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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够客观反映城市降雨特征与规律的暴雨强度公式是城市排水防涝基础设施建设、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相

关工程规划、设计的重要前提。简述了暴雨强度公式推求的过程，从暴雨强度公式型式、暴雨资料选样方法、频

率曲线选择、频率曲线参数估计以及暴雨强度公式的参数求解等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发展现状，深入分析、

归纳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对暴雨强度公式编制过程中存在的两步最优与直接拟合、公式拟合的 “异参同效”、公

式及参数合理性分析以及编制长历时暴雨强度公式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认为暴雨强度公式还需在全要素误差分

析、成果合理性检验、降雨空间分布、气候变化对城市未来降雨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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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城市内涝灾害频发。一方面，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极端天气事件种类多、频次高、

阶段性和季节性明显，区域差异大，影响范围广
［１］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

推进，城市化造成的热岛效应、下垫面变化和气溶胶排放等
［２］
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极端降雨事件频繁发生。

全球气候变化及城市化的共同作用，使得城市致洪效应日益显著
［３］
，城市洪涝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给城市

排水防涝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缓解城市洪涝问题，必须加强城市排水防涝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而合理确定城市排水防涝基础设施、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程规模，其重要前提就是科学编制城市暴雨

强度（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Ｆ）公式，客观反映城市降雨特征与规律。
中国暴雨强度公式编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各种理论、方法不断发展、进步，已形成从暴雨选样、频率

分析到公式拟合相对完善的体系。随着新一轮的城市暴雨强度公式编制工作的开展，结合新形势的要求，有

必要对国内外暴雨强度公式编制过程中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作出梳理。城市暴雨强度公式编制过程中

暴雨选样方法、频率分布曲线线型选择、暴雨公式的型式以及相应统计参数的计算等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暴雨强度公式的精度
［４］
。现有研究多是从影响暴雨强度公式精度的某些环节着手，未全面考虑影响公式

精度的各个环节，本文主要从暴雨强度公式的型式、暴雨选样方法、频率曲线线型选择与参数估计、公式参

数求解等方面，全面考虑影响暴雨强度公式精度的各个环节，对国内外城市暴雨强度公式相关研究展开述

评，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

１　暴雨强度公式

１１　暴雨强度公式型式
选择暴雨强度公式型式是城市暴雨强度公式编制过程中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公式的型式直接影响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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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较好地反映由频率分布曲线所确定的暴雨强度历时重现期的规律性。国内外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经验性
的暴雨强度公式。在这些公式中，美、英等国多采用 ｉ＝Ａ／（ｔ＋ｂ）ｎ，前苏联广泛选用 ｉ＝Ａ／ｔｎ，而中国给水排
水设计手册和规范提到 ｉ＝Ａ／（ｔ＋ｂ）ｎ、ｉ＝Ａ／ｔｎ、ｉ＝Ａ／（ｔ＋ｂ）３种型式（ｉ为暴雨强度，Ａ为城市暴雨雨力，ｔ为
降雨历时，ｂ为降雨历时修正参数，ｎ为暴雨衰减指数）。对雨力 Ａ的计算，美、英等西方国家较多采用 Ａ＝
ＫＴｍ（Ｋ、ｍ均为雨力参数，Ｔ为设计暴雨重现期），而中国建国初期相关理论多源于前苏联，因此，与前苏
联一样用 Ａ＝Ａ１（１＋ＣｌｇＴ）计算雨力（Ａ１为雨力参数，Ｃ为雨力变动参数，Ｔ为设计暴雨重现期）。目前中国常
用的四参数城市暴雨强度公式型式为

ｉ＝
Ａｌ（１＋ＣｌｇＴ）

（ｔ＋ｂ）ｎ
（１）

有时四参数公式无法较好地拟合实际降雨强度分布规律，为了减小公式编制中的误差，提高暴雨强度公

式对暴雨资料的拟合精度，常常将参数 ｂ或 ｎ扩展为随重现期变化的五参数公式或六参数公式［４］
。

１２　编制步骤及问题分析
对具有长期自记雨量资料的测站，根据其单站资料编制城市暴雨强度公式一般包含资料统计、经验频率

计算、选定频率分布模型及曲线参数估计、输出 “重现期暴雨强度降雨历时”表、公式拟合等步骤［５６］
，

其主要优点是计算过程相对简单，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水文统计的角度来讲，该方法还存在一定不足。

（１）对城市暴雨雨力 Ａ，无论采用的是美、英等国广泛使用的 Ａ＝ＫＴｍ还是前苏联、中国采用的 Ａ＝Ａ１
（１＋ＣｌｇＴ），两者都是经验确定的函数，而不是与选定的频率分布模型一致的公式。

（２）确定的暴雨强度公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主观的，公式中的参数取决于输出的 “重现期暴雨强度
降雨历时”表中的重现期暴雨强度值，且如果选择的雨力计算公式得到的雨力值 Ａ与理论概率分布函数相
差较大，则会影响暴雨强度公式的精度

［７］
。

（３）公式将 ３个不同性质的变量（暴雨强度 ｉ，降雨历时 ｔ，重现期 Ｔ）同等对待［７］
，事实上暴雨强度 ｉ为

随机变量；降雨历时 ｔ并非一个随机变量，它与实际降雨事件的持续时间无关，仅是随机变量 ｉ的非随机参
数；重现期 Ｔ则是随机变量 ｉ的概率分布函数的一个变换参数。

（４）确定公式过程中仅采用单站资料，未考虑雨量在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对于面积较大的城市，单
站资料无法反映整个城市降雨的空间分布情况，宜根据城市暴雨特性划分暴雨分区，计算分区设计暴雨。如

北京市分析降水极值时空演变特征
［８］
，将暴雨划分为山后背风区、山前区南部、山前区北部和南部平原区 ４

个分区
［９］
，并分别选择代表站推求各分区暴雨强度公式

［１０］
。

２　暴雨选样方法

暴雨资料的选样方法可分为年最大值法和非年最大值法，其中非年最大值法又分为年超大值法、超定量

法及年多个样法。

年最大值法概率意义严密，但是会遗漏降雨量大年份的部分暴雨，这些暴雨虽不是年最大值，却会比少

雨年份的年最大值大，从而导致低重现期部分设计暴雨强度值偏小。然而，年最大值法选样简单、独立性

强，且水利工程一般设计重现期较高，故水利行业普遍采用此方法。

年多个样法每年需选择若干组雨样资料，收集、统计资料较困难，但是与年最大值相比不会遗漏较大的

雨样资料，并且弥补了中国前期雨量自记资料系列不长、采用年最大值法选样计算精度不高、可靠性不够的

缺点。此外，中国早期排水工程重现期较低，采用年多个样法计算的是次频率，可计算出重现期小于一年的

设计暴雨强度值，在较长的时间内作为中国早期排水工程的设计依据。

超定量法选择的是超过某个阈值雨样，但有时候会出现几场时间上间隔很近的降雨都被选中情况，使得

整体的雨样不能满足独立性要求，因此，需要对选出的雨样进行检验分析。此外，对超定量法而言，不同的

阈值会对设计雨量产生一定影响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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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超大值法在概率意义上与年最大值法相近，计算结果除低重现期部分也与年最大值法相同或相近。

综合比较几种非年最大值选样方法，超定量法是限定选择暴雨资料的阈值；年多个样法是限定每年暴雨

取样个数，再从中选择资料年限数 ３～４倍的雨样资料，实际还是选择超过某一阈值的降雨资料；年超大值
法选出的雨样与超定量法、年多个样法的前 Ｎ项是一致的，实际可看作是超定量法的特例。因此，非年最
大值法从统计属性上来讲都可归为超定量法。

发达国家自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就开展了采用年最大值法、年超大值法选样及超定量法［１２］
的研究。Ｍａｄｓｅｎ

等
［１３］
比较了年最大值法与超定量法在水文极值方面的应用，分别采用年最大值法配合极值Ⅰ型分布、超定

量法配合广义帕累托分布进行对比研究，认为由于厚尾分布（对应于负的形状参数）在水文中最常见，因而

用超定量法加广义帕累托分布模型通常是频率分析的首选。Ｂｅｎｚｖｉ［１４］研究用年最大值法及超定量法选样，选
择耿贝尔分布、广义帕累托分布、对数正态分布等频率曲线模型拟合两个雨样系列，认为广义帕累托分布能

较好地拟合超定量法选出的雨样，而耿贝尔分布可较好地拟合年最大值法选出的雨样。但此类相关研究多是

集中于年最大值法、超定量法与极值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广义帕累托分布等国外常用频率曲线的配合使用

情况
［１５１８］

，而缺少不同选样方法与中国常用的皮尔逊Ⅲ型分布、指数分布的配合使用情况。
中国由于城市自记雨量资料的缺乏及计算技术的相对落后等原因，暴雨选样方法经历了最初的年多个样

法，随后的年多个样法和年最大值法并存，到最新规范推荐的年最大值法的过程
［６，１９２２］

。暴雨选样方法逐步

从年多个样法逐步向年最大值法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① 早期雨量资料系列较短，使用年最大值法
计算得到的设计暴雨值可靠性不高；② １９４９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排水标准较低，大部分地区设计重现期
不足 １年一遇，采用年最大值法无法计算重现期小于 １年的设计值；③ 中国的气象与水文部门均只作年最
大值法分析，不进行年多个样法分析

［２３］
；④ 年最大值法选样简单、独立性强，在水文统计中应用较好；

⑤ 采用年多个样法选样需划分暴雨场次，如果划分次暴雨时各场次暴雨之间不相互独立，则无法满足频率
计算中随机样本具有独立性的基本要求。但近年也有研究认为年最大值法估算的暴雨频率设计值偏小

［２４］
，

尤其对 ２～２５年一遇的常遇频率暴雨影响更为显著［２５２６］
。虽然不同选样方法各有优缺点，但这些优缺点不应

作为选择抽样方法的唯一标准，而是应基于频率分析的目的，结合频率曲线线型、参数估计等步骤提高频率

估计的精度。

由于非年最大值法从统计属性上来讲都可归为超定量法，经比较分析超定量法选样与年最大值法选样暴

雨设计值重现期存在如下转换关系
［７］
：

ＴＰＤＳ＝
１

ｌｎＴＡＭＳ－ｌｎ（ＴＡＭＳ－１）
（２）

ＴＡＭＳ＝
１

１－ｅｘｐ－
１
ｒＰＤＳ( )

（３）

式中：ＴＡＭＳ为年最大值法选样设计暴雨重现期；ＴＰＤＳ为超定量法选样设计暴雨重现期。
将由式（２）计算得到的转换关系计算结果列于表 １。根据式（２）及表 １分析可知，当 ＴＰＤＳ≥１时，ＴＡＭＳ、

ＴＰＤＳ存在近似关系 ＴＡＭＳ＝ＴＰＤＳ＋０５
［７］
。

表 １　超定量法设计暴雨重现期 ＴＰＤＳ与年最大值法设计暴雨重现期 ＴＡＭＳ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ｏｒｍｒｅｔｕｒｎｐｅｒｉｏ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ＰＤＳ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ＡＭＳｍｅｔｈｏｄ

ＴＰＤＳ ０２５ ０３３ ０５ １ ２ ３ ５ １０ ２０ ５０ １００

ＴＡＭＳ １０２ １０５ １１６ １５８ ２５４ ３５３ ５５２ １０５１ ２０５０ ５０５０ １００５０

　　不同选样方法推导的暴雨公式相同重现期所对应的降雨强度存在差异，年最大值法和非年最大值法所得
重现期之间的关系是由暴雨频率的概率关系推导得来的，仍是一种概率关系，而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４］
。在

暴雨公式修编过程中，必须根据新的选样方法重新选样进而推求暴雨公式，而不能仅根据概率对应关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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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换算得到新的暴雨公式。目前，暴雨公式编制过程中暴雨选样方法推荐采用年最大值法，而城市已建排

水管道或调蓄池等设施则是按照年多个样法公式要求进行设计，因而需考虑两种选样方法建设标准不一致的

问题，并分析研究不同选样方法及频率曲线推求的暴雨公式之间的差异性和相关性。

３　频率曲线选择

频率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对已有资料进行外延，进而推求重现期远远超出实测资料年限的水文要素设计

值，这就需要一个外延的工具———频率曲线。频率曲线一般可分为纯经验频率曲线、具有一定数学形式的频

率曲线两大类。纯经验频率曲线是采用目估的方法绘制光滑的曲线，使曲线较好地拟合经验点据，再按照所

绘曲线的趋势进行外延。这种方法在对曲线外延时没有固定的准则，仅凭适线者的主观意志，成果因人而

异，一般不会单独采用。第二类曲线有一定的数学表达形式，能够探讨其统计性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主观外延的弊病
［２７］
。

中国常用的城市暴雨频率曲线主要有皮尔逊Ⅲ型分布、耿贝尔分布以及指数分布 ３种，大量学者在城市
暴雨频率曲线线型选择上展开了深入研究与讨论。邓培德

［２８２９］
认为采用非年最大值法选样时，指数分布拟

合情况较皮尔逊Ⅲ型分布好，并且指数分布计算简便，精度良好，可与皮尔逊Ⅲ型分布并列应用，应用者可
根据情况选定频率分布模型。夏宗尧

［３０］
认为指数分布仅是皮尔逊Ⅲ型分布偏态系数 ＣＳ＝２时的特例，只有

在 ＣＳ接近 ２时指数分布拟合精度有可能比皮尔逊Ⅲ型分布高，当 ＣＳ偏离 ２时指数分布拟合情况比皮尔逊Ⅲ
型分布都要差，推荐在编制暴雨强度公式过程中，对各历时降雨强度值进行调整时，不用指数分布，而用皮

尔逊Ⅲ型分布。周文德和张永平［３１］
认为按频率数据适线是确定水文概率的必要方法，但是目前无法得知降

雨或洪水的真正分布，因此，水文频率计算中各种不同的方法谈不上哪一个是正确的。岑国平
［３２］
认为暴雨

公式制定过程中出现各历时的暴雨强度适线以及各单重现期公式中雨力 Ａ的调整实际上是两次频率曲线适
线，因此，两次频率调整分布函数关系应前后一致，以使计算简单，精度较高，即当暴雨公式采用式（１）
时，第一次适线过程也以指数分布为宜。芮孝芳等

［３３］
认为如果暴雨公式采用式（１）的型式，而频率分布不采

用指数分布，则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因此，目前采用的四参数暴雨强度公式适用于指数型分布。针对城市排

水中设计暴雨历时较短、标准不高且统计分布多呈反Ｓ形的特点，金光炎［３４３５］
提出用两端有限的对数正态分

布和广义指数分布进行计算。

水文频率计算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无法通过理论分析的途径选择一条拟合资料最佳的分布曲线
［３６］
，即

无法在理论上证明降雨究竟服从什么分布。为解决该问题，目前主要是通过稳健的参数估计方法，结合其他

可操作的指标判断频率曲线的优劣
［３７］
。因此，在频率计算的过程中，无论选择哪种频率分布模型进行频率

调整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假设分布误差。为了减少假设分布误差，应该将选样方法、频率分布线型、参数估

计、公式型式等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合理判断频率分布线型对公式精度的影响，在暴雨强度公式编制过程

中遵循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准则，反复检验、不断修正。

４　频率曲线参数估计

４１　经验频率公式

当选定频率曲线类型后，经验频率的计算将成为影响适线法精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３８］
。根据样本分布推

求总体分布，实质上是计算设计值的数学期望值
［３９］
，所以最好的绘点位置应该是纵标期望值对应的横标频

率值（即无偏绘点位置）。对于使用无偏绘点位置进行频率适线，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搭建一个类似经验频

率公式的无偏经验频率公式
［４０］
。多数经验频率公式可用式（４）的通式表达：

Ｐ＝
Ｍ－β
Ｎ＋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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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验频率对称于中值，则有 γ＝１－２β［４１］，式（４）可写为

Ｐ＝
Ｍ－β

Ｎ＋１－２β
（５）

常用经验频率公式主要有：

Ｐ＝
Ｍ
Ｎ

（６）

Ｐ＝
Ｍ－０５
Ｎ

（７）

Ｐ＝
Ｍ
Ｎ＋１

（８）

Ｐ＝
Ｍ－０３
Ｎ＋０４

（９）

式中：Ｐ为经验频率；Ｍ为各项自大而小排列的序次；Ｎ为系列的项数；β和 γ为指定条件下的常数。
式（６）又称加利福尼亚公式，是按概率的加法定理得出的，只适合于总体，但城市暴雨强度资料无论多

长，只属于样本，因此很少用式（６）。式（７）又称海森公式，曾在国内外流行一段时间，它是式（６）的折中方
案，采用前后两项的中点为计算频率，该式表明要得到 １００年一遇的结果，仅需 ５０年资料，显然也不太合
理。式（８）又称数学期望公式、威布尔公式，可由数理统计理论推得，较为合理。式（９）又称中值公式，表
明要计算 １００年一遇的设计值仅需 ７０年资料，也不太合理。

对自大而小排列的序列值，不同经验频率公式计算的频率值中间若干项相差不大，但对两端的极值而言

则有明显差别，因而选择何种经验频率公式将会对设计值产生一定影响。中国目前多用期望公式计算累积经

验频率。期望公式能得到广泛应用的原因，主要是其能满足建立经验频率公式的几个基本条件
［４２］
，即① 经

验频率公式必须与总体分布无关；② 经验频率公式能保证所有实测值都能点绘在概率格纸上；③ 相邻的经
验点据的频率间距应相等，使其所占权重大小相等；④ 公式必须简单以利于计算，且绘点位置要有直观含
义、表达方便

［４３］
。此外，金光炎

［２７］
还认为由经验公式计算得到的结果宜偏安全。

在暴雨强度公式编制过程中，一般选择期望公式作为经验频率公式。已有的经验频率公式多有其理论依

据或经验考虑，不同公式对频率计算结果有一定影响
［４４］
。因此，需慎重选择经验频率公式，如有可能应比

较不同经验频率公式对暴雨强度公式的具体影响。

４２　参数估计方法
在概率分布函数中通常用一些参数来表示随机变量的分布特征，例如皮尔逊Ⅲ型曲线中包含均值 ＥＸ、

变差系数 ＣＶ、偏态系数 ＣＳ３个参数。在选定频率曲线线型后，为了确定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函数，就需要
估计频率曲线的特征参数。由样本估计总体参数的方法主要包括常规矩法、概率权重矩法、线性矩法、权函

数法以及适线法等。中国工程水文学中通常采用适线法，其他方法估计的参数一般作为适线法的初估值。

常规矩法是水文统计中最简单、最常用的参数估计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在将概率分布拟合到样本时，通

过将样本矩等同于总体分布的理论矩来估计参数。该方法概念简单，计算简单直观，但由于计算三阶中心矩

有较大误差，使得该法对 ＣＳ的估计会产生较大的估计偏差，特别是当样本数较少或偏度较大的时候，样本

矩的计算值误差较大
［４５］
，即使对于非常大的样本（Ｎ＞１０００），ＣＳ的样本估计也有显著的偏差

［４６］
。

适线法自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开始就在中国广泛使用，主要包括目估适线法及优化适线法。适线法的关键在
于如何判别频率曲线与经验点据 “最佳配合”，常见的离差平方和最小、离差绝对值和最小、相对离差平方

和最小，到底哪一种才是最佳适线准则，目前尚无定论
［４７］
。而目估适线更是随适线者的主观意志变化，存

在普遍的主观随意性。

为了弥补常规矩法估计参数 ＣＳ时高阶矩误差较大的缺点，马秀峰
［４８］
与刘光文

［４９］
先后提出权函数法与双

权函数法。这两种方法的实质都是通过用一阶矩和二阶矩估计三阶矩，从而提高三阶矩的估计精度，但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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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本身都没有解决一、二阶矩（即 ＥＸ和 ＣＶ）的估计精度问题
［５０］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等［５１］

与 Ｈｏｓｋｉｎｇ［５２］先后提出了

概率权重矩法与线性矩法，线性矩法实际是概率权重矩的线性组合，两者在理论上一致
［４５］
。由于线性矩对

序列中的极值不是很敏感，因而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５３］
。Ｓａｎｋａｒａ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和 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４５］采用线性矩法与

常规矩法计算几种常用分布线型的参数，发现即使样本数较小时线性矩法计算参数无偏性也较好，而常规矩

法即使在样本数较大时无偏性也不够好。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总署（ＮＯＡＡ）提出一种基于线性矩法的地区
频率分析方法

［５４］
，该方法根据地区频率分析原理，可计算各雨量站从１ｈ到 ６０ｄ范围内各历时不同重现期的

雨量设计值，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与调整。此后国外众多学者
［５５５８］

，或应用 ＮＯＡＡ的方法，或对
ＮＯＡＡ的方法加以改进，进行暴雨频率分析计算，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线性矩法在国外频率曲线的参数
估计中获得广泛应用，但目前在中国还仅限于理论研究，尚未应用到工程实际。梁玉音等

［５３］
选取太湖流域４

个站点分别应用线性矩法和常规矩法估计其不同重现期下年极值降雨频率设计值，比较两种方法所估计的统

计参数，结果表明线性矩法估计的参数在精确性、不偏性及稳健性方面较常规矩法更优。吴俊梅等
［５９］
在太

湖流域采用地区线性矩分析法（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开展了设计暴雨计算相关研究，结果表明
各站点年极值降雨频率设计值空间分布总体趋势与实际情况比较一致，合理性较佳。综合线性矩法在水文频

率计算中的应用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基于线性矩的地区频率分析方法是中国参数估计方法的改进方向。

４３　特大值处理
在实测降雨序列中，有时会出现个别实测值与大多数实测值相距较远的特大值。在暴雨强度公式编制过

程中，一旦出现特大值而不进行处理将会对暴雨强度公式的精度产生一定影响，很可能使公式精度达不到规

范的要求。马玉峰
［６０］
基于呼和浩特市 １９５４—２０１３年实测降雨数据，分析了不考虑特大值、舍弃特大值并以

该年次大值代替、舍弃特大值所在年份全部数值 ３种情况下特大值对暴雨强度公式计算精度的影响，结果表
明第二种方法充分考虑特大值影响，经过处理后，计算精度明显提高，使得暴雨强度公式合理性更佳。但

是，很多编制单位在编制过程中直接将特大值简单剔除，这不仅会使得非连续系列的参数估计产生误差，也

会导致最终公式成果与实际值相比偏小，公式合理性差。

对待特大值，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判断造成数据离群的原因，如果确定特大值是由于原始资料观测错

误，则只能将其舍弃；如果判断不是观测错误导致的特大值，则应该对其进行统计检验，从数理统计角度判

断是否舍弃。如特大值判断为应该保留，则需在暴雨公式编制过程中考虑特大值的处理。传统水文频率分析

需对特大值进行重现期考证，以延长实测系列的长度，提高样本系列的代表性，稳定参数的估计值，增加设

计暴雨值的合理性。但对城市设计暴雨强度公式而言，设计暴雨重现期最高为 １００年一遇，重点关注的是重
现期 ２～２０年部分的准确性，对频率曲线的外延幅度不大，并且不同历时降雨量重现期难以考证，会给参数
估计造成不确定性。因此，编制城市暴雨强度公式过程中，应结合暴雨公式的特性对特大值进行处理，在深

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对其作出合理的取舍。

５　公式参数求解及问题分析

关于公式参数的优化求解，一直处于不断的研究之中。过去限于计算机发展水平，采用诸如图解法、最

小二乘法或两者相结合的传统计算方法。这些方法计算过程繁琐，工作量大，且计算精度通常不高。随着计

算机水平提高与最优化理论的发展，许多学者将迭代法
［６１］
、高斯牛顿法［６２］

、麦夸尔特法
［６３］
、带因子迭代

法
［６４］
、遗传算法

［６５］
等用于暴雨强度公式的参数求解，这些方法的使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参数求解的

精度，但是参数初值选取不合理也会使得参数求解陷于局部最优解，而非全局最优解。归根结底，这些方法

都是通过数学方法来求解公式参数，对于这些数学方法的原理、优劣，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主要对公式参数

求解中存在的问题作一些讨论。

５１　两步最优与直接拟合
总体来讲，暴雨强度公式编制步骤可以简单概括为 “两步最优法”，即频率曲线拟合与公式参数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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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曲线拟合以抽样误差最小为目标函数，求解频率曲线的参数，输出 “重现期暴雨强度降雨历时”表；
公式参数拟合部分根据输出的 “重现期暴雨强度降雨历时”表求解暴雨强度公式参数，其目标函数为统计
误差最小。

近来有研究认为可采用直接拟合实测雨强样本的直接拟合法实现暴雨强度公式的一举寻优
［６６］
。持这种

观点的人认为，传统 “两步最优法”中频率模型与暴雨强度公式的参数求解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阻断

了暴雨强度公式与实测雨样之间的联系，难以保证求得的暴雨强度公式与原始资料的拟合精度。然而，该方

法为了暴雨公式与原始资料的拟合精度简单地用频率值代替概率值，强调暴雨强度公式的拟合，而忽略了水

文统计分析的基本途径就是应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法，根据已经发生的水文事件特征值的频率去估算其今

后可能发生的概率。更重要的是，水文频率分析主要是作外延计算，频率曲线实际上是一种资料分布统计规

律表达形式的模型，是一种外延或内插的频率分析工具
［４１］
，直接拟合忽略了实测值的偶然性，用样本代替

总体规律，必然会产生误差，影响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５２　公式拟合的 “异参同效”

正确理解公式中各参数的意义，才能求得参数的合理解。如对于式（１）中暴雨衰减指数 ｎ，其反映地区
暴雨在时程分配上的集中程度，取值范围为 ０５～０８。从掌握的相关城市暴雨强度公式来看，个别城市出现
暴雨衰减指数 ｎ值大于１的不合理现象。与芝加哥雨型的雨峰位置系数 ｒ一般取值为 ０３～０５一样，暴雨衰
减指数 ｎ的取值范围虽然没有相关理论依据，却是经过大量资料的统计验证得出的，一般不会偏差太多。

出现上述参数明显不合理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暴雨强度公式求解的过程是由频率分析得出的 “重现期
暴雨强度降雨历时”表及确定的暴雨强度公式型式去反推暴雨强度公式中的参数，这是一个典型的由果索
因的 “反问题”求解。对于反问题，由于求解总是违背现象发生与变化的自然顺序，故一般是不适定的

［６７］
。

求解反问题，一般是通过参数的率定来解决，从数学上讲就是最优化问题，即能使目标函数在约束条件下达

到极小或极大的参数值就是采用的模型参数值
［６８］
。但是对暴雨强度公式参数求解而言，即使目标函数存在

极值，但公式中存在 ４个参数，由于参数之间的相互抵消作用，其存在极值的位置也不一定只存在唯一解，
即可能出现 “异参同效”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主要还是正确认识参数的意义，在公式编制过程中

选择合适的目标函数和参数优化方法，并对参数及总公式进行合理性分析。

５３　公式及参数合理性分析
在暴雨强度公式编制过程中普遍欠缺的是对公式参数及公式本身的合理性分析。结果的合理性分析是水

文频率分析和计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将成果结合水文物理概念在时间上（单站各时段）和空间上（地

区）进行综合比较，作出合理性检查，并根据比较和检查的结果适当调整所得的成果。不仅如此，还必须对

所得成果与其他途径分析而得的成果进行比较，必要时还需作适当调整。因此，频率分析往往需要做多次反

复计算、研究，遵循 “多种途径，综合分析，合理选用”的准则，才能使成果更趋合理
［２７］
。

纵观当前暴雨强度公式编制的实践，对公式参数及公式本身的合理性分析做得都远远不够。对公式参数

合理性分析，目前认为公式中的参数能使得由公式计算的暴雨强度设计值与理论频率曲线得出的设计值之间

的误差满足规范或导则规定的精度要求即为合理，但却缺少与其他成果的合理比较及地区间的综合分析。还

是以暴雨衰减指数 ｎ为例，随气候地形条件不同，ｎ在地区分布上有一定变化规律。例如，沿海各地的 ｎ值
要比内陆地区小；平原地区多阵雨，暴雨历时相对较短，ｎ值要比山区大；迎风坡山区因天气系统受地形阻
挡的影响，暴雨历时相对较长，ｎ值较平原地区要小些［５］

等等。在当前暴雨强度公式编制过程中，几乎未见

到任何城市的暴雨强度公式对参数合理性进行分析，换句话说所谓的参数合理恐怕都要打上引号。而对公式

本身的合理性分析，在当前实践中普遍做法就是编制的公式与当地的老公式或周边城市的暴雨强度公式进行

比较，但是这种比较仅仅是简单的计算不同公式的差值，没有从资料系列长度、选样方法、频率曲线模型等

根本原因上分析产生差值的原因，更没有分析与其他城市暴雨强度公式产生的差值是否合理，在区域上如何

与其他城市的暴雨强度公式协调等等。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需加强公式参数及公式本身的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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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长历时暴雨强度公式
长期以来，城市暴雨强度公式均指历时小于 １８０ｍｉｎ的暴雨公式，适用于汇水面积较小、汇水时间较短

的城市排水区。为区别于天然河湖较大的汇水面积和较长的汇水时间，有时又将其称为短历时暴雨强度公

式。编制长历时暴雨强度公式主要原因是目前市政排水、水利排涝都有各自的设计暴雨计算方法，但两者之

间在设计暴雨历时、时间间隔等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在当前加强城市排水防涝及海绵城市建设的新形势

下，有些地区考虑到市政排水、水利排涝、内涝防治设计暴雨之间的有效衔接，开展了长历时暴雨强度公式

编制工作
［６９］
，以满足当前排水防涝、海绵城市建设对设计暴雨的需求。但是，长历时暴雨强度公式存在诸

多不妥之处，总体而言实用性不强。

从设计暴雨强度的角度来说，短历时与长历时暴雨强度公式为分别拟合得到，目标函数并不一致，计算

得到的设计暴雨强度必然存在差异。两者计算得到的短历时设计暴雨强度不一致，在工程规划、设计时该取

何值，或者如何对两者进行协调与取舍，目前尚无法解决。

从暴雨强度公式用途的角度来讲，短历时暴雨强度公式用途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将求得的暴雨强度 ｉ
代入推理公式（Ｑ＝ＣｉＳ，其中 Ｑ为流量；Ｃ为综合径流系数；ｉ为暴雨强度；Ｓ为汇水面积），求出管道的设
计流量；二是根据城市短历时暴雨强度公式直接推求芝加哥雨型，作为城市雨洪模型的输入条件。长历时暴

雨强度公式主要是用于城市排水防涝，而非计算管道设计流量，其暴雨强度值不能直接代入推理公式推求设

计流量；其次，假如用长历时暴雨强度公式直接推求芝加哥雨型作为模型输入条件也是不合适的，芝加哥雨

型本是作为排水工程的短历时设计雨型，用作长历时设计雨型的适用性及合理性还有待商榷。

从公式误差的角度来说，长历时暴雨强度公式需拟合的时段数更多，求得最优解的难度大，且误差也较

大。长历时暴雨强度公式的意义在于计算设计暴雨强度，而设计暴雨强度完全可以通过拟合频率曲线得到，

没有必要再推求长历时暴雨强度公式，增加拟合暴雨强度公式造成的误差。对长历时设计暴雨来讲，影响城

市内涝的因素除雨量、雨强外，雨型的影响更加不容忽视
［７０］
。

６　结论与展望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影响下，城市的短历时降雨特性发生了变化，暴雨事件的频率显著增加，给

城市排水防涝及海绵城市建设带来严峻挑战。为了分析城市降雨特性的变化，编制出能够反映城市降雨特征的城

市暴雨强度公式，国内外在暴雨选样方法、频率分布线型、经验频率公式、参数估计方法、公式拟合等方面开展

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在城市暴雨强度公式全要素误差控制、成果合理性检验、降雨空间分布、

气候变化对城市未来降雨特性的影响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仍需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１）城市暴雨强度公式全要素误差分析。暴雨强度公式的型式、暴雨选样方法、频率曲线选择、经验
频率公式、频率曲线参数估计、特大值的处理、公式参数求解等各环节均会影响暴雨强度公式的精度，需开

展各环节全要素误差分析，综合控制暴雨强度公式编制过程中的误差，寻找各环节方法的最优组合及应用规

律。在此过程中，还需借鉴国外先进做法，改进频率曲线参数估计方法。

（２）成果合理性检验。频率分析部分需考虑区间上的合理性检查与综合平衡；拟合出的暴雨强度公式
也应该与其他成果进行对比，并进行空间上的综合比较。建议可参照国外以及中国水文部门的做法，汇编全

国性的 ＩＤＦ曲线图，增强成果的合理性与权威性。
（３）降雨空间分布。随着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城市下垫面及微地形日益复杂，暴雨空间分布差异加剧，

加上新形势下城市排水防涝的精细管理要求，需加强城市降雨空间分布不均匀性的研究。对面积较大的城

市，可考虑划分暴雨分区分别推求暴雨强度公式。

（４）气候变化对城市未来降雨特性的影响。现行排水系统设计标准前提条件是降雨满足一致性要求，
并未考虑气候变化对降雨的影响，可能会低估设计暴雨的强度

［７１７２］
，增加排水系统的不确定性，进而间接

增加城市的洪涝风险。在以后的实践中可借鉴国外经验，编制时变暴雨强度公式或时变 ＩＤＦ曲线［７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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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２０１２Ｃｈｉｎ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Ｎａｎｊｉｎｇ：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林炳章．水文气象分区线性矩法规范防洪设计标准的研究和应用［Ｃ］／／中国水利学会２０１０学术年会论文集（上册）．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２０１０．（ＬＩＮＢＺ．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０Ａｎｎｕ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ｕｍｅ

１）．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８］郭生练，叶守泽．论水文计算中的经验频率公式 ［Ｊ］．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１９９２，３５（２）：３８４５．（ＧＵＯＳＬ，ＹＥＳＺ．

Ｏｎ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２，３５（２）：３８

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ＣＵＮＮＡＮＥＣ．Ｕｎｂｉａｓｅｄｐｌｏｔｔ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８，３７（３）：２０５２２２．

［４０］刘九夫．设计洪水分析计算方法研究 ［Ｒ］．南京：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２００４．（ＬＩＵＪＦ．Ｄｅｓｉｇｎｆｌｏｏ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Ｒ］．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１］金光炎．水文频率分析述评 ［Ｊ］．水科学进展，１９９９，１０（３）：３１９３２７．（ＪＩＮＧＹ．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９，１０（３）：３１９３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２］ＧＵＭＢＥＬＥ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

［４３］郭生练．设计洪水研究进展与评价［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５．（ＧＵＯＳ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ｅｒ＆Ｐｏｗｅ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４］金光炎．水文分析中的经验频率 ［Ｊ］．水文，１９９４，１４（１）：１９．（ＪＩＮＧＹ．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４，１４（１）：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５］ＳＡＮＫＡＲＡ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Ａ，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Ｋ．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Ｌ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ｍ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２１８（１／２）：１３３４．

［４６］ＶＯＧＥＬＲＭ，ＦＥＮＮＥＳＳＥＹＮＭ．Ｌｍｏｍｅ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ｐｌａ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ｍｏｍｅｎｔ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３，２９（６）：１７４５１７５２．

［４７］金光炎．论水文频率计算中的适线法 ［Ｊ］．水文，１９９０，１０（２）：１６．（ＪＩＮＧＹ．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０，１０（２）：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８］马秀峰．计算水文频率参数的权函数法 ［Ｊ］．水文，１９８４，４（３）：３１０．（ＭＡＸＦ．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４，４（３）：３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９］刘光文．皮尔逊Ⅲ型分布参数估计 ［Ｊ］．水文，１９９０，１０（５）：１１５．（ＬＩＵＧＷ．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ａｒｓｏｎｔｙｐｅＩＩＩ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０，１０（５）：１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０］黄振平，陈元芳．水文统计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ＨＵＡＮＧＺＰ，ＣＨＥＮＹ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ｅｒ＆Ｐｏｗｅ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１］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ＪＡ，ＬＡＮＤＷＥＨＲＪＭ，ＭＡＴＡＬＡＳＮＣ，ｅｔａｌ．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ｏｍｅｎｔ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ｂｌｅｉｎｉｎｖｅｒｓｅｆｏｒｍ［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７９，１５（５）：１０４９１０５４．

［５２］ＨＯＳＫＩＮＧＪＲＭ．Ｌ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ｒｄ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Ｒｏｙ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０，５２（１）：１０５１２４．

［５３］梁玉音，刘曙光，钟桂辉，等．线性矩法与常规矩法对太湖流域降雨频率分析的比较研究 ［Ｊ］．水文，２０１３，３３（４）：１６２１．

（ＬＩＡＮＧＹＹ，ＬＩＵＳＧ，ＺＨＯＮＧＧＨ，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ｌｍｏｍｅｎｔｓｉｎ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ｆｏｒ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ｂａｓ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３（４）：１６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４］ＬＩＮＢＺ，ＢＯＮＮＩＮＧＭ，ＭＡＲＴＩＮＤＬ，ｅｔ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Ｗｏｒｌ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Ｎｅｂｒａｓｋ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２００６．

［５５］ＮＧＯＮＧＯＮＤＯＣＳ，ＸＵＣＹ，ＴＡＬＬＡＫＳＥＮＬＭ，ｅｔ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ｅｘｔｒｅｍ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ａｌａｗｉ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ｎｄＬ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Ｊ］．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２５（７）：９３９９５５．

［５６］ＳＡＦ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ｌｏｏ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Ｌｍｏ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Ｗｅｓｔ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Ｔｕｒｋｅｙ［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２３（３）：５３１５５１．

［５７］ＧＨＩＡＥＩＦ，ＫＡＮＫＡＬＭ，ＡＮＩＬＡＮＴ，ｅｔ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ｌａｃｋ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第 ６期 刘俊，等：城市暴雨强度公式研究进展与述评 ９０９　　

Ｔｕｒｋｅｙ，ｂｙｕｓｉｎｇＬ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１３１（１／２）：２４５２５７．

［５８］ＬＩＡＮＧＹＹ，ＬＩＵＳＧ，ＧＵＯＹ，ｅｔａｌ．Ｌｍｏ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ｕｎｃｅｒ

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３１（１２）：３８９９３９１９．

［５９］吴俊梅，林炳章，邵月红．地区线性矩法在太湖流域暴雨频率分析中的应用 ［Ｊ］．水文，２０１５，３５（５）：１５２２．（ＷＵＪＭ，

ＬＩＮＢＺ，ＳＨＡＯＹ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ｂａｓｉ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５（５）：１５２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０］马玉峰．特大值对暴雨强度公式计算精度的影响分析 ［Ｊ］．内蒙古气象，２０１５，２１９（４）：２３２６．（ＭＡＹ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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