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Xiv合作期刊

基于 SPEI 的锡林河流域干旱演化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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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蒙古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18
2.陕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陕西西安 710068）

摘要：以锡林河流域内及周边 13 个国家气象站逐日气象观测数据为基础，采用标准化降水
蒸散指数（SPEI）
，借助 Mann-Kendall 与 Mann Whitney Pettitt 突变检验、非参数统计检验以
及重标极差 R/S 分析法，深入剖析锡林河地区多年干旱演变趋势及未来干旱预测。结果表明；
锡林河地区干旱突变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近 60 a 来，SPEI 表现出显著减小趋势，上游
减小趋势较中下游段小，中下游段为旱情多发带，下游西北端是干旱存在的危险区域。在未
来，流域旱情将有所缓解，但冬季旱情有持续加重的可能，应加强干旱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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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rought evolution of Xilin River basin Based on SPEI

chinaXiv:202007.00036v1

ZHANG Lu1, ZHU Zhong-yuan1, XI Xiao-kang2, WANG Hui-min1, WANG Fei1
(1.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Civil Engineering,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ohhot,010018, Inner Mongolia , China
2.Shaanxi Provincial Bureau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Survey, Xi’an, 710068, Shannxi,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e drought for many years and the
prediction of future drought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 (SPEI), as well as Mann-Kendall test, Mann Whitney Pettitt mutation
test, nonparametric statistical test, and rescaled range R/S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daily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data from 13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around the Xilin River
Basi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udden change of drought began in the 1990s. In the past 60
years, SPEI has shown a significant decrease trend, and the decreasing trend in the upstream is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were
drought-prone, and the northwest end of the downstream is a dangerous area where drought exists.
In the future, the drought will be alleviated, but the drought in winter may continue to increase,
and drought monitor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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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暖干化的背景下，干旱、洪涝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已趋于常态化，且发生频率
与强度不断增大[1-2]。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及不合理放牧，干旱半干旱草原型流域生态环
境遭到严重破坏，牧草产量降低、土地沙化不断加剧、干旱事件频发，导致牧区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3-6]。
干旱监测是应对旱情变化的重要手段，由于干旱事件影响的广泛性，利用干旱指数在特
定时间尺度对区域旱情进行有效监测评估，可减少自然灾害对人类生活的影响[7]。气候变化
可能会引发降水模式的改变，气温、降水以及潜在蒸散发是影响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区的主要
气候因子，也是表征干旱的直接因素[8]。干旱指标发展初期使用单一降水要素表征干旱 [9]，
适用性广泛，却忽略了其他因子对干旱的影响。经过不断探索，学者们将降水与温度相结合
进行干旱表征，且随着潜在蒸散发在计算方法上的逐步优化，标准化的干旱指数被越来越多
的学者所使用[3,10]，例如可以准确表征干旱特征，且具有较强适用性的 SPEI[11]。应用 SPEI
对我国东北、西南等地区干旱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高度符合[12-14]，且有
研究表明综合应用不同时间尺度的 SPEI 和 SPI，可实现对气候变化的综合评估[8,11,15]。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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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 对锡林河流域进行干旱评价，分析不同季节旱涝灾害的发生频次，可划分旱涝发生的时
间及强度[16]，但对空间及长时间序列的干旱演变趋势分析较为缺乏。基于以上分析，为提
高对旱情监测及评价的精度，本研究选用 SPEI 与 SPI 进行流域干旱时空演变趋势分析，并
对比 2 种指标的区域适用性，以期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干旱演化特征评估及未来干旱灾害
预防提供帮助与借鉴。

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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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河发源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属内陆河（43º26′~44º39′N，115º32′~117º12′E），
全长 198 km，流域面积 6 263 km2。锡林河以库尼苏曼为分界，库尼苏曼以上为上游，流经
丘陵地带，河道异常弯曲，间或有沼泽地。该地区是典型的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气候，季节
变化明显，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276.3 mm，最小降水量为 121.1 mm，最大降水量为 511.7 mm，
干燥且多风。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推荐的 Penman-Monteith 公式[17]计算锡林河流域
潜在蒸散发，多年平均潜在蒸散发量为 1 105.6 mm，最小潜在蒸散发量为 978.2 mm，最大
潜在蒸散发量为 1 243.5 mm。

图 1 气象站点分布示意图
Fig.1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weather station

1.2 数据来源
由于锡林河流域内仅有锡林浩特唯一一个国家气象站点，故本文下载并整理了锡林河流
域内及周边 13 个国家气象站 1960—2018 年逐日降雨量、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
平均相对湿度、日照时数、平均风速等数据（见图 1）。气象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
共享服务网( http://data.cma.cn)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
（V3.0）
（缺测率小于等于 10%）
[18-19]
。为保证时间序列完整性，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插值法对各站 1960—2018 年缺测数据
进行插补延展，并对数据的可靠性、一致性和代表性进行了检验校正。

2 研究方法
2.1 SPEI 与 SPI
SPI 的计算仅考虑降水因素，简单易行，且具有多时间尺度，被广泛应用于气象干旱监
测
SPEI 是基于 SPI 未能充分表达气温指标的不足，在 2010 年被 Vicente-Serrano 提出
[21]
。SPEI 通过计算潜在蒸散发和降水的差额，并进行正态标准化得到 SPEI，既考虑了温度
对干旱的影响，且更加客观地描述地表干湿变化，适用于气候变暖背景下干旱特征的分析[22]。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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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 Penman-Monteith 公式计算潜在蒸散发（PET），并计算气候水分平衡（BAL）
，即：

Di  Pi  PETi

(1)

式中： D i 为降水量与蒸散量的差，mm； Pi 为降水量，mm； PETi 为潜在蒸散量，mm。
对 D i 数据序列进行正态化。由于原始数据序列 D i 中可能存在负值，所以 SPEI 指数采
用 3 参数的 log-logistic 概率分布，得到概率分布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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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参数  、 、 分别采用线性矩估计方法拟合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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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Γ 为阶乘函数； 0、1、2 为原始数据序列 D i 的概率加权矩。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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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为参与计算的月份数。

 

对累积概分布 F x 进行标准正态化，当累积概率 P ≤0.5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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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趋势检验
2.2.1 突变检验
Mann-Kendall 突变检验是一种对长序列变化进行突变检验的方法，近些年在水文气象
学方面的研究中被经常使用，其具有操作简单，结果精确的优点[23]。对于一个长度为 n 的



时间序列 X  x1 ,x 2 ,

x n 1 ,x n  ，假设该时间序列无趋势性，运用统计思维原理设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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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变量 d k 。

dk 

i j
n 1
1

n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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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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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计算所得序列 d k 是一个随机秩序列，服从正态分布，由此可计算其期望值 E d k 和方

 

差Var d k ：


E d k   n  n  1 / 4


Var d k   n  n  1  2n  5  / 7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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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得变量 UF d k ：

d k E d k  

UF d k   
Var d k 



定义时间序列 X 的逆序列 X   x n ,x n 1 ,

 

 

（14）

,x1 ，重复上述计算过程，即可得到 X

的逆序列的趋势数列 UF  d k ，计算 UB d k ：

UB d k   UF  d k 

 

（15）

 

根据计算所得的 UF d k 与 UB d k 数列，绘制其对应的趋势变化曲线。观察曲线变
化范围，若两条曲线变化在置信区间之外且在时间序列内并无相交，可知该序列的变化存在
向上或向下的趋势。若曲线在置信区间内有交点，则认为交点就是时间序列的突变点[24-26]。
2.2.2 Mann–Kendall 非参数统计检验法
世界气象组织推荐并已广泛应用的 Mann-Kendall 非参数统计方法，能有效区分某一自
然过程是处于自然波动还是存在确定的变化趋势，因其受异常值的干扰较小，同时不受数据
分布特征的影响，而被广泛应用于气候变化影响下的降水、干旱频次趋势检测。



对长度为 n 的时间序列 X  x1 ,x 2 ,

x n 1 ,x n  ，原假设 H 0 ： X 是一个由 n 个元素

组成的独立的具有相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备择假设 H 1 为双边检验：对于所有的 i≤n 和 j ≤n ，
且i 

j ， x i 和 x j 的分布不同，统计变量 s 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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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n≥8 时，随机序列 si (i=1,2,…,n)近似服从正态分布，s 的期望 E s 和方差Var s
为：

E s   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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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1  2n  5 

Var s   
18

（19）

而得到 Mann-Kendall 统计检验值 Z mk ：

Z mk

s  1 / Var s  ，s  0


0
，s  0


s  1 / Var s  ，s  0



（20）

在显著水平   0.05 时， Z ≥1.96 ；显著水平   0.01 时， Z ≥2.58 。
基 于 此 ， 检 测 到 的 趋 势 可 以 分 为 6 个 区 域 ：（ 1 ） s  0.02 ， 显 著 减 少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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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0.02,0.01 ， 减 少 ；（ 3 ） s  0.01,0.004  ， 不 显 著 减 少 ；（ 4 ）
（5）s  0.01,0.02 弱势增长；
（6）s≥0.02 ，
s  0.004,0.01 ，没有显著增加；

显著增加。
通过检查不同时间尺度的 SPEI 和 SPI 时间序列，发现自相关可以忽略不计。用于 SPEI
和 SPI 时间序列计算得到的 Mann-Kendall 趋势测试的 Kendall’sτ，采用距离反比法进行空间
插值，分析锡林河流域干旱时空演变特征。
2.2.3 Mann Whitney Pettitt 突变检验法
Mann Whitney Pettitt 突变检验法（简称 Pettitt 法），该方法也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
最初由 Pettitt 用于检验突变点，故取名为 Pettitt 法[27]。Pettitt 检测法的原理是：对于样本容
量为 n 的气候序列，给出其对应的秩序列，构建统计量。如果在某年出现突变，则将该年作
为分割点，将气候序列分为该年前与后两部分。
2.2.4 重标极差 R/S 分析法
R/S 分析法（又称 Hurst 系数法）通常用来分析时间序列的分形特征和长期记忆过程，
以英国水文学家哈罗德·赫斯特命名，被广泛用于水文气象要素的变化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气温与降水特征
本文采用多项式和线性回归法对历年降水与气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图 2a1-2b5）
，近
-1
60 a 来，锡林河流域年均气温呈上升趋势，增长率为 0.390 ℃·（10a ），Daniel 检验结果显
示，r=0.686，p<0.05，表明年均气温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由季节变化可以看出，春季、夏季、
秋季和冬季的气温增长率分别为 0.483 ℃·（10a-1）
、0.383 ℃·（10a-1）
、0.344 ℃·（10a-1）
、
-1
0.348 ℃·（10a ）
，经 Daniel 检验，r 值均在 0.50 附近，检验显著水平 p<0.05，表明气温的
季节性变化差异显著。对比四季气温变化可发现，春季和夏季气温上升率较大，表明春、夏
两季气温的升高对全流域气温上升具有较大的贡献。
1960—2018 年，锡林河流域年均降水呈线性下降趋势（图 2b1-2b5），减小趋势为 1.811
mm·
（10a-1）
，经 Daniel 检验，r=-0.079，p>0.05，表明年均降水呈不明显的减少趋势。季节
性降水变化不唯一，春、秋、冬三季呈现增加趋势，线性增加趋势分别为 0.368 mm·
（10a-1）
、
-1
-1
-1
0.537 mm·
（10a ）、0.327 mm·
（10a ），而夏季呈现下降趋势，减少趋势为 1.860 mm·10a ，
经 Daniel 检验显著水平 p>0.05，季节性降水变化并不显著。由于历年夏季的降水占全年总
降水的 66.97%，故夏季降水的减少，导致流域全年降水量产生递减趋势，春、秋、冬三季
降水对全年降水的贡献较小。
气温与降水的历年 6 阶多项式曲线均表明，
20 世纪 90 年代后，
降水与气温的变化幅度较之前大，并且出现明显的周期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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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气温

b.降水

图 2 1960—2018 年气温与降水变化趋势
Fig.2 Trends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in 1960-2018

3.2SPEI 与 SPI 分析
3.2.1SPEI 与 SPI 变化趋势
不同时间尺度 SPEI 和 SPI 的波动规律明显不同（图 3）
。干旱指数的波动频率随着时间
尺度的增大，干湿变化随之变平缓；反之，时间尺度越小，干湿变化越剧烈。其中月尺度能
够反映短期内降水不足引起的气象干旱，变化最为剧烈；季节尺度可以反映农业干旱状况，
波动频率减弱；年际变化可以反映出包括地下水、河流等在内的水文干旱情况。SPEI 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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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持续减小趋势，21 世纪 00—10 年代出现最低值，2010 年附近有所回升，但近几年又呈现
减小迹象。与 SPEI 的变化不同，SPI 的变化呈现出低—高—低与高—低—高交替变换的现
象。20 世纪 60—70 年代、80—90 年代和 21 世纪 00—10 年代 SPI 值有明显的减小趋势。

图 3 1960—2018 年不同时间尺度 SPEI 与 SPI 变化趋势图
Fig.3 Trends of SPEI and SPI at different time scales from 1960 to 2018
3.2.2SPEI 与 SPI 表征干旱等级的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 SPEI 与 SPI 在描述干旱等级上的差别，统计了 1960—2018 年月尺度下不
同程度干旱发生次数（图 4）。可以看出近 60 a 来，SPEI 统计轻、中、重、特旱的次数分别
为 123、76、33、14 次，总计 246 次。SPI 统计轻、中、重、特旱的次数分别为 109、65、
31、7 次，总计 212 次。SPEI 对轻旱和重旱的描述较 SPI 更精细，识别干旱的能力较强。在
年代变化中，20 世纪 80 年代和 21 世纪 00 年代发生干旱的次数在 40~60 次，90 年代为 30
次左右，其余年代均在 26~38 次。从图 4 可以明显地看到，20 世纪 90 到 21 世纪 00 年代，
锡林河流域干旱发生次数呈显著增加趋势，且 00 年代达到历年变化的峰值，10 年代后回归
平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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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干旱等级 SPI 与 SPEI 干旱发生次数统计
Fig.4 Statistical diagram of the number of drought occurrences of SPEI and SPI in different
drought levels
3.2.3SPEI 与 SPI 的 Mann-Kendall 突变检验
用 Mann-Kendall 突变检验法对锡林河流域不同站点 1960—2018 年 SPI-12 进行突变检
验（图 5）
，结果表明：近 59 a 来只存在 1999 年一个突变点，且在置信区间内。Pettitt 突变
点检测结果与 Mann-Kendall 突变检验结果一致，且检验结果显著。关于 SPI 的 UF 与 UB 存
在多个交汇点，分别为 1962、1996、1998、1999 年，由于突变点均在置信区间内，为进一
步验证其突变年份，故采用 Pettitt 突变点检测进行验证，检验结果显示 SPI 突变年份为 1998
年，检验结果为不显著，说明近 60 a 来，SPI 受降水波动影响较大，突变点不易被检测到。
通过 Mann-Kendall 突变检验结果可知，由干旱指数表征的干旱情况在锡林河流域发生具有
代表性的突变开始于 90 年代。

图 5 1960—2018 年锡林河流域 SPEI 与 SPI 的 Mann-Kendall 突变检验
Fig.5 Mann-Kendall mutation test of SPEI and SPI in the Xilin River Basin from 1960 to 2018

3.3SPEI 与 SPI 趋势变化时空对比分析
3.3.1 逐月趋势变化
锡林河流域历年 SPEI 逐月空间变化（图 6）表明，锡林河流域 1 月份 SPEI 没有显著增
长，在上游与下游西北端呈现出比中下游其余区域弱的增长趋势；锡林河流域 2 月份 SPEI
在流域下游西北部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下降趋势不明显；3 月份锡林河流域上游与下游西北
部 SPEI 有不显著的下降趋势，4 月份锡林河流域中下游 SPEI 减小，直到 5 月份才有所缓和，
这与春季为全年气温增加态势最明显季节有很大关系，随着月份的向后推移，变化程度从下
游西北端—上游东南端—中游逐渐减弱；6—8 月份锡林河流域 SPEI 呈现出夏季气温与降水
的综合变化态势，从 6—7 月份的减小一直到 8 月份的显著减小，表明 SPEI 值能够综合捕
捉气温与降水对干旱的影响；9—10 月份的 SPEI 依旧存在减小趋势，下游尤其明显，直到
11—12 月份 SPEI 才开始有所增长，流域下游与中游增加态势较上游强。由于锡林河流域从
10 月份气温就开始大幅度下降，故 SPEI 对气温与降水变化的敏感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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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锡林河流域 SPEI 月值的 Kendall′ τ空间分布
Fig.6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endall'τ in the SPEI month value of the Xilin River Basin
利用距离反比法对 1960—2018 年 SPI 进行 Mann-Kendall 非参数统计检验，并进行空间
插值分析（图 7）
。结果表明，1 月份的 SPI 在锡林河上游有微弱的增大趋势，中游到下游上
段增大趋势较明显，下游末端的增加速度趋于整个月的均值；2 月份整个流域大部分区域
SPI 呈上升趋势，只有下游段西部部分地区有微弱的下降趋势；3 月份流域上游与下游游 SPI
呈现下降趋势，中游 SPI 值有微弱的上升趋势；4 月份锡林河流域总体呈现出比前 3 个月稍
强烈的上升趋势，这与春季降水增加有极大的关系；由于气温逐渐升高，导致蒸发增加，5
月份 SPI 的上升趋势减弱不少，6 月份 SPI 弱势增长；7—8 月份锡林河流域的 SPI 值一直处
于明显减小趋势，这与夏季降水逐年减少、气温逐年上升有显著关系，减小程度最大区域由
上游—中游—下游，随着月份依次变化，这与流域径流量变化有着密切关系；9—11 月份的
SPI 值一直有增大的趋势，下游先增大，中、下游随之增大，11 月全流域有显著的增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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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秋季降水有所回升，气温降低有关系；12 月份 SPI 增加趋势随着气温的下降开始逐渐
减小，一直持续到 2 月份。

图 7 锡林河流域 SPI 月值的 Kendall′ τ空间分布
Fig.7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endall'τ in the SPI monthly value of the Xilin River Basin
3.3.2 年际趋势变化
锡林河流域 SPEI 表征的干旱变化趋势（图 8 左）表明，全流域 SPEI 总体呈现减小趋
势，其中在流域中下游段，尤其是流域西北端的干旱化较严重；锡林河流域 SPI 表征的干旱
变化趋势（图 8 右）表明，流域总体呈现不显著的增加趋势，并且仅在流域中游干旱化较为
严重，并没有识别出更严重的干旱化趋势以及下游段其他区域的干旱化现象。杜波波等[28]
研究认为，在锡林郭勒盟西南，中部及中间北部地区存在干旱现象，并且出现严重干旱的频
率也较高。SPEI 与 SPI 的空间演化趋势显示，SPEI 能够较 SPI 更好、更早的预测旱灾，涵
盖 SPI 所识别的干旱化现象，在锡林河流域适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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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锡林河流域 SPEI 与 SPI 年值的 Kendall′ τ空间分布
Fig.8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endall'τ in the SPEI and SPI annual values of the Xilin River
Basin

3.4 未来旱情预测
根据 R/S 分析原理，利用最小二乘法计算近 59 a 锡林河流域 SPEI 序列的 Hurst 指数，
若 H 大于 0.50 时，表明该序列零时刻过去增量与零时刻未来增量的相关函数值大于 0，产
生正持续效应，反之产生反持续效应。由表 2 可知，年尺度的 Hurst 指数为 0.4178，表明 SPEI
未来将会有减缓的可能，但可能性较小；春季、夏季和秋季的 SPEI 将会呈现较大可能的减
缓现象；冬季 SPEI 的 Hurst 指数大于 0.50，表明锡林河流域冬季旱情将会有持续加重的可
能，需要重点关注冬季旱情的变化，尤其是流域中下游段。
表 2 R/S 分析结果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R/S analysis results
时间

SPEI

全年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0.4178
0.2171
0.3068
0.3794
0.5321

4 结论与讨论
（1）
对比分析 SPEI 和 SPI 之间的差异发现，
SPEI 可以较好地捕获 1960—2018 年特旱、
重旱和中旱事件。SPEI 表征的干旱持续时间较 SPI 长，且频次较多；降水的历年变化不显
著，但气温的年、季节性变化差异显著。因此，气温对锡林河流域干旱的作用较明显，故
SPEI 能够较 SPI 更好、更早的预测旱灾，在锡林河流域适用性较好。
（2）锡林河流域 SPEI 总体呈现减小趋势，旱情突变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月尺度
SPEI 的 Kendall′τ变化表明，流域下游西北端是干旱化较为严重的区域，应加强对旱情的监
测。在未来，锡林河流域的旱情将逐渐有所缓解，但冬季旱情有持续加重的可能。
（3）气象干旱为区域旱情提供最早的预警信息，且某一年的干旱是由多种陆面和大气
因素耦合所致。其中有关草原型流域干旱成灾机理方面的研究，尤其在牧草不同生育期多种
致灾因子叠加组合形成的干旱灾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多个单点上的气温、降水及潜在蒸散
量只能粗略的估计区域面上的干旱趋势变化，未来有待优化干旱指数的区域适用性与综合使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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