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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河源区径流演变规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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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西南河源区径流变化的区域一致性和差异性规律,本文利用西南河源区6个水文站

近50年的日径流资料以及西南河源区地面气温和降水月值0.5°×0.5°格点数据,通过线性倾向估

计、累积距平、Mann-Kendall突变诊断、t检验等方法,分析西南河源区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

的年径流演变规律和径流对气候要素的响应。结果表明:西南河源区大部分站点年径流呈下降趋

势,但变化趋势不明显。其中在20世纪60年代初,河源区年径流总体有小幅的上升;20世纪70
年代一直到20世纪末,年径流一直呈下降趋势;21世纪以来,年径流有所回升;河源区西北部和东

南部的径流突变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两处突变点之后径流

分别呈下降和上升的趋势;河源区径流主要受降水和气温的影响,其中降水的影响较大。
关键词:西南;河源区;径流;趋势;突变;响应

中图分类号:TV1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710(2017)04-0457-07

Variationcharacteristicsanalysisofrunoffinriversourceregionsofsouthwest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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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ofHydrologyandWaterResources,HohaiUniversity,Nanjing210098,China;

2.StateKeyLaboratoryofHydrology-WaterResourcesandHydraulicEngineering,HohaiUniversity,
Nanjing210098,China)

Abstract:Inordertostudytheregionalconsistencyanddifferenceofrunoffvariationinsourcere-
gionsofsouthwestChina,inthispaper,thevariationcharacteristicsofrunoffchangedwithyear
fromthelaterhalfofthe20thcenturytotheearly21stcenturyandreactionstoclimatechange
thatcauserunoffevolutionwereanalyzedbasedonthedailyrunoffdataoverthepast50yearsof
thesixhydrologicalstationsandgrounddailyprecipitationandtemperaturedataat295gridswith
thespatialresolutionsof0.5°×0.5°oversourceregionsofsouthwestChinabytrendanalysisand
abruptchangetest.Negativetrendsarefoundinmostsitesofsourceregionsoverthepast50
yearsforannualrunoff,butthetrendisnotobvious.Intheearly1960s,theannualrunoffin
sourceregionsexhibitanincreasingtrendingeneral;fromthe1970stotheendofthe20thcentu-
ry,theannualrunoffdisplaysacontinuousnegativetrend,representingapotentialpositivetend-
encysincethe21stcentury.Theabruptchangeofannualrunoffofnorthwestsourceregionsoc-
curredmainlyinmid-1960s,afterwhichtheannualrunoffshowsdecreasetrends,whereasthe
abruptchangeofannualrunoffofsoutheastsourceregionsmainlyhappenedfromtheendof20th
centurytotheearly21stcenturywiththeannualrunoffrepresentinganincreasingtrendsubse-
quently.Theprecipitationandtemperatureeffectupontheannualrunoffofsourceregionsof
southwestChinacannotbeignored,withprecipitationisthemaininfluencingfactor.
Keywords:southwestarea;sourceregions;runoff;trend;abruptchange;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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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河源区包括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三大

流域位于中国境内部分的区域,地处东经82°00′~
101°51′和北纬21°06′~33°48′之间。雅鲁藏布江全

长3350km,流域面积66.6万km2,其中在中国境

内的河长2229km,流域面积约24万km2;澜沧江

全长4880km,流域面积约80万km2,其中在中国

境内的河长2129km,流域面积16.48万km2;怒江

全长3673km,流域面积32.5万km2,其中在中国

境内的河长2013km,流域面积12.48万km2[1]。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地区,其

河川径流受到气候条件、各种自然地理因素以及人

类活动的影响尤其明显,因此分析西南河源区径流

变化规律对研究全球变化和区域变化都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西南河源区的三条国际河流都流经多国,
其径流形势的变化会引起下游各国的关注。因此探

讨西南河源区径流的变化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地区

水资源特征,而且也会为河源区合理发展和国际河

流合作开发提供依据。
作为中国重要的三条国际河流,且地处青藏高

原这一海拔最高、地形复杂、地貌独特的高原地区,
每条河流已有一系列研究。刘剑等[2]、黄俊雄等[3]、
洛珠尼玛等[4]分析了雅鲁藏布江径流演变规律及其

原因;宋敏红等[5]利用7个气象站的数据对雅鲁藏

布江气温变化及趋势作了分析;尤卫红[6]等利用相

关系数分析出澜沧江径流量变化与云南降水量场的

变化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赵付竹等[7]用月尺度的水

量平衡模型分析得出径流对降雨变化较之对气温变

化更敏感;姚治君[8]等运用非参数检验等统计方法

分析怒江降水和气温变化及其对跨境径流的影响;
郝振纯[9]等通过气候倾向率和小波分析分析了青藏

高原河源区的气候变化特征。但是,对西南河源区

径流变化的区域一致性和差异性规律尚缺乏系统的

分析,本文首次把三大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填
补了西南河源区径流演变规律研究的空白,为深入

研究西南河源区的水文规律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资料及分析方法

本文从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和怒江三大流域选

取了6个具有代表性的水文站(这6个站点几乎控

制了三大江在中国境内的整个流域),运用这些站点

的日径流资料进行分析。站点的位置分布及序列长

度如表1和图1所示。
径流响应分析选用的气象资料为中国气象数据

网提供的中国地面气温月值0.5°×0.5°格点数据集

  

(V2.0)和中国地面降水月值0.5°×0.5°格点数据

集(V2.0)。
表1 各站点实测径流资料序列

Tab.1 Dataseriesofmeasuredrunoff

流域 站名 系列年份 备注

奴各沙 1960—2008

雅鲁藏布江 羊村 1960—2008 缺1969年

奴下 1960—2008 缺1969年

澜沧江
旧州

允景洪

1955—2008
1956—2007

怒江 贡山 1987—2007

图1 选取各站点分布图

Fig.1 Locationofhydrologicstations
 

本文选用线性倾向估计、累积距平、Mann-Kendall
突变诊断、t检验等方法分析年径流序列的变化趋

势,四种方法均是常用的分析方法。其中:①线性倾

向估计法即为一元线性回归法,是一种粗略的趋势

分析方法。建立一个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根据计算

得出的回归系数判断变量的变化趋势。②累计距平

是一种通过分析变量距离平均值的水平来判断变量

变化趋势的简单方法,其关键是求出变量与平均值

之差的累积和,即累计距平值,并绘出累积距平值曲

线,通过观察曲线分析变化趋势。③Mann-Kendall
法(简称 M-K法)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检验法,即不需

要样本服从一定的分布,也不受少数异常值的干扰,
适用于分析水文气象中非正态分布的数据。构造统

计量UF 和UB 序列,根据UF 与UB 曲线分析突变

点所在的位置以及变化趋势[10-12]。④滑动t检验是

通过检查两组子序列的均值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来

判断是否存在突变区域的。“滑动”的意思是指,人
为设置某一基准点,基准点前后取两段相同长度的

子序列做t检验,之后将基准点向后滑动一个单位

刻度,依次计算t值,进行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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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径流变化趋势分析

用线性倾向估计法分别计算河源区6个站的回

归系数、回归常数以及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
表2 各站点线性倾向估计法计算成果

Tab.2 Resultsoflinearregressionanalysisineachstation

站名 回归系数b 回归常数a 相关系数r

奴各沙 -0.997 2496.268 -0.096

羊村 0.548 -132.763 0.03

奴下 -0.102 2109.167 -0.004

旧州 -0.291 1526.65 -0.025

允景洪 -1.775 5305.226 -0.111

贡山 6.008 -10655.9 0.197

图2 各站年径流累积距平曲线图

Fig.2 Accumulatedvarianceresultofannualrunoffindifferentstations
 

总体来看,河源区的各个站点径流变化趋势有

增有减,其中奴各沙、奴下、旧州、允景洪等站表现出

下降趋势,羊村、贡山站表现出上升趋势。但除了贡

山站外,其余各站上升或者下降趋势最高不超过2
m3/(a·s),同时由表2也可以看出,各站的变化趋

势都不明显。由于各站时间序列长度不一,导致自

由度各不相同,但即使给定α=0.1的显著性水平,
对各站进行显著性检验,也都没有通过。因此,河源

区主要代表站的年径流变化趋势不显著。
运用累积距平法计算河源区6个站点逐时刻的

累积距平值,分别绘成累积距平曲线,如图2所示。
以奴各沙站为例,如图2(a),该站在1960—1964
年、1997—2001年曲线明显上升,在2001年以后曲

线呈小幅的波动上升,这表明年径流在这些时段内

是呈上升趋势的;在1981—1987年、1991—1997年

曲线明显下降,在1964—1981年期间,曲线呈小幅

的波动下降,这表明年径流在这些时段内是呈下降

趋势的。其中曲线最高点出现在1964年,最低点出

现在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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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河源区各站的累积距平曲线有许多共同特

征。例如在1960—1965年、1997—2001年,各站累

积距平曲线基本都是上升的,这表明年径流在这些

时段内是呈上升趋势的;在1965—1987年,各站累

积距平曲线基本都是下降的,这表明年径流在这期

间是呈下降趋势的。各站在1960—2005年时段内

常表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

图3 各站年径流 M-K法统计量曲线

Fig.3 M-Kstatisticalresultofannualrunoffindifferentstations
 

运用以上方法得出西南河源区年径流总体是呈

下降趋势的,但变化趋势不显著。其中,在20世纪

60年代初,河源区年径流总体有小幅的上升;20世

纪70年代一直到20世纪末,年径流一直呈下降趋

势;21世纪以来,年径流有所回升。

2.2 径流突变分析

运用 M-K法分析计算各站点统计量UF、UB
序列,考虑到结果的一致性,除贡山站外,统一选用

各站点1960—2007年的年径流序列进行计算,贡山

站的分析序列为1987—2007年。给定显著性水平

α=0.05,临界值uα=1.96,绘出UF 和UB 曲线图,
并将临界线也绘在图上,如图3所示。如果UF 和

UB 两条曲线出现了交点,且交点在两条临界线之

间,则可认为交点即是初步识别出来的突变点。
以奴各沙站为例,如图3(a),该站的UF 统计量

序列在1960—1964年大于0,这表明奴各沙站的年径

流在此期间是呈上升趋势的,且UF 没有超过临界

线,说明变化趋势不显著;自1965—1981年,UF 均

小于0且没有越过临界线,说明奴各沙站的年径流

呈不明显的下降趋势;在1982—1999年,UF 值均

在临界线(uα=-1.96)以下,说明在此期间年径流

的变化趋势是显著的。与累积距平法的结果相比,
变化趋势大部分一致。奴各沙站的统计量UF、UB
曲线相交于1965年,且交点在两条临界线之间,则
可初步识别出奴各沙站年径流的突变点为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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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站由 M-K 法检验出来的突变时间如表3
所示。

表3 各站点 M-K检验计算成果

Tab.3 ResultsofM-Ktrendtestineachstation

站名 突变时间

奴各沙 1965年

羊村 1965年、2006年

奴下 1961—1964年、2006年

旧州 1961—1964年、1990—1995年

允景洪
1972—1975年、1991—1992年、2003—2005年、

1998年

贡山 1991—1992年、1997年

运用累积距平法也能大致判断突变点的位置,
其中1964—1966年期间常出现各站累积距平曲线

的最高点或较高点,1997年左右常出现各站累积距

平曲线的最低点或较低点。因此,可大致判定出西

南河源区各站年径流的突变点出现在1964—1966
年以及1997年左右。

为了得到精确的突变点,不采用滑动基准点的

方法,而是将由 M-K法诊断出的突变点作为基准

点,分别在这些初步识别出来的突变点前后取两段

子序列进行t检验,把检验出的均值有显著性差异

的两组子序列所对应的基准点作为精确识别出来的

突变点。例如,对奴各沙站初步识别出来的突变点

1965年,取子序列长度n=5a,即取前5年(1960—

1964年)和后5年(1965—1969年)的年径流作为两

段子序列,计算统计量t进行t检验,发现1965年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奴各沙站的年径流序列在

1965年前后的变化是显著的,发生了均值突变,

1965年为其突变点。
此外,经过检验,发现羊村站的突变点为1965

年,允景洪站的突变点为2003年,贡山站的突变点

为1997年,奴下站和旧州站没有发生均值突变。
通过以上突变点的精确识别,结合累积距平法

分析得出的突变点,可大致认为西南河源区径流在

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生了

突变。

2.3 径流响应分析

西南河源区地表形态多变,其中雅鲁藏布江流

域部分在纬度上属于亚热带气候,但受青藏高原的

影响形成了温带和寒温带气候。澜沧江和怒江流域

部分纵跨多个纬度,自北往南拥有寒带、亚热带等多

种气候带。西南河源区河流主要补给类型有雨水补

给、融水补给和地下水补给。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

开发利用程度均较低,可认为是完全或者基本保持

自然状态的河流[13,14],因此可认为气候是河源区径

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西南河源区不同区域气候

差异显著,为便于得到各站年径流与所在区域气候

的相关关系,以贡山站附近的27.5°纬线为界,将西

南河源区简单地分为西北区域和东南区域。气候对

区域径流演变的影响主要通过气温和降水两大因素

来实现[15],本文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分析径流响应。

2.3.1 径流对气温变化的响应

本文通过ArcGIS确定西南河源区的经纬度范

围,运用中国气象数据网提供的中国地面气温月值

0.5°×0.5°格点数据集(V2.0)计算西南河源区的年

平均气温。西南河源区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年平均气

温差异巨大,但经过分析计算,西北部和东南部气温

变化基本是同步的,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1,因
此,继续采用西南河源区整体平均气温分析径流

响应。
经分析发现,西南河源区1961—2008年的年平

均气温总体呈上升趋势,与全球气候变暖大致同步,
但与河源区径流的总体下降趋势相反,这可能是因

为气温升高增大了蒸发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降

水量和融水量的增加。西南河源区1961—2008年

的年平均气温累积距平曲线在1961—1983年明显

下降,这表明年均气温在这期间是呈下降趋势的;在

1997年以后曲线明显上升,这表明年均气温在这期

间是呈上升趋势的。做西南河源区年均气温 M-K
法统计量曲线,如图4所示。由 M-K法检验出来的

变化趋势与累积距平法得出的结果几乎一致,统计

量UF、UB 的曲线相交于1994年,且交点在两条临

界线之间,则可认为西南河源区年均气温在1994年

发生了突变。

图4 西南河源区年均气温 M-K法统计量曲线

Fig.4 M-Kstatisticalresultofaverageannual
temperatureinriversourceregions

 

与西南河源区径流总体变化特征相比,在20世

纪70年代前,气温的下降趋势与径流的小幅上升趋

势是相反的;在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八、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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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气温的下降趋势与径流的下降趋势是一致的;

21世纪后,径流有上升的势头,但气温的上升趋势

开始得较早,显著的上升趋势开始于20世纪90年

代后期。二者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了突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径流呈上升-下降-上

升的变化趋势,气温呈下降-上升的趋势,而且气温

的趋势转变(包括突变点)都比径流的趋势转变更早

一些,这可能是径流对气温变化的响应有延时。取

雅鲁藏布江较有代表性的奴下站为例,奴下站年径

流序列与西南河源区年均气温序列的相关系数为

0.27,这表明二者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相关性不

大。因此可以判断,西南河源区的气温变化对径流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二者变化不完全一致。

2.3.2 径流对降水变化的响应

降水是水资源的总补给来源。本文通过 Arc-
GIS确定西南河源区的经纬度范围,运用中国气象

数据网提供的中国地面降水月值0.5°×0.5°格点数

据集(V2.0)计算西南河源区的年平均降水。西南

河源区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年降水差异也很大,且二

者相关性较差,相关系数只有0.16。
运用 M-K法分析西南河源区年降水的突变点,

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发现河源区年降水的突

变点不明显;河源区西北部在20世纪60年代初、70
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90年代初、21世纪初这些时

期可能发生了突变;河源区东南部在20世纪60年

代初、80年代初、21世纪初这些时期可能发生了

突变。
检查年降水与年径流的相关性,计算西南河源

区西北部年降水与奴下站年径流的相关系数,得r=
0.47;计算西南河源区东南部年降水与允景洪站年

径流的相关系数,得r=0.44。图5为西南河源区

西北部年降水及奴下站年径流变化图,图6为西南

河源区东南部年降水及允景洪站年径流变化图。

图5 西南河源区西北部年降水及奴下站年径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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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西南河源区东南部年降水及允景洪站年径流变化

Fig.6 Variationofannualprecipitationinsoutheastof
riversourceregionsandannualrunof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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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相关系数可以看出,西南河源区各站的年

径流与所在区域的年降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南河源区由于不同区

域降水差异巨大且不同步,导致河源区总体年降水

与河源区各站点的年径流相关性不是很好,但若分

区域计算不同气候区的年降水,则与区域内站点的

年径流相关性较高。这说明降水仍是影响河源区年

径流的主要因素,降水对径流演变趋势的控制作用

在下游最明显。

3 结 论

通过分析计算,西南河源区1960—2008年间的

径流演变规律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西南河源区大部分站点年径流是呈下降趋

势的,但变化趋势不明显。其中在20世纪60年代

初,西南河源区年径流总体有小幅的上升;20世纪

70年代一直到20世纪末,年径流一直呈下降趋势;

21世纪以来,年径流有所回升;

2)西南河源区西北部径流突变主要发生在20
世纪60年代中期,在这之后径流呈下降的趋势;东
南部径流突变主要发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
这之后径流呈上升趋势;

3)西南河源区径流主要受降水和气温的影响,
其中径流对降水的响应要大于径流对气温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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