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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次相关检验法、小波分析、持续性分析及多种统计学方法对半世
纪来济宁市降雨序列、年平均气温序列及泗河年径流序列的变化趋势、周期及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

果表明，济宁市在气温升高的趋势下，年降雨量没有变化趋势而泗河年实测径流量序列呈显著减小趋

势；年平均气温和年降雨分别存在１８年和９年左右的变化主周期；年平均气温、年平均径流序列的持
续性较好而年降雨量序列的持续性较差，且济宁市的气温变化特点与华北地区的气温变化特点相同；

年降雨与径流有着较好的同步性，人类的水事活动及土地利用形式的变化对径流造成影响；年降雨量

受年平均气温的影响，其变化滞后于气温变化约１５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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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宁市地处欧亚大陆桥鲁南经济带，经济基础雄
厚，是鲁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商品流通中心，同时

也是山东省重要的生物技术、煤炭能源和机械产业制

造基地。该市属于半湿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四季分

明。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４９．６×１０８ｍ３。
目前，济宁市年供水量２２．７×１０８ｍ３，其中地表

水８．７×１０８ｍ３，地下水１４×１０８ｍ３。在用水量中，农
田灌溉、林牧渔、工业、生活生态用水分别占到总用水

量的６３％、１０．６％、１４．５％和１１．９％。
泗河发源于山东省新泰市太平顶山西部，干流流

经济宁市辖区，于济宁市任城区辛闸村入南阳湖，全

长１５９ｋｍ，是南四湖流域最大的山洪河道，水资源丰
富。泗河流域是济宁市降雨量最多的地区。干流沿

岸有重要的津浦、兖石铁路，１０４、３２７国道，兖州煤矿，
孔子故里曲阜等，经济、人文意义重大。书院水文站

属国家一类水文站，位于泗河下游，是泗河干流上唯

一的水文站（见图１）。

图１　济宁市主要水系图及书院水文站位置
Ｆｉｇ．１　Ｍａｉｎｒｉｖ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ｐｏｆＪｉｎｉｎｇＣ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ｕｙｕａ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人类

对水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逐渐改变了天然径流的

变化规律。气温、降雨以及径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

关系，参与其中的人类活动又起着怎样的作用，针对这

些问题，以济宁市为研究对象，选用该市（包括各县市

区）１９５９—２００９年的年平均气温资料、１９５１—２００９年的
年降雨量资料以及书院水文站 １９５８—２００９年（无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的年实测平均径流量资料，对三者的变

化趋势及相依关系进行研究，旨在为济宁市水资源的

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参考，同时对构建城市水资源战略

储备体系、保障城市供水安全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济宁市年平均气温、年降雨量及泗河年平
均径流的演变规律

１．１　趋势变化
针对济宁市实测水文统计资料，根据当地降雨、

洪水发生的概率和气象成因分析结果，结合考虑流

域用水情况，将淮河流域水资源要素的年内变化分

为三个时段，分别为６～９月（主汛期）、１～５月（枯
水期，期间农田春灌较多）、１０～１２月（汛末来水减
少期，同时是水库蓄水及冬灌主要季节）。

为了回答人类用水行为与自然条件之间的变化

关系问题，并有利于人类就水资源利用做出合理安

排，分别就各时段（包括年）的降雨量及年平均气

温、泗河流域年径流量的变化进行趋势分析。分析

方 法 采 用 肯 德 尔 （Ｋｅｎｄａｌｌ）［１］ 和 斯 波 曼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２］两种秩次相关检验法，分析序列长度
见表１。

单、双侧检验分析结果（见表１，由于 ｔα＜ｔα／２，
Ｕα＜Ｕα／２，表中只列出双侧检验结果）表明，在显著
性水平α＝０．０５时，济宁市年平均气温表现出升高
的趋势，相应地，书院站实测径流序列除汛期未发生

改变外，枯季和汛末的径流量均呈减小趋势，进而导

致年径流量呈减小趋势。相比较而言，枯季径流量

减少更甚。以上这种升高、减小的趋势均具有显著

性。然而，降雨量却没有随气温的升高而变化，表现

为１９５９年以来三个时段（包括全年）的降雨量均没
有趋势变化，但枯水季降雨量年际变化特征发生了

改变。Ｆ检验（α＝０．０５，Ｆα／２＝２．３３，Ｆ１－α／２＝０．４５）
指出（见表２），济宁市１９５１—１９８８年时间段的降雨
方差明显大于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时间段的方差，表明近
年来枯季降雨量变化平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开始，人类活动力度不断加大，土地利用形式也在随

着变化，这是否影响了枯季降雨量的年际变化特征，

还需进一步分析。

泗河流域是一个闭合流域。由于流域内地下

径流的变化较为稳定，而书院水文站１～５月份实
测径流的减小趋势最为显著，由以上分析结果再

根据水量平衡原理，即，蒸发 ＝降雨径流，可推测
１～５月份的蒸发量较过去有所增加，从而导致春
季灌溉水量增加，造成实测径流量减少，年径流量

的年内分配更加不均。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调

查及探讨。

１９１　颜恒等：半世纪来济宁市水文情势变化研究　



表１　济宁市降雨、气温及径流变化趋势的检验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ｕｎｏｆｆｏｆＪｉｎｉｎｇＣｉｔｙ

检验项目 资料序列 多年平均值
Ｋｅｎｄａｌｌ检验

Ｕ Ｕα／２ 趋势性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检验
Ｔ Ｔα／２ 趋势性

分析结论

年降雨量 １９５１—２００９ ６９３．１ｍｍ －０．２３ １．９６ 无 －０．１９ ２．００３ 无 无趋势

１～５月降雨量 同上 １２６．９ｍｍ ０．５７ １．９６ 无 ０．５２ ２．００３ 无 无趋势

６～９月（汛期）降雨量 同上 ５００．３ｍｍ －０．３２ １．９６ 无 －０．２２ ２．００３ 无 无趋势

１０～１２月降雨量 同上 ６５．９ｍｍ －０．７６ １．９６ 无 －０．８５ ２．００３ 无 无趋势

书院站年实测平均径流
１９５８—２００９
（无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７．８２ｍ３／ｓ －２ １．９６ 减小 －１．９８ ２．０１１ 无 减小

书院站１～５月平均径流 同上 ２．６７ｍ３／ｓ －４．０６ １．９６ 减小 －４．６３ ２．０１１ 减小 减小

书院站６～９月平均径流 同上 １６．８９ｍ３／ｓ －１．６ １．９６ 无 －１．６６ ２．０１１ 无 无趋势

书院站１０～１２月平均径流 同上 ４．３３ｍ３／ｓ －２．７２ １．９６ 减小 －２．８７ ２．０１１ 减小 减小

济宁市年平均气温 １９５９—２００９ １４．０℃ ４．８ １．９６ 升高 ７．１４ ２．０１ 升高 升高

表２　１９５１—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两个时段降雨量序列方差的Ｆ检验
Ｔａｂ．２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ｓ（１９５１—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２００９）Ｆｔｅｓｔ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检验项目 Ｓ２（１９５１—１９８８） Ｓ２（１９８９—２００９） Ｆ 检验结果

年降雨量 ２０９４８．０９ ２８０８２．８５ ０．７４５９３９ 无显著差异

１～５月降雨量 １８２２２．７８ ２６８４．１１２ ６．７８９１２６ 有差异

６～９月降雨量 １４８８２．１９ ２１７６８．８７ ０．６８３６４５ 无显著差异

１０～１２月降雨量 １４８４．９０６ １５４６．５９ ０．９６０１１６ 无显著差异

１．２　周期分析
为了保持时间序列的一致性，年平均气温和年

降雨量资料均统一选择１９５９—２００９年时间段。由
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实测径流的周期并不能反映天

然径流的周期变化，所以不对该资料序列进行周期

成分的识别与提取。首先研究气温与降雨的周期情

况。利用 Ｍｏｒｌｅｔ小波［３］分析方法探讨年降雨量及

气温距平序列演变的周期性。图２、图３所示的是
二者的小波方差图。对于年平均气温序列而言，图

２中有三个显著的峰值。第一峰值在１８年处，说明
序列在该时间域下的震动最强，故可认为主周期为

１８年。此外在７年及４年处还存在峰值，所以认为
他们是年平均气温的次主周期。对于年降雨量而

言，可以确定存在９年、６年两类时间尺度，由于两
个峰值比较接近，故可以认为年降雨量变化存在

６～９年的周期。

图２　济宁市年平均气温距平序列小波方差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ｗａｖｅｌｅｔ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ＪｉｎｉｎｇＣｉｔｙ

　

图３　济宁市年降雨量距平序列小波方差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ｗａｖｅｌｅｔ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ＪｉｎｉｎｇＣｉｔｙ

　

图４、图５为济宁市年平均气温与年降雨量距
平序列的时频等值线图，以进一步了解气温与降雨

的时频结构。等值线数值大于零时，表示年平均气

温或年降雨量高于多年平均值，等值线数值小于零，

表示低于多年平均值。等值线颜色的深浅代表了不

同的离均程度。图４显示年平均气温离均序列明显
存在两类尺度的周期变化规律。王海军［４］等在统

计了中国北方５７年的气温资料并进行周期分析后，
认为华北地区年平均气温存在２２年的主周期和１４
年、７年的小周期；高晓梅［５］等对山东省潍坊市４５
年的观测资料进行分析得出，该市年平均气温存在

显著的１４～２２年的年际尺度和５～８年年际尺度的
周期变化，本次分析的济宁市气温变化周期也在上

述范围内。若按１８年的主周期判断，目前该市处于
高温期的末端，未来将步入一个持续降温的周期。

图４还显示，在 １９８５年以前低气温历时较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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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以后高温历时逐渐增加，且高温天气出现的
机会偏多。另外，长周期中的高气温时期往往包含

了个别极低气温的短周期；长周期中的低气温时期

也会出现极高气温的短周期。预示人类在应对高温

的同时，还要做好应对低温的准备。

图４　济宁市年平均气温距平序列时频结构图
Ｆｉｇ．４　Ｓｑｕａｒｅｏｆ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ＪｉｎｉｎｇＣｉｔｙ

　

图５　济宁市年降雨量距平序列时频结构图
Ｆｉｇ．５　Ｓｑｕａｒｅｏｆｔｉｍ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ＪｉｎｉｎｇＣｉｔｙ

　

降雨周期和气温周期有明显的不同，很难判断

大周期下是否有小周期的变化。在目前资料条件下

可以认为年降雨量存在７～９年这一尺度的周期变
化规律，降雨的丰枯交替较好，并没有因气温的变化

而发生较大变化。

１．３　持续性分析
英国水文学家赫斯特（Ｈｕｒｓｔ）通过引入一个新

的统计量Ｈｕｒｓｔ指数（由 Ｒ／Ｓ分析法得出［６７］），研

究时间序列某一状态持续的程度。Ｈｕｒｓｔ指数的取
值范围是０～１，其值越大序列越具有长历时的自相
关特性。根据Ｒ／Ｓ分析法分别得到气温、降雨及径
流序列的赫斯特指数Ｈ，即ｌｎ（Ｒ／Ｓ）～ｌｎτ关系曲线
的斜率（见图６～图８）。其中，年平均气温序列的
Ｈｕｒｓｔ指数 Ｈ＝０．９０１，表明该序列有较强的长程相

关性，未来一段时间的气温变化将延续目前所处周

期的总体趋势。年径流序列的 Ｈｕｒｓｔ指数 Ｈ＝
０８３３，该序列的长程相关性也较强，未来的径流变
化将延续目前的趋势，所以年径流序列将在一定的

周期范围里保持相对减小的状态，其减小原因需要

进一步深入研究。年降雨量序列的 Ｈｕｒｓｔ指数 Ｈ＝
０６８６，相比其他两个水文要素持续性较差，降雨状
态变化较快，故近四年来的降雨状态（采用均值标
准差分级法，分别属于平水、偏丰、平水和平水状

态）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图６　年平均气温系列的Ｈｕｒｓｔ指数
Ｆｉｇ．６　Ｈｕｒｓｔ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７　年降雨量系列的Ｈｕｒｓｔ指数
Ｆｉｇ．７　Ｈｕｒｓｔ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图８　年径流系列的Ｈｕｒｓｔ指数
Ｆｉｇ．８　Ｈｕｒｓｔ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ｒｕｎｏｆｆ

　

２　气温、降雨及径流的相关性

由上面分析得出，泗河书院站年实测径流量、济

宁市年平均气温及年降雨量都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

势。要解决产生的这些现象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内在

关系、人类活动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就需要进一步

对其演变规律进行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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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泗河上游分别于１９６０年３月和１９６０年
５月建成了龙湾套和华村两座中型水库，为保持资
料的一致性，统一选用１９６３年以来的资料（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年的年径流资料经内插得到），首先采用累积
距平法［８］对年实测径流、年降雨及年平均气温三个

序列的变化特征进行分析。

图９是三个序列的累积距平曲线图。从该图可
以看出，年平均径流与年降雨量的变化可大体划分

为三个阶段：７０年代中期之前累积距平曲线总体呈
上升趋势，降雨量、径流量偏多；７０年代中期到 ２０
世纪初是一个较长的相对少水期，并且在２００２年前
后达到最低值；２００２年以后，曲线又呈现增长势头，
但径流量曲线的增长较降雨量曲线明显缓慢。对于

年平均气温而言，存在以１９８６年为分界点的两个明
显的阶段。１９８６年以前气温逐渐下降，１９８６年以后
气温逐年上升。

图９　降雨、径流及气温序列累积距平曲线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ｒｕｎｏｆｆ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１　降雨与径流的同步性
泗河流域的径流由降雨形成，分析降雨径流同

步性的目的在于判定流域产汇流关系是否发生变

化。这里采用对比分析法。

根据１９６３—２００９年共４７年的实测资料，利用
相关概率分析法［９］对降雨和径流的相关性进行检

查，结果表明，在显著性水平 α＝００５下，降雨径
流的相关概率通过 χ２检验（χ２＝１７８９，χ２α＝３８４；
　χ２＞χ２α），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整体上看年平均
实测径流与年降雨序列变化的同步性较好（见图

９），可以认为七十年代以后泗河年径流量的整体偏
少主要与同期降雨量的持续减少有关。

经计算，１９６３—１９８８年降雨量与径流量的累积
距平相关系数为０．８１，其零相关检验结论为降雨与
径流显著相关，而１９８８—２００９年为０．２４，检验结果
为降雨与径流无相关性。所以认为１９８８之后该地
区产汇流机制发生了改变。进入 ９０年代尤其是
２００２年以后，降雨量与径流量的一致性较差，表现
为２００２年以后年降雨量累积距平的斜率（ｄＰ′／ｄｔ）
为１４４．４４，而平均径流深累积距平的趋势线斜率
（ｄＲ′／ｄｔ）只有８０．０５，相对于降雨偏差达到８０％；前
期１９７５—２００２年的降雨量累积距平趋势线斜率
（ｄＰ′／ｄｔ）为－５７．５１，平均径流深累积距平的趋势线
斜率（ｄＲ′／ｄｔ）为 －７１．１８，相对于降雨偏差并不很

大，只有２４％。究其原因，主要是人类活动、土地利
用形式的变化等对水资源状况造成越来越大的改

变。如，１９９４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５年７月，在泗河干流上
游黄阴集修建了拦河闸；２００４年３月，泗河支流柘
沟河上全长５７．２米的柘沟拦河闸工程开工，右岸渠
首建设引水闸一座，可拦蓄水量达１９０×１０４ｍ３。一
系列水库、塘坝等截流工程的建成，在满足农业灌溉

的发展、农村人畜饮用水和城市工业生产用水之需

的同时，也势必造成了实测径流量的减少。

２．２　气温与降雨的同步性
年平均气温累积距平曲线可分为两个阶段，即，

１９８６年之前气温持续下降，１９８６年以后气温持续上
升（见图９）。就目前资料显示，年平均气温的变化
与年降雨量的变化并不同步，降雨量变化滞后于气

温变化，二者存在一个１５～２０年的滞后期。胡利
平［１０］等分析了近 ５０年天水温度和降雨的变化特
征，认为该地区近期存在着气温升高而降雨减少的

事实；王洁［１１］等在对白洋淀流域５０年气温及降雨
资料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该流域气温持续上升，降雨

持续下降，同时气温和降雨间不是绝对对应的关系，

气温升高时降雨量可多可少。这些文献均表明，目

前的气温与降雨变化存在一个相位差。这个相位差

存在的真实性和形成的原因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

对气候的长期定性预报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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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１）济宁市年平均气温变化的特点与全球气温
的变化特点一致，且符合华北地区的气温周期变化

规律，总体趋势是增高的。在高气温的主周期中存

在有短时的极值低温期，在低气温的主周期中也存

在有短时的极值高温期，所以防灾减灾的任务依然

重大。在气温升高的同时，降雨量的总体趋势并未

发生改变。降雨周期与气温周期有明显的不同，前

者没有大周期下的小周期变化，仅有一个较为明显

的７～９年的变化周期，两者的变化不同步。从总的
趋势来看，降雨量变化滞后于气温变化约 １５～
２０年。

２）１９８８年以前，济宁市年径流量与年降雨量
存在良好的相依关系，降雨量变化直接导致了径流

量的变化。而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人类的水事活动

日渐增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２００２年以后降雨径流
的一致性，即降雨量的增加量快于径流量的增加量，

尤其是１～５月。人类活动导致了径流时空分布不
均性的增加。另据 Ｒ／Ｓ分析，年径流将保持持续减
小的趋势，必须引起当地水利主管部门的重视。

３）依据目前气温与降雨的同步变化规律，５～
１０年后济宁市降雨量将会由平偏丰步入一个降雨
量持续减少的周期。当地水利部门应提前采取应对

措施，确保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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