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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precipitation from 1951 to 2014 in Xi’an,Shanxi Province,China(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Xi’an),after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s in precipitation over the last 64 years,the multiple scale analysis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flood season precipitation are analyzed by wavelet analysis in Xi'an.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1)Flood season precipitation accounts for 79.32%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0.94,so,the contribution of precipitation in flood season to annual precipitation is very great.(2)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flood season precipitation shows a decreasing trend, with a decreasing rate of -11.3mm/10a and -3.17mm /10a, 

respectively,which shows 72% of the annual precipitation decreases in the non flood season.(3)Annual precipitation 

sequence and flood season precipitation sequence have the similar main cycle in Xi'an.Their first main periods are 29 years 

and 31 years, respectively, and the second, the third,the forth main cycles all are 13 years, 6 years and 3 years.(4)Over any 

time scale,the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the precipitation in flood season will be into a less period after 2014.Since the 

oscillation intensities of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main cycles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is basically same,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less period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continuing to 2020 or 2017 are the same.However,the oscillation intensity of the first 

main cycle of precipitation in flood season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second main cycle,so the probability of the less 

period of precipitation in the flood season is more likely to continue to 2020 tha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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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基于1951—2014年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以下简称西安市）的降水资料，在分析了64年西安市降水量变化特征的

基础上，利用小波分析法对西安市年降水量和汛期降水量进行多时间尺度分析。结果表明：（1）汛期降水量占年降水

量的79.32%，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4，表明汛期降水量对年降水量的贡献很大。（2）年降水量与汛期降水量均表现

出减少的趋势，倾向率分别为-11.3mm/10a和-3.17mm/10a，说明72%的年降水量减少集中在非汛期。（3）西安市年降

水序列与汛期降水序列具有相似的主周期，第一主周期分别为29年和31年，第二、第三、第四主周期都是13年、6年和

3年。（4）在任何时间尺度上均显示年降水量与汛期降水量在2014年以后都进入偏少期。由于年降水量的第一、第二

主周期振荡强度基本一样，所以年降水量的偏少期持续到2020年和2017年的可能性相同；但是汛期降水量的第一主周

期的振荡强度远大于第二主周期的振荡强度，所以汛期降水量偏少期的可能性持续到2020年比2017年大。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年降水量，汛期降水量，小波分析，中国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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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一个地区水资源的丰富程度。中

国降水主要有以下特点：空间分布不均匀，东富西贫；年

总降水量比全球平均降水量少22%；季节及年际变化大，

旱涝灾害频繁[1-2]，所以对一个地区降水的研究显得十

分重要。降水属非平稳随机水文现象，降水时间序列具有

趋势性、周期性和平稳随机性等多项特征[3]，用单一尺

度的成分并不能够准确地模拟出降水时间序列的内在结

构[4]。对于降水多时间尺度周期性的变化及其突变性分

析，传统的傅里叶法不能分析出多时间尺度的特征[5]；

Yamamoto方法给出的突变区宽度太大[6]；Mann-Kendall

方法虽然能给出突变点和相突变区，但忽略了除突变外的

所有信息[6]；然而小波分析法在时-频域上同时具有局部

化特征和多分辨功能，对处理非平稳水文序列具有独特的

优点，能从时域和频域上精确揭示信号细微的时频变化特

征，所以小波法在中国各个地区降水研究中倍受青睐

[7-9]。张代青，梅亚东，杨娜等[3]通过对中国大陆近54

年降水量变化规律的小波分析得出小尺度的丰、枯交替变

化嵌套在大尺度较为复杂的丰、枯结构中，大、小尺度间

具有“相同者有小反、不同者有大反”的嵌套规律。王澄

海，崔洋[10]对中国西北地区近50年降水周期的稳定性分

析的研究表明西北地区的降水随时间变化具有多平衡态

和非周期性振荡的特点。董婕等[11]利用小波分析和距平

分析法，研究分析了近50年来中国陕西省榆林、西安、安

康气候的总体变化特征和变化趋势，揭示了3个城市气温

和降水变化的多时间尺度的结构以及不同时间尺度下的

变化周期和突变特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安市人口、城市建设规模日

益扩大，再加上在全球气候变暖、降水减少的背景下，西

安市的降水特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对西安市降水

特征变化分析已经成为如何充分利用降水资源促进现代

农业发展的新研究方向的前提。邓芳莲[12]利用1951—

2007年西安国家气象观测站二级站的月降水量资料研究

表明：西安年降水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且20 世纪90 年代

降水递减趋势明显。杨新[13]用日降水量概率累积图的形

式分析西安市不同等级降水量频率的年代和季节变化特

点。周正朝，胡娜娜，周华[14]研究表明西安市春、夏、

秋季降水与气温有较好的相关性。沈姣姣等[15]在西安市

汛期不同等级降雨量和降雨日演变规律的研究基础上，对

其未来演变趋势做出预测。 

对于西安市降水特征变化规律的研究，以往的侧重

点基本都是对年、季节和汛期降水量的线性变化趋势、

突变分析和周期变化分析等，很少将年降水量与汛期降

水量的多时间尺度进行对比分析及其相关性分析统一起

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在利用线性趋势法、多项式（六

项式）拟合法和距平法，对西安市年降水量和汛期降水

量变化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再利用小波分析法进一步对

其进行多时间尺度周期变化分析，揭示了年降水量与汛

期降水量的变化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也预测了未来

西安市年降水与汛期降水的变化趋势。这不仅为西安市

降水资源合理利用、旱涝趋势的预测和蓄洪抗旱的研究

提供依据，重要的是对该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有指导性

的现实意义。 

2222．．．．研究区概况研究区概况研究区概况研究区概况    

西安市位于关中平原腹地，八百里秦川中部的渭河两

岸，是西北地区第一大城市，陕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

和科教中心。西安市地理位置为北纬33°39′—34°45′，

东经107°40′—109°49′，面积约10108km

2

。地形南高

北低，呈阶梯结构，从南向北依次排列着秦岭山地、黄土

丘陵沟壑，黄土台塬、山前冲洪积扇，渭河及其支流冲击

平原。西安市属于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13.0℃—13.7℃，最冷1月份平均气温-1.2℃

—0.0℃，最热7月份平均气温26.3℃—26.6℃，年降水量

为312.2mm—903.2mm，空间分布为由北向南递增。 

3333．．．．资料与研究方法资料与研究方法资料与研究方法资料与研究方法    

3333.1.1.1.1．．．．资料资料资料资料    

选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气象观测站（108°56′E、34°

18′N、海拔397.5m）1951—2014年降水资料，对降水初

步分析的基础上再利用Morlet小波法对西安市的降水进

行多尺度分析。 

3333.2.2.2.2．．．．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利用小波变换对西安市降水进行多时间尺度分析，首

先对数据进行距平处理，然后利用小波函数进行小波变换，

计算小波系数的模平方和实部。本文选用的是Morlet小波，

因为Morlet小波的实部和虚部之间有 2π 的位相差，它的

模可以消除小波本身的振荡，而且从其小波变换系数中可

以分离出模和位相，不但能给出能量密度，还可以发现信

号的奇异性和瞬时频率[16]。 

（1）小波函数是具有震荡性、能够迅速衰减到零的

一类函数，即小波函数 (R)Lψ(t) 2∈ 且满足[16-18]： 

∫
+∞

∞−
= 0ψ(t)dt              （1） 

式中，ψ(t) 为基小波函数，它可通过尺度的伸缩和时

间轴上的平移得到： 








= −

a

t-b
ψa(t)ψ

/

a,b

21

其中， 0≠∈ R,aa,b   （2） 

式中： (t)ψa,b 为子小波；a为尺度因子，反映小波的

周期长度；b为平移因子，反应时间上的平移。 

由于降水序列是离散的，若取样时间间隔为 ∆t ，样

本容量为N，则对于能量有限信号 (R)Lf(t) 2∈ ，所以采用

离散小波变换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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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波变换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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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复共轭函数； Nk ⋯，，21= 。在实际研究中，

主要由小波变换方程得到小波系数，然后绘制其模平方等

值线图和实部等值 

线图，分析水文序列的周期交替规律并定性预测其未

来的发展趋势。 

（2）将小波系数的平方值在b域上积分，就可得到小

波方差[19]，即 

db(a,b)WVar(a) f

2

∫
∞

∞−
=            (4) 

小波方差随尺度a的变化过程，称为小波方差图，它

能反映信号波动的能量随尺度a的分布。因此，小波方差

图可用来确定信号中不同种尺度扰动的相对强度和存在

的主要时间尺度，即主周期。 

4444．．．．西安市降水基本特征分析西安市降水基本特征分析西安市降水基本特征分析西安市降水基本特征分析 

4.14.14.14.1．．．．西安市年降水量特征西安市年降水量特征西安市年降水量特征西安市年降水量特征    

通过对1951—2014年西安地区的降水序列分析可知，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69.6mm，最大年降水量是1983年的

903.2mm，最小年降水量是1995年的312.2mm，最大年降水

量比最小年降水量多591mm，最大年降水量是年平均降水

量的1.59倍，最小年降水量是年平均降水量的0.55倍，由

此可见，西安地区的年际降水量分布不均匀。 

由图1显示，西安市年降水量年际变化大，年降水量

整体呈减少的趋势，其平均递减率为11.3mm/10a。为了说

明年降水量距平特征，对其进行了6次非线性拟合，结果

表明：1951—1965年、1975—1985年、2003—2011年降水

偏多，1986—2002年、1966—1974年、2012—2014年降水

偏少。 

 

图图图图1 1951—2014年西安市年降水量与年降水量距平变化。 

 

4.24.24.24.2．．．．西安市汛期降水量特征西安市汛期降水量特征西安市汛期降水量特征西安市汛期降水量特征    

西安降水随季节变化明显，根据西安的气候条件，春

季为3—5 月，夏季为6—8月，秋季为9—11月，冬季为12

月到次年2月，汛期为5—10月。西安市春、夏、秋、冬季

历年平均降水量分别占年平均降水量的22.50%、41.07%、

32.20%、4.23%，汛期历年平均降水量占年平均降水量的

79.32%，对年降水量的贡献极大，年降水量很大程度上是

由汛期的降水量决定的。由图2可知，西安市年降水量与

汛期降水量的相关系数很高，为0.94，因此，对于年内降

水量的分析，本文重点研究西安市汛期降水量的特征。 

西安市汛期降水量多年平均值为451.8mm，最大汛期

降水量为1983年的793.7mm，最小汛期降水量为1977年的

220mm，最大汛期降水量是最小汛期降水量的3.61倍，可

见汛期降水量在年际也分布不均匀。 

由图3显示，西安市汛期降水量整体呈减少的趋势，

其平均递减率为3.17mm/10a，是年平均递减率的0.28倍。

对汛期降水量进行了6次非线性拟合，表明：1951—1962

年、1978—1988年、2002—2012年降水偏多，1963—1977

年、1989—2001年、2013—2014年降水偏少。说明汛期降

水量对年降水量的贡献极大，但是其变化趋势与年降水量

变化趋势不完全一致。 

 

图图图图2 西安市年降水量与汛期降水量散点分布和线性回归线。 

 

图图图图3 1951—2014年西安市汛期降水量与汛期降水量距平变化。 

5555．．．．西安市降水多尺度分析西安市降水多尺度分析西安市降水多尺度分析西安市降水多尺度分析    

小波系数的模方相当于小波能量谱，它可以分析出不

同周期的震荡能量，所以降水序列在不同的时间尺度分辨

率下表现出了不同的周期交替现象；小波系数实部等值线

图能反映降水序列不同时间尺度的周期变化及其在时间

域中的分布，进而能判断在不同时间尺度上降水的未来变

化趋势；小波方差图是用来确定降水演化过程中存在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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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主周期趋势图反映了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下，降水存

在的平均周期及丰枯变化特征[16]。 

5555.1.1.1.1．．．．年降水量多尺度分析年降水量多尺度分析年降水量多尺度分析年降水量多尺度分析    

由图4知，24—32年时间尺度的能量最强，但它的周

期变化具有局部性（1970年后）；10—15年时间尺度能量

较强，它的周期变化主要集中在1966—1996年，振荡中心

为1983年；5—10年时间尺度也较强，周期分布也比较明

显，几乎占据整个研究时域(1953—2010年)，振荡中心为

1964年、1995年和2003年左右；2—5年时间尺度主要集中

在1951—1954年、1979—1985年、1993—1998年、2009

—2014年，其振荡中心为1952年、1982年、1996年和2011

年左右；其他时间尺度相对较弱。 

由图5可知，24—32年时间尺度西安市年降水量出现

了三次丰枯交替，在1970年以后表现较为明显，1981—

1988年和2001—2009年为丰水期，振荡重心为1984年和

2006年；1971—1980年、1989—2000年为枯水期，振荡重

心为1977年和1995年；2010—2014为枯水期且在2014年后

负相位等值线还没完全闭合，所以从大尺度来说，未来可

能会出现持续降水偏少的状况。10—15年时间尺度年降水

量出现了7次的丰枯交替变化；5—10年的时间尺度的降水

量在整个研究时域内主要经历了10次丰枯交替变化，但对

于更小时间尺度，虽然也有丰枯交替变化，但表现得有些

零乱。不论是何种时间尺度，西安市年降水量未来都可能

会出现持续偏少的情况。 

由图6可知，西安市年降水量的变化第一、二、三、

四主周期分别为29年、13年、6年和3年。图7.a显示，在

第一主周期29年特征时间尺度上，年降水量变化的平均周

期为20年左右，大约经历了3个丰枯转换期；而在13年特

征时间尺度上（图7.b），年降水量的平均变化周期为9

年左右，大约7个周期的丰枯变化。所以，从29年时间尺

度来说，年降水偏少期可能持续到2020年；从13年时间尺

度来说，年降水量偏少期可能持续到2017年。 

 

图图图图4 西安市年降水量距平系列小波变换模平方等值线图。 

 

图图图图5 西安市年降水量距平系列小波变换实部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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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6 西安市年降水量距平系列的小波方差图。 

 

 

图图图图7 西安市年降水量距平系列不同时间尺度下的小波变化系数。 

5555....2222．．．．汛期降水量多尺度分析汛期降水量多尺度分析汛期降水量多尺度分析汛期降水量多尺度分析    

由西安市汛期降水量距平系列小波变换模平方等值

线图（图8）可知，分布与23—32年时间尺度的能量最强，

与年降水量的周期变化基本一致；10—15年时间尺度能量

较强，它的周期变化主要集中在1966—1996年，振荡中心

为1977年；5—10年时间尺度周期变化集中分布在1978—

2010年，振荡中心为1987年和2003年左右；2—5年时间尺

度主要集中在1951—1954年、1978—1985年、1993—1998

年、2002—2014年，其振荡中心为1952年、1982年、1996

年和2009年左右；其他时间尺度相对较弱。 

由图9可知，23—32年时间尺度西安市年降水量出现

了三次丰枯交替，在1970年以后表现较为明显，1981—

1988年和1999—2009年为丰水期，振荡重心为1984年和

2003年；1971—1980年、1989—1998年和2010—201为枯

水期，振荡重心为1977年和1995年；10—15年时间尺度年

降水量出现了7次的丰枯交替变化；5—10年的小时间尺度

和更小的时间尺度都有丰枯交替变化，但表现较为零乱。

不论是何种时间尺度，西安市汛期降水量未来都可能会出

现持续偏少的情况。 

由图10可知，西安市年降水量的变化第一、二、三、

四主周期分别为31年、13年、6年和3年，且第一主周期的

变化振荡能量明显远大于其它周期。图11.a显示，在第一

主周期31年特征时间尺度上，年降水量变化的平均周期为

20年左右，大约经历了3个丰枯转换期，在1970年以后表

现较为明显。图11.b显示，在第二主周期13年特征时间尺

度上，年降水量的平均变化周期为9年左右，大约7个周期

的丰枯变化。汛期预测的降水偏少期与年将水偏少期是一

致的，但是由于第一主周期的振荡远远大于其它主周期的

振荡，所以汛期降水量可能持续到2020年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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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8 西安市汛期降水量距平系列小波变换模平方等值线图。 

 

图图图图9 西安市汛期降水量距平系列小波变换实部等值线图。 

 

图图图图10 西安市汛期降水量距平系列的小波方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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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11 西安市汛期降水量距平系列不同时间尺度下的小波变化系数。 

5555.3.3.3.3．．．．年降水量与汛期降水量研究结果对比分析年降水量与汛期降水量研究结果对比分析年降水量与汛期降水量研究结果对比分析年降水量与汛期降水量研究结果对比分析    

根据4.1和4.2分析的结果可知，西安市年降水量与汛

期降水量的变化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其结果对比分

析见表1. 

表表表表1 西安市年降水量与汛期降水量多时间尺度变化对比分析。 

对比项目对比项目对比项目对比项目    年降水量年降水量年降水量年降水量    汛期降水量汛期降水量汛期降水量汛期降水量    

主要振荡

时间尺度 

24—32年，集中在1970年以

后；10—15年，集中在1966

—1996年，振荡中心为1983

年；5—10年，集中在1953

—2010年，振荡中心为1964

年、1995年、2003年。 

23—32年，集中在1970年

以后；10—15年。集中在

1966—1996年，振荡中心

为1997年；5—10年，集中

在1978—2010年，振荡中

心为1987年、2003年。 

主要尺度

的丰枯变

化 

24—32年，3次丰枯变化；

10—15年，7次丰枯变化；5

—10年，10次丰枯变化。 

24—32年，3次丰枯变化；

10—15年，7次丰枯变化；

5—10年，虽有丰枯变化，

但表现较为零乱。 

主周期 

第一、二、三、四主周期为

29年、13年、6年、3年，且

第一、二、三主周期振荡强

度基本一样。 

第一、二、三、四主周期

为31年、13年、6年、3年，

且第一主周期的振荡远远

大于其它主周期的振荡。 

趋势预测 

在第一、第二主周期的特征

时间尺度上，降水偏少期将

分别持续到2020年和2017

年。 

在第一、第二主周期的特

征时间尺度上，降水偏少

期将分别持续到2020年和

2017年，且持续到2020年

的可能性更大。 

6666．．．．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1）1951—2014年，西安市年降水量的平均值为

569.6mm，最大、最小值分别为1983年的903.2mm和1995

年的312.2mm，年际降水分布不均匀。年降水量的变化呈

减少趋势，其平均递减率为11.3mm/10a；西安市汛期降水

量的平均值为451.8mm，最大、最小值分别为1983年的

793.7mm和1977年的220mm，在年际变化上分布不均匀。汛

期降水量的变化呈减少趋势，其平均递减率为3.17mm/10a。 

2）西安市汛期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79.32%，且两者

的相关系数为0.94，说明汛期降水量对年降水量的贡献很

大。但是，汛期降水量的平均递减率是年降水量平均递减

率的0.28倍，说明年降水量的减少主要是集中在非汛期。 

3）通过小波变换对西安市年降水量和汛期降水量进

行多时间尺度分析可知：西安市年降水量与汛期降水量的

第一主周期分别为29年和31年，第二、第三、第四主周期

是一致的，都是13年、6年和3年，其中3年主周期的变化

比较零乱。西安市汛期降水序列与年降水序列具有相似的

主周期，因此，西安市汛期的降水控制着该地区的年降水。 

4）不论在任何时间尺度上，西安市年降水量与汛期

降水量在2014年以后都进入偏少期。由于年降水量的第一、

第二主周期振荡强度基本一样，所以年降水量的偏少期分

别持续到2020年和2017年的可能性相同；但是汛期降水量

的第一主周期的振荡强度远大于第二主周期的振荡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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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汛期降水量的偏少期持续到2020年的可能性要比

2017年的可能性大。 

5）小波分析法是降水特征多尺度分析和未来趋势预

测有力的工具，因此利用小波分析对西安市的降水进行多

尺度的分析，可以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资源合理利用和

旱涝趋势预测提供合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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