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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游程理论和 Copula 函数的干旱特征分析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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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干旱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灾害现象，理解和掌握干旱事件的发生发展状况对防治其危害具有重要意义。选用

1960—2015 年间陕北黄土高原 9 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的月降水数据集，基于游程理论从标准化降水指数中提取出干旱事件

的历时和强度，采用拟合优度最高的 Copula 函数对干旱特征变量进行拟合，分析干旱特征变量的联合累计概率和干旱事

件的联合重现期，并基于 30 a时间间隔的滑动窗口分析联合重现期变化曲线，最后将研究结果运用到陕北地区 1995—2010

年间干旱实际受灾面积中，进一步分析干旱事件联合重现期与农作物旱灾损失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1）1960—2015

年间陕北黄土高原出现的最低干旱事件频次为 94 次，最高 103 次，榆林东部和延安的北部是主要的干旱灾害频发区，延

安的东南部和铜川干旱事件发生频次相对较小；2）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随着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的

不断增大，二者的联合累计概率和联合重现期也不断增大；3）研究区内不同站点的相同历时不同强度和相同强度不同历

时的联合重现期变化曲线变化趋势不尽相同；4）陕北地区农作物实际受旱灾面积与干旱历时和强度密切相关，不同类型

干旱事件联合重现期的拟合能够反映该区域实际干旱受灾情况，根据游程理论提取出干旱事件的干旱特征与实际干旱特

征较为接近的情况下，理论重现期与实际重现期的误差范围仅在 0.1~0.3 a 之间。研究可为旱作农业生态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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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干旱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和周期性的气候现

象，会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农业、水资源、环境及人

类生活造成极大的损失和破坏[1-2]。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

气候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最为明显的变化即全球地表

平均温度上升了 0.56～0.92 ℃，由此导致全球干旱事件

的发生频率更高[3]。1998—2001 年，伊朗遭受史上最严

重历时最长的一次干旱，导致全国 50%以上人口受灾，

20 个省冬春季降水严重短缺[4]。中国每年因旱灾造成经

济损失占全国受气象灾害经济损失的 50%以上[5-6]。故对

干旱事件的发生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研究迫在眉睫。 

许多学者通过帕尔默干旱指数（palmer drought severity  

index，PDSI）[7]、降水距平（precipitation anomaly，PA）[8]、

综合气象干旱指数（composite index，CI）[9]、标准化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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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指数（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SPI）[10]、标准化

降水蒸散指数（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SPEI）[11]等干旱指标来定量分析干旱发生程度。

在这些研究中，多数学者对干旱事件的研究多侧重对干

旱历时或干旱强度的单变量研究，而单变量的干旱指标

无法表征干旱事件的复杂性及其广泛影响，完整地描述

干旱事件需要诸如干旱历时、干旱强度、强度峰值、干

旱空间幅度等多个干旱特征变量[12-15]，同时各个干旱特

征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游程理论是分析时间序列的一种方法，被广泛应用

于干旱事件的识别中[16]。Herbst 等[17]最先通过游程理论

利用月降水数据进行干旱识别；周玉良等[18]基于游程理

论提取地下水埋藏深的水文干旱特征变量。在实际中，

有些历时很短的非干旱事件可能掺杂在干旱程度较大的

干旱事件中，导致一次严重的干旱过程被分割为多次一

般干旱事件，从而弱化实际干旱的严重程度。在之前利

用游程理论进行干旱事件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往往设置

单个截取水平[19-20]来进行干旱事件的判别，容易降低识

别干旱过程的精确度。故而需要进一步优化干旱识别的 

截取水平，从而提高游程理论在实际干旱过程识别中的

可靠性。 

要以游程理论为基础提取出干旱事件的干旱历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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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等特征变量，对不同干旱特征变量进行联合拟合，

则需要用到 Copula 函数。Sklar[21]在 1959 年提出的 Copula

作为一种联合函数，其在水文干旱[14]、气象干旱[22]、暴

雨灾害[23]等方面广泛应用。Shiau [24]通过干旱历时和强度

构造二维联合分布函数，以乌山头站（台湾）为例分析

其干旱特征；Mirabbasi 等 [25]利用拟合优度最高的

Gumbel-copula 函数分析了 Sharafkhaneh 气象站 1967—

2007 年间的干旱事件发生频率。Copula 函数的广泛应用

表明其能够对多个特征变量进行更优的联合拟合，对多

个研究领域可以进行更精确地分析。综合现有的研究，

这种研究方法在气象灾害领域尤其是农业灾害相关领域

的研究较少。由于干旱的复杂性以及气候的差异性，使

得不同干旱区的气候变化有着明显的区域性[26]。陕北黄

土高原作为中国典型的旱作农业实施区，也是气候变化

的敏感区[27]，将游程理论和 Copula 函数应用到干旱特征

的研究中，同时将气象干旱与农业旱灾进行关联，对促

进干旱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黄土高原中部，主要包括榆林、

延安、铜川等地，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

大约 300～700 mm 且季节变化明显，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夏季。本文以 1960—2015 年间陕北黄土高原 9 个地面气

象观测站的月降水数据集为基础数据，基于优化的游程

理论从 SPI 序列中分离出干旱事件的历时和干旱强度 2

个特征变量，分析二者的联合累计概率和干旱事件的重

现期，并与陕北地区 1995—2010 年间实际农业干旱受灾

情况进行对比，探讨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及可靠性，以期

为旱作区农业生态管理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选用 1960—2015 年间陕北黄土高原地面气象观测站

的月降水数据集，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该数据

使用前需对各个站点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删除资料序

列长度过短或缺失的站点，并对数据异常值进行处理。

最终选择研究区域内 9 个气象站点（图 1）。由中国种植

业信息网以及陕西省统计年鉴，得到陕西省 1995—2010

年间因旱灾造成的农业受灾面积数据。由中国气象数据

网得到陕北地区 1995—2010 年间农业气象灾害旬值数据

集（包括灾害名称、受灾作物、灾害发生日期以及受灾

程度等），数据中受灾程度是依据降水距平值划分为轻

旱，中旱和重旱 3 个程度。 

1.2  研究方法 

1.2.1  基于 SPI 的干旱等级划分 

SPI 根据降水累积概率划分干旱等级[28]，能够反映不

同时间和地区的降水气候特点。SPI 计算方法详见气象干

旱等级国家标准[29]，基于 SPI 的干旱等级划分如表 1 所

示。本研究以 3 个月的时间尺度计算 SPI 值。 

1.2.2  基于游程理论识别干旱历时和强度 

以计算出的 SPI 值为基础，采用游程理论从 SPI 序列

中分离出干旱事件的历时和强度 2 个特征变量。干旱历

时表示一次干旱事件从发生到结束所持续的时间，干旱

强度为在该次干旱事件过程中 SPI 的累计值（为了方便

计算，SPI 的累计值取其相反数作为每次干旱事件的干旱

强度）。设定 3 个截断水平 X0、X1 和 X2（X 表示 SPI 值），

干旱事件的识别过程如下： 

1）当 SPI 值小于 X1时，则初步判定此月发生干旱； 

2）对于干旱历时为 1 个月的干旱事件，当其 SPI 值

大于 X2，则认为此月没有发生干旱，将其剔除； 

3）当相邻 2 次干旱过程的时间间隔仅为 1 个月，且

该月内的 SPI 值小于 X0，则将这 2 次相邻干旱过程合并

为 1 次干旱事件，干旱历时为两次干旱历时之和加 1，干

旱强度为 2 次干旱事件的强度之和，否则为 2 次独立干

旱过程。 
 

 
 

图 1  研究区及气象站点分布图 
Fig.1  Study area and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distribution 

 

表 1  基于 SPI 的干旱等级划分标准 
Table 1  Drought grades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SPI 

干旱等级 Drought grade SPI 值 SPI value 

无旱 Near-normal ＞–0.5 

轻旱 Light dry ＞–1.0～–0.5 

中旱 Moderate dry ＞–1.5～–1.0 

重旱 Severe dry ＞–2.0～–1.5 

特旱 Extreme dry ≤–2.0 

注：源于气象干旱等级国家标准[29]。SPI，标准化降水指数。 
Note: From national standard for classification of meteorological drought[29]. SPI 
is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 
 

只有降水系列出现负游程才有可能发生干旱，故将

第 1 个截断水平设定为 X0=0（月平均 SPI 值）；基于 SPI

的干旱等级划分标准，当 SPI 值小于－0.5 时发生轻旱，

将第2个截断水平设定为X2=－0.5（发生轻旱时SPI的值）；

当 1 个或多个时间段内的 SPI 值持续处于－0.5～－0.3 时

也认为干旱发生，故将第 3 个截断水平设定为 X1=－0.3。 

1.2.3  构建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的边缘分布函数 

采用 Copula 函数进行两特征变量之间的联合之前，

首先要确定干旱历时和强度的边缘分布函数，同时要考

虑这 2 个特征变量之间的相依性。设干旱历时和干旱强

度的边缘分布函数分别为 FD(d)和 FS(s)，选用常见的 7 种

单变量分布函数（指数分布、伽马分布、对数正态分布、

极值分布、广义极值分布、泊松分布以及威尔布分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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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 2 个特征变量进行拟合，利

用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确立最优的边缘分布函数。

同时采取常用的 Kendall秩相关系数[22]和 Spearman 秩相

关系数s
[25]来进行两干旱特征变量间的相关性度量。对于

本研究中单变量分布函数以及联合分布函数中所含参数

均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 

1.2.4  构建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的Copula联合分布函数 

Copula 函数主要基于变量间的相关性，进行边缘变

量的联合。由 Copula 函数的定义[30]得干旱历时 D 和干旱

强度 S 的联合分布函数为： 
( , ) ( , ) ( ( ), ( ))D SF d s P D d S s C F d F s ≤ ≤  

常用的理论二元 Copula 函数包括 Normal-copula，

t-copula，Clayton-copula，Frank-copula 以及 Gumbel- 

copula [31]。基于提取出的干旱历时和强度 2 个特征变量，

分别拟合上述理论 Copula 函数的经验联合分布函数，根

据经验分布函数与理论分布函数的平方欧式距离[32]以及

赤池信息量准则法[33]（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s，AIC）

来进行联合分布函数的拟合优度检验。 

1.2.5  基于干旱历时和强度的干旱事件重现期确定 

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的单变量联合重现期为： 

( )
[1 ( )]

N
T d

n F d


 
 

( )
[1 ( )]

N
T s

n F s


   
式中 T(d)和 T(s)分别表示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单变量的

重现期；N 为干旱系列长度，本文为 56 a；n 为干旱事件

次数，表示在研究时段内干旱事件发生的总次数。 

两特征变量的联合重现期为： 

( , )
( ) (1 ( ( ), ( )))

N N
T d s

n P D d S s n C F d F s
 

  U≥ ≥  
1.3  数据分析 

本文中数据处理，包括 SPI 的计算，基于游程理论

提取出的干旱事件频次及相应干旱事件的历时和强度，

单变量和双变量分布函数的拟合以及拟合优度检验和干

旱事件的重现期均利用 MatlabR2014 软件实现；利用

ArcGIS10.1 软件地统计中的普通克里格方法制作干旱事

件频次的空间分布图；折线图和柱状图均采用 OriginPro8 

软件制作。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于游程理论和 SPI的陕北地区干旱事件特征分析 

根据游程理论提取出 1960—2015 年间陕北黄土高原

各个气象站点发生干旱事件的干旱历时、干旱强度以及

每次干旱事件所发生的年份和起始月份，统计出干旱事

件的发生频次以及干旱等级。在 ArcGIS10.1 软件中通过

比较不同空间化方法，选取拟合精度最高的克里格方法

表示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如图 2 所示。由总的干旱事

件发生频次空间分布可以看出，陕北黄土高原在统计时

段内出现的最低干旱事件频次为 94 次，最高达到 103 次，

榆林东部和延安的北部是主要的干旱灾害频发区，延安

的东南部和铜川干旱事件发生频次相对较小。由轻旱和

中旱事件发生频次空间分布可以看出，轻旱事件发生呈

由南向北干旱事件发生频次逐渐增大的空间分布特征，而

中旱事件发生频次与其正好相反，具有由南向北逐渐降低

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陕北地区干旱事件发生最为

频繁，但多为轻旱事件。相对来说，重旱事件发生频次最

少，在空间分布上重旱事件发生频次呈由东向西增大趋

势，最高值区集中在榆林西部和延安西北部的小部分地

区，而这些区域刚好是轻旱事件发生频次最低的地区。 
 

 
 

图 2  1960—2015 年间陕北地区不同等级干旱 

事件发生频次空间分布 
Fig.2  Occurrenc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drought event based 

on different grade in Northern Shannxi from 1960 to 2015 
 

2.2  基于 Copula 函数干旱事件联合分布函数的确立 

2.2.1  干旱历时和强度的边缘分布模型确定 

在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前提下，选取拟合优度更高的

分布函数作为干旱特征变量的边缘分布类型。通过比较

分析（表 2），最终确定干旱历时的边缘分布函数为威尔

布分布，参数计算结果 α和 β分别为 3.67，1.43；干旱强

度的边缘分布类型为伽马分布，参数计算结果 α 和 β 分

别为 0.71、3.5。经验分布函数是阶梯状图，反映了实际

样本的分布情况，将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的经验分布函

数图与相应的理论分布叠放在一起，可以看出边缘分布

函数的拟合效果较好，同时两特征变量分布函数的拟合

优度通过 0.05 的显著性检验（图 3）。 

对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的边缘分布函数进行Kendall

秩检验和 Spearman 秩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可知，

Kendall 秩相关系数取值基本都达到 0.7 以上，Spearman

秩相关系数最高可达 0.905，表明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具

有较高的相关性，因此可以在陕北黄土高原运用 Copula

函数建立两特征变量的联合分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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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干旱特征变量边缘分布 K-S 检验 

Table2  K-S test of marginal distribution of drought variations 

边缘分布类型 
Type of marginal distribution 

干旱历时 
Drought duration 

干旱强度 
Drought severity

指数 Exponential ﹣ 0.623* 

伽马分布 Gamma  0.818* 0.988* 

对数正态 Log normal  ﹣ ﹣ 

极值 Extreme distribution 0.467* 0.744* 

广义极值 Generalized extreme value 0.732* 0.625* 

泊松 Poisson  ﹣ ﹣ 

威尔布 Weibull 0.979* 0.788* 

注：*，表示通过置信度 0.95 的显著性检验。﹣，表示没有通过表示通过置

信度 0.95 的显著性检验。下同。 
Notes: *, test is significant at confidence level of 0.95; ﹣ , test is not significant 

at confidence level of 0.95. Same as below. 
 

 
 

图 3  干旱历时和强度经验分布和理论分布 
Fig.3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distributions of drought  

duration and drought severity 
 

表 3  干旱历时和强度分布函数秩检验的相关系数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drought duration and drought 

severity based on rank test 

秩相关系数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站点 Stations 

Kendall Spearman 

榆林 Yulin 0.752* 0.891* 

神木 Shenmu 0.746* 0.887* 

定边 Dingbian 0.695* 0.850* 

吴旗 Wuqi 0.723* 0.856* 

横山 Hengshan 0.759* 0.906* 

绥德 Suide 0.7501* 0.891* 

延安 Yanan 0.729* 0.879* 

铜川 Tongchuan 0.738* 0.881* 

洛川 Luochuan 0.766* 0.905* 

 

2.2.2  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的二维联合分布 

通过计算理论Copula值与经验Copula值间的平方欧

式距离（d2）以及赤池信息量准则法(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s，AIC)进行联合函数拟合优度检验。由表 4 可以

看出，除吴起站外，陕北黄土高原其余站点的

Frank-Copula 函数的距离值最小；而 Frank-copula 函数

AIC 值均最小，说明 Frank-copula 函数的拟合优度最好。

故本研究选定 Frank-copula 函数作为干旱历时和干旱强

度的联合分布函数。联合分布函数如下： 

1 (e 1) (e 1)
( ) ln 1

e 1

d s

C d s
 



   



   
    

 
，  

式中为 Frank-copula 函数的参数值，经计算陕北黄土高

原区的值为 13.402。 

表 4  Copula 函数拟合优度评价 
Table 4  Goodness-of-fit about Copula function 

Normal-
copula 

t-copula 
Clayton- 
copula 

Frank- 
copula 

Gumbel-
copula 站点 

Station
d 2 AIC d2 AIC d2 AIC d 2 AIC d 2 AIC

榆林 
Yulin 

0.601 0.024 0.689 0.066 0.820 0.027 0.534 0.022 0.656 0.039

神木 
Shenmu

0.543 0.143 0.532 0.076 0.779 0.071 0.485 0.053 0.614 0.059

定边 
Dingbian

0.729 0.049 0.719 0.028 0.783 0.044 0.686 0.042 0.862 0.047

吴旗 
Wuqi 

0.538 0.132 0.699 0.082 0.730 0.232 0.544 0.077 0.575 0.094

横山 
Hengshan

0.529 0.029 0.521 0.033 0.673 0.036 0.487 0.020 0.642 0.024

绥德 
Suide 

0.596 0.152 0.584 0.154 0.761 0.097 0.573 0.083 0.701 0.107

延安 
Yan’an

0.696 0.224 0.676 0.218 0.925 0.205 0.632 0.149 0.833 0.185

铜川 
Tongchuan

0.440 0.104 0.427 0.112 0.794 0.127 0.355 0.106 0.450 0.241

洛川 
Luochuan

0.587 0.336 0.576 0.421 0.723 0.297 0.552 0.254 0.690 0.297

 

2.3  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的联合概率分布 

以定边和延安 2 个站点为例，分析联合概率分布和

联合重现期。由图 4 可以看出，随着干旱历时和干旱强

度值的不断增大，二者的联合累计概率值也不断增大。

干旱强度为 0～2 时，等值线密集且干旱历时跨度较大

（1～12 个月不等）。当干旱历时不超过 6 个月，随着干

旱强度的增大，二者的联合累计概率值迅速增大；当干

旱历时超过 6 个月，二者的联合累计概率值随着干旱强

度的增大而增加趋势变缓。当干旱强度不超过 4，随着干

旱历时的增大，二者的联合累计概率之迅速增大；当干

旱强度大于 4 时，二者的联合累计概率值随着干旱历时

的增大而增加趋势变缓。总体来看，定边和延安站所在

区域干旱事件以短历时高强度、长历时低强度以及二者

同步的情况居多。随着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的不断增大，

干旱历时与干旱强度的联合累积概率变率逐渐变小。 
 

 
 

图 4  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联合概率分布 
Fig.4  Join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drought  

duration and drought severity 
 

2.4  基于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的联合重现期 

以定边和延安 2 个站点为例，由图 5 可以看出，随

着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的不断增大，二者的联合重现期

也呈现增大趋势。为了和定边站的联合重现期进行比较，

延安站联合重现期中的干旱历时和强度范围略微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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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时段内，对于定边站所在区域而言，当干旱事件

的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达到最大时，此干旱事件的联合

重现期接近 35 a，而在相同条件下，延安所在区域的联合

重现期接近 230 a，说明对于发生长历时高强度的干旱事

件而言，延安站所在区域发生该事件的频率较低，这一

变化特征也进一步验证了陕北黄土高原西部重旱事件发

生频率高于南部地区。对于具有相同重现期的干旱事件

如 6 a，定边站所在区域此时的干旱强度为 6.7，干旱历时

为 7 个月。对应的延安站所在区域此时的干旱强度为 7.8，

历时为 8 个月。说明对于具有相同重现期的干旱事件，

定边站所在地区较延安站更容易发生此类干旱事件。总

体而言，定边和延安站所在区域的联合重现期随着干旱

历时和干旱强度的增加呈现先缓后陡的增加趋势，延安

站后期增陡的趋势变化更明显。对不同干旱事件的重现

期进行正确估计，可以为农业气象干旱预防治提供更加

科学的指导。 
 

 
 

图 5  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联合重现期分布 
Fig.5  Joint recurrence interval of drought event  
based on drought duration and drought severity 

 

以30 a时间间隔做联合重现期滑动窗口的变化曲线。 

按照 SPI 干旱等级划分标准，选取干旱历时为 5 个月，

干旱强度分别为 4，6，8 和 11（相应干旱事件的干旱等

级分别代表轻旱，中旱，重旱以及特旱）来描述相同干

旱历时不同强度的干旱事件重现期的变化规律。选取干

旱强度为 9，干旱历时分别为 10 个月，8 个月，6 个月和

4 个月（相应干旱事件的干旱等级分别代表轻旱，中旱，

重旱以及特旱）来描述相同干旱强度不同历时的干旱事

件重现期的变化规律。 

由图 6a 和 6b 可以看出，定边站所在区域的相同历时

不同强度的干旱等级重现期变化趋势呈现略微增大趋

势，特旱变化趋势线的斜率最大，重旱次之，轻旱和中

旱相对较小。说明定边站所在区域发生不同干旱事件等

级发生的重现期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大趋势，即发生相同

历时不同强度的干旱事件的周期略微变长。从相同强度

不同历时的联合重现期变化曲线来看，轻旱和中旱的变

化趋势呈降低趋势，重旱和特旱无明显变化。说明定边

站所在区域发生相同强度不同历时的干旱事件发生轻旱

和中旱的周期变短，即该区域发生轻旱和中旱事件的频

率增大。 

与定边站不同，由图 6c 和 6d 可以看出，延安站所在

区域的干旱联合重现期总体上呈现不同程度的降低趋

势。从相同历时不同强度的干旱等级重现期变化规律来

看，特旱变化趋势线降低的趋势最明显，其次是重旱，

说明延安站所在区域发生重旱和特旱的重现期降低，即

发生周期变短；从相同强度不同历时的干旱等级重现期

变化规律来看，轻旱和中旱趋势线降低的趋势最为明显，

发生轻旱和中旱事件的间隔期变短，进一步说明延安站

所在区域旱灾将会进一步加重。 
 

 
 

注：图中横坐标从 1～27 依次表示在 1960—1989，1961—1990…1986—2015 内相应干旱事件重现期的变化趋势。Slope 指斜率。 

Note: Abscissa from 1 to 27 in sequence represents change trend of corresponding drought event in 1960—1989, 1961—1990…1986—2015. 
 

图 6  定边站和延安站联合重现期变化 
Fig.6  Joint recurrence interval variation in Dingbian and Yan’an 

 

2.5  联合重现期在陕北地区农业气象灾害中的应用 

利用中国种植业信息网和陕西省统计年鉴得到陕北

地区各县市耕地面积与当地农业受旱灾面积百分比，从

而计算出陕北地区在该时间段内每年因旱灾造成的农业

受灾面积（图 7）。可以看出，陕北地区农业受旱灾面积

最大的 3 个年份分别为 2000 年、2007 年和 2009 年，在

1995—2000 年间，旱灾受灾面积呈增-减-增的变化趋势， 

2000 年达到最大值。而在 2001—2004 年期间受灾面积呈

下降趋势，2003 年的下降幅度最大。陕北地区在 1995—

2010 年间共发生 24 次干旱事件，各干旱事件的干旱历时

和强度均表示在陕北地区联合重现期等值线图中（图 8）。

可以看出，在干旱历时小于 5 个月，干旱强度小于 4 的

范围内，陕北地区在 1995—2010 年间出现有 13 次干旱

事件，这些干旱事件的重现期大致在 0.5～2 a 区间内，随

着干旱历时和强度的不断增大，陕北地区发生干旱事件

的频次越小，重现期也越大。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的联

合重现期更能反映陕北地区农业受灾年份。 

基于陕北地区 1995—2010 年间的农业气象灾情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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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和本研究理论模型获得的数据，选取干旱持续时

间以及农作物受灾程度较相近的干旱事件，验证本研究

理论模型进行干旱事件特征分析的可行性。结果表明（表

5），在干旱程度相一致的情况下，分析干旱事件的实际

干旱持续时间和相应的理论干旱持续时间，可以发现二

者基本一致，误差为 0.1~0.3a 干旱事件多发生在作物生

长期内。对比理论重现期与实际干旱事件的重现期可以

看出，当根据游程理论提取出干旱事件的干旱特征与实

际干旱特征较为接近时，模拟出的理论重现期能够较好

地反映实际干旱状况，也进一步表明结合游程理论与

Copula 函数可以更好地刻画陕北黄土高原干旱特征，服

务于生态系统管理。 
 

 
 

图 7  1995—2010 年间陕北地区受旱灾农业减产情况 
Fig.7  Agriculture disaster area in Northern Shannxi  

region by drought during 19952010 
 

 
 

注：等值线上数值为联合重现期；SPEI，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 
Note: Value in contour is joint recurrence interval; SPEI,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 

 

图 8  1995—2010 年间陕北和关中地区干旱事件 

在联合重现期等值线上的分布 
Fig.8  Drought events distribution along joint recurrence interval 

contour in Northen Shannxi and Guanzhong from 1995 to 2010  

表 5  1995—2005 年间陕北地区理论与实际 

干旱事件相应干旱特征的比较 
Table 5  Comparison of drought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actual drought events in Northen  
Shannxi from1995 to 2005 

干旱持续时间 
Drought duration 

重现期 
Recurrence interval/a年份

Year

干旱等级
Drought 

grade 实际值 
Actual  

理论值 
Theoretical  

实际值 
Actual 

理论值
Theoretical

1995 轻旱 04—08 03—08 2 2.3 

1996 中旱 02—09 02—09 2.9 3.1 

1997 轻旱 04—08 03—08 2 2.3 

1998 中旱 04—09 04—10 4.1 3.8 

1999 中旱 02—09 02—09 2.9 3.1 

2000 重旱 03—10 03—11 7.5 7.6 

2001 轻旱 04—06 04—06 1.8 1.5 

2002 中旱 04—09 04—10 4.1 3.8 

2003 轻旱 03—05 03—05 1 1.2 

2004 轻旱 03—05 03—05 1.1 1.3 

2005 重旱 04—11 04—11 4.2 4.3 

3  讨  论 

陕北黄土高原是中国典型的旱作农业区，气象干旱

是造成该地区农业干旱的重要自然因素[27]。孙志辉等[34]

通过计算陕西黄土高原区的相对湿润指数，利用系统聚

类分析方法将榆林区、延安北部沟壑区以及延安南部梁

源区分别划分为 1 区、2 区和 3 区，相对应的相对湿润指

数逐渐变低。本文利用游程理论提取出的陕北黄土高原

干旱事件频次的空间分布与其相一致，也进一步说明了

游程理论在进行干旱研究时的可靠性和适用性。 

近年来，利用 Copula 函数在模拟灾害事件重现期方

面已有许多研究[35-36]。本文在考虑陕北黄土高原干旱事

件重现期的基础上，将其与当地农业受灾情况联系起来。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区域干旱事件与农业旱灾受灾面积

之间的联系，将陕北与关中地区进行对比（图 8），可以

发现在 1995—2010 年间，陕北和关中地区在此期间内干

旱事件频次基本一致。对于干旱历时小于 3 个月，干旱

强度小于 2 的干旱事件，关中地区该类事件的发生频次

高于陕北地区；联合重现期在 1～2 a 范围内时，陕北地

区干旱事件频次更高，同时陕北地区此类干旱事件的干

旱历时和强度也高于关中地区。对于重现期较长的干旱

事件陕北中地区也明显高于关中地区，进一步说明关中

地区较陕北地区相比，干旱事件的发生频率以及受灾程

度较低。这与何斌等[37]基于灾害风险综合指标研究陕西

省农业干旱时空的结果也相一致。张雨等[19]以渭河流域

西安站 77 a 的月降水资料基础，认为当干旱历时为 4.53

个月，干旱烈度为 129.7 mm 时，其对应的联合重现期为

3.02 a。将其与用本文研究方法对关中地区研究结果进行

对比，结果表明当联合重现期也为 3.02 a 时，其对应的干

旱历时和强度分别为 6 个月和 5.8，与其研究结果有所不

同，一方面是由于将西安一个站点与整个关中地区进行

比较肯定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是由于对干旱强度这一特

征变量的划定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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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忠等[38]通过对干旱指数年与季节相关性分析，

认为陕西黄土高原四季对全年的干旱变化都有一定的贡

献，而春季对其贡献率最大，夏季和秋季次之。在本文

研究中统计出的 2000—2015 年间陕北地区干旱事件发生

时间也可以反映在各个季节中，春季同样是该地区干旱 

时间发生时间的重要节点。张调风等[39]基于 SPEI 指数，

认为近年来青海省农（牧）作物生长季干旱风险最为突

出。所以农作物受灾程度与作物生长期和气象干旱发生

事件的关系最为密切，故本文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着重

考虑陕北地区主要农作物生长季与干旱事件发生事件的

耦合关系。对于游程理论中截断水平的选取具有一定的

主观人为性，本研究中是基于 SPI 的等级划分标准来确

定阈值。然而不同阈值的选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干

旱事件的判定结果，故在不同区域截断水平优化方面的

改进对干旱事件的判定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本文

仅对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 2 个特征变量进行联合，现有

的研究最多选 3～4 个变量，当需要整合更多的特征变量

时，随着其维度增多在实际联合操作中建立多变量间的

联合函数愈发复杂，故考虑如何在基于多个特征变量的

基础上通过降维来降低多变量联合的复杂性以进一步对

干旱事件提供更加精确地监测方法也是在今后研究的重

要内容。 

4  结  论 

基于游程理论提取陕北黄土高原在 1960— 2015 年

间的干旱事件的历时和强度，利用 Copula 函数将干旱事

件中的特征变量进行联合，分析了研究区内干旱历时和

干旱强度这 2 个特征变量间的联合累计概率和联合重现

期，最后将分析结果与陕北地区实际农作物受旱灾面积

结合起来进一步分析研究的合理性。有如下结论： 

1）1960—2015 年间陕北黄土高原出现的最低干旱事

件频次为 94 次，最高 103 次，陕北榆林、延安等地是主

要的干旱灾害频发区，关中宝鸡、西安、咸阳等地的干

旱事件发生频次相对较小。 

2）陕北黄土高原干旱历时的边缘分布函数为威尔布

分布，干旱强度的边缘分布类型为伽马分布，二者具有

较高的相关性，采用拟合优度最高的 Frank-copula 函数对

干旱特征变量进行拟合，建立两特征变量的联合分布函

数分析干旱特征变量的联合累计概率和干旱事件的联合

重现期。 

3）随着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的不断增大，二者的联

合累计概率和联合重现期也不断增大。研究区内不同站

点的相同历时不同强度和相同强度不同历时的联合重现

期变化曲线变化趋势不尽相同。 

4）通过将陕北地区拟合的干旱事件联合重现期与实

际旱灾受灾面积进行分析，根据游程理论提取出干旱事

件的干旱特征与实际干旱特征较为接近的情况下，理论

重现期与实际重现期的误差范围在 0.1～0.3 a 之间。说明

基于干旱历时和干旱强度的联合重现期能够反映陕北地

区农业受灾年份，研究结果在实际可操作性方面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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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ought is a complex and recurrent climate phenomen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rought ev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eventing the damage. Current studies have analyzed the drought duration and severity based on run 
theory and Coupla function but few focuses on the drought recurrent interval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gricultural drought 
disaster. In this study, the drought recurrence interval was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e drought duration and severity using run 
theory and Coupla function and the results were applied to agricultural drought disaster analysis in order to verify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ethod for agricultural application. The study area was Northern Shannxi and the precipitation data from 
1960 to 2015 were collected for drought grad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 (SPI). The drought 
duration and severity of drought event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SPI values using run theory. Each drought characteristic index 
was evaluated for its distribution by comparing 7 different distributions. Then, the joint distribution of the 2 indices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ir correlation. Then the recurrence interval of each index was calculated for determination of their joint 
recurrence interval. The agricultural disaster area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Statistic Yellow Boo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rought occurred 94-103 times in 1960-2015 in the Northern Shannxi. The main drought area with high frequency was the area 
such as Yunlin, Yanan et al and that with low frequency was in the area such as Baoji, Xian, Xianyang et al. The distribution 
of drought duration and severity belonged to Weibull and Gamma distribution, respectively. The joint function of the 2 indices 

could be well fitted by the Frank-copula function with smaller 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 and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s. 
With the increase of drought duration and severity, the joint probability and recurrence interval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joint recurrence interval variation of different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had different changing trend. The actual drought- 

affected area of the crops in the Northen Shannxi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rought duration and severity. The drought events 

joint recurrence interval was coincide with the actual drought disaster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In the period of 1995-2005, the 

actual and theoretical drought duration was consistent mostly and the absolute errors between the actual and theoretical 

drought recurrence interval were only 0.1-0.3 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ethod proposed here was reliable in 
analyzing drought characteristics and could be used for agricultural drought disaster assessment. 
Keywords: drought; precipitation; disasters; run theory; Copula function; drought recurrent interval; Northern Shann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