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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1961-2019 年东北地区 87 站逐日降水资料，分析了该区作物苗期、营养和生殖生长期、

成熟期 3 个阶段极端干期长度的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极端干期多年平均的空间分布反映了该

区域的相对干湿状况，干旱、半干旱区干期较长，半湿润—湿润区干期较短，但非严格对应，与山脉地
形、不同阶段降水异常区关系密切。近 10－20 年东北地区整体来看，苗期阶段干旱趋势有所缓解，干

期缩短，而营养和生殖生长期、成熟期阶段则表现为变干的趋势。气候倾向率的空间分布显示整体和
局部变化有所不同，苗期阶段全区大部分区域的春旱有所缓解，但局部区域的半湿润区仍存在变干趋
势；营养和生殖生长期、成熟期阶段全区几乎一致的干期延长，尤其是东北南部的湿润区变干趋势比
较突出。此外，各阶段极端干期开始日序近 10 年来均呈延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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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xtreme dry spells
for different crop growth stage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961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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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daily precipitation data of 87 station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961 to 2019，the spa
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iod of extreme dry spell in stages of crop seedling，nutrition and reproductive

growth，maturity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multiyear averag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he period of ex
treme dry spell reflect the relative drywet conditions in the region. The period is longer in arid and semiarid areas

and the period in humid/semihumid area is shorter，but it does not strictly corresponde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mountain topography and abnormal precipitation areas of different stages.In the past 10 to 20 years in Northeast Chi
na，the drought trend in crop seedling stage has eased，and the period has been shortened，while the nutrition and
reproductive growth，maturity stages have shown a drier tendenc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limate tendency
shows that the overall and partial changes are different. Spring drought in most areas of whole region at seedling

stage has eased and dry tendency still appears in the semihumid area of partial region. Nutrition and reproductive
growth，maturity stages have almost the same period extension in the whole region，especially the humid reg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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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Northeast China have a prominent drying trend. In addition，the start sequence of the ex
treme dry spell in each stage has been delayed in the past 10 years.
Key words：Northeast China；different crop growth stages；extreme dry spell；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
tics；drought disaster

引言
全球变暖背景下，各种灾害性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发生，其中干旱作为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呈现频率加
快、范围扩大和进一步加重的态势，对我国社会经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巨大，尤其是我国北方部分
地区干旱化趋势严峻［1－3］。
农业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直接和敏感的行业之一，东北作为全球变暖响应最显著的地区之一，出现
了持续而显著的增温，而夏季降水量又呈现减小趋势，气候存在明显的暖干化倾向［4］；近年来东北三省在国
家粮食安全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增强，而干旱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如果对干旱灾害不予以重视和有效应对，
到 2030 年中国东北地区农民的农业收入将会损失 50% 以上［5］。
为此，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东北干旱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有研究指出 1990－2000 年东北、华北地区
的极端干旱频率显著增加，是近百年少有的大范围高强度的极端干旱频发期，东北地区干旱化趋势显
著［4，6－11］；利用水分亏缺指数分析东北玉米干旱的时空分布特征时发现干旱频率、等级区域性比较明显，辽
宁西部和南部、吉林西部和黑龙江西南部地区的干旱发生频率较高，近些年干旱等级也较重［12－13］；干旱发生
最直接的原因是降水不足或持续减少的累积效应，因此很多学者从降水特征的变化，尤其是极端降水频率、
强度的变化给出了干旱加重的解释［14－15］，降水事件有向极端化发展的倾向，其中严重干燥事件（连续无雨日
≥10d）呈显著增多趋势；2003 年 ETCCDMI（Expert Team on Climate Change Detection，Monitoring and Indices）
定义了 27 个极端气候指数，最长连续无雨日（consecutive dry days，CDD）是其中之一［16－20］，CDD 满足了气候
变化客观检测和描述的需要，也是“欧洲地区极端事件统计和区域动力降尺度”项目（STDRDEX，Statistical
and regional dynamical downscaling of extremes for European regions）提出的基于逐日温度和降水量观测资料的
50 个核心极端指数之一［21］，用以分析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变化，在世界范围的极端气候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21－24］；利用 CDD 分析极端干期序列的多尺度震荡结构及多年变化趋势，揭示了东北和华北大部分相对湿
润的地区有变干趋势［25－26］。
相关研究认为，连续无雨日数可以作为表征干旱的指标之一［26－28］，其变化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很大，特
别是雨养农业区，降水是作物需水量的主要来源，通过模拟不同连续无雨日数对玉米产量的影响试验发现
苗期、拔节期分别发生 10－40 d 的连续无雨日，或者苗期、拔节期均发生 5－20 d 的连续无雨日，均影响玉米
籽粒灌浆，导致减产，减产率约在 3.24%－23.94% 范围内［29］；连无雨日数能够识别吉林省生长季各级干旱及
春、夏、秋旱的发生，与干旱灾害实况吻合较好［30］，但该指标没有考虑前期降水量、土壤持水能力等，因此在
实际干旱监测应用中还需调整。此外，极端干期的概念与干旱监测指标—“连续无雨日数”相似之处是均涉
及连续无雨日数，但前者是某时段内的最长连续无雨日数，反映某时段降水间歇的极端性，是极端气候检测
的指数之一，后者可根据不同日数长度定义干旱等级，用于干旱监测预警，二者资料易得、计算方法简单，因
此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旱情的监测评估、农业干旱灾害的风险评价［31－32］等方面。
进入 21 世纪，有研究发现较前期相比东北三省整体热量资源增加的趋势减缓，在 2005 年前后出现转折
性变化［33］，与此对应，春季降水量也呈现了上升的倾向，降水年际波动加大，东北地区的干旱趋势如何变化
值得关注，尤其是作物生长阶段。为此，本文参照 ETCCDMI 定义的 CDD 以及文献［25］中极端干期的概念，
定义作物不同生长阶段内最长连续无雨日数为各阶段的极端干期长度（单位：天数）且规定日降水量小于
0.1 mm 为无雨日，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了解不同生长阶段区域内干湿分布及可能的趋势，为合理指导农业
生产、防灾减灾、合理利用水资源提供决策依据。

1

研究区域、资料与方法
研究区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东四盟，该区域位于我国纬度最高区，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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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纬度欧亚大陆的东岸，三面环山，中部为东北平原，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雨热同季，生长季 5－9 月的
降水占全年降水的 89% 左右，受东亚夏季副热带季风北部边缘带［33］影响，降水的年际变率较大。

所用数据来自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1961－2019 年 4－9 月东北地区共 87 个国家常规气

象站的逐日降水观测数据。

［34］
参照东北地区农事活动期以及作物对水分需求的关键期等特点，兼顾《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吉林卷》

中春、夏、秋旱的发生时段，本文将作物生长期 4 月 21 日－9 月 20 日，分为 3 个阶段，Ⅰ阶段：4 月 21 日－6 月

10 日，对应于作物的幼苗生长期也叫苗期，期间发生的干旱称为春旱；Ⅱ阶段：6 月 11 日－8 月 31 日，对应于

作物的营养生长、生殖生长期，期间发生的干旱称为夏旱，对作物产量影响较大；Ⅲ阶段：9 月 1 日－9 月 20
日，对应于作物灌浆成熟期，期间发生的干旱称为秋旱。依据以上 3 个时段全区逐站划分，分别统计各阶段

的极端干期日数序列，主要采用线性倾向估计、滑动平均、累计距平和变化趋势的显著性检验等气候变化趋
势分析方法［35］。

2

结果与分析

2.1

极端干期的多年平均分布特征
图 1 是 1961-2019 年平均东北地区作物生长各阶段极端干期长度分布。可以看到多年平均的极端干期

长度在不同阶段的空间分布形态大致相同，整体上从东北向西南呈增加的分布趋势，符合半干旱-半湿润和

湿润-半湿润分界线倾向于东北西南的走向［36］，中西部极端干期长度较长；与东北地区的地形分布十分相
似，西、北、东三面环山，极端干期长度短，中间为东北平原，极端干期长度较长。各阶段空间分布依旧存在
区域差异，一方面就极端干期长度大值区分布情况而言，Ⅰ阶段大值区主要分布在吉林西部和内蒙东部，Ⅲ
阶段主要在辽宁中西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和内蒙东部，Ⅱ阶段大值区范围较大，包含了东北平原大部

Fig. 1

图1

1961-2019 年平均东北地区作物生长不同阶段极端干期长度的空间分布

Spatial distribution for the period of extreme dry spell in different crop growth stage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961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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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涵盖了东北粮食主产区，极端干期长度平均都大于 9 天；各阶段大值区的分布与东北玉米干旱发生
频率较高的区域比较一致［12，37］，可见极端干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干旱发生的风险；另一方面从图 1 也

可以看到 3 个阶段极端干期长度的小值区大都集中在吉林省东南部地区和辽宁省中东部，是各阶段降水气
候平均态分布中降水较为丰富的地区。

空间分布的另一特征是各阶段极端干期长度变化范围的差异，Ⅰ阶段多年平均极端干期长度范围在

8－18 天，Ⅱ、Ⅲ阶段分别为 6－11 天、5－10 天，干期长度的长短与生长季降水的季内分配较为匹配，Ⅱ阶段

是生长季降水量的集中期，大约占到生长季降水量的 73.2%，而Ⅰ、Ⅲ阶段降水量相对较少，只占到 18.1%、
8.7%；此外，相对于各自阶段总长度，Ⅰ、Ⅲ阶段极端干期长度较长，尤其Ⅰ阶段极端干期长度较长，也就是

说连续无雨日较长，发生春旱、秋旱的风险较大，这与玉米干旱发生阶段、发生频率等相关研究结果较为吻
合［12-13，37］；Ⅱ阶段中极端干期长度大于 9 天的站点分布范围较广，虽然相对于该阶段并不很长，但此阶段是

作物营养生长、生殖生长期和需水关键期，需水量增大，期间若发生干旱会对作物产量影响较大，造成严重
减产，通常是重旱的主要发生期［37］。

注：蓝色：原序列；红色：九点平滑序列。

图2

1961-2019 年东北地区作物生长不同阶段极端干期长度距平值的序列

Fig. 2

Anomaly series for the period of extreme dry spell in different crop

growth stage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961 to 2019（uni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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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干期的趋势变化特征
东北地区 1961-2019 年作物生长各阶段极端干期长度距平值变化如图 2，3 个阶段变化的共同点是阶段
性变化明显，线性趋势不同。首先，Ⅰ阶段极端干期长度没有显著变化，而Ⅱ、Ⅲ阶段呈显著的线性增加趋
势，气候倾向率分别为 0.4 d·
（10a）-1、0.3 d·
（10a）-1，且通过 0.05 和 0.00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3 个阶段最长连
续无雨日数的趋势变化，给出了农作物春旱有减少的趋势，而夏旱、秋旱风险在增大［38］，对农业生产、粮食安
全的影响仍需关注。
其次，阶段性变化不尽相同，具体来讲，Ⅰ阶段的极端干期长度距平以 2005 年前后为界，之前相对趋于
平稳变化，2005 年左右开始持续减少，自 2010 年开始干期长度以负距平为主；Ⅱ阶段经过较为持续的增长，
大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增长停滞，大致趋于平稳变化，Ⅱ阶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几乎全为
负距平，自 2000 开始干期长度以正距平为主；Ⅲ阶段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经历一段快速攀升，从
一段平稳变化进入另一段相对平稳变化期，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干期长度以正距平为主；总之经过 20 世
纪 9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初，极端干期长度发生的变化与 1990's 中后期以后北方地区干旱增加趋势明显、夏季
干旱化趋势显著的研究结论［11－12，39－40］，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东北区干旱呈加重的趋势［36，38 ，41］一致，而
且变化发生的时间，对应于东北地区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增温显著期和 21 世纪初的增温停滞期，两者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需要进一步探究。
此外，对照各时段东北地区降水的变化（图略），Ⅰ阶段降水有线性增加的趋势，且通过 0.02 显著性水平
检验，Ⅱ、Ⅲ阶段有线性减少的趋势，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进入 2000 年以后 3 个阶段的降水都进入增
多的阶段，因此极端干期长度的变化特征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在东北地区生长季内降水分配变得更不均匀、
降水事件有向极端化发展的倾向这一结论［14，42－43］。

注：
“●”表示通过 0.1 显著性水平的站点；
“●”表示通过 0. 05 显著性水平的站点；
“●”表示通过 0.01 显著性水平的站点；
“○”表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站点。

图3

Fig. 3

1961-2019 年东北地区作物生长不同阶段极端干期长度的气候倾向率

Climate tendency for the period of extreme dry spell in different crop growth stage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961 to 2019（unit：d·
（1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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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给出了 1961-2019 年东北地区作物生长不同阶段极端干期长度气候倾向率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到
3 个阶段整体趋势与全区平均的趋势一致，Ⅰ阶段以负趋势为主，Ⅱ、Ⅲ阶段绝大部分地区呈现的是正趋势，
但存在区域差异。具体来看，图 3（Ⅰ）可见该阶段除大兴安岭北部和三江平原；全区呈现负趋势，且大部分
站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东四盟东部、吉林省中部和东部的负趋势通过 0.0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春旱风
险的降低对苗期有力，而且东四盟大兴安岭北部，特别是三江平原和辽宁南部的部分地区呈现正趋势且通
过了 0.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少部分通过了 0.0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春季降水整体有增加的趋势，局部地区
春旱风险依旧存在增加的趋势；Ⅱ阶段几乎全区一致的正趋势，且大部分地区通过 0.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地区集中在白城以西、小兴安岭以及三江平原部分地区，最长连续无雨日数的增加
趋势带来了夏旱风险的增加，对东北农作物生产不利；Ⅲ阶段也以正趋势为主，相比Ⅱ阶段在东四盟部分地
区出现了负趋势区域，通过 0.1－0.01 显著水平的区域范围减少。
2.3 极端干期开始日序
以上分析看到极端干期的变化与农业干旱风险关系密切，为此本节统计分析了极端干期开始日序的时
空变化。在统计时，针对某阶段某年极端干期长度重复出现的情况，普查后发现大多数出现重复时，该阶段
的极端干期长度均比较短，一般为 2－4 天，当极端干期长度较长时，重复出现的站和年份占比例很小。而本
文重点关注的是多年平均意义上以及持续期较长的极端干期开始日序，为此建立了不同阶段极端干期开始
日序的序列。图 4 给出了 1961-2019 年平均东北地区作物生长不同阶段极端干期开始日序的空间分布，对
照图 1 给出的平均极端干期长度，可以看到，Ⅰ阶段极端干期开始的时间自西向东逐渐出现，日期范围大约
在 5 月 1－10 日前后，此时作物正处于出苗期，长度从西到东约为 14－10 天，最早出现在东四盟及辽宁和吉
林西部；Ⅱ阶段极端干期开始的时间从东北向西南逐渐出现，范围大致在 7 月 10－25 日前后，此时作物进入
孕穗—抽雄期，作物对水分需求量大，平均极端干期长度为 8－10 天；Ⅲ阶段极端干期出现的时间全区基本
一致，约在 9 月 6 日前后，正值作物灌浆期，平均极端干期长度从东北到西南为 6－8 天；可见，极端干期多年
平均开始日序基本上都在作物生长、成熟关键时期，因此各地在该日期前后适时的防旱抗旱，对保障农业生
产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Fig. 4

图4

1961 - 2019 年东北地区作物生长不同阶段极端干期开始日序的空间分布

Spatial distribution for start sequence of extreme dry spell in different crop growth stage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961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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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干期开始日序是否存在提前或延后的变化特征，为此计算了 1961-2019 年东北地
区平均极端干期开始日序的距平，如图 5，可以看出 3 个阶段极端干期开始日序均存在延后的线性趋势，且Ⅲ
阶段通过 0.01 显著性水平，线性倾向率分别为 0.3 d·
（10a）-1、0.8 d·
（10a）-1、0.8 d·
（10a）-1。Ⅰ、Ⅱ阶段极端干
期开始出现时间的阶段性变化比较相近，都是在 1980 年左右由逐年推迟转入逐年提前，经过 90 年代初再次
转入延后，大约 2004 年前后呈现提前趋势，进入以正距平为主的阶段；Ⅲ阶段极端干期出现时间整体呈现逐
渐推迟的变化，阶段性不明显，Ⅲ阶段的距平值范围明显小于Ⅰ、Ⅱ阶段。

注：蓝色：原序列，红色：九点平滑序列；多年平均开始日序Ⅰ：126，Ⅱ：196，Ⅲ：250。

Fig. 5

3

图5

1961-2019 年东北地区作物生长不同阶段极端干期开始日序的距平值序列

Anomaly series for start sequence of extreme dry spell in different crop growth stage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961 to 2019

结论与讨论

文中利用东北地区 87 个地面气象站 1961－2019 年 4－9 月的逐日降水数据，分析了作物苗期、营养和生
殖生长期、成熟期３阶段极端干期长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给出了极端干期平均开始日及其变化，主要结论
如下：
（1）极端干期长度多年平均空间分布，其相对干旱、湿润区与东北干湿气候带较为一致，干期长度呈东

北—西南向增加，干旱、半干旱区干期较长，半湿润—湿润区干期较短；3 个阶段干期分布差异集中在大值中

心的变化，Ⅰ阶段在内蒙东部，Ⅱ阶段在东北中部平原和三江平原，Ⅲ阶段集中在辽西，参照作物干旱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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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风险区划等研究成果，各阶段干期长度大值区与春、夏、秋旱的高频次、高风险区比较吻合。这种极端
干期的分布与山脉地形、不同阶段降水异常区关系密切。

（2）东北地区平均极端干期长度的线性趋势和阶段性变化显示，Ⅰ阶段极端干期长度没有显著的线性

趋势，Ⅱ、Ⅲ阶段呈显著的线性增加趋势；阶段性变化的突出特点是 90 年代末至今，Ⅱ、Ⅲ阶段进入正距平为
主的阶段，Ⅰ阶段约 2010 年开始干期长度以负距平为主；可以认为近 10－20 年东北地区整体来看，Ⅰ阶段

有变湿的趋势，而Ⅱ、Ⅲ阶段阶段呈现变干的趋势；这于作物而言，春旱呈减少的趋势，而夏旱、秋旱依旧是
增加趋势，其中夏旱对农业生产、粮食产量影响较大，值得关注。

（3）近 59 年极端干期长度气候倾向率的空间分布，整体与局地变化有所不同；Ⅰ阶段全区大部分区域极

端干期长度有缩短的趋势，意味着东北中部干旱—半干旱区—半湿润区的春旱有所缓解，但局部区域的半

湿润区（辽东半岛和三江平原的南端）干期长度却显著增加，有变干趋势；Ⅱ、Ⅲ阶段全区几乎一致的干期
增长，尤其是东北南部的湿润区极端干期长度增大趋势显著，这些地区的夏、秋旱有加重趋势，应给予重点
关注。

（4）多年平均极端干期开始日序的空间分布在Ⅰ、Ⅱ阶段分别自西向东、由东北向西南逐渐开始，Ⅲ阶

段全区基本同步，开始日分别为 5 月 5 日前后、7 月 15 日前后和 9 月 6 日前后，整体而言近 10 年来极端干期开
始日序 3 个阶段均呈延后的趋势。

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极端干期长度与降水量非严格对应，东北地区生长季降水量没有显著变化趋势，但

极端干期长度有显著的增加趋势，特别是夏季，对应于作物的营养、生殖生长关键期，也是水稻、玉米等主要
农作物需水高峰期，这种降水特征变化带来的干旱压力对农业有直接影响，是近十几年来东北农业干旱灾
害呈上升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文中只从雨养农业对生长季自然降水的依赖性角度出发，探讨气候变化背
景下农业气候条件之一—降水特征的变化，分析了降水间歇的极端性变化，对农业成灾的上游机理［44］中的
大气系统作用分量—最长连续无雨日数的特征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满足了气候变化客观检测和描述的需
要，但对前期降水量、土壤持水能力、农业气象灾害机理深入不够，未涉及中、下游机理中的地表水分交换、
环境胁迫作用以及涉及人类活动的生产系统等，今后应将在农业干旱受灾成灾机理和实际应用方面作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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