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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分析城镇化发展程度与极端降雨变化之间的关系ꎬ 选取珠江三角洲地区 ２２ 个雨量站 １９７３—２０１２ 年的小时

降雨资料ꎬ 利用空间分析、 线性回归、 滑动平均和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 趋势检验等方法ꎬ 分析高度城镇化背景下珠三角

地区极端降雨时空分布规律和变化特性ꎬ 并解析暴雨雨型变化特征ꎮ 结果表明: ① 珠江三角洲高度城镇化地区极

端降雨量上升了 ４４. ３ ｍｍ / (１０ ａ)ꎬ 呈显著增加趋势ꎬ 相邻其他地区则无明显变化ꎬ 高度城镇化地区的前汛期极端

降雨量显著增多是造成其年极端降雨量增加的主要原因ꎮ ② 珠三角地区暴雨雨型以单峰型为主ꎬ 其中以雨峰在前

的Ⅰ型暴雨占比最高ꎬ 约为 ３３. ７％ ꎬ 高度城镇化地区Ⅰ型暴雨发生频率明显增加ꎬ 易导致暴雨内涝事件增加ꎬ 需

加强高度城镇化地区防洪排涝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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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化和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下ꎬ 区域乃至全球水汽循环发生改变[１￣３]ꎬ 降水空间分布更加不

均匀ꎬ 导致洪涝、 干旱等极端气象水文事件频发[４]ꎬ 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５￣７]ꎮ 随着

全球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ꎬ 城市化对降雨的影响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８￣１０]ꎮ Ｄｏｎａｔ 等[１１]指出 ２１
世纪全球极端降水可能会继续加剧ꎻ Ｍｉｓｈｒａ 等[１２] 基于 ２１７ 个台站观测资料分析全球城市地区的极端气候事

件变化规律ꎻ 宋晓猛等[１３]基于北京地区 ４５ 个雨量站点日降雨资料分析了北京地区极端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

以及 １９６０—１９８５ 年和 １９８６—２０１２ 年 ２ 个阶段城区和近郊的极端降水指标差异ꎮ
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 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ꎬ 快速城镇化进程使

得珠三角地区的城镇规模不断扩张ꎬ 城市之间的交流更为便捷ꎬ 现已形成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高度城镇化

城市群ꎬ 成为吸纳流动人口和集聚新增人口的主要区域ꎬ 同时也是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ꎮ 谭畅

等[１４]采用 １９６１—２０１４ 年日降雨数据分析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地区的暴雨时空格局变化ꎬ 结果

表明研究时段内京津冀地区的暴雨雨量、 雨日和雨强呈减少趋势ꎬ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暴雨雨量、 雨日和

雨强以增加趋势为主ꎮ 贾建辉和龙晓君[１５]基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的逐时降水资料分析广东省极端降水的时空分

布特征ꎬ 结果表明广东省极端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４—１０ 月ꎬ 由南向北呈现带状递减ꎮ 目前学者们对珠三角城

市群与极端降水变化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ꎬ 且研究时间尺度多为日尺度ꎬ 时间精度不高ꎬ 难以反映短历时强

降雨变化ꎬ 而短历时强降雨是造成城市洪涝的重要原因ꎬ 极端降雨事件对高度城镇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

响将更加突出[１６￣１９]ꎮ 为此ꎬ 本文选择珠三角地区 １９７３—２０１２ 年 ２２ 个雨量站的小时降雨数据分析极端降雨指

标和暴雨雨型ꎬ 以期揭示高度城镇化地区与周边地区极端降雨时空差异ꎬ 对深入了解珠三角城市群极端降雨

变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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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

图 １　 研究区域及雨量站点分布

Ｆｉｇ. 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ｒａｉｎ￣ ｇａｕ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本文选取的研究区域如图 １ 所示ꎬ 属于珠三角地

区ꎬ 位于广东省中部ꎬ 面积约为 ４４ ３９８ ｋｍ２ꎬ 包括广

州、 深圳、 东莞、 佛山、 珠海、 中山、 江门、 惠州以

及清远和肇庆的部分地区ꎮ 珠三角地区属于亚热带季

风气 候ꎬ 年 平 均 气 温 ２１ ~ ２３ ℃ꎬ 年 均 降 雨 量

１ ５００ ｍｍ以上ꎬ 雨季为 ４—１０ 月ꎮ 为减少地形对降

雨的影响ꎬ 本文选取的研究区域为平原地区ꎬ 海拔在

２００ ｍ 以下ꎬ 地势较为平坦ꎮ
珠三角城市群是中国 ３ 个特大城市群之一ꎬ 经历

了快速的城市扩张ꎬ 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１ ７９７. ４ 万人增长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６ ４４６. ９ 万人ꎬ 城

镇化率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２８. ４％增长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８６. ３％ 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是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ꎬ ２０００ 年城镇化率达到 ７１. ６％ ꎬ 比 １９９０ 年提高了 ２７. ７ 个百分

点ꎮ 快速城镇化进程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ꎬ 如城镇化发展导致下垫面变化ꎬ 影响地表热

量平衡和水量平衡ꎬ 对极端降雨事件产生影响ꎮ
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市际差异较大ꎬ 总人口显现集中分布态势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ꎬ 深圳、 广州、 东莞、

佛山、 珠海、 中山的城镇化率均在 ８５％以上ꎬ 聚集了珠三角地区 ７５％ 以上的人口ꎬ 其他地区城镇化率均未

超过 ７０％ ꎬ 部分地区未超过 ５０％ ꎮ 为探讨高度城镇化背景下珠三角地区的极端降雨时空演变特征ꎬ 根据人

口密度、 ＧＤＰ、 城镇化率等因素将珠三角地区划分为高度城镇化地区和非高度城镇化地区ꎬ 其中高度城镇化

地区的面积约为 １１ ６９２ ｋｍ２ꎬ 代表站点为广州、 深圳、 东莞、 顺德、 花都、 中山和珠海ꎻ 非高度城镇化地区

根据该地区与高度城镇化地区的相对位置划分为北部地区、 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ꎬ 其中北部地区的代表站点

为佛冈、 清远、 四会、 三水和从化ꎬ 西部地区的代表站点为高要、 鹤山、 新会、 斗门、 台山和恩平ꎬ 东部地

区的代表站点为龙门、 增城、 惠阳和惠东ꎬ 重点比较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高度城镇化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极

端降水特征差异ꎬ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高度城镇化对珠三角地区极端降雨的影响规律ꎮ

１. ２　 数据来源

为更好地分析珠三角地区极端降雨时空演变特征ꎬ 并考虑到资料序列的长度及可用性ꎬ 选择珠三角地区

范围内数据较为完整的 ２２ 个雨量站小时降雨数据(数据来源: 国家气象局)ꎬ 站点分布如图 １ 所示ꎮ 根据各

站点的观测资料长度ꎬ 采用的研究时段为 １９７３—２０１２ 年ꎬ 所有数据均经过严格的控制和筛选ꎬ 满足国家气

象水文数据质量控制要求ꎬ 其数据缺失时数均在 １％以内ꎬ 并采用一定的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ꎮ 具体方

法为: 在汛期(４—１０ 月)的缺失数据采用前后 ２ 个数据进行插值获取ꎬ 在非汛期(１１ 月—次年 ３ 月)的缺失

数据记为 ０ ｍｍꎮ

１. ３　 研究方法

１. ３. １　 分析方法

为探讨高度城镇化背景下珠三角地区极端降雨事件的时空变化特征ꎬ 本文采用空间分析法、 线性回归

法、 滑动平均法和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趋势检验法(Ｍ￣Ｋ)分析年极端降雨指标的时空变化规律ꎮ



　 第 ２ 期 黄国如ꎬ 等: 高度城镇化背景下珠三角地区极端降雨时空演变特征 １６３　　

１. ３. ２　 极端降雨定义

极端降雨量是指一年中小时降雨量超过该阈值的总雨量ꎬ 年极端降雨频次则是指一年中小时降雨量超过

该阈值的总小时数ꎮ 从统计学角度ꎬ 目前对极端降雨的定义方法可以划分为参数化方法和非参数化方法两大

类ꎮ 非参数化法中最常用的 ２ 种方法为百分位阈值法和固定阈值法ꎮ 百分位阈值法具体为采用各站点小时降

雨量大于 ０. １ ｍｍ 的按升序排列的第 ９５％的降雨量作为该站点的极端降雨阈值ꎬ 固定阈值法则是根据不同时

间尺度降水极值作为临界值来确定极端降雨阈值ꎮ 百分位阈值法能更好地反映各区域的极端降雨变化情况ꎬ
但由于每个区域的阈值不同ꎬ 无法与其他区域的极端降雨量进行数值对比ꎻ 固定阈值法既能比较区域间的降

雨差异ꎬ 也能比较当地的极端降雨变化情况ꎬ 但该方法仅适用于评估降水变化幅度较小区域的极端降水[１３]ꎮ
百分位阈值法能更好地体现各区域的变化差异ꎬ 因此ꎬ 本文采用百分位阈值法进行分析ꎮ

１. ３. ３　 暴雨雨型识别方法

为了解珠三角地区暴雨雨型的变化规律ꎬ 首先需要对暴雨进行定义ꎮ 通常小时降雨量≥０. １ ｍｍ 时认为

有降雨发生ꎬ 当降雨间隔≥２ ｈ 时ꎬ 认为是 ２ 次降雨过程[２０]ꎮ 采用中国气象局对暴雨的定义: 每小时降雨量

１６ ｍｍ 以上、 或连续 １２ ｈ 降雨量 ３０ ｍｍ 以上、 ２４ ｈ 降雨量为 ５０ ｍｍ 或以上的雨为暴雨[２１]ꎮ 苏联学者包高马

佐娃等基于大量实测降雨资料分析概括出 ７ 种类型的降雨分配过程[２２]ꎬ 如图 ２ 所示ꎬ 其中Ⅰ—Ⅲ属于单峰

型雨ꎬ Ⅳ为均匀型雨ꎬ Ⅴ—Ⅶ属于双峰型雨ꎮ 利用模糊识别法将实际降雨过程与 ７ 种雨型时程分配过程比

较ꎬ 计算该场降雨和各雨型的相似度ꎬ 选择相似度最大的雨型作为该场次降雨的雨型ꎮ 相似度计算公式

如下:

σｋ ＝ １ － １
ｍ∑

ｍ

ｉ ＝ １
(Ｐｋｉ － ｘｉ) ２ 　 　 ｋ ＝ １ꎬ２ꎬ３ꎬꎬ７ (１)

式中: σｋ为该场次降雨与第 ｋ 种雨型的相似度ꎻ ｍ 为场次降雨被划分的时段ꎻ Ｐｋｉ为模式雨型中第 ｋ 种雨型第

ｉ 时段雨量占总雨量的比例ꎻ ｘｉ为实际降雨第 ｉ 时段雨量占总雨量的比例ꎮ

图 ２　 ７ 种模式雨型示意[２２]

Ｆｉｇ. ２ Ｓｅｖｅ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２　 结果及分析

２. １　 年极端降雨变化特征

根据珠三角地区 ２２ 个雨量站点小时降雨资料确定各站点 ９５％条件下的极端降雨阈值ꎬ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插

值分析功能ꎬ 采用克里金插值法得到研究区域极端降雨阈值分布ꎬ 结果如图 ３ꎮ 从图 ３ 可以看出ꎬ 极端降雨

阈值的分布特征呈现从南向北逐渐减少的趋势ꎬ 阈值范围为 ８. １ ~ １２. ９ ｍｍꎬ 均值为 １０. ０ 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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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珠三角地区极端降雨阈值分布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ｒｅｇｉｏｎ

为探究年极端降雨的时空变化规律ꎬ 将研究序列

分为 １９７３—１９７９ 年、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 ４ 个时间段ꎬ 分析不同年代的年极端降

雨量变化情况ꎬ 得到各年代的年极端降雨量空间分布

(图 ４)ꎮ 从图 ４ 可以看出ꎬ 前 ３ 个年代的年极端降雨量

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ꎬ 珠三角南部和北部均为年

极端降雨量高值区域ꎬ 中部为低值区域ꎬ 基本呈现南

北多、 中间少的横向分布ꎬ 这与珠三角地区的海陆位

置及地形地貌有关ꎮ ２０００ 年之后ꎬ 珠三角中部的高度

城镇化地区的年极端降雨量明显增加ꎬ 空间分布变成

东西少、 中间多的纵向分布ꎬ 这很可能与珠三角中部

的高度城镇化地区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的快速城镇化

存在密切联系ꎮ

图 ４　 各年代的年极端降雨量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珠三角各子研究区年极端降雨指标的 Ｍ￣Ｋ 趋势检验结果见表 １ꎬ 从中可以看出ꎬ 北、 西、 东 ３ 个地区的

极端降雨指标均无明显变化ꎬ 而高度城镇化地区的极端降雨指标呈显著增加趋势ꎬ 年极端降雨量和年极端降

雨频次分别通过了 ９５％和 ９０％的显著性检验ꎮ 根据线性回归结果可知(图 ５)ꎬ 高度城镇化地区年极端降雨

量和年极端降雨频次分别上升了 ４４. ３ ｍｍ / (１０ａ)和 １. ６ 次 / (１０ａ)ꎮ 从各片区年降雨量的 Ｍ￣Ｋ 趋势检验结果

可知(表 １)ꎬ 高度城镇化地区的年降雨量并无明显变化ꎬ 在年降雨量不变的情况下年极端降雨量显著增加ꎬ
说明高度城镇化地区与珠三角其他地区相比降雨量变得更加集中ꎬ 极端降雨事件增多ꎬ 降雨强度增大ꎬ 发生

洪涝事件的风险增加ꎬ 同时由于高度城镇化地区人口、 经济相对集中ꎬ 更容易造成安全威胁和财产损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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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地区极端降雨指标 Ｍ￣Ｋ 趋势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Ｋ ｔｒｅｎ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地　 区 年降雨量 ９５％年极端降雨量 ９５％年极端降雨频次

高度城镇化地区 ０. ３８ １. ８８∗∗ １. ４７∗

北部地区 － ０. ５９ ０ ０. ０６

西部地区 － ０. ５９ ０. ０３ ０. ３７

东部地区 － ０. ９２ － ０. ６６ － ０. ８３

珠三角地区 － ０. ３４ ０. ９２ ０. ５８
注: ∗为置信度 ９０％ ꎻ∗∗为置信度 ９５％ ꎮ

图 ５　 高度城镇化地区极端降雨指标的时间变化特征

Ｆｉｇ. ５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ｅａ

　 　 对珠三角高度城镇化地区年极端降雨量进行 Ｍ￣Ｋ 突变检验分析ꎬ 结果见图 ６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 高度城镇

化地区的年极端降雨量在 １９９６ 年发生突变ꎬ 之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ꎮ 结合空间分析、 线性回归的结果可以

发现ꎬ 在 １９９０ 年之前ꎬ 珠三角地区年极端降雨呈现南北多、 中间少的空间分布ꎬ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珠

三角中部ꎬ 也就是高度城镇化地区极端降雨量开始显著增加ꎬ 到 ２０００ 年之后珠三角地区极端降雨变成中间

高、 东西少的空间分布ꎮ

图 ６　 高度城镇化地区年极端降雨量 Ｍ￣Ｋ 突变检验结果

Ｆｉｇ. 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Ｋ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ｅａ

珠三角中部地区年极端降雨量发生突变的时间与城镇用地快速增长时间相吻合ꎬ 对 １９８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的

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进行统计分析ꎬ 结果见表 ２ꎮ 从表 ２ 可以

看出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高度城镇化地区的城镇用地从 １４. ６％增长至 ２１. ７％ 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高度城镇化地区

的城镇用地比例约为其他地区的 ５ 倍ꎬ 结合前面的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快速的城镇化发展速率是造成高度

城镇化地区极端降雨事件增多的重要原因ꎮ



１６６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３２ 卷　

表 ２　 珠三角地区城镇用地比例变化 ％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年份 高度城镇化地区 北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８ ３. ９ ４. ４ ３. ８

１９９０ 年 １４. ６ ４. １ ４. ６ ３. ９

１９９５ 年 ２１. ７ ４. ５ ５. ６ ４. １

２０００ 年 ２２. ０ ４. ５ ５. ７ ４. １

２００５ 年 ３４. １ ６. ５ ７. １ ５. ８

２０１０ 年 ３８. ０ ７. ０ ７. ６ ６. ７

２０１５ 年 ３９. ６ ７. ８ ８. ５ ７. ２

２. ２　 汛期极端降雨的时空演变

珠三角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ꎬ 夏季盛行西南季风ꎬ 雨季为 ４—１０ 月ꎬ 分为前汛期和后汛期ꎮ 前汛期为

４—６ 月ꎬ 这一时期的降雨主要发生在副热带高压北侧的西风带中ꎬ 绝大多数降雨过程与冷暖空气的交绥以

及华南低空西南急流有关ꎻ 后汛期为 ７—１０ 月ꎬ 这一时期的降雨主要受台风、 热带辐合带等热带天气系统影

响ꎮ 前、 后汛期降雨量分别占年降雨量 ４４. ８％和 ４１. ２％ ꎬ 在 ９５％阈值条件下ꎬ 前、 后汛期极端降雨量与该

时期的降雨量比值分别为 ５０. ０％和 ４６. ６％ ꎬ 说明前汛期的极端降雨比后汛期更加集中ꎮ
前、 后汛期 ４ 个时间段的极端降雨量分布如图 ７ 和图 ８ 所示ꎬ 结果表明ꎬ 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ꎬ 高度城镇化地

图 ７　 各年代前汛期年极端降雨量分布

Ｆｉｇ.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第 ２ 期 黄国如ꎬ 等: 高度城镇化背景下珠三角地区极端降雨时空演变特征 １６７　　

区前、 后汛期的极端降雨量均呈增加趋势ꎬ 且前汛期的极端降雨量增加更为显著ꎬ 高度城镇化内陆地区的极

端降雨增量达到 ２００ ｍｍ 以上ꎮ 与图 ４ 对比发现ꎬ 前汛期年极端降雨量时空分布变化与年极端降雨量分布变

化在有较高的一致性ꎮ 后汛期极端降雨量分布在各个年代均呈从西南向东北递减的趋势ꎬ 说明后汛期极端降

雨与海陆位置存在密切联系ꎮ

图 ８　 各年代后汛期年极端降雨量分布

Ｆｉｇ. 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ｎｕｌ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从 Ｍ￣Ｋ 趋势检验结果(表 ３)可以看出ꎬ 在前汛期ꎬ 高度城镇化地区的极端降雨指标呈显著上升趋势ꎬ
极端降雨量和极端降雨频次分别通过了置信度为 ９５％和 ９０％的显著性检验ꎬ 其他地区的变化趋势均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ꎮ 在后汛期ꎬ 东部地区的极端降雨指标呈显著下降趋势ꎬ 通过了置信度为 ９０％ 的显著性检验ꎬ
其他地区的变化趋势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ꎮ

表 ３　 各地区极端降雨指标 Ｍ￣Ｋ 趋势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Ｋ ｔｒｅｎ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地　 区 前汛期极端降雨量 前汛期极端降雨频次 后汛期极端降雨量 后汛期极端降雨频次

高度城镇化地区 １. ６９∗∗ １. ４３∗ ０. ５９ ０. ２１

北部地区 － ０. １０ － ０. ２３ － ０. １０ － ０. １９

西部地区 ０. ５２ １. １３ ０. １５ － ０. ２７

东部地区 － ０. ２７ － ０. ２０ － １. ２９∗ － １. ４６∗

注: ∗为置信度 ９０％ ꎻ∗∗为置信度 ９５％ ꎮ

　 　 从高度城镇化地区极端降雨量Ｍ￣Ｋ 突变检验结果(图 ９)来看ꎬ 前汛期的极端降雨量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期由上下波动变化转为上升趋势ꎬ 后汛期的极端降雨在 １９９２ 年存在突变点ꎬ 在 １９９６ 年之后也呈现上升趋势

但并不显著ꎮ 与图 ６ 进行对比发现ꎬ 年极端降雨量与前汛期极端降雨量在时间变化特征上存在较好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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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ꎮ 综合空间分析、 Ｍ￣Ｋ 检验、 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可知ꎬ 高度城镇化地区极端降雨量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发生突变ꎬ 开始呈上升趋势ꎬ 其变化的主要贡献来源于前汛期极端降雨量增加ꎮ

图 ９　 高度城镇化地区极端降雨量 Ｍ￣Ｋ 突变检验结果

Ｆｉｇ. 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Ｋ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ｅａ

２. ３　 暴雨雨型时空演变

根据中国气象局对暴雨的定义ꎬ 采用模糊识别法对珠三角地区各站点的暴雨场次进行识别ꎬ 得到 ７ 种暴

雨雨型发生的场次比例ꎬⅠ型—Ⅶ型暴雨场次比例分别为 ３３. ７％ 、１３. ０％ 、２７. ４％ 、８. １％ 、３. ９％ 、１１. １％ 和

２ ８％ ꎮ 从中可以看出暴雨雨型以单峰型为主ꎬ 前三者之和占 ７４. １％ ꎻ 双峰型次之ꎬ 后三者之和占 １７. ８％ ꎻ
均匀型最少ꎬ 占 ８. １％ ꎮ ７ 种雨型中排名前三的均为单峰型降雨ꎬ 其中雨峰在前的Ⅰ型暴雨所占比例最大ꎬ
占 ３３. ７％ ꎮ

对 ４ 个区域的暴雨雨型进行 Ｍ￣Ｋ 检验ꎬ 结果见表 ４ꎮ 从中可看出ꎬ 高度城镇化地区Ⅰ型暴雨呈显著增加

趋势ꎬ 其他雨型均无明显变化ꎮ Ⅰ型暴雨的特征是雨量集中、 雨峰靠前ꎬ 致使高度城镇化地区发生暴雨内涝

事件的可能性增加ꎮ 珠三角西部、 东部地区的Ⅴ型降雨呈显著上升趋势ꎬ 但该雨型占比较低、 暴雨场次较

少ꎬ 无需过多关注ꎮ

表 ４　 各地区暴雨雨型场次 Ｍ￣Ｋ 趋势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Ｋ ｔｒｅｎ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雨型 高度城镇化地区 北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珠三角地区

Ⅰ型 １. ５６∗ ０. ３５ － ０. ６５ － １. ０３ ０. ２４

Ⅱ型 ０. ４４ － ０. ８９ － ０. ７５ ０. ９１ － ０. ４２

Ⅲ型 ０. １０ ０. ７８ － ０. ２１ － １. １３ － ０. ０５

Ⅳ型 ０. ０８ ０. ５６ － ０. ９４ － １. ３９∗ － ０. ４３

Ⅴ型 １. ０１ － ０. ５４ ２. ４２∗∗∗ １. ８１∗∗ ２. ５７∗∗∗

Ⅵ型 ０. ６１ － １. ２７ ０. ７６ － ０. ６１ ０. ０７

Ⅶ型 － ０. ４３ ０. ４１ － １. ７０∗∗ － ０. ７６ － ０. ９１
注: ∗为置信度 ９０％ ꎻ∗∗为置信度 ９５％ ꎻ∗∗∗为置信度 ９９％ ꎮ

３　 结　 　 论

利用珠三角地区 １９７３—２０１２ 年 ２２ 个雨量站的小时降水数据ꎬ 分析了高度城镇化背景下珠三角地区的极

端降雨指标及暴雨雨型时空变化特征ꎬ 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１) 珠三角地区年极端降雨量在 １９７３—１９９９ 年间呈现南北多、 中间低的横向分布ꎬ ２０００ 年后空间分布

变为中部高、 东西低的纵向分布ꎮ 高度城镇化地区极端降雨量和极端降雨频次均呈显著上升趋势ꎬ 突变时间

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ꎬ 与该地区城镇用地快速增长时间吻合ꎬ 珠三角其他地区极端降雨指标均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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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ꎮ
(２) 前汛期(４—６ 月)的极端降雨比后汛期(７—１０ 月)更加集中ꎬ 高度城镇化地区的前汛期极端降雨量

和极端降雨频次均呈显著上升趋势ꎬ 是造成其年极端降雨增加的主要原因ꎮ
(３) 珠三角地区暴雨雨型以单峰型为主ꎬ 约占 ７４％ ꎬ 其中雨峰在前的Ⅰ型暴雨所占比例最大ꎬ 约占

３４％ ꎮ 高度城镇化地区前汛期极端降雨指标显著增加ꎬ Ⅰ型暴雨呈显著增加趋势ꎬ 易导致暴雨内涝事件增

加ꎬ 需加强高度城镇化地区的防洪排涝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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