 主成分之间的交叉小波功率谱

（左）和小波凝聚谱（右）计算结果

Ｆｉｇ ７ Ｃｒｏｓｓ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ｓ （ｒｉｇｈ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ＳＴ ｉｎ ＮＩＮＯ ３ 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ｉｖ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子周期相同。 研究区域水文过程与太阳黑子活动 ／ ＥＮＳＯ 在相同时域的波动特征表明水文过程可能受两者变

化的影响。 研究区域水文过程的小波功率谱在 ０ ５ ａ 和 １ ａ 周期上的分布并不连续。 其中， 地下水水位在 ０ ５
ａ 和 １ ａ 周期上的小波功率谱比地表径流小， 表明地下水位的季节性变化较弱。 局地气候的季节变化通常通

过控制产汇流过程对地表流量产生影响［１０］， 而气象因素对地下水资源的影响则通过控制土壤水渗流过程实

现［１５］。 包气带为以降水为主导的气象要素对地下水资源影响提供缓冲作用， 导致地下水资源的季节波动

弱化。
太阳黑子数、 ＳＳＴ、 降水、 径流和地下水水位时间序列小波功率谱分析结果表明， 太阳黑子活动、 ＥＮＳＯ

环流和研究区域水文要素在多个时频域中具有相同变化周期。 太阳黑子数与降水 ／径流 ／地下水水位交叉小波

能量谱和凝聚谱计算结果表明太阳黑子活动与水文要素强交互作用和高相关性主要集中在 ２ ～ １１ ａ 周期上，
太阳黑子活动对区域水文过程的影响可能主要发生在此周期。 ＳＳＴ 与降水 ／径流 ／地下水水位交叉小波分析结

果显示 ＥＮＳＯ 与水文要素的交互作用和相关性主要集中在 ２～７ ａ 周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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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太阳黑子活动⁃ＥＮＳＯ⁃水文变化作用机制

为研究区域 “太阳⁃ＥＮＳＯ⁃水文” 过程的作用机制， 需要分析太阳黑子活动与 ＥＮＳＯ 之间的交互作用。
太阳黑子数和 ＮＩＮＯ３ ４ 区 ＳＳＴ 的交叉小波分析结果见图 ８， 交叉小波能量谱计算结果表明太阳黑子活动和

ＥＮＳＯ 交互作用主要发生在 ２～１１ ａ 周期， 凝聚谱计算结果显示太阳黑子活动与 ＥＮＳＯ 显著相关性主要集中在

０ ２５ ａ、 ０ ５ ａ、 １ ａ、 ５ ａ 和 １１ ａ 周期上。 因此， 在 １８９２—２０１３ 年 ５ ａ 和 １８９２—１９１０ 年、 １９９０—２０１３ 年 １１ ａ 周

期上， ＥＮＳＯ 可能将部分太阳能量变化传递到区域水文过程， 引起水文要素变化。

（细实线表示小波影响锥， 粗实线表示 ５％显著性水平区间， 向右箭头表示同向相位关系， 向左箭头表示反向相位关系）

图 ８　 太阳黑子数与 ＮＩＮＯ３ ４ 区 ＳＳＴ 交叉小波功率谱（左）和小波凝聚谱（右）计算结果

Ｆｉｇ ８ Ｃｒｏｓｓ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ｓ （ｒｉｇｈ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ＳＴ ｉｎ ＮＩＮＯ ３ ４ ａｎｄ ｓｕｎｓｐ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太阳黑子活动和 ＥＮＳＯ 对研究区域降水的显著影响发生在 １９３０—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８５—２０１３ 年 １１ ａ 周期上，
在 １９８５—２０１３ 年间， 太阳黑子数—降水与太阳黑子数—ＳＳＴ 的位相差约为 ６０°， 与太阳黑子数—ＳＳＴ 的响应

时间相一致。 在 １９８０—２０１３ 年 １１ ａ 周期上， 太阳黑子数—径流与太阳黑子数—ＳＳＴ 的位相差为 ６０°， 与太阳

黑子数—ＳＳＴ 之间的响应时间也相同。 上述论据表明太阳黑子活动驱动的 ＥＮＳＯ 运动是传递太阳能量的重要

“媒介”。 研究区域地下水水位波动主要由 ＥＮＳＯ 变化造成， 受太阳黑子活动驱动作用较弱。 太阳黑子活动在

１１ ａ 周期上通过调制 ＥＮＳＯ 对东亚气候产生影响， 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影响西太平洋副高， 西太平洋副高影响

东亚环流， 从而通过雨带移动和水汽输送作用于研究区域水文循环过程［２０⁃２１］。 研究区域地表径流波动周期

为 ０ ５ ａ、 １ ａ、 ２～７ ａ 和 １１ ａ， 图 ６（ｂ）和图 ７（ｂ）显示太阳黑子活动和 ＥＮＳＯ 在 ７ ａ 和 １１ ａ 周期对地表径流产

生影响， 图 ８ 显示两者在此时频域上也产生较强交互作用。 因此， ＥＮＳＯ 在上述频域上作为 “媒介”， 将太

阳黑子运动能量传递， 并通过 “西太平洋副高⁃东亚环流⁃水汽运动” 作用于研究区域地表径流。 在 ２～５ ａ 周

期上， 两者之间不存在强交互作用， 太阳黑子运动可能通过调制 ＥＮＳＯ 外的气候模态来影响区域地表径流过

程［２１］。 太阳黑子活动对地下水影响主要发生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４ 年间的 ３ ～ ５ ａ 周期上； ＥＮＳＯ 对地下水直接影响

集中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１ 年间 ７ ａ 和 １９７２—２０１３ 年间 １１ ａ 周期上。 两者对地下水资源产生显著影响的时频域并无

相同区域。 因此， 太阳黑子活动和 ＥＮＳＯ 对研究区域地下水资源影响相对独立。
综上所述， 太阳黑子活动和 ＥＮＳＯ 均对研究区域大气、 地表和地下水文要素产生显著影响。 这种影响作

用包括 “直接” 和 “间接” 作用两种类型。 太阳黑子活动驱动的 ＥＮＳＯ 环流变化对降水和地表径流过程产

生显著影响， 但未对地下水资源变化产生作用。

４　 结　 　 论　

（１） 研究区域降水、 径流和地下水水位具有 ０ ５ ａ、 １ ａ、 ２～７ ａ 和 １１ ａ 显著周期， 其中季节变化主要由

局地气象因素季节变化造成， ２～７ ａ 周期上的波动与 ＥＮＳＯ 变化周期相同， １１ ａ 周期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一

致。 交叉小波分析成果显示太阳黑子活动 ／ ＥＮＳＯ 与研究区域水文过程在多个时频域内具有较高的交叉小波

能量谱和凝聚谱值， 反映了两者对水文过程的强影响作用。



　 第 ５ 期 董林垚， 等： 太阳黑子和 ＥＮＳＯ 对日本吉野川流域水文要素影响 ６７９　　

（２） 水文要素—太阳黑子数与水文要素—ＳＳＴ 之间的位相差同太阳黑子数—ＳＳＴ 位相差在某些时频域相

同， 表明太阳黑子活动驱动的 ＥＮＳＯ 是连接太阳能量和水文过程的 “介质”。 对降水而言， ＥＮＳＯ 对太阳能

量的传递作用 １９８５—２０１３ 年 １１ ａ 周期上； ＥＮＳＯ 在 １９８０—２０１３ 年间 １１ ａ 周期上将太阳黑子活动作用到地表

径流上； 在太阳⁃ＥＮＳＯ⁃地下水体系中， 这种 “媒介” 作用并不明显。
（３） 太阳黑子活动在不同时频域对研究区域降水、 径流和地下水同时产生 “直接” 和 “间接” 影响，

“直接” 影响可能通过调制 ＥＮＳＯ 外的气候模态来实现， 其 “间接” 作用是通过 “ＥＮＳＯ⁃西太平洋副高⁃东亚

环流⁃水汽运动” 系统作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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