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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博尔塔拉河流域内（简称博河）4个气象代表站1960-2010年气温和降水量资料以及2个代表水文

站1980-2010年径流量观测资料，进行了气候、径流量的趋势分析及突变检验，并探讨其相关关系和影响效应。结

果表明：①博河流域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呈现增加趋势，其中冬季气温上升对流域气温变化的贡献率最大；②博

河年平均径流量呈波动中增加态势，并在1997-1998年发生一次由偏低期转为偏高期的突变；③流域气候变化与博

河径流量的关系研究表明，其上游河源区气温与径流量的相关性比下游的大。就降水量而言，下游降水量与径流

量的相关性比上游更为显著；④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当降水不变，温度每升高1℃时，博河径流量增加4.1%，而当温

度不变，降水量每增加10%时，径流量增加4.6%，说明径流量对流域降水量及其气温变化的响应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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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

问题，近100 年来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

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这种变暖是由自然气候波

动和人类活动共同引起的 [1]。IPCC 第四次评估报

告指出 [2]，过去 100 年来全球地表温度升高了

0.74℃，变暖幅度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明显加速，

1850 年以来最暖的 12 年中有 11 年出现在 1995-
2006年间。在国内，有研究表明，近

5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 1.1℃，

增温速率 0.22℃/10a，比全球或北半

球同期平均高得多，部分地区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增加 [3- 14]。在全球和

我国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西北

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其水资源时空演

变规律也逐渐引起关注 [15]，多项研

究表明，天山西部出现了气候由暖

干向暖湿转型的强劲信号[16-22]，这种

转型过程中，博河流域（图1）作为新

疆重点发展的天山北坡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气温、降水和径流序列是否存在突变，气候与径流

量变化有着怎样的关系，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

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利用流域内代表气象站和

水文站的序列观测资料，进行了气候、径流量变化

的趋势分析和突变检验，并探讨其相关关系和影响

效应，以揭示博河流域气候和径流变化中的突变事

实，亦为决策者的洪旱灾害防止提供科学依据。

图1 博河流域范围以及气象与水文站点

Fig.1 Location of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station and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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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气象数据来源于博河流域内阿拉山口、温泉、

博尔塔拉、精河等 4个气象代表站 1960年-2010年
逐年、逐月气温和降水量资料；水文数据则来源于

博河流域内温泉站和博乐站 2个代表水文站 1980
年-2010年逐年、逐月径流量观测资料，温泉站位于

博河河源区，博乐站位于博河下游（图1）。
2.2 研究方法

采用趋势分析法分析流域气温、降水量和径流

量在不同年代、年及不同季节的变化特征，用线性

拟合方法求其变化趋势。根据博河多年降水和径

流资料，分析计算模比系数、模比系数差值和模比

系数差积，根据计算结果绘制模比差积曲线，反映

流域降水量和博河径流量多年丰枯变化规律。对

于突变分析与检验，经Gramer法对气候要素进行检

验后，对存在突变点的要素序列，再利用滑动T检验

法和Yamamoto法，对突变点进行信度检验，从而验

证突变点的真伪，增强突变分析结果的可信度，最

后通过气候要素的累积距平法确定突变年份。对

于博河径流量的变化，则使用Yamamoto 法、滑动T

检验法、Mann-Kendall突变法和累积距平法进行突

变点的分析和检验。Person相关系数法用于在流域

气温、降水和博河径流量变化之间展开相关性

研究。

3 气候变化特征分析
3.1 流域气温变化特征分析

3.1.1 年变化特征 计算得出 1961-2010年博河流

域年平均气温标准序列如图2a所示，可知博河流域

年平均气温呈逐渐上升态势，其上升幅度为

0.303℃/10a。年平均气温 60年代最低（表 1），其均

值为 6.2℃，70年代逐渐升高，其均值为 6.5℃，80年
代为 6.7℃，90年代达 7.0℃，进入 21世纪初，气温上

升较为明显，突破 7.5℃的高值。21世纪初的 10年

与前 40年平均值相比，平均气温升高了 0.9℃。其

中，年均气温最低出现在 1969年，为 4.8℃，其次为

1984年的5.3℃，而最高年平均气温出现在2006年，

为8.2℃。气温在90年代中后期呈现明显的上升态

势，1996年以后，气温主要处在正距平阶段。

3.1.2 季节变化特征 将流域 1961-2010年月平均

气温按春季3-5月、夏季6-8月、秋季9-11月、冬季

12 月-翌年 2 月进行划分后分析，结果显示，在

图2 1961-2011年博河流域年平均气温及年降水量多年变化趋势

Fig.2 The tendency of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annual precipitation of Bortala River Basin from 1961 to 2011

时段

全年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20世纪

60年代

6.2
9.4

22.6
6.7

-13.6

20世纪

70年代

6.5
8.7

22.9
7.4

-13.0

20世纪

80年代

6.7
8.8

22.9
7.2

-12.2

20世纪

90年代

7.0
9.4

23.1
7.4

-11.8

21世纪初

7.5
9.9

23.2
8.6

-11.7

1961-2010年
6.8
9.2
23
7.5

-12.5

表1 博河流域各年代四季平均气温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seasonal annual temperature data in Bortala River Basin in each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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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2010年间，春、夏、秋、冬各季节平均气温均呈

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图 3），气温倾向率分别为

0.12℃/10a、0.14℃/10a、0.39℃/10a、0.49℃/10a，可见

冬季气温上升幅度最大，春季的最小，冬季气温上

升对流域气温变化的贡献率最大。

3.1.3 突变特征 利用DPSV7.05数据处理软件，采

用Gramer法、滑动 T检验法和Yamamoto法进行了

气温突变分析，结果发现对气温突变的检验结果基

图3 1961-2011年博河流域气温、降水量季节变化趋势

Fig.3 The seasonal changing tendency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in Bortala River basin from 1961 t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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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致，说明博河流域气温突变明显，并初步认为

突变发生在 90年代后期（表 2）。为了进一步确定

其突变年份，进行了气温累积距平分析（图 4a），结

果显示，气温累积距平的绝对最大值出现在 1996
年，气温距平达到最低，之后回升，计算了1996年的

信噪比为2.53，即S/N>1，可以认为1996年是气温突

变年，突变年前后气温平均差值为1.0 ℃。

3.2 流域降水量变化特征分析

3.2.1 年变化特征 近 50年来，博河流域年降水量

呈增加趋势（图 2b），其倾向率为 12.04mm/10a。年

平 均 降 水 量 20 世 纪 60 年 代 最 低（表 3），为

134.7mm，降水量最小值亦出现在这个年代的 1968
年，为 65.8mm。20世纪 70年代有所增加，其值为

136.8mm。 20 世 纪 80 年 代 增 加 幅 度 较 快 ，达

166.7mm，20世纪 90年代略降为 158.2mm。但是自

20世纪 90年代后期以来，降水量主要处在正距平

状态。进入 21世纪后，降水量增幅最为明显，年均

降水量突破 189.3mm，比多年平均值多 20.5%。21
世纪初的 10年与前 40年相比，年均降水量增加了

40.2mm，降水量最高值也出现在这一时期的 2002
年，为 257.9 mm。同时，降水量模比差积曲线显示

（图5a），近50年来博河流域降水量显现明显的丰枯

交替变化规律，1961-1979年为降水量急剧减少的

枯水年份，1980-1997年降水量处波动中增加阶段，

1998-2010年为降水量急剧增加的丰水年份。

3.2.2 季节变化特征 如同上述气温季节划分原

则，将流域 1961-2010年月平均降水量按春季、夏

季、秋季、冬季进行划分分析，结果显示，流域四季

降水量均呈增加趋势（图 3），其中夏季和冬季降水

量增加趋势较为明显，倾向率分别为 5.1 mm/10a和
3.1 mm/10a。春季和秋季的降水量倾向率则分别为

1.8mm/10a 和 2.1mm/10a。近 50年来博河流域降水

量春、夏、秋、冬各季节平均分配比例分别为

47.1mm、64.4mm、30.2mm、15.4mm。

3.2.3 突变特征 与气温突变的检验方法类似，采

用Gramer法、滑动 T检验法和Yamamoto法进行了

流域年降水量突变分析，在相同的置信度水平下，

变化子序列的长度（N=5、10、15），对降水突变的检

图4 博河流域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累积距平曲线

Fig.4 Accumulation departure of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annual precipitation in Bortala River Basin

N=5
N=10
N=15

Gramer法
1988*，1997**
1997*，1996**

1984*，1985*，1996**

气温突变

滑动T检验法

1984*，1985*，1996**
1994-1998*

1994-1996*，1996**

Yamamoto法
1984*，1996*，1997*

1995*，1996*
1994*，1995*，1996**

Gramer法
1986*

1985*，1984-1987**
1985-1987*

降水突变

滑动T检验法

1984-1986*
1985*，1995*，1986**
1985*，1986*

Yamamoto法
1986*

-
-

注：*、** 分别表示通过0. 05、0. 01置信度检验。

表2 博河流域气温、降水突变年份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abrupt change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in the Bortala River Basin

时段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全年

-22.4
-20.3
9.60
1.10
32.2

春季

-0.2
-4.5
0.2

-2.0
6.6

夏季

-6.5
-10.9
-2.4
4.0

16.0

秋季

-7.7
-2.4
9.2

-3.3
4.0

冬季

-8.0
-2.6
2.6
2.5
5.5

表3 博河流域各年代四季降水量距平值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f the Seasonal precipitation anomaly in

Bortala River Basin in each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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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基本一致，降水突变可能发生在 1984-1986
年，这些突变年分别通过0.05和0.01置信度水平检

验（表3），为了进一步确定其突变年份，进行了降水

量累积距平分析，结果显示（图 4b），降水量累积距

平的绝对最大值出现在1985年，这次转折是降水量

从偏低期转为偏高期，1985年后的偏高期至今仍在

持续。为了检验上述转折是否达到气候突变的标

准，计算了1985年降水量的信噪比为6.2，即S/N>1，
可以认为1985年是降水量突变年，突变年前后降水

量差值为36.8mm。

4 径流量变化特征分析
4.1 年变化特征

分别选取温泉站和博乐站1981-2010年的平均

径流量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近 31年来博河径

流量呈波动中增加态势（图 6），但是总体增加趋势

不太明显，在进入 21世纪之前，各年径流量基本居

平均值以下，之后，则居多年平均值以上，博河径流

量以0.049亿m3/10a的速度开始缓慢递增。为反映

博河年径流量多年变化的丰、枯循环周期，分别计

算求得两个水文站的模比系数差积得知，博河径流

在温泉站和博乐站所反映的丰、枯循环周期有所不

同（图 5b），温泉站 1980-1986年是平水期，1986-
1990年是一次显著丰水期，1998-2001年为动荡期，

2001-2008 年是动荡丰水期。博乐站则在 1981-
1997年为动荡枯水期，1997-2007年是一个显著的

丰水期，2008-2010年又一次进入枯水期。

4.2 突变特征

博河径流量数据采用1981-2010年平均径流量

资料，为了增强突变分析结果的可信度，本文利用

Yamamoto法、滑动 T检验法、Mann-Kendall突变分

析方法及累积距平方法进行突变分析和检验。其

中，通过Yamamoto法得到S/N达到0.01显著性水平

时的值如图7a所示，当两子序列长度取10时，径流

量在1998-1999年发生一次突变。依据滑动T检验

法，得出当n1=n2=10，显著性水平为0.01时，检验效

果最佳，即在 1998年统计量序列 t值达到-4.72，达
到显著性水平，可认为博河径流在1998年发生了由

少到多的突变（图 7b）。在Mann-Kendall法突变分

析中，UF与UB在信度线±2.56之间有显著交点，且

UF随后上升，说明博河径流在 1998年出现了由少

到多的的突变（图 7c），且通过 0.01显著性水平检

验，此结果与上述滑动T检验法得出的结果完全吻

合。累积距平曲线的绝对最大值出现在1997年（图

7d），这次转折是从径流量偏低期转为偏高期，为了

检验上述转折是否达到径流突变的标准，计算了

1997年径流量的信噪比为1.42，即S/N>1，可以认为

1997年是径流突变年，突变年前后径流量平均差值

图6 博河年径流量多年变化趋势

Fig.6 The tendency of runoff of Bortala River

图5 博河流域降水量及博河径流量模比差积曲线

Fig.5 Differential mass curve of modulus ratio（DMCMR）on precipitation of Bortala River Basin and the Runoff of Bortala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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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74亿m3。综合上述四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可认

为博河径流在1997-1998年发生一次由偏低期转为

偏高期的突变，且均通过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5 气候变化与径流量的关系
5.1 流域气温变化与博河径流量的关系

用博河流域 1980-2010年的年平均气温、春、

夏、秋、冬平均气温等资料，与博河上、下游即温泉

站和博乐站 1980-2010年径流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表明，博河上游河源区气温与径流量之间的相

关性比下游的大（表4），其中，夏季平均气温与径流

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大，即相关系数为 0.516，而且通

过了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冬季气温与径流量的

相关性最小。说明，夏季增温有利于博河上游径流

量的增加。

5.2 流域降水量与博河径流量的关系

同上方法，进行了降水量与博河上、下游1980-
2010年径流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夏季

降水量与博河径流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大，相关系数

为 0.64，且通过了 0.01显著性水平检验，秋季的最

小，为 0.111。分流域来讲，博河下游降水量与径流

量之间的相关性比上游更为显著，其中，夏季平均

降水量与径流量之间的相关性达 0.655，而且通过

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冬季降水量与径流量

的相关性最小。可以认为，博河下游主要以夏季降

水量为补给来源。

5.3 博河径流量对流域气候变化的响应

选取了博河 1980-2010年的平均径流量、同时

期的博河流域两个气象站平均气温和降水量等实

河段

全 河

上 游

下 游

平均气温

全年

0.226
0.245
0.191

春季

0.176
0.016
0.137

夏季

0.182
0.516*
0.047

秋季

0.196
0.375*
0.109

冬季

0.097
-0.006
0.119

平均降水量

全年

0.630**
0.323
0.650**

春季

0.213
-0.048
0.272

夏季

0.640**
0.345
0.655**

秋季

0.111
0.346
0.421*

冬季

0.421*
0.157
0.078

注：*、** 分别为通过0. 05、0. 01置信度检验。

表4 博河年径流量与流域气温、降水量相关系数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sts between runoff of Bortala River and temperature，precipitation in Basin

图7 博河径流量的Yamamoto检验曲线、滑动T检验曲线、M-K检验曲线和累积距平曲线

Fig.7 Yamamoto，Moving T technique，Mann-kendall and Accumulation departure test curves of runoff of Bortala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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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Y = 0.392Xt + 0.022Xp + 5.647 （1）
式中Xt为流域平均气温；Xp为流域平均降水量；Y

为博河平均年径流量。

通过F检验表明，在0.01的信度水平上，线性相

关非常显著。根据多元回归模型，本文假定 0℃、±
0.5℃、±1℃、±1.5℃、±2℃等 9种气温变化状况和±
30%、±20%、±10%、0% 等 7种降水变化状况，可组

合为63种不同的气候模式，由径流量的敏感性分析

结果得知（表 5），博河径流量随降水量的增加而增

加，当降水不变，温度增加 1℃时，博河径流量将增

加4.1%；而当温度不变，降水量增加10%时，径流量

将增加4.6%，说明径流量对流域降水量及气温变化

的响应较为显著。

6 结论
利用博河流域内4个气象代表站1960-2010年

逐年、逐月气温和降水量资料以及 2个代表水文站

1980-2010年逐年、逐月径流量观测资料，进行了气

候、径流量的趋势分析及突变检验，并探讨其相关

关系和影响效应，得到如下结论：

（1）博河流域年平均气温呈逐渐上升态势，其

上升幅度为 0.303℃/10a，其中，冬季气温上升对流

域气温变化的贡献率最大。1996年是气温突变年，

突变年前后气温平均差值为1.0 ℃；同一时期，博河

流域降水量亦呈增加趋势，其倾向率为 12.04mm/
10a，1985年是降水量突变年，突变年前后降水量差

值为36.8mm。

（2）近 31年来博河径流量呈波动中增加态势，

在1997-1998年发生一次由偏低期转为偏高期的突

变，且通过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3）博河上河源区气温与径流量之间的相关性

比下游的大，其中，夏季平均气温与径流量之间的

相关性最大，而冬季最小，说明，夏季增温有利于博

河上游径流量的增加；就降水量而言，博河下游降

水量与径流量之间的相关性比上游更为显著，其

中，夏季降水量与径流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大，而冬

季最小。可以认为，博河下游主要以夏季降水量为

补给来源。

（4）当降水不变，温度增加 1℃时，博河径流量

将增加4.1%，而当温度不变，降水量增加10%时，径

流量将增加4.6%，说明径流量对流域降水量及气温

变化的响应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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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博河径流量对流域气候变化的响应

Table 5 The runoff responses to climatic change in Bortala River Bas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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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ic Change in the Bortala River Basin
and Runoff Volume

Dilinuer AJI1，2，Kondoh AKIHIKO3，Xiaokaiti AJI3，Gulijimili AINI4，Manziran TUERXUN1

（1.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 and Tourism，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 830054，China；

2. Xinjiang Key Laboratory of Lak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in Arid Zone,Urumqi 830054，China；
3.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Remote Sensing，Chiba University，Chiba 263-8522，Japan；

4. Turpan Prefecture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Turpan 834000，China）

Abstract：Using data concerning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from four representative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within the Bortala River Basin，Location，China from 1960 to 2010，and

observational data concerning runoff volume from two representative hydrological stations

between 1980 and 2010，trend analyses and mutation tests towards climate and runoff volume

we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of the Bortala River Basin

has risen；the rise of temperature in winter is the largest contribution to temperature change in the

basin. At the same time，precipitation in the basin has been increasing. Runoff volume of the

Bortala River is in slow and progressive increase at the rate of 0.049 × 108 m3／10a，an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97 to 1998，a sudden change from relatively low period to relatively high period

occurr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runoff volume is larger upstream than

downstream. Fo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recipitation and runoff volume， the downstream

correlation is larger than upstream. When the rainfall amount is fixed，for every 1℃ that

temperature increases，runoff volume will increase by 4.1%；when the temperature is fixed，for

every 10% that precipitation increases runoff volume will increase by 4.6. This pattern suggests

that runoff volume responses to changes in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are obvious.

Key words：Bortala River Basin；temperature；precipitation；runoff volume；mut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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