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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降水集中程度是反映降水结构的重要指标ꎮ 基于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７７３ 个气象站日降水资料ꎬ 运用降水集

中程度(Ｑ)ꎬ 研究中国降水集中程度的时空特征ꎬ 分析其与降水量、 海洋状态之间的关系ꎮ 结果表明: ① 中国年

平均 Ｑ 值为 ０. ３８ꎬ 南北较低中间较高ꎻ 冬季和秋季的降水集中程度相对较高ꎬ 平均 Ｑ 值分别为 ０. ５３ 和 ０. ５１ꎬ 夏季

和春季相对较低ꎬ 分别为 ０. ３９ 和 ０. ４８ꎮ ②年降水集中程度变化趋势较小ꎬ 总体上略有上升ꎬ 东南升高西北降低ꎻ
在年和季尺度ꎬ Ｑ 和降水量均表现出较强的负相关性ꎬ 年尺度相关系数为 － ０. ７１ꎬ 秋季的相关性最强ꎬ 相关系数为

－０. ８９ꎬ 春季的相关性最弱ꎬ 相关系数为 － ０. ７０ꎬ 降水集中程度和降水量共同影响水旱灾害受灾面积ꎮ ③ Ｑ 与

ＮＩＮＯ３. ４指数间的相关性随着滞后时间的延长先增大后减小ꎬ 当滞后时间为 ２ 个月时相关系数最大ꎬ 平均为 ０. １３ꎬ
由北向南总体呈“ － ＋ － ”分布ꎻ 与 ＰＤＯ 指数间的相关系数随着滞后时间的延长先减小后增大再减小ꎬ 当滞后时间

为 ４ 个月时相关系数最大ꎬ 平均为 ０. １２ꎬ 以负相关为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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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向培(１９８３—)ꎬ 男ꎬ 河北唐山人ꎬ 博士ꎬ 主要从事水文气象学方面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 ｘｐ＿Ｌｉｕ＠ ｆｏｘｍａｉｌ. ｃｏｍ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ꎬ 区域乃至全球范围水汽循环出现变异ꎬ 降水发生显著变化[１]ꎬ 但这种变化并不像

极端气温那样具有较强的全球一致性ꎬ 地区差异明显[２]ꎮ 中国地处东亚季风区ꎬ 降水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ꎬ
在总量发生改变的同时ꎬ 降水的频率、 持续性和极端降水事件等都表现出明显变化ꎬ 且变化存在较强的区域

性和季节性[３]ꎻ 其中ꎬ 不同强度降水变化程度时空分布不均匀导致中国降水结构改变ꎬ 对洪涝、 干旱等极

端水文气象事件的发生具有直接影响[１]ꎬ 是降水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４￣５]ꎮ
降水集中程度是描述降水结构的重要指标[６]ꎬ 与对降水量、 不同强度降水的变化和降水变化空间分布

等的研究相比ꎬ 目前对降水集中程度的研究还相对较少[７￣９]ꎮ Ｏｌｉｖｅｒ[１０] 和 Ｍｉｃｈｉｅｌｓ 等[１１] 基于月降水资料定义

了降水集中指数(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ꎬ ＰＣＩ)ꎬ 该指数在国际上得到较广泛的应用ꎬ 但它难以描述

降水集中度的月际特征[１２]ꎮ Ｚｈａｎｇ 和 Ｑｉａｎ[１３]基于年内降水时间分布的矢量表达方式定义了降水集中度(Ｐｒｅ￣
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ꎬ ＰＣＤ)ꎬ 该方法可以有效描述降水量在研究时段内分配的非均匀性ꎬ 在国内得

到广泛应用ꎬ 但它不能有效反应不同强度降水过程非均匀分配特征及其累积效应[１２]ꎮ Ｍａｒｔｉｎ￣ Ｖｉｄｅ[１４] 受到经

济学中基尼系数思想的启发ꎬ 基于日降水资料定义了降水集中指数(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ꎬ ＣＩ)ꎬ 该方法应用于

中国[１５]及世界其他区域[９]ꎮ 受到信息熵思想的启发ꎬ 王睆等[７]和 Ｌｉ 等[８] 定义了降水集中程度(Ｑ)ꎬ 这种方

法适用于任何时间尺度的观测资料ꎬ 可以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分析降水集中特征ꎬ 具有较强的适用性[６]ꎻ 该

方法在中国初步应用[６￣８]ꎬ 但仅针对部分季节或区域ꎬ 目前尚无全面分析中国降水集中程度时空特征、 研究

降水集中程度与其他气候因子间关系的相关工作ꎮ
本文选取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日降水资料ꎬ 利用降水集中程度ꎬ 研究中国降水集中程度及其变化趋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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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特征ꎬ 探讨降水集中程度与降水量、 海洋状态之间的关系ꎬ 分析其对水旱灾害的影响ꎬ 力求更全面地了

解中国降水特点ꎬ 为防汛抗旱等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ꎮ

１　 数据与方法

１. １　 数据及来源

本文选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整理、 发布的日降水资料计算降水集中程度ꎮ 为确保数据连续、 完整ꎬ 选取

了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数据完整率达到 ９５％的 ７７３ 个站点的降水资料ꎬ 并对其中部分缺测数据进行插补ꎬ 站点空

间分布情况如图 １ 所示ꎮ 中国降水特征的地域差异明显ꎬ 为便于分析不同地区 Ｑ 的分布和变化规律ꎬ 本文将

中国划分为东北、 华北、 西北、 华东、 华中、 西南、 青藏和华南等 ８ 个子地区[４ꎬ１６]ꎬ 图 １ 中给出了各子地区

的划分方法ꎬ 各子地区站点数如表 １ 所示ꎮ 文中采用的 ＥＮＳＯ(Ｅｌ Ｎｉñ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ｓｃｉｌａｔｉｏｎ)指标(ＮＩＮＯ３. ４)和
太平洋年代际涛动(ＰＤＯꎬ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Ｄｅｃａｄａｌ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分析海洋状态对中国降水集中程度的影响ꎬ 该数据来自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物理科学实验室(ｈｔｔｐｓ: ∥ｐｓｌ. ｎｏａａ. ｇｏｖ)ꎮ

Ⅰ: 东北　 Ⅱ: 华北　 Ⅲ: 西北　 Ⅳ: 华东　 Ⅴ: 华中　 Ⅵ: 西南　 Ⅶ: 青藏　 Ⅷ: 华南

图 １　 站点分布和地区划分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ｎ ｇａｕ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ｚｏｎｅｓ

表 １　 各区域站点数量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ｚｏｎｅ

区域 东北 华北 西北 华东 华中 西南 青藏 华南

站点数量 / 个 １１８ ９９ １３７ ８４ ７６ ９５ ４７ １１７

１. ２　 研究方法

降水集中程度是受“信息熵” [１７]思想的启发而提出的ꎬ 信息熵用于描述离散随机事件的出现概率ꎬ 当随

机事件的不确定性增大时ꎬ 信息熵的数值也随之增大ꎬ 反之亦然[６￣８]ꎮ 气候时间序列一般具有数据的取值随

时间变化、 每一时刻取值具有随机性、 前后时刻数据之间存在相关性和持续性、 序列整体上有上升或下降趋

势和持续性以及在某一时刻的数据取值出现转折或突变等特征[１８]ꎮ 从统计意义上ꎬ 气候变量可视为随机变

量[１９]ꎬ 其中降水量服从 Ｇａｍｍａ 分布[２０]ꎮ 王睆等[７]和 Ｌｉ 等[８]以降水量为随机事件ꎬ 将 Ｑ 定义为

Ｑ ＝ １ ＋ ∑
Ｎ

ｉ ＝ １

１
ｌｎＮ[Ｐ(ｘｉ)ｌｎ Ｐ(ｘｉ)] (１)

式中: ｉ 为时次序号ꎻ Ｎ 为年、 季等时间尺度内的降水数据时次数量ꎻ ｘｉ 为该时间尺度内第 ｉ 个时次的降水

量ꎻ Ｐ(ｘｉ) 为 ｘｉ 对当前时间尺度内总降水的贡献率ꎬ Ｐ(ｘｉ) ＝ ｘｉ /∑
Ｎ

ｊ ＝ １
ｘ ｊ ꎮ 如果当前整个时间尺度内全部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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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集中在某一个时次ꎬ 则 Ｑ ＝ １ꎻ 如果当前整个时间尺度内的降水均匀分布在每一个观测时次ꎬ Ｑ ＝ ０ꎮ 也就

是说ꎬ Ｑ 值介于 ０ 和 １ 之间ꎬ 当降水集中程度较高时ꎬ 该值较大ꎬ 而当降水时间分布较均匀时ꎬ 该值较

小[６￣８]ꎮ 指数 Ｑ 能够适用于任何时间尺度的观测资料ꎬ 可以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分析降水集中特征ꎬ 与前人的

研究方法相比[１０￣１４]ꎬ 能够更全面地反映降水集中程度的特征ꎬ 具有更强的适用性[６]ꎮ

２　 中国降水集中程度特征分析

２. １　 年降水集中程度的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

图 ２(ａ)为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间中国年平均 Ｑ 的空间分布情况ꎮ 年平均 Ｑ 介于 ０. ２１ ~ ０. ８３ 之间ꎬ 平均为

０ ３８ꎬ 分布形势总体呈现出南北低中间高的特点ꎬ 在 ４０°Ｎ 附近ꎬ Ｑ 相对较高ꎬ 而在 ３５°Ｎ 以南和 ４５°Ｎ 以北ꎬ
Ｑ 相对较低ꎮ 在华北、 西北地区和青藏地区西部ꎬ 降水集中程度较高ꎬ 尤其是西北地区西部ꎬ Ｑ 超过 ０. ７０ꎬ
是中国年降水集中程度最高的区域ꎻ 华东、 华中、 西南、 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东北部、 青藏地区东部的降水

集中程度较低ꎬ 其中华东和华中地区南部、 西南地区西部、 青藏地区东部、 华南地区东部和西部ꎬ Ｑ 低于

０. ３０ꎬ 是中国年降水集中程度最低的地区ꎮ 该空间分布形势与段亚雯等[１２] 基于 ＰＣＩ 指数得到的中国年降水

集中程度空间分布总体一致ꎮ
图 ２(ｂ)为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的空间分布情况ꎮ 由图可见ꎬ 中国年降水量总体上由东南

向西北递减ꎬ 对比年降水集中程度与年降水量的空间分布ꎬ 可以发现年平均 Ｑ 超过 ０. ７０ 的区域主要集中于

年降水量低于 １００ ｍｍ 的区域ꎬ 而在中国东南区域ꎬ 年平均降水量超过 １ ０００ ｍｍꎬ 该区域年尺度 Ｑ 低于

０ ３０ꎮ 这主要是因为在年降水量较少区域ꎬ 降水日数也很少ꎬ 较少的降水量主要集中在有限的降水日内ꎬ 导

致降水集中程度较高ꎬ 而在降水量较大区域ꎬ 降水日数较多ꎬ 降水量在降水日内分配较均匀ꎬ 从而导致降水

集中程度较低[５]ꎮ 在青藏地区东部和西南地区部分区域ꎬ 年平均降水量 ８００ ~１ ２００ ｍｍꎻ 该地区小雨日数较多ꎬ
占总降水日数的 ７５％ [２１￣２２]ꎬ 其次为中雨日数ꎬ 日降水强度的这种特征导致了该区域年尺度 Ｑ 同样低于 ０. ３ꎮ

图 ２　 年平均 Ｑ 值、 年平均降水量和年尺度 Ｑ 值变化趋势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ｙｅａｒｌｙ ｍｅａｎ Ｑꎬ ｙｅａｒｌｙ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ｙｅａｒｌｙ Ｑ ｔｒｅ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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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ｃ)为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间年尺度 Ｑ 值的变化趋势ꎮ 在研究时段内ꎬ 中国降水集中程度变化趋势较小ꎬ
各站点平均值略有增加ꎬ 主要原因为: 总体上中国小、 中雨等级降水量有所减少ꎬ 大雨以上等级降水强度增

大ꎬ 频率上升[２３]ꎻ 短历时降雨中的强降雨频率增加ꎬ 长历时降雨频率减少[２４]ꎮ 中国降水集中程度变化趋势

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东南升高西北降低的趋势ꎬ 升高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 华东、 华中、 西南、 华南地

区、 东北地区部分区域和西北地区东南部部分区域ꎬ 降低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北和青藏地区ꎮ 在西北、 青藏地

区和西南地区部分区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变化趋势通过 ９５％水平显著性检验ꎮ 前人的研究表明ꎬ 中国东部季

风区暴雨、 短历时强降水事件频数和强度上升ꎬ 小雨和痕量降水频数下降[２５]ꎻ 西南地区小雨和中雨日数显

著减少ꎬ 暴雨、 大雨日数增加[２１]ꎻ 西北地区小雨、 大雨、 暴雨日数均减少ꎬ 中雨日数增加[４]ꎮ 不同强度降

水变化的区域性差异导致降水集中程度变化趋势的上述空间分布形势ꎮ

２. ２　 季降水集中程度的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

图 ３ 为中国季平均降水集中程度的空间分布情况ꎮ 冬季(１２—２ 月)和秋季(９—１１ 月)的降水集中程度相

对较高ꎬ 季平均 Ｑ 分别为 ０. ５３ 和 ０. ５１ꎬ 夏季(６—８ 月)和春季(３—５ 月)相对较低ꎬ 均值分别为 ０. ３９ 和

０ ４８ꎮ 在空间分布方面ꎬ 夏季降水集中程度的分布最均匀ꎬ Ｑ 的标准差为 ０. １１ꎻ 春季不同测站间的差异最

大ꎬ 标准差为 ０. １６ꎻ 秋季和冬季较接近ꎬ 标准差均为 ０. １３ꎮ
在春、 夏、 秋三季ꎬ Ｑ 最高区域均位于西北地区西部ꎬ 但在冬季ꎬ Ｑ 最高区域主要分布于华北地区东

部、 东北地区南部、 西北地区东部和青藏地区东部区域ꎮ 这主要是因为西北地区西部冬季降水量少ꎬ 在部分

年份甚至整个冬季无有效降水ꎬ 从而导致其降水集中程度特征与其他季节有所不同ꎮ 季平均 Ｑ 最低区域主

要分布于 ３５°Ｎ 以南: 春季位于华东地区南部、 华中地区南部和华南地区东北部ꎻ 夏季位于青藏地区东部ꎻ
秋季位于青藏地区东部、 西南地区西部和华南地区西部的部分区域ꎻ 冬季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南部和华中地

区南部ꎮ 在春季和冬季ꎬ 降水集中程度最低区域的位置偏东ꎬ 而在夏季和秋季ꎬ 该位置偏西ꎮ 由春季至冬

季ꎬ 该位置经历先西撤后东进的变化过程ꎮ

图 ３　 四季平均 Ｑ 值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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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反映了四季降水集中程度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情况ꎮ 总体上春季和秋季的分布形势较一致ꎬ 降水集

中程度升高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部分区域和 １００°Ｅ 以东、 ４０°Ｎ 以南的华东、 华中地区大部和西北、 华

北、 西南、 华南地区的部分区域ꎬ 降低区域主要集中在 １００°Ｅ 以西的西北、 青藏地区和 ４５°Ｎ 左右的东北和

华北地区部分区域ꎮ 近年来ꎬ 西北地区春、 秋季小雨和中雨增加ꎬ 大雨和暴雨变化较小[２６]ꎬ 不同强度降水

的这种变化导致了春、 秋两季西北地区降水集中程度的减小ꎮ 在夏季ꎬ 降水集中程度升高区域集中在东北地

区至华南地区西部连线左右区域ꎬ 主要包括东北、 华北、 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东部、 华南地区西部、 青藏地

区东部等区域ꎬ 降低区域集中在升高区域东北、 西南两侧ꎬ 主要包括华东、 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东部、 西北

地区中部和西部、 青藏地区西部等区域ꎮ 总体上春、 秋季降水集中程度升高区域偏东偏南、 夏季降水集中程

度升高区域偏西偏北ꎮ 冬季与其他季节的差异最明显ꎬ 降水集中程度升高和降低区域的分布较分散ꎬ 其中升

高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南、 西南地区和西北、 青藏地区的部分区域、 东北地区北部区域ꎻ 降低区域主要集中在

华北、 华东、 华中地区ꎬ 东北地区中部和南部区域ꎬ 西北和青藏地区部分区域ꎮ

图 ４　 四季 Ｑ 值变化趋势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Ｑ

２. ３　 年、 季降水集中程度与降水量之间的关系

降水量与降水集中程度关系密切ꎬ 不同强度降水的变化在导致降水量改变的同时ꎬ 也对降水集中程度的

改变具有直接影响ꎮ 图 ５ 为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间各站点年、 季平均降水量与平均 Ｑ 的散点分布情况ꎮ 在年和季

尺度ꎬ 二者均表现出较强的负相关性ꎬ 降水集中程度随着降水量的增加而减小ꎮ 在年尺度ꎬ 相关系数为

－ ０ ７１(通过 ９５％水平显著性检验)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 冬季降水百分率显著上升ꎬ 春、 夏两季高降水百分率

地区降水减少ꎬ 低降水百分率地区降水增加[３]使得中国降水的时间分布改变ꎻ 纬度较低区域小雨日数递减ꎬ
大雨、 暴雨日数增加ꎬ 偏北地区小雨、 大雨、 暴雨日数减少ꎬ 无雨、 中雨日数增加[２６] 导致降水的空间分布

发生变化ꎮ 在上述降水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共同作用下ꎬ 年降水量和降水集中程度之间形成负相关关系ꎮ
四季相关系数平均为 － ０. ７２ꎬ 其中秋季的相关性最强ꎬ 相关系数为 － ０. ８９ꎬ 春季的相关性最弱ꎬ 相关系

数为 － ０. ７０ꎬ 各相关系数均通过 ９５％水平显著性检验ꎮ 夏季趋势线斜率绝对值最大ꎬ 为 － １ ６７８. ３２ꎬ 冬季最

小ꎬ 为 － ４５７. ４４ꎬ 春季和秋季较接近ꎬ 分别为 － ９０８. ９７ 和 － ８９２. ６９ꎮ 在中国ꎬ 夏季降水百分率最大ꎬ 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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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水的 ５６. ５％ ꎬ 冬季最少ꎬ 占 ５. ３％ ꎬ 春季和秋季分别为 １９. ３％ 和 １８. ９％ [３]ꎮ 季降水量的差异是导致不

同季节趋势线斜率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图 ５　 年、 季降水量和 Ｑ 值散点分布

Ｆｉｇ. ５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 ｏｎ ｙ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

当同时考虑降水集中程度与降水量时ꎬ 可能出现: ① 降水量和 Ｑ 均较大ꎻ ② 降水量大而 Ｑ 小ꎻ ③ 降

水量较小但 Ｑ 较大ꎻ ④ 降水量小的同时 Ｑ 也较小[６]ꎮ 当情况①发生时ꎬ 降水量大且集中ꎬ 容易发生洪涝灾

害ꎻ 当情况②发生时ꎬ 虽然降水量较大ꎬ 但分布较均匀ꎬ 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较情况①大大降低ꎻ 当情况

③发生时ꎬ 降水量少且集中在较少天数ꎬ 容易发生干旱ꎻ 当情况④发生时ꎬ 降水量虽然少ꎬ 但分布较均衡ꎬ
干旱程度较情况③轻ꎮ 在 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９９４ 年ꎬ 各站点年平均降水量存在较大差异ꎬ 分别为 ８４１. ２ ｍｍ 和

９０９. ８ ｍｍꎬ 但在这两年降水集中程度较接近ꎬ Ｑ 均为 ０. ３８ꎬ 使得这两年对应的旱涝灾害受灾总面积较接近ꎬ
分别为 ４ ９５１. ０ 万 ｈｍ２和 ４ ７７５. １ 万 ｈｍ２[２７]ꎮ １９９３ 年中国各站点年平均降水量为 ９０３. ５ ｍｍꎬ 与 １９９４ 年较接

近ꎬ 但其降水时间分布较 １９９４ 年更分散ꎬ Ｑ 为 ０. ３６ꎬ 降水分布的这种特征导致该年中国水旱灾害受灾总面

积仅 ３ ７４８. ７ 万 ｈｍ２[２７]ꎬ 较 １９９４ 年少 ２１. ５％ ꎮ

２. ４　 降水集中程度与 ＥＮＳＯ 指数、 ＰＤＯ 指数的关系

中国气候变化与海洋状态密切相关[２８]ꎬ 当 ＥＮＳＯ 事件处于发展阶段时ꎬ 江淮流域降水偏多ꎬ 黄河流域、
华北地区和江南地区降水偏少ꎻ 当 ＥＮＳＯ 事件处于衰减阶段时ꎬ 降水分布形势相反[２９]ꎮ 朱益民和杨修群[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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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ꎬ ＰＤＯ 暖位相期ꎬ 冬季中国东北、 华北、 江淮以及长江流域降水偏少ꎬ 夏季华北地区降水偏少ꎬ 长江

中下游、 华南南部、 东北和西北地区降水偏多ꎮ 图 ６ 为 ＮＩＮＯ３. ４ 指数和 ＰＤＯ 指数与降水集中程度相关系数

随滞后时间改变的发展变化ꎮ Ｑ 与 ＮＩＮＯ３. ４ 指数间的相关系数大于其与 ＰＤＯ 指数间的相关系数ꎬ 其中 ＮＩ￣
ＮＯ３. ４ 指数与 Ｑ 的相关系数随着滞后时间的延长ꎬ 先增大后减小ꎬ 当滞后时间为 ２ 个月时ꎬ 相关系数最大ꎬ
为 ０. １３ꎮ ＰＤＯ 指数与 Ｑ 的相关系数随着滞后时间的延长ꎬ 先减小ꎬ 后增大ꎬ 再减小ꎬ 当滞后时间为 ４ 个月

时ꎬ 相关系数最大ꎬ 为 ０. １２ꎮ

图 ６　 Ｑ 与 ＰＤＯ 指数和 ＮＩＮＯ３. ４ 指数间相关系数绝对值随滞后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 ６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 ａｎｄ ＰＤＯ(ＮＩＮＯ３. ４)
ｉｎｄｅｘ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ｇ ｔｉｍｅ

图 ７ 为各站点 ＮＩＮＯ３. ４ 指数与 Ｑ 滞后 ２ 个月ꎬ 与 ＰＤＯ 指数滞后 ４ 个月的相关系数空间分布情况ꎬ 由图

可见ꎬ 两指数与 Ｑ 均表现出较明显的相关性ꎬ 但通过 ９５％ 水平显著性检验的区域(虚线内区域)较少ꎮ
ＮＩＮＯ３. ４指数与 Ｑ 的相关性由北向南分布总体上为“ － ＋ － ”ꎬ 正相关区域主要集中在青藏、 西南区域大部ꎬ
西北区域东南部ꎬ 华北区域南部ꎬ 华中区域北部和华南区域西部ꎬ 负相关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区域、 西北区

域、 华东区域大部ꎬ 华北区域北部ꎬ 华中区域南部ꎬ 华南区域东部ꎮ ＰＤＯ 指数与 Ｑ 的相关性以负相关为主ꎬ
仅东北区域南部、 华北区域南部、 华南区域西部和青藏区域等表现为正相关ꎮ

图 ７　 Ｑ 与 ＮＩＮＯ３. ４ 指数和 ＰＤＯ 指数间相关系数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 ａｎｄ ＮＩＮＯ３. ４ / ＰＤＯ ｉｎｄｅｘ

３　 结　 　 论

(１) 中国年平均降水集中程度在 ４０°Ｎ 附近相对较高ꎬ 在 ３５°Ｎ 以南和 ４５°Ｎ 度以北相对较低ꎬ 呈现出南

北低中间高的空间分布特点ꎮ 冬季和秋季的降水集中程度相对较高ꎬ 夏季和春季相对较低ꎮ 降水集中程度最

高区域在春、 夏、 秋三季均位于西北地区西部ꎬ 最低区域主要分布于 ３５°Ｎ 以南ꎮ 年降水集中程度变化趋势

较小ꎬ 总体略有上升ꎬ 呈东南升高西北降低的形势ꎮ 降水集中程度升高区域春、 秋季偏东偏南ꎬ 夏季偏西偏



　 第 １ 期 刘向培ꎬ 等: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中国降水集中程度特征分析 １７　　　

北ꎮ 冬季升高和降低区域较分散ꎮ
(２) 在年和季尺度ꎬ 降水集中程度和降水量间均表现出较强的负相关性ꎬ 降水集中程度随着降水量的增

加而减小ꎮ 秋季的相关性最强ꎬ 春季的相关性最弱ꎮ 夏季描述降水集中程度与降水量关系的线性趋势线斜率

绝对值最大ꎬ 冬季最小ꎮ
(３) 海洋状态对降水集中程度具有重要影响ꎮ 降水集中程度与 ＮＩＮＯ３. ４ 指数间的相关性随着滞后时间

的延长ꎬ 先增大后减小ꎬ 当滞后时间为 ２ 个月时ꎬ 相关系数最大ꎬ 其空间分布由北向南总体呈“ － ＋ － ”形
势ꎻ 与 ＰＤＯ 指数间的相关系数随着滞后时间的延长ꎬ 先减小ꎬ 后增大ꎬ 再减小ꎬ 当滞后时间为 ４ 个月时ꎬ
相关系数最大ꎬ 且相关性以负相关为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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