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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1961-2015年 659站日值降水数据，以持续1 d和持续2 d及以上暴雨作为短和长历

时暴雨标准，分析不同历时暴雨变化趋势，结果表明，中国总降雨、总暴雨和短历时暴雨从东南沿

海向西北内陆依次呈“增-减-增”的分布特征，且整体以增加趋势的站点占主导，而长历时暴雨则

呈现出“增-减”的分布特征，且整体以减少趋势的站点占主导，并且检测出中国自东北向西南存在

一条变干带。同时中国总暴雨对总降雨、长历时暴雨对总暴雨的贡献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

分布特征，而短历时暴雨对总暴雨的贡献呈现出“东南低-西北高”的分布特征。中国总暴雨对总

降雨、短历时暴雨对总暴雨贡献的变化趋势呈现出“增-增减镶嵌-增”的分布特征，且以增加趋势

的站点占主导，而长历时暴雨在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出增减镶嵌的趋势，而西北内陆地区呈略微减

少趋势，且以减少趋势的站点占主导，也检测出自东北向西南存在一条气候过渡带并与上述变干

带基本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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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降水事件频发，给经

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造成了巨大危害，对区域可

持续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因此，越来越受到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1-2］。

不同历时的暴雨是不同时间尺度天气系统的

影响结果，一般有着不同的物理机制［3-4］。由于短历

时降水可能与太阳辐射加热密切相关，因此，短历

时暴雨多是强对流型天气的产物，一般雨强相对较

大，但持续时间较短［5-6］。洪涝灾害大都与短历时的

极端强降水密切相关［4-5］。而长历时暴雨一般是天

气系统过程的产物，伴随着天气过程的发展而变

化，因而持续时间相对较长［7-8］。已有研究表明，全

球气候变化导致了极端降水在频率、强度、空间分

布范围、持续时间和发生时间上的变化［6］。观测研

究结果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

事件数量显著增加的区域可能多于显著减少的区

域［9］，短历时极端降水的增速可能大于长历时极端

降水的增速［4-8］。IPCC AR5指出，当温室气体CO2加

倍时，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加，其幅度远大于平均强

度的降水［6］。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全国尺度上的

总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明显，但暴雨强度在增强［10-16］，

遭受异常强降水事件的地区也在增加［13-14］；但中国的

不同历时的暴雨却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10-11，14］，

不同历时降水往往具有明显不同的时空分布特征。

因此，将暴雨按不同历时来研究，不仅可以从新的

角度探讨区域暴雨时空变化特征，而且还为区域暴

雨的机理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综上可知，研究不同历时暴雨的空间分布特征

及其对总暴雨贡献的变化趋势，不仅有助于加深认

识不同时间尺度暴雨的演变特征，而且也是城市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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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风险防范的现实需求。全球变暖背景下中国不

同历时暴雨变化特征如何？不同历时暴雨对中国

总暴雨的贡献情况如何？目前我们对这些问题仍

不十分清楚，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现状，试图回答这

些重要问题。

1 数据和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1961-2015年的降水数据来自中国

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地面气象资料数据库的

日值数据集。根据尽量保留最多站点并保证观测

时间连续的原则，参考已有研究成果［16］，如果站点

日值缺测超过55年日值5%的站点，则剔除该站点；

缺测<55年日值5%的站点，则利用临近站点或本站

点的年代际该日值均值补缺，最后得到可用的 659

个降水站点，本文所采用的气象站点不包含港澳台

地区。

1.2 计算方法

本文将日降雨量达到50 mm作为暴雨阈值；将

短历时暴雨定义为仅持续 1 d的暴雨事件；将长历

时暴雨定义为持续2 d及以上的暴雨事件。根据此

定义，计算1961-2015年短、长历时暴雨雨量的变化

趋势及其在总暴雨雨量中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同

时也计算总暴雨雨量在总降雨雨量中的比例及其

变化趋势，以此来表征不同历时暴雨对总暴雨和总

降雨的贡献特征。年际暴雨雨量的计算方法详细

参考文献［5］。同时进一步采用东北、华北、华中、华

东、华南、西北和西南七大分区（不包含港澳台地

区）统计各分区暴雨变化特征。各分区所包含的省

份和站点数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七大地理分区特征

Tab.1 Seven geographical zoning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分区

东北

华北

华中

华东

华南

西北

西南

包含省份

辽宁、吉林、黑龙江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湖北、湖南、河南、江西

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

广东、广西、海南

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

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

面积／104 km2

78.83

155.81

73.16

63.144

45.19

310.82

235.34

人口／104人

10951

16832

26807

35098

15899

9662

19634

人口密度／人·km-2

139

108

366

556

352

31

83

站点数／比例

78（11.84%）

87（13.20%）

75（11.38%）

85（12.90%）

58（8.80%）

148（22.46%）

128（19.42%）

表2 中国总降雨、总暴雨和短、长历时暴雨雨量变化趋势的站点数统计

Tab.2 Station number of total rainfall，total，short and long duration heavy rainfall amounts’trend in China

变化趋势
／mm·（10 a）-1

<-40

-40～-30

-30～-20

-20～-10

-10～0

0～10

10-20

20～30

30～40

>40

A

22（3.34%）

10（1.52%）

10（1.52%）

31（4.70%）

92（13.96%）

193（29.29%）

109（16.54%）

69（10.47%）

52（7.89%）

71（10.77%）

变化趋势
／mm·（10 a）-1

<-20

-20～-15

-15～-10

-10～-5

-5～0

0～5

5～10

10～15

15～20

>20

B

7（1.06%）

5（0.76%）

8（1.21%）

10（1.52%）

91（39.15%）

258（39.15%）

56（8.50%）

42（6.37%）

34（5.16%）

138（22.46%）

变化趋势
／mm·（10 a）-1

<-10.0

-10.0～-7.5

-7.5～-5.0

-5.0～-2.5

-2.5～0

0～2.5

2.5～5.0

5.0～7.5

7.5～10.0

>10.0

C

16（2.43%）

3（0.46%）

6（0.91%）

15（2.28%）

66（10.02%）

226（34.29%）

54（8.19%）

56（8.50%）

30（4.55%）

187（28.38%）

变化趋势
／mm·（10 a）-1

<-10.0

-10.0～-7.5

-7.5～-5.0

-5.0～-2.5

-2.5～0

0～2.5

2.5～5.0

5.0～7.5

7.5～10.0

>10.0

D

22（3.34%）

13（1.97%）

19（2.88%）

35（5.31%）

301（45.68%）

119（18.06%）

80（12.14%）

33（5.01%）

10（1.52%）

27（4.10%）

注：A表示总降雨雨量变化趋势的站点数（比例）；B表示总暴雨雨量变化趋势的站点数（比例）；C表示短历时暴雨雨量变化趋势的站点数（比

例）；D表示长历时暴雨雨量变化趋势的站点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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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历时暴雨变化趋势的空间格局

2.1.1 总降雨变化趋势 1961-2015年中国总降雨

雨量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如图1所示，1961-2015年

中国总降雨雨量的变化趋势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

陆依次呈现出“增-减-增”的空间分布格局。对总降

雨雨量而言，其各级变化趋势的站点数如表2所示，

其中有 494个站点的呈增加趋势，占总站点比例的

74.96%，而呈减少趋势的站点比例仅为25.04%。中

国总降雨雨量呈增加趋势的地区相对比而言，东南

地区整体上大于西部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大于西北

内陆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呈现减少趋势的区域基

本连绵成一条包含中国农牧交错带在内的从辽宁

到云南的弧形条带，这与中国多年平均 400 mm等

雨量线大致重合，属于气候过渡带地区，说明气候

过渡带总降雨变化更加不稳定，尤其是在四川盆地

及其附近地区，总降雨雨量的变化趋势减少显著。

最后，如果仅看中国东部地区，总降雨雨量的变化

趋势是南方增多，北方减少，即“南涝北旱”的格局，

但是从中国整体格局来看却是一条变干带，贯通中

国内陆腹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南涝北旱”的格

局，这可能对中国水资源利用和“南水北调”等水利

工程都将有一定的科学参考意义。

2.1.2 总暴雨变化趋势 与中国总降雨变化趋势

类似，1961-2015年中国总暴雨雨量的变化趋势从

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也呈现出“增-减-增”的空间格

局（图2）。对总暴雨雨量而言，有538个站点呈现不

同程度的增加趋势，占总站点比例的 81.64%，而呈

减少趋势的站点比例仅为18.36%（表2）。值得注意

的是在中国总暴雨雨量呈增加趋势的地区中，山东

半岛-云南腾冲一线以东的地区显著高于西北内陆

地区，而东北北部地区的增加趋势居于前两者之

间。中国总暴雨雨量呈减少趋势的地带和总降雨

雨量减少趋势的地带具有一定的重合性，但总暴雨

雨量呈减少趋势地带的带宽相比总降雨雨量减少

趋势地带的带块较窄，这可能是暴雨的局地性更

强，一般其范围大致在10～15 km左右。此外，与总

降雨雨量呈减少趋势地带相类似，中国总暴雨雨量

的较少趋势较大的地区均主要分布减少地带的北

部边缘，尤其是在四川盆地地区较为集中。

2.1.3 短历时暴雨变化趋势 与中国总暴雨雨量

变化趋势空间分布格局类似，1961-2015年中国短

历时暴雨雨量变化趋势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呈

现出“增-减-增”的空间分布格局（图 3a）。对短历

时暴雨雨量而言，有 553个站点呈不同程度的增加

趋势，占总站点比例的83.92%（表2），而呈减少趋势

的仅占16.08%。在山东半岛-云南腾冲一线以东的

东南沿海地区的短历时暴雨雨量的增加趋势相比

西北内陆的增加趋势要高。而在以农牧交错带为

主的地区短历时暴雨雨量的趋势呈现出减少趋势，

而且减少最为显著的地带也是分布在上述变干带

的南部边缘地区，尤其是在四川盆地地区减少显

著。短历时暴雨雨量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格局之

所以与中国总暴雨雨量变化趋势空间分布格局如

此类似，可能与中国暴雨主要以持续 1 d的短历时

暴雨为主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胡焕庸线以南的东

部季风地区是中国暴雨发生最为显著的地带，这里

是中国城市群和人口最为稠密的地方，胡焕庸线以

东地区以43.71%的国土面积养育了94.39%的人口，

以西地区占国土面积56.29%，而人口仅占5.61%［18］，

连绵的城市群已使地表景观大大改变，建成区面积

显著增加，从而使得地气交互作用更加剧烈，对流

性活动显著增加。

2.1.4 长历时暴雨变化趋势 长历时暴雨一般是

天气过程的产物，其持续时间较长，因此，需要源源

不断的输气输送，才能维持长时间的暴雨过程。

1961-2015年中国长历时暴雨雨量变化趋势整体上

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地区呈现出“增-不稳定-减”

的空间分布格局（图3b）。对长历时暴雨雨量来说，

有 269个站点呈不同程度的增加趋势，占总站点比

例的40.82%（表2），而呈减少趋势的达59.18%。长

历时暴雨雨量在西北内陆地区均表现出一致的减

少趋势，这可能与西北内陆水汽较少有关；而在东

南地区表现出较为一致性的增加趋势。长历时暴

雨雨量变化趋势在以农牧交错带为主的地区表现

出增减镶嵌且趋势较大的波动性特征，且不同地段

的变化趋势有着显著的区域地带性特征。值得注

意的是中国长历时暴雨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

这些是台风和气旋等天气系统过程经常发生的地

带。因此，可知在中国以胡焕庸线为界的附近地带，

其与400 mm等雨量线基本重合，也是中国农牧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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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主要分布地区，干湿波动明显，干湿波动幅度大

于温度变化幅度，反映了东亚季风气候的独特性。

2.1.5 不同地区不同历时暴雨变化趋势对比 从不

同分区来看，在总降雨雨量变化趋势上，七大分区

呈增加趋势的站点数均明显多于减少趋势的站点

数（表 4）。与总降雨雨量类似，在总暴雨雨量和短

历时暴雨雨量变化趋势上，呈增加趋势的站点也在

七大分区明显多于减少趋势的站点。长历时暴雨

雨量在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呈减少趋势的站点

居多，而华中、华东和华南呈增加趋势的站点居多。

综上全国和区域尺度的结果表明，在气候过渡

带不同强度的降水变化更加不稳定，总降雨雨量减

少，总暴雨雨量减少，短历时暴雨雨量减少，但长历

时暴雨雨量呈现出很大的不稳定性，呈现出增加趋

势和减少趋势的站点交错镶嵌分布的空间格局。

因此，从中国总降雨、总暴雨、短历时暴雨和长历时

暴雨雨量变化趋势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自东

北向西南方向有一条降水趋势减少的地带，意味着

这条带上的地区变得更加干旱，变干带的渐变的趋

势有可能与全球变暖有关。全球变化后使得海陆

温差减小，季风减弱，从而使得东亚季风边区的边

缘地带的降水更加不稳定，使得降水减少，而东亚

边缘疾风的边缘地带则与此变干带相重合。

2.2 不同历时暴雨对总降雨贡献的空间格局

2.2.1 总暴雨对总降雨贡献的空间格局 为了诊断

中国不同地区长期气候态的总暴雨对总降雨贡献的

区域格局差异，我们计算了 1961-2015年中国总暴

雨雨量在总降雨雨量中的比例。首先，中国总暴雨

雨量对总降雨雨量贡献的空间分异格局十分显著，

其比例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地区梯次减少（图

4）。其中中国自环渤海地区到云南腾冲一线以东

绝大多数站点的总暴雨雨量对总降雨雨量的贡献

都达到 20%以上。西北内陆地区几乎所有的站点

的总暴雨雨量对总降雨雨量的贡献都在 5%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东北到西南存在一条带，该条

带上的总暴雨雨量对总降雨雨量的贡献基本都在

5%～20%之间，且该条带与图 1～图 3 中的变干带

位置基本重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总暴雨雨量对

总降雨雨量的比例首先表现出的是东南高-西北低

的分异格局，而且分异的界限基本和不同强度降雨

雨量趋势增加减少过渡带基本重合。最后，从站点

统计来看，中国总暴雨雨量占总降雨雨量的比例呈

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表 4），即比例小于

5%和>20%的站点数达 423 个，占总站点数比例的

64.19%；而处于5%～20%之间的站点数占总站点数

的比例仅为35.81%（表7）。

2.2.2 不同历时暴雨对总暴雨贡献的空间格局 为

了定量不同历时暴雨对总暴雨的贡献，我们诊断了

短历时和长历时暴雨雨量在总暴雨雨量中比例的

空间格局差异。从短、长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

表3 不同地区总降雨、总暴雨和短、长历时暴雨雨量变化趋势的站点数统计

Tab.3 Station number of total rainfall，total，short and long duration heavy rainfall amounts’trend in different regions

总降雨雨量变化趋势站点数统计

七大分区

<0

>0

总暴雨雨量变化趋势站点数统计

七大分区

<0

>0

短历时暴雨雨量变化趋势站点数统计

七大分区

<0

>0

长历时暴雨雨量变化趋势站点数统计

七大分区

<0

>0

东北

25（3.79%）

53（8.04%）

东北

21（3.19%）

57（8.65%）

东北

17（2.58%）

61（9.26%）

东北

52（7.89%）

26（3.95%）

华北

29（4.40%）

58（8.80%）

华北

43（6.53%）

44（6.68%）

华北

34（5.16%）

53（8.04%）

华北

73（11.08%）

14（2.12%）

华中

13（1.97%）

62（9.41%）

华中

4（0.61%）

71（10.77%）

华中

0（0.00%）

75（11.38%）

华中

25（3.79%）

50（7.59%）

华东

17（2.58%）

68（10.32%）

华东

1（0.15%）

84（12.75%）

华东

1（0.15%）

84（12.75%）

华东

15（2.28%）

70（10.62%）

华南

6（0.91%）

52（7.89%）

华南

0（0.00%）

58（8.80%）

华南

0（0.00%）

58（8.80%）

华南

10（1.52%）

48（7.28%）

西北

27（4.10%）

121（18.36%）

西北

29（4.40%）

119（18.06%）

西北

32（4.86%）

116（17.60%）

西北

135（20.49%）

13（1.97%）

西南

48（7.28%）

80（12.14%）

西南

23（3.49%）

105（15.93%）

西南

22（3.34%）

106（16.08%）

西南

80（12.14%）

4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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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底图来源于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2008年数据

（下列地图均采用此底图数据）

图1 中国总降雨雨量变化趋势的空间格局

Fig.1 Spatial pattern of total rainfall’s trend in China

图2 中国总暴雨雨量变化趋势的空间格局

Fig.2 Spatial pattern of total heavy rainfall’s

trend in China

图3 中国短历时（a）和长历时（b）暴雨雨量变化趋势的空间格局

Fig.3 Spatial pattern of short（a）and long（b）duration heavy rainfall’s trend in China

图4 中国总暴雨雨量占总降雨雨量比例的空间格局

Fig.4 Spatial pattern of total heavy rainfall account

for total rainfall in China

量的比例来看，短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的比

例占主导（图 5a），长历时暴雨雨量则居次要地位

（图 5b）。短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的比例处

在 80%～95%之间的站点数为 291 个，仅占总站点

数比例的 44.16%（表 4）；而短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

雨雨量的比例小于80%和大于95%的站点数分别为

166和202个，其占总站点数的比例都超过25%。长

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的比例处在小于 10%

的站点数占总站点数的61.46%，而大于10%的站点

数占总站点数的38.54%（表4）。从短历时暴雨雨量

占总暴雨雨量的比例来看，整体呈现出“东部低-西

部高”的格局，其中短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

的比例超过 95%的站点数，大都位于上述自东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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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变干带南部边缘的西部地区，说明中国西部地

区的暴雨以短历时暴雨为主。从长历时暴雨雨量

占总暴雨雨量的比例来看，整体呈现出“东部高-西

部低”的分布格局。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长历

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的比例大都超过 20%，

而西北内陆地区则大都在 5%以下（图 5b），表明长

历时暴雨主要发生在中国东南地区，西北地区较少

发生。

2.2.3 不同地区不同历时暴雨变化趋势对比 从不

同分区来看，在总暴雨雨量占总降雨雨量比例上，

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比例集中在<5%的站点

较多（表 5）；东北地区的比例集中在 5%～10%的

站点较多；华中、华东和华南则主要集中在大于

20%的站点较多。在短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

比例上，华南地区的比例集中在<80%的站点较多；

华中和华东地区的比例集中在 80%～90%的站点

较多；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比例集中在>95%的站点

较多；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比例则主要集中在<80%

和>95%的站点较多。在长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

雨量比例上，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比例主

要集中在小于5%的站点较多；华中、华东和华南地

区的比例主要集中在大于5%的站点居多。

表4 中国不同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比例的站点数统计

Tab.4 Station number of different duration heavy rainfall amounts account for total heavy rainfall amounts in China

比例

<5%

5%～10%

10%～15%

15%～20%

>20%

A

189（28.68%）

95（14.42%）

66（10.02%）

75（11.38%）

234（35.51%）

比例

<80%

80%～85%

85%～90%

90%～95%

>95%

B

166（25.19%）

83（12.59%）

93（14.11%）

115（17.45%）

202（30.65%）

比例

<5%

5%～10%

10%～15%

15%～20%

>20%

C

293（44.46%）

112（17.00%）

94（14.26%）

83（12.59%）

77（11.68%）

注：A表示总暴雨雨量占总降雨雨量比例的站点数（比例）；B表示短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比例的站点数（比例）；C表示长历时暴雨雨量

占总暴雨雨量比例的站点数（比例）。

表5 不同地区不同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比例的站点数统计

Tab.5 Station number of different duration heavy rainfall account for total heavy rainfall in different regions

总暴雨雨量占总降雨雨量比例站点数统计

七大分区

<5%

5%～10%

10%～15%

15%～20%

>20%

短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比例站点数统计

七大分区

<80%

80%～85%

85%～90%

90%～95%

>95%

长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比例站点数统计

七大分区

<5%

5%～10%

10%～15%

15%～20%

>20%

东北

2 (0.30%)

36 (5.46%)

15 (2.28%)

7 (1.06%)

18 (2.73%)

东北

4 (0.61%)

11 (1.67%)

12 (1.82%)

24 (3.64%)

27 (4.10%)

东北

27 (4.10%)

22 (3.34%)

13 (1.97%)

12 (1.82%)

4 (0.61%)

华北

31 (4.70%)

20 (3.03%)

20 (3.03%)

3 (0.46%)

13 (1.97%)

华北

7 (1.06%)

4 (0.61%)

13 (1.97%)

13 (1.97%)

50 (7.59%)

华北

52 (7.89%)

13 (1.97%)

13 (1.97%)

4 (0.61%)

5 (0.76%)

华中

0 (0.00%)

2 (0.30%)

2 (0.30%)

17 (2.58%)

54 (8.19%)

华中

12 (1.82%)

22 (3.34%)

22 (3.34%)

15 (2.28%)

4 (0.61%)

华中

3 (0.46%)

15 (2.28%)

21 (3.19%)

23 (3.49%)

13 (1.97%)

华东

1 (0.15%)

0 (0.00%)

1 (0.15%)

19 (2.88%)

64 (9.71%)

华东

14 (2.12%)

26 (3.95%)

22 (3.34%)

17 (2.58%)

6 (0.91%)

华东

6 (0.91%)

15 (2.28%)

22 (3.34%)

27 (4.10%)

15 (2.28%)

华南

0 (0.00%)

0 (0.00%)

0 (0.00%)

1 (0.15%)

57 (8.65%)

华南

23 (3.49%)

9 (1.37%)

9 (1.37%)

9 (1.37%)

8 (1.21%)

华南

3 (0.46%)

6 (0.91%)

9 (1.37%)

7 (1.06%)

33 (5.01%)

西北

112 (17.00%)

24 (3.64%)

8 (1.21%)

4 (0.61%)

0 (0.00%)

西北

68 (10.32%)

4 (0.61%)

3 (0.46%)

5 (0.76%)

68 (10.32%)

西北

136 (20.64%)

5 (0.76%)

4 (0.61%)

3 (0.46%)

0 (0.00%)

西南

43 (6.53%)

13 (1.97%)

20 (3.03%)

24 (3.64%)

28 (4.25%)

西南

38 (5.77%)

7 (1.06%)

12 (1.82%)

32 (4.86%)

39 (5.92%)

西南

66 (10.02%)

36 (5.46%)

12 (1.82%)

7 (1.06%)

7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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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短历时（a）和长历时（b）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比例的空间格局

Fig.5 Spatial pattern of short（a）and long（b）duration heavy rainfall account for total heavy rainfall in China

图6 中国总暴雨雨量占总降雨雨量比例变化

趋势的空间格局

Fig.6 Spatial pattern of total heavy rainfall account

for total rainfall’s trend in China

2.3 不同历时暴雨对总降雨贡献的变化趋势

2.3.1 总暴雨对总降雨贡献的变化趋势 进一步地，

我们诊断了中国总暴雨对总降雨的贡献在 1961-

2015年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中国总暴雨

雨量对总降雨雨量贡献的变化趋势在空间上呈现

出“增加-增减镶嵌-增加”的空间分布格局（图 6）。

中国东部地区总暴雨雨量对总降雨雨量贡献的增

加趋势远大于西部内陆地区，且西部内陆地区的增

加趋势基本都位于 1%以内，而东部地区则都在 1%

以上。中国自东北向西南的变干带上的总暴雨雨

量对总降雨雨量贡献的变化趋势呈现出增减镶嵌

的格局，且减少趋势均在该条带的南部减少显著，

尤其是在四川盆地地区显著减少。总暴雨雨量对总

降雨雨量贡献的增加趋势的站点数达536个（表6），

站点总站点数比例的81.34%；而呈减少趋势的站点

图7 中国短历时（a）和长历时（b）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比例变化趋势的空间格局

Fig.7 Spatial pattern of short（a）and long（b）duration heavy rainfall account for total heavy rainfall’s tren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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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123个，占总站点数的比例仅为 18.66%。可以

看出总暴雨雨量对总降雨雨量贡献的变化趋势增

加的占主导地位，减少的居次要地位。值得注意的

是，在中国总暴雨雨量对总降雨雨量的贡献变化趋

势的空间分布格局上也有自东北向西南贯通的变

干带的体现。

2.3.2 不同历时暴雨对总暴雨贡献的变化趋势 与

中国总暴雨对总降雨贡献的变化趋势类似，中国短

历时暴雨雨量对总暴雨雨量的贡献在1961-2015年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也呈现

出“增加-增减镶嵌-增加”的空间分布格局（图 7）。

东南沿海地区的短历时暴雨雨量对总暴雨雨量贡

献的增加趋势相比西北内陆地区较大，西北内陆地

区的增加趋势大都在 0%～2%之间，而东南沿海地

区的增加趋势大都大于 2%。中国自东北向西南方

向的短历时暴雨雨量对总暴雨雨量贡献的变化趋

势呈现增减镶嵌，尤其是在变干带的南部边缘趋势

增减较大。短历时暴雨雨量对总暴雨雨量贡献呈

增加趋势的站点数达532个（表6），占总站点数比例

的 80.73%；而呈减少趋势的站点数达 127 个，占总

站点的比例仅为 19.27%。以上结果表明短历时暴

雨在气候过渡带波动较大，在东南沿海地区呈显著

增加趋势，而西北内陆地区则呈略微的增加趋势。

从中国长历时暴雨雨量对总降雨雨量贡献的

变化趋势来看，整体上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出增减镶

嵌的趋势，而西北内陆地区呈略微减少趋势。值得

注意的是中国华北地区长历时暴雨对总暴雨贡献

的变化趋势以减少为主。从站点统计来看，长历时

表6 中国不同历时暴雨雨量所占比例变化趋势的站点数统计

Tab.6 Station number of different duration heavy rainfall amounts account for total rainfall amounts’trend in China

变化趋势
100%·（10 a）-1

<-4%

-4%～-3%

-3%～-2%

-2%～-1%

-1%～0%

0%～1%

1%～2%

2%～3%

3%～4%

>4%

A

1（0.15%）

3（0.46%）

8（1.21%）

12（1.82%）

99（15.02%）

341（51.75%）

95（14.42%）

72（10.93%）

18（2.73%）

10（1.52%）

变化趋势
100%·（10 a）-1

<-8%

-8%～-6%

-6%～-4%

-4%～-2%

-2%～0%

0%～2%

2%～4%

4%～6%

6%～8%

>8%

B

16（2.43%）

2（0.30%）

12（1.82%）

23（3.49%）

74（11.23%）

263（39.91%）

105（15.93%）

59（8.95%）

51（7.74%）

54（8.19%）

变化趋势
100%·（10 a）-1

<-4%

-4%～-3%

-3%～-2%

-2%～-1%

-1%～0%

0%～1%

1%～2%

2%～3%

3%～4%

>4%

C

2（0.30%）

4（0.61%）

19（2.88%）

57（8.65%）

351（53.26%）

103（15.63%）

69（10.47%）

29（4.40%）

12（1.82%）

13（1.97%）

注：A表示总暴雨雨量占总降雨雨量比例变化趋势的站点数（比例）；B表示短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比例变化趋势的站点数（比例）；C表

示长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比例变化趋势的站点数（比例）

表7 不同地区不同历时暴雨雨量所占比例变化趋势的站点数统计

Tab.7 Station number of different duration heavy rainfall account for total rainfall’s trend in different regions

总暴雨雨量占总降雨雨量比例变化趋势站点数统计

七大分区

<0

>0

短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比例变化趋势站点数统计

七大分区

<0

>0

长历时暴雨雨量占总暴雨雨量比例变化趋势站点数统计

七大分区

<0

>0

东北

19（2.88%）

59（8.95%）

东北

17（2.58%）

61（9.26%）

东北

50（7.59%）

28（4.25%）

华北

31（4.70%）

56（8.50%）

华北

26（3.95%）

61（9.26%）

华北

73（11.08%）

14（2.12%）

华中

5（0.76%）

70（10.62%）

华中

5（0.76%）

70（10.62%）

华中

24（3.64%）

51（7.74%）

华东

3（0.46%）

82（12.44%）

华东

14（2.12%）

71（10.77%）

华东

50（7.59%）

35（5.31%）

华南

0（0.00%）

58（8.80%）

华南

0（0.00%）

58（8.80%）

华南

15（2.28%）

43（6.53%）

西北

32（4.86%）

116（17.60%）

西北

34（5.16%）

114（17.30%）

西北

137（20.79%）

11（1.67%）

西南

33（5.01%）

95（14.42%）

西南

31（4.70%）

97（14.72%）

西南

84（12.75%）

4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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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雨量对总暴雨雨量贡献呈增加趋势的站点为

226个（表 6），占总站点数的比例仅为34.29%；而呈

减少趋势的站点数为 433个，占总站点数的比例达

65.71%。综上可知，由于水汽因素分布的原因，中

国持续二天及以上的暴雨主要发生在中国东部地

区，而西北地区较少发生。

2.3.3 不同地区不同历时暴雨对总暴雨贡献的变化

趋势 从不同分区来看，七大分区中总暴雨雨量占

总降雨雨量比例变化趋势和短历时暴雨雨量占总

暴雨雨量比例变化趋势中呈增加趋势的站点明显

多于减少趋势的站点（表7）。在长历时暴雨雨量占

总暴雨雨量比例变化趋势中，东北、华北、华东、西

北和西南呈减少趋势的站点居多，而华中和华南呈

增加趋势的站点居多。

3 结论和讨论

3.1 结论

（1）1961-2015年中国总降雨、总暴雨和短历时

暴雨雨量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均呈现出“增-减-

增”的变化趋势，而长历时暴雨则呈现出“增-减”的

变化趋势。总降雨、总暴雨和短历时暴雨雨量呈增

加趋势的占主导，而长历时暴雨呈减少趋势的占主

导。其中总降雨、总暴雨、短历时暴雨和长历时暴

雨雨量呈增加趋势的站点比例依次是 74.96%、

81.64%、83.92%和40.82%。无论何种强度和历时降

雨，均检测到了一条自东北向西南的变干带，在此

带上降雨均表现出不同波动程度的减少趋势。在

不同分区对比分析中，总降雨雨、总暴雨和短历时

暴雨雨量变化趋势上，七大分区呈增加趋势的站点

均明显多于减少趋势的站点。长历时暴雨雨量在

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呈减少趋势的站点居多，而

华中、华东和华南呈增加趋势的站点居多。

（2）在降雨的贡献方面，中国总暴雨雨量对总

降雨雨量的贡献和长历时暴雨雨量对总暴雨雨量

的贡献的空间分布格局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地

区梯次减少，而短历时暴雨雨量对总暴雨雨量的贡

献则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

总暴雨雨量对总降雨雨量的贡献和长历时暴雨雨

量对总暴雨雨量的贡献大致都在0%～20%左右，而

短历时暴雨雨量对总暴雨雨量的贡献则大致在

80%～95%。无论何种强度和历时降雨雨量贡献，

均检测到了一条自东北向西南的分界线，该线与上

述变干带基本重合。在不同分区对比分析中，在总

暴雨雨量占总降雨雨量比例上，东北、华北、西北和

西南地区的比例集中在低等级上；华中、华东和华

南的比例则主要集中在高等级上。在短历时暴雨

雨量占总暴雨雨量比例上，华南、华中和华东地区

的比例集中在低等级上；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比例集

中在高等级等级；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比例则主要集

中在高低等级上，中间等级较少。在长历时暴雨雨

量占总暴雨雨量比例上，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

区的比例主要集中在低等级上；华中、华东和华南

比例主要集中在较高等级。

（3）在降雨贡献的变化趋势方面，中国总暴雨雨

量对总降雨雨量和短历时暴雨雨量对总暴雨雨量

贡献的变化趋势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依次呈现

出“增加-增减镶嵌-增加”的空间分布格局，而长历

时暴雨雨量对总暴雨雨量贡献的变化趋势则呈现

出“东南增减镶嵌-西北减少”的空间分布格局。其

中总暴雨、短历时暴雨和长历时暴雨雨量呈增加趋

势的站点比例依次是 81.34%、80.73%和 34.29%。

无论何种强度和历时降雨雨量，也均检测到了一条

自东北向西南的转换带，该带与上述变干带基本重

合，不同历时和强度的降水波动较大。在不同分区

对比分析中，总暴雨雨量对总降雨雨量和短历时暴

雨雨量对总暴雨雨量贡献的变化趋势在七大分区

均以增加占主导，而长历时暴雨雨量对总暴雨雨量

贡献的变化趋势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和西南呈

减少趋势的站点居多，华中和华南呈增加趋势的站

点居多。

3.2 讨论

不同城市化地区的对比分析。中国南北各区

域暴雨历时和强度差异较大。城市化水平高的地

区的短历时暴雨是否普遍多于城市化水平低的地

区，其现象和内在机制仍不清楚。因此，在分析暴

雨时空变化时，需要将不同城市化水平下的不同历

时暴雨区分开来讨论。

多源降水数据的对比验证。时间分辨率更高

的资料能够提供暴雨持续时长和强度等特征，因

此，对深入了解暴雨的时空变化规律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并且暴雨造成的影响往往与暴雨事件的

历时长短有密切的联系，使用分辨率更高的资料能

够更准确地描述中国暴雨的时空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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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暴雨事件的区划。由于《中国气候变化区

划（1961-2010）》一文中所采用的气候波动特征指

标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暴雨事件的变化，但是还未

能完全反映暴雨事件的变化；且气候变化区划是基

于年值降水和气温数据，利用趋势和波动特征对中

国整体气候变化进行的区划，不能够正确反映区域

暴雨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变化趋势。因此有必

要针对不同历时的暴雨进行区划。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影响问题。已有研究表明，

当前全球 18%的强降水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

变暖所导致的。随着未来气温上升，这个比例还会

增加；模拟结果显示，如果气温比工业发展前的水

平多升高 2°C，那么人类活动将影响 40%的极端降

水［19］。因此，应考虑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一方

面在给定观测的自然和人为强迫因子的条件下，合

理再现和确认大尺度区域暴雨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的

稳健信号；另一方面，通过模拟研究加深不同气候

变化分区下人类活动对区域暴雨的热力、动力、云

物理等过程影响的科学理解；从而进一步揭示气候

变化的区域分异规律与暴雨灾害风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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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 difference between contribution of short and long duration
heavy rainfall to total heavy rainfall in China from 1961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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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Resource Ec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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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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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regions are pounded with heavy rainfall，causing flood，casualties，property damage and severe

destruction to ecosystem in multiple urban areas.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xtremely heavy precipitation event un-

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has caused terrible harm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life

security，ecosystem，etc.，brought profound impac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saster area，become a key fac-

tor of global and regional disasters and environmental risk，and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academic circle and all

sectors of the society. So severe disasters caused by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s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

tention，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duration heavy rainfall and total heavy rainfall becomes the hottest

scientific frontier issue. Different duration heavy rainfall's contribution to the total heavy rainfall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Here we use daily rainfall data from 1961 to 2015 of 659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China.

When the rainfall is greater than 50 mm in 24 hours，it is a heavy rainfall event. Heavy rainfall that only lasts for

one day is defined as short duration heavy rainfall，while that lasts for more than two days is defined as long dura-

tion heavy rainfal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otal rainfall，total heavy rainfall and short duration heavy rainfall

showed“increasing-decreasing-increasing”from the southeast coastal to northwest inland in China from 1961 to

2015，and the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with increasing trend were predominant. In the meantime，long duration

heavy rainfall showed“increasing-decreasing”spatial pattern，and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with decreasing trend

were predominant. There was a belt of becoming drought from northeast to southwest. The contribution of total

heavy rainfall to total rainfall and long duration heavy rainfall to total heavy rainfall showed“high in south-

east-low in northwest”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n the contrary，the contribution of short duration heavy rain-

fall to total heavy rainfall showed“low in southeast-high in northwest”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The contribu-

tion trend of total heavy rainfall to total rainfall and long duration heavy rainfall to total heavy rainfall showed

“increasing-mosaic with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increasing”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from northeast to

southwest，and on the whole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with increasing trend were predominant. On the contrary，the

contribution trend of short duration heavy rainfall to total heavy rainfall showed mosaic with increasing and in-

creasing in the northeast，slightly decreasing in the southwest，and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with decreasing trend

were predominant. There was a climate transition zone from northeast to southwest，which were essentially coin-

cident with the arid zon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ecipitation in China is changing to extremely accompa-

nied by the significant short duration storm increasing. Chinese heavy rainfall，especially the increase of short du-

ration heavy rainfall suggests that human activity is likely to be triggered an increasing in extreme precipitation.

Key Words∶ precipitation contribution；spatial difference；long and short duration heavy rainfall；total heavy

rainfall；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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