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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建立“深圳 —巴彦浩特 ”地理样带数据库的基础上 ,运用 Pearson相关方法分析了样带温度和

降水的变化对灾情的影响 ,并探讨了人文因素对旱灾灾情的影响。为了分析不同的自然与人文因素

空间组合特征对灾情的影响 ,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自然与人文因素指标 ,运用层次聚类方法对样带

137个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样带的气象灾害以水旱灾害为主 ,在样带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

异 ,表现为北方以旱灾为主 ,南方以水灾为主 ;降水变异和温度变异是影响气象灾害灾次与持续时间

的关键性指标 ,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人类活动对旱灾的影响明显 ,其灾次和持续时间与农业

产值的比重 (一产 GDP /总 GDP)呈显著的正相关 ;进一步研究表明 ,随着一产 GDP及有效灌溉面积

的增加 ,能有效缓解旱灾的灾情 ;聚类分析表明在南北样带上存在六大自然和人文条件组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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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base of Shenzhen2Bayanhaote geographic transect, the impact of variability of rain and

temperature on meteorologic disaster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human factors on drought are analyzed with Pearson

correlation for the transect.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on disaster

losses, the paper analyzes 137 counties in the transect with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gional diversity of disasters is evident. Meteorologic disasters mainly consist of flood in the southern regions

and drought in the northern regions. ( 2 ) The frequency and duration of the meteorologic disasters are affected

mainly by the variation of temperature and p recip itation. And between them there exist obviously positive correla2
tions. (3) Human activitie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drought, whose frequency numbers and duration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atio of first industrial GDP to total GDP. (4) W ith the increase of first industrial GDP and a2
vailable irrigated area, drought losses can be reduced. (5) There are six regions in the transect which a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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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ach other in term s of natural and human conditions.

Keywords: Shenzhen2Bayanhaote transect; meteorologic disasters; disaster frequency; duration; human factors; coef2
ficient of variation; statistics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 ,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

定的重要因素 ,其中气象灾害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统计数据表明 , 20世纪 90年代 ,我国每年受暴雨、洪

涝、干旱和台风等重大气象灾害影响的人口达 6亿人次 ,各种气象灾害使农田受灾面积达 3 400万 hm
2

,平均

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 GDP)的 3% ～6%。我国气象灾害中以干旱和雨涝两

种最为严重 ,约占气象灾害总损失的 78%
[ 1 - 4 ]。

自然灾害的损失受自然与人文双重因素控制。一方面 ,致灾因子的强度及其频度是导致灾害损失的外

部驱动因素 ,而人类活动 (如土地利用方式 )则通过改变承灾体的脆弱性来放大或缩小灾情 [ 5 - 6 ]。因此 ,对

于任何一次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 ,既包含自然因素的影响 ,也包含人文因素的影响。

我国地域辽阔 ,造成自然灾害的致灾因子在时空分布规律上存在很大的空间差异。同时 ,受生产力发展

水平限制 ,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工农业生产布局等在空间上也存在很大的空间差异。这种自然与人文因素

在空间上的组合特征必然会造成自然灾害类型以及自然灾害灾情的空间差异。受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共同影

响 ,合理的人类活动将有助于缓解灾害的损失 ,而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会加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有效区分自然

与人文因素对灾情的影响 ,不仅有助于理解自然灾害类型及其损失在空间上的差异 ,而且也是进行区域自然

灾害风险评价和风险规避的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 ,本研究以我国“深圳—巴彦浩特 ”的南北样带为基础 ,该样带是宽约 100～150 km,长约

2 200 km的狭长地理样带 ,自南向北经过广东省、湖南省、湖北省、重庆市、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和内蒙古自治区等 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共 137个县 [ 11 - 12 ]。充分挖掘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在样带上的

梯度特征 ,弥补传统的基于县域的统计数据的不足 ,结合气象灾害案例 (以水旱灾害为主 ) ,分析灾害损失与

自然地理条件和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1　研究数据和方法

1. 1　数据来源

对于全国 1: 400万植被、地貌图 ,以及 2000年样带土地利用图 ,采用 1 km分辨率进行栅格化 ,并计算每

个县域单元内的各种植被、地貌、土地利用类型所占的百分比。由 1951 - 2005年全国气象站点降水和温度

年值数据得到温度和降水的变化指标。从《中国减灾 》月刊中提取 1990 - 2004年气象灾害数据。

1. 2　研究方法

大部分气象灾害 ,包括水旱灾害在内 ,受降水和温度的影响比较大 ,故在讨论自然因素的时候主要采用

降水和温度的变化指标 [ 7 - 10 ]。由于县级的灾情数据难以获取 ,已有的数据中受灾面积和经济损失等反映灾

情的指标准确度有限 ,故采用灾次和持续时间这两个相对比较准确的县级指标来反映灾害的损失程度。在

建立南北样带数据库的基础上 ,采用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等统计方法 ,探讨自然和人文因素对灾害损失的影

响。

具体而言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

(1)分析样带气象灾害 ,包括水旱灾害 ,其灾次和持续时间的空间分布特征 ,降水和温度变化特征 ,并运

用 Pearson相关方法分析样带温度和降水的变化对灾情的影响。

(2)采用一产 GDP和有效灌溉面积这两个能够反映人为活动影响的指标 ,尝试探讨人文因素在旱灾造

成损失中所起的作用。

(3)为了分析不同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空间组合特征对灾情的影响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和人文因

素的指标 ,运用层次聚类方法对样带 137个县进行分析 ,探讨每个大类的灾害分布的特点、强度以及自然和

人文因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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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样带自然及人文因素对灾情的影响

2. 1　样带气象灾害空间分布

根据数据库中 1990 - 2004年每个县发生气象灾害、水灾及旱灾的灾次和持续时间数据 ,得到样带上气

象灾害的空间分布图 ,如图 1和图 2。每个半圆的大小代表该县总的气象灾害数据 ,分水灾、旱灾和其他气

象灾害 (包括雪灾、雹灾、台风、霜冻、低温、寒潮、大雾 )三部分 ,按比例显示。样带的气象灾害以水旱灾害为

主 ,水旱灾害灾次占气象灾害灾次的 80%以上 ,持续时间占 90%以上 ,并在样带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北方以旱灾为主 ,南方以水灾为主。

从灾次上看 ,气象灾害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大巴山脉以南、南岭以北的区域 ,内蒙古、宁夏境内 ,秦岭山

区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总的气象灾害灾次较少。水灾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两省境内 ,平均在 15 -

20次。甘肃和广东北部也有较多的水灾发生 ,成为次高值区 ,平均 10次左右。旱灾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陕

北高原和秦岭山区 (4 - 7次 ) ,南方部分县市也有少量的旱灾发生。

从持续时间上看 ,湖北、湖南、甘肃和广东北部的水灾持续时间较长 (100 d以上 ) ,阿拉善、宁夏及秦岭

山区最少 ,几乎无水灾发生。旱灾的高值区与旱灾灾次分布相似 ,主要在陕北高原干旱区和秦岭山区 (持续

时间在 500 d以上 ) ,以银川为中心的西北干旱区、宜昌附近的巫山地区成为次高值区 (持续时间 200～500

d) ,南部旱灾持续时间较短。

图 1　地理样带气象灾害灾次 (1990 - 2004年 )

Fig. 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meteorologic disaster

in the geographic transect (1990 - 2004)

图 2　地理样带气象灾害持续时间 (1990 - 2004年 )

Fig. 2　Duration distribution of meteorologic disaster

in the geographic transect (1990 - 2004)

2. 2　样带温度和降水变化特征

大部分气象灾害 ,包括水旱灾害在内 ,受降水和温度的影响比较大。降水多了导致水灾 ,降水不足导致

旱灾。降水的变异系数可以很好的刻画降水的年际波动情况。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 ,温度变化有可能导

致一系列的气象灾害。因此在这里讨论温度变化趋势、温度和降水变异特征。

如图 3和图 5所示 ,样带的多年平均温度由南至北逐渐降低 ,深圳为 22. 5℃,阿拉善左旗为 8℃。样带

北部大部分地区温度变异系数在 7% ～10% ,南部基本上在 5%以下。多年平均降水也呈现出由南至北逐渐

减少的趋势 ,深圳市为 1 900多 mm,阿拉善左旗为 210 mm。降水的变异系数均在 10%以上 ,其中宁夏自治

区的最高 ,达 30%以上 ,其次是陕西、甘肃境内和湖南、湖北、广东部分县市 ,在 20% ～30%。

以时间作为自变量 , 1951 - 2005每年的年均温为因变量 ,在 Sp ss软件中采用一元回归模型得到回归方

程 ,并对回归系数作显著性检验。得到的回归系数即为温度变化趋势 ,单位是 0. 1℃ /年。如图 4所示 ,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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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个县 ,除安康、巫山和澧水地区共 25个县市的温度变化趋势不显著 ,其余各县市的均是显著的。除了重

庆市两个县的变化趋势为 - 0. 07,湖北省两个县的变化趋势为 - 0. 03以外 ,其余各县均是正的变化趋势。

其中环县、华池县、阿拉善左旗、镇安县、柞水县、泾川县、白河县、山阳县、宁乡县和定边县温度变化趋势较

大 ,在 0. 4以上。

图 3　地理样带温度特征

Fig. 3　D istribution of 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geographic transect

图 4　地理样带温度变化趋势

Fig. 4　Trend of temperature change

in the geop raphic transcect

图 5　地理样带降水特征

Fig. 5　D istribution of p recip it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geographic transect

2. 3　样带温度和降水变化对灾情的影响

采用 Pearson简单相关分析法对以下指标作相关分析 ,得到的结果如表 1。数值代表两个变量之间的相

关系数 ,显著性水平均在 0. 01以下。温度和降水的变异是影响气象灾害的关键指标。温度和降水的变异系

数越大 ,气象灾害持续时间越长。温度每年增幅越大 ,水灾次数和持续时间越小。旱灾次数与温度变异系数

正相关 ,而旱灾持续时间与 3个指标均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其中与温度变异系数的相关系数最大 ,达 0. 675。

由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出 ,样带上的气象灾害受降水和温度变化的影响比较大 ,特别是旱灾。

2. 4　样带旱灾的人文因素影响探讨

旱灾是因长时期无降水或降水量少造成空气干燥、土壤缺水而导致损失的灾害。它主要由长时间的气

候波动和气候异变引起 ,灾情的大小主要受气候变化程度和当地水利设施条件的影响 [ 13 ]。因此 ,本文采用

2000年县级有效灌溉面积和一产 GDP这两个代表人类活动对旱灾影响的指标 ,探讨人文因素对旱灾灾情

的影响。

表 1　温度和降水变化与灾次和持续时间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1　Correlations between temperature /p recip itation

change and disaster frequency/duration

温度变

异系数

温度变

化趋势

降水变

异系数

气象灾害持续时间 0. 659 0. 284 0. 356

水灾灾次 - 0. 290

水灾持续时间 - 0. 223

旱灾灾次 0. 394

旱灾持续时间 0. 675 0. 310 0. 421

　注 :相关系数在 0. 01水平上显著。

表 2　旱灾的人文因素影响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2　Correlations between drought and human factors

一产 GDP
一产 GDP /

总 GDP

有效灌

溉面积

旱灾灾次 - 0. 3153 3 0. 3103 3

旱灾持续时间 - 0. 4453 3 0. 2593 3 - 0. 1773

有效灌溉面积 0. 3693 3

　注 :相关系数在 0. 01水平上显著。

运用 Sp ss软件 ,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以下指标作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 2。数值代表两个变量之间

的相关系数。一产 GDP占总 GDP的比值越大 ,说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 ,更容易遭受旱灾 ,

因此旱灾的灾次和持续时间值越大 ,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310和 0. 259)。而旱灾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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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和持续时间与一产 GDP呈显著的负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 0. 315和 - 0. 445)。进一步研究表明一产

GDP越大 ,用于农业的水利设施投入越多 ,具体表面为有效灌溉面积与一产 GDP正相关 r = 0. 369,而随着有

效灌溉面积增大 ,旱灾持续时间相应降低 ( r = 0. 177)。所以旱灾次数和持续时间表现出与一产 GDP呈随着

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 0. 315和 - 0. 445)。这表明有效的人类活动可以降低农业灾害的影响 ,缓解

灾情。

3　样带空间聚类分析

采用的聚类指标如下 :温度和降水多年平均值、变异系数 ,温度变化趋势 ,气象灾害、水灾、旱害次数和持

续时间 ,各种土地利用 (7类 )、地貌 (7类 )、植被 (13类 )类型所占的比例。用欧式距离平方度量样本数据间

的亲疏程度 ,离差平方和法 (ward’s method)度量样本数据与小类、小类与小类间亲疏程度 , z scores对变量

作标准化处理。经过比较分析 ,采用六类分类结果空间差异和规律更明显。

从地理位置上看 ,从北到南这六个区域分别是西北风沙区、黄土高原区、渭河平原区、秦岭山地区、华中

丘陵地区 (洞庭湖 -湘江流域及南岭山地 )、珠江三角洲区。各个区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特征见表 3,气象灾

害的灾次及持续时间分区统计见图 6和图 7。

西北风沙区处于中温带极端干旱气候带 ,自然环境恶劣 ,主要以风积地貌和平原为主 ,多年平均温度为

8. 7℃,多年平均降水 194 mm,在六大区中最少 ,但是温度和降水的变异系数、温度变化趋势却最大。土地利

用大部分是未利用地 (61. 9% )和草地 (31. 5% ) ,农业植被只占 3. 76% ,属于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 ,几乎不受

人为影响的区域。水灾平均灾次 (0. 75次 )和平均持续时间 (0. 75 d)在六大区中最小 ,旱灾灾次 (1. 50次 )

和持续时间 (334. 42 d)分别位于第 5和第 4位 ,也比较低。虽然自然条件容易导致灾害发生 ,但是由于该地

区的一产所占比例和农业植被比例都很低 ,大部分都是未利用地 ,承载体的特点缩小了灾情的程度。

黄土高原区以黄土梁峁、黄土塬地貌为主 ,多年平均温度为 9. 0℃,多年平均降水 508 mm。温度和降水

的变异系数、温度变化趋势也很高 ,仅次于西北风沙区。不同的是该地区的土地利用以草地 (61. 2% )和农

田 (34. 4% )为主 ,农业植被占 33. 07% ,属于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大的区域。该区域经济落后 ,国内生产总值 6

亿多元 (在六大区域中最低 ) ,一产所占比例高达 27. 49% ,但是有效灌溉面积只有 5342 hm
2 (在六大区域中

最低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业基础设施和防灾抗灾能力跟不上 ,导致该地区成为受

灾最严重的区域。水灾灾次 ( 8. 50次 )和持续时间 ( 104. 08 d)分别位于第 2位和第 1位 ,旱灾灾次 ( 5. 42

次 )和持续时间 (666. 58 d)为六大区之首。

表 3　地理样带六大区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特征

Table 3　Natural and human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in six regions of the geographic transect

六大区 西北 黄土 渭河 秦岭 华中 珠江

风沙区 高原区 平原区 山地区 丘陵区 三角洲区

县个数 12 12 19 14 70 10

主要地貌类型 风积地貌、 黄土梁峁、 黄土塬、 山地 山地、 平原

平原 黄土塬 台塬、平原 丘陵

主要土地利用类型 草地 (31. 5% ) 草地 (61. 2% ) 农田 (62. 4% ) 林地 (63. 0% ) 林地 (58. 4% ) 农田 (49. 6% )

未利用地 农田 (34. 4% ) 草地 (22. 8% ) 灌木 (21. 1% ) 水域 (25. 4% )

(61. 9% ) 农田 (15. 6% )

农业植被比例 3. 76% 33. 07% 79. 47% 10. 73% 15. 6% 68. 9%

年均温 /℃ 8. 7 9 11. 6 14. 2 17. 4 22. 2

年均降水 /mm 194 508 587 746 1 483 1 808

温度变异系数 0. 085 0. 077 0. 052 0. 044 0. 028 0. 024

温度变化趋势 /0. 1℃ 0. 358 0. 329 0. 209 0. 296 0. 14 0. 244

降水变异系数 0. 346 0. 239 0. 235 0. 212 0. 183 0. 2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193 338 66 288 466 965 114 387 3 368 997 5 963 546

一产所占比例 13. 50% 27. 49% 9. 08% 31. 72% 25. 42% 3. 44%

有效灌溉面积 / hm2 17 406 5 342 16 233 10 529 20 982 5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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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地理样带气象灾害灾次分区统计 (1990 - 2004年 )

Fig. 6　Regionalize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meteorologic

disasters in the geographic transect(1990 - 2004)

图 7　地理样带气象灾害持续时间分区统计 (1990 - 2004年 )

Fig. 7　Regionalized duration statistics of meteorologic

disasters in the geographic transect(1990 - 2004)

　　渭河平原区位于渭河流域 ,农田 (62. 4% )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 ,农业植被比例高达 79. 47%。该地区

以旱灾为主 ,伴有少量的水灾发生。旱灾灾次 ( 4. 00次 )和持续时间 (597. 89 d)排第 2位 ,水灾灾次 ( 2. 05

次 )和持续时间 (12. 74 d)排第 4位。与黄土高原区相比 ,该地区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都有明显的改善 ,首

先该区域位于渭河流域 ,水资源充足 ,有效灌溉面积 16233 hm2 ,国内生产总值 46亿元 ,都是前者的好几倍。

即使比黄土高原区有更多容易受灾的农田 ,水旱灾情也比前者缓和。但该区域农田所占比例最高 ,人类开发

强度大 ,因此仍然是旱灾的高发区。

秦岭山地区主要以山地为主 ,年均降水量 746mm ,温度和降水的变异系数、温度变化趋势比较低。林地

(63. 0% )和草地 (22. 8% )是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 ,农业植被占 10. 73%。该区域仍以旱灾为主 ,旱灾灾次

(3. 14次 )和持续时间 (517. 00 d)排第 3位 ,水灾灾次 (1. 57次 )和持续时间 (3. 79 d)排第 5位。相比渭河

平原区 ,灾情程度减低 ,除了与降水和温度自然条件变化有关外 ,主要受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以林地和草

地为主的区域 ,调节储蓄水资源的能力较高 ,比以农田为主的区域水旱灾害灾情程度小。

华中丘陵区包括洞庭湖 -湘江流域和南岭山地 ,主要以丘陵、山地为主 ,共 70个县。土地利用类型以林

地 (85. 4% )、灌木 (21. 1% )、农田 (15. 6% )为主 ,农业植被比例占 12. 39%。该区域与前面样带北部 4个区

域比较 ,自然和人文条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降水量丰富 ,多年平均降水量增加到 1 483 mm,温度和降水的

变异系数、温度变化趋势很小。国内生产总值达 336亿元 ,是黄土高原区的 50倍左右 ,有效灌溉面积 20 982

hm。受降水量和流域控制的影响 ,该区域主要以水灾为主 ,并有少量旱灾。平均水灾灾次 13. 36 (第 1位 ) ,

水灾持续时间 92. 77 d (第 2位 ) ,旱灾灾次 2. 29 (第 4位 ) ,旱灾持续时间 113. 51 d (第 5位 )。

珠江三角洲区与华中丘陵区相比 ,降水量进一步增多 ,多年平均降水量达 1 808 mm。土地利用类型以

农田 (49. 6% )为主 ,农业植被比例占 68. 9% ,国内生产总值最高 ,为 596亿元。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高 ,人类开发强度大。从承载体的脆弱性来看 ,该区域是极容易受灾的区域。但是其水旱灾害的灾情程度却

远远小于华中丘陵区。平均水灾灾次 (3. 20次 )和持续时间 (13. 20 d)居第 3位 ,旱灾灾次 (0. 60次 )和持续

时间 (13. 20 d)最小。这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区域防灾减灾能力增强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

见 ,积极有效的人类活动可以缩小自然灾害灾情。

4　结论与讨论

(1)样带的气象灾害以水旱灾害为主 ,并在样带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北方以旱灾为主 ,南方以水

灾为主。

(2)降水变异和温度变异是影响气象灾害灾次与持续时间的关键性指标 ,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

特别是旱灾。旱灾持续时间与温度变异系数的相关系数最大 ,达 0. 675。

·76·1期 周美琴等 :“深圳 —巴颜浩特 ”地理样带气象灾害损失 ———自然与人文因素影响分析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3)人类活动对旱灾的影响明显 ,其灾次和持续时间与农业产值的比重 (一产 GDP /总 GDP)呈显著的正

相关 ;进一步研究表明 ,随着一产 GDP及有效灌溉面积的增加 ,能有效缓解旱灾的灾情。

(4)聚类分析表明在南北样带上存在六大自然和人文条件组合区 ,六大区自然和人文条件组合各异 ,灾

害空间差异和规律明显。

(5)影响自然灾害的因素很多 ,本文采用的降水和温度的变异系数 ,有效灌溉面积和一产 GDP这几个指

标 ,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分别代表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 ,也是新的探讨和尝试。

(6)根据样带空间聚类结果 ,初步分析了不同自然和人文条件组合对灾情的影响。由于资料所限 ,还无

法区分具体哪些区域主要受自然因素影响 ,哪些区域主要受人文因素影响 ,影响程度有多大。定量分析将是

以后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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