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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暖季降水日变化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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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京津冀地区 １５６ 个气象站暖季（５—９ 月）逐小时降水观测数据，根据地形
将研究区域分为 ６ 个分区，分析各分区降水量季节内变化和日变化特征，结果表明：１）京津冀的多
雨区主要位于沿燕山南麓到太行山，存在多个降雨中心。２）各分区降水量季节内特征总体表现为
单峰型，即 ７ 月降水量最大，７ 月第 ３ 候至 ８ 月第 ４ 候是主汛期，８ 月降水量次之，５ 月最少。３）降
水呈夜间多，白天少的特点，７ 月初之前的前汛期降水多发生在 １６—２１ 时；主汛期降水呈双峰型，
峰值在 １７—２２ 时，次峰值出现在 ００—０７ 时；８ 月中旬以后的后汛期多夜间降水，峰值多出现在
００—０８ 时。４ ）高原山区多短历时降水，长历时累计降水对季节降水贡献率大值区位于平原地区，
而持续性降水贡献率大值位于太行山区和燕山迎风坡的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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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军等：京津冀地区暖季降水日变化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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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进退表现出清晰的季节内演变［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 ［ ］和原韦华等 ［ ］分析了夏季降水日变化，发现
降水量日变化具有两个峰值，一个在凌晨，一个在
傍晚，在我国东部地区都表现为短时降水峰值较一
致地出现在 １７ 时左右，持续较长时间降水在清晨前
后发生峰值降水，黄淮海地区的持续性降水峰值主
要出现在 ０２—０６ 时。而韩函等［ ］应用卫星反演降
水资料融合而成的格点小时降水，分析了华北夏季
降水的日变化特征，发现夏季降水日峰值，在华北
平原北部出现在深夜，在华北平原中南部出现在
上午。
已有工作对过去几十年的降水和极端降水长
期变化规律开展了系统分析［ ］，同时对日以上尺
度降水量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由于使用较
为稀疏、时间分辨率较粗的观测站资料序列，目前
对于降水日内变化特征认识不足，对于年和季节降
水量的精细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缺乏了解。
本文采用气象系统近年发展的高密度小时降
水观测资料，首次尝试对京津冀地区不同历时降水
量的精细化时空结构进行分析，揭示了京津冀地区
降水的若干新特征，有助于加深对我国最重要地区
大气降水和地表、地下水资源动态变化的科学认识。
１８

引言

１９

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地
处华北平原，地域面积 ２１ ６ 万 ｋｍ ，人口 １ １ 亿，是
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
吸纳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近几十年受显著的气
候变化影响，以及强烈的人类活动干预和水资源开
发利用，致使地表和地下水资源分布态势发生了明
显变化，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京津冀地区成
为人均水资源量最低区域。了解该地区大气降水
量精细化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对于进一步
理解径流和地下水动态变化规律，合理规划、有效
利用水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华北地区属于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性气候，是
我国东部夏季三大降雨区之一，年降水量的 ８０％ 以
上出现在 ５—９ 月，受华北地形的影响，多雨带大致
沿着燕山、太行山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存在三
个降雨中心，分别位于唐山附近、保定西侧、济南附
近［ ］。夏季降水往往集中在几次强降水过程，降
水相对集中使海河流域洪水具有峰值高、峰型陡、
一次性洪量大的特点［］。主导华北地区夏季降水
的气候背景十分复杂［］，一方面由于地处季风活动
的北缘，汛期降水主要受夏季风活动等影响［ ］；另
一方面，还受中高纬度西风环流系统影响［， ］，这
些复杂因素导致京津冀地区降水空间分布不均匀
性，加重水资源利用的不确定性，严重制约该地区
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对京津冀以及华北地区夏
季降水的研究历来受到高度的关注。任国玉等［］
认为海河流域降水近 ５０ 多年来出现显著的下降趋
势，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后期开始，华北地区夏季降
水进一步减少［ ］，在 １９７８ 年前后发生了年代际跃
变［， ］。郝立生等［ ］指出近 ５０ 年华北雨量减少主
要是由于盛夏暴雨事件减少造成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自动气象观测网的建设和积
累了多年逐小时降水资料，人们开始关注到小时时
间尺度的降水特征［ ］。ＹＵ ｅｔ ａｌ． ［ ］揭示了中
国大陆夏季降水存在显著的日变化，且区域特征鲜
明，我国中东部地区暖季降水日变化随季风雨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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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京津冀地处 １１３ ５° ～ １２０°Ｅ 和 ３６° ～ ４２ ３°Ｎ 之
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从西北向东南呈半环状逐
级下降，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居其北部，南北走向
的太行山山脉居其西部，南部是华北平原。在研究
分析过程中，鉴于京津冀区域南北纬度差别较大，
地形地势差异显著，为进一步探索降水时空变化的
区域差别，综合考虑了行政分区和气候区域，将所
研究的京津冀地区分为六个区域（图 １）：冀北高原、
燕山丘陵区、太行山区、冀东平原、京津平原、太行
山前平原（简称“山前平原”）。
文中所使用的资料是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京津冀地
区 １５６ 个气象站点暖季（５—９ 月）逐小时降水量的
观测数据。该数据来源于“全国综合气象信息共享
平 台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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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 形 的 强 迫 抬 升 作 用，易 在 迎 风 坡 形 成 降
水［ ］。因此，京津冀暖季降水大值沿燕山迎风坡
从东向西呈带状分布，其中最大降雨中心在青龙—
遵化—兴隆，降水量达 ５８０ ｍｍ 以上，海淀—霞云岭
降水量为 ５３０ ｍｍ 以上，太行山区的阜平降水量为
５１７ ６ ｍｍ。
２５－２６

图 １ 京津冀分区与气象站点分布（图中圆圈为气象站
点）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ｚ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ｏｔ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ＩＭＩＳＳ 对国内外及行业
交换气象观测数据和业务产品进行收集并按需分
发，对气象数据进行解码、质量控制和产品加工处
理，随后使用数据库技术对实时和历史数据进行一
体化入库管理。
定义降水量大于 ０ １ ｍｍ 的时次为降水小时。
参照前人方法［ ， ］，确定降水间歇长度 ２ ｈ，作为两
次降水过程的分界，即当一次降水过程连续 ２ ｈ 没
有降水时，判断该事件结束，从而一次降水过程中
可能存在不连续的无降水时次。降水历时即为从
第一个降水小时至最后一个降水小时经过的总时
数。按照降水持续时间的长短，将不同历时降水分
为四类：持续时间 １ ～ ３ ｈ 的短历时降水、４ ～ ６ ｈ 中历
时降水、６ ～ １２ ｈ 长历时降水、１２ ｈ 以上的持续性
降水。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ＩＭＩＳＳ

１６ ２４

２

结果分析

京津冀地区降水量总体特征
京津冀地区暖季降水量平均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
４４０ ４ ｍｍ。由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京津冀地区暖季（５—
９ 月）累计降水量空间分布（图 ２ ）看，从南到北呈
“少—多—少”分布特征，即燕山山脉迎风坡为降水
高值区（平均降水量在 ５４０ ｍｍ 以上）、冀北高原区
为降水偏少区（平均降水量为 ３００ ～ ３６０ ｍｍ）、山前
平原地区降水量居中（平均降水量为 ４００ ～ ４８０
ｍｍ）。京津冀夏季降水的分布格局主要是受到地
形和盛行风的影响，当华北地区盛行偏东风时，由
２．１

图 ２ 京津冀地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 ５—９ 月累计降水量空
间分布（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ｙ ａｎ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７ ｕｎｉｔｓ ｍｍ

（ ： ）

由京津冀地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 ５—９ 月逐月降水
空间分布（图 ３）来看，各月平均降水量的空间差异
明显。５ 月 （图 ３ａ ）京津冀地区平均降水量为
３５ ６ ｍｍ，
占暖季降水量的 ８ ０％ ，其多雨区位于太
行山区南部和山前平原的南部，以及燕山丘陵区的
东部，平均降水量在 ４０ ｍｍ 以上；冀北高原区降水
最少，平均为 ２２ ５ ｍｍ。６ 月（图 ３ｂ）降水量较 ５ 月
有明显的增多，平均为 ７６ ６ ｍｍ，比 ５ 月降水量多 １
倍左右，其空间分布呈东北部多、西部南部少态势，
多雨区位于冀东平原区和京津平原区，平均降水量
少雨区位于石家庄—衡水以南，即太行
９０ ｍｍ以上，
山 区 南 部 和 山 前 平 原 南 部，平 均 降 水 量 在
５９ ～ ６５ ｍｍ之间。７ 月（图 ３ｃ ）降水量较 ６ 月又多 １
倍以上，平均降水量达 １５４ ４ ｍｍ，占暖季降水量的
其空间分布与整个暖季降水分布相似，呈现
３５ ０％ ，
“少—多—少—多”的格局；冀北高原区降水量维持
在１１０ ｍｍ以下，山前平原区也存在一个少雨区。８
月（图 ３ｄ）降水量比 ７ 月略有减少，平均降水量为
呈东南多、西北少分布，多雨区位于京津
１１３ ６ ｍｍ，
冀东部的狭长区域，即山前平原东部、冀东平原东
部，降水量在 １４０ ｍｍ 以上，山前平原和京津平原地
区为１００ ～ １４０ ｍｍ，丘陵区和冀北高原区为 ９０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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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９ 月（图 ３ｅ）降水较 ８ 月明显减少，相差约 ９ 同，多雨区位于太行山区、燕山山前一带，而山前平
成，空间分布与 ６ 月相似，但多雨中心位置略有不 原区变为少雨区，与 ８ 月正好相反。

图 京津冀地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 ５—９ 月逐月降水空间分布（单位：ｍｍ；ａ． ５ 月，ｂ． ６ 月，ｃ． ７ 月，ｄ． ８ 月，ｅ． ９ 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７ （ｕｎｉｔｓ：ｍｍ；ａ． Ｍａｙ，
ｂ． Ｊｕｎｅ，ｃ． Ｊｕｌｙ，ｄ．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
Ｆｉｇ．３

降水的日变化特征
由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京津冀暖季平均累计降水量
的日变化特征（图 ４）来看，全区域降水的日演变呈
现“两峰一谷”的特点，降水高峰值是在傍晚时段
（１７—２１ 时），小时降水量均在 １４ ｍｍ 以上，最大值
出现在 １９ 时，为 １５ ２ ｍｍ；另一个峰值在 ０２ 时，平
均小时降水量为 １３ ９ ｍｍ。白天（０９—１５ 时）为降

２．２

水偏少时段，中午（１１—１３ 时）为降水最少的时段，
谷值出现在 １２ 时，小时平均降水量仅为 ８ ７ ｍｍ。
从各分区（图 ５）来看，总体上呈现夜间和凌晨
降水偏多、白天降水偏少的特征，最小雨量出现的
时段基本一致，均出现在上午（０９—１４ 时）。这与宇
如聪等［ ］研究的中国北方区域降水大值主要出现
在午夜和凌晨的结论一致。
１６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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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１８—２０ 时。这三个区域海拔较高，午后太阳辐
射容易导致对流加强，层结不稳定，加之山谷风环
流上升支的抬升作用，午后到傍晚成云致雨的概率
比较大，持续时间较短的降水事件峰值时间均出现
在 １７ 时前后［ ， ］。冀东平原日降水量表现为夜晚
和午后双峰型，夜晚的峰值大于午后，夜晚的峰值
出现在 ０３—０５ 时，午后峰值在 １５—２０ 时。而京津
平原和山前平原两个区域降水日变化较为一致，为
白天少、夜晚多的特征，峰值出现在 ２１ 时—次日 ０２
时，这些平原站点降水多在凌晨发生，主要归因于
山谷风环流夜晚下降支在平原区域的辐合作用。
殷水清等［ ］指出，海河流域夏季降水日变率特征的
空间差异主要受到山谷环流和海陆环流的影响，下
午在流域西部和北部的山区多出现幅合上升运动，
对应于这一地区下午的降水峰值；同时，沿海和平
原地区以辐散下沉运动为主，导致这一地区下午降
水发生频率低。
２０ ２７

图 ４ 京津冀地区小时累计降水量的日变化特征
Ｆｉｇ．４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ｒｌｙ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４

进一步分析各分区日降水量最大值出现的时
间，发现由于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不同，导致最大
降水量出现的时段差异较大。冀北高原、太行山、
燕山丘陵等区域 １５—１７ 时降水量开始增多，高原区
最大值出现在 １５—１７ 时，太行山区和燕山丘陵区出

图 ５ 京津冀各分区小时累计降水量日变化（ａ． 冀北高原区，ｂ． 燕山丘陵区，ｃ． 太行山区，ｄ． 冀东平原区，ｅ． 山前平原区，
ｆ． 京津平原地区）
Ｆｉｇ．５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ｒｌｙ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ａ．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 ｈｉｌｌｙ ａｒｅａ ｏｆ Ｙ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ｄ． ｐｌ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ａｓｔ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 ｐｌ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ｆ． ｐｌ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京津冀降水日变化的暖季季节内演变
由京津冀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累计小时降水量逐候－
日变化特征（图 ６）可以看出，暖季降水可以分为 ５
个阶段，５ 月至 ６ 月第 ４ 候降水量偏少，累计小时降
水量在 ０ １ ～ ５ ０ ｍｍ，降水呈夜间多白天少的分布，
日降水多集中出现在 １６—２０ 时，０５—１５ 时是降水
偏少时段，特别是中午阶段降水稀少。６ 月第 ５ 候
至 ７ 月第 ３ 候降水较前一阶段有所增加，累计小时
降水量在 ５ ～ １０ ｍｍ 之间，日降水的峰值出现在

２．３

—２１ 时。７ 月第 ４ 候至 ８ 月第 ２ 候，对应 ７ 月下
旬至 ８ 月上旬，这段时间正好是京津冀地区的“主
汛期”，降水最大，累计小时降水量在 １０ ～ ２０ ｍｍ，降
水峰值出现在 １７—２２ 时，次峰值出现在 ００—０７ 时，
平均累计小时降水量为 １５ ｍｍ 左右。８ 月第 ３ 候至
９ 月第 ２ 候，
是京津冀的后汛期，累计小时降水量在
多夜间降水，峰值出现在 ００—０８ 时。９
５ ～ １０ ｍｍ，
月第 ３—６ 候累计小时降水量在 ０ ～ ５ ｍｍ，也是多夜
间降水。虽然各个阶段降水峰值有所差异，但是都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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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午后和夜晚。进入 ７ 月第 ３ 候至 ８ 月第 ４
候，即主汛期后，冀东平原区、京津平原区累计小时
降水最大值出现在凌晨，这与文献［１８］的研究结论
一致。而冀北高原区、燕山丘陵区、太行山区等分
区小时降水量最大值出现在午后和夜晚。位于平
原的京津平原和山前平原区在午后也出现一个小
时降水量的大值。
研究［ ］表明，山谷风热力环流是引起京津冀暖
季山区和平原降水日变化差异的重要原因。沿燕
山—太行山系，山区太阳辐射加热导致降水峰值多
在午后发生，其后在对流层中层平均气流引导下向
下游及东南方向传播，可能与平原地区清晨降水峰
值的形成有关。同时，夜间山谷风环流的上升支与
平原地区低层夜间西南急流叠加，有利于暖湿气流
的输送，从而有助于平原地区夜间降水峰值形
成［ ］。８ 月中旬以后，季风雨带南撤，降水量逐渐
减少，降水日变化各分区基本一致，除冀北高原区
外，累计小时降水量的大值均出现在凌晨。
２８

图 京津冀暖季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降水量候－小时剖面

６
Ｆｉｇ． ６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ｎｔａｄ ａｎｄ ｈｏｕｒ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ａｒｍ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７

表现为白天 ０９—１５ 时降水偏少。
京津冀各分区降水量季节内特征总体表现为
单峰型，即 ７ 月降水量最大，８ 月次之，５ 月降水量最
少，各分区降水量日变化具有较强一致性。由分区
逐候累计降水日变化（图 ７）可以看出，５ 月第 １ 候
至 ７ 月第 ２ 候各分区日降水量呈单峰型，降水主要

２８

图 ７ 京津冀各分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逐候累计降水日变化（ａ．冀北高原区，ｂ． 燕山丘陵区，ｃ． 冀东平原区，ｄ． 太行山区，ｅ． 山前
平原区，ｆ．京津平原区）
Ｆｉｇ．７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ｎｔａ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７ （ａ．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 ｈｉｌｌｙ ａｒｅａ ｏｆ Ｙ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ｃ． ｐｌ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ｅａｓｔ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ｅ． ｐｌ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ｆ． ｐｌ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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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持续性变化特征
将京津冀地区降水根据持续时间长短分为：持
续时间 １ ～ ３ ｈ 的短历时降水、４ ～ ６ ｈ 的中历时降水、
６ ～ １２ ｈ 的长历时降水、
１２ ｈ 以上的持续性降水。由
不同历时降水的日变化（图 ８）发现短历时降水的日
峰值出现在 １８ 时前后，中历时降水的日峰值比短历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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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峰值略晚，大约出现在 ２２ 时；而长历时降水和
持续性降水日峰值出现在凌晨，正好对应于前文 ２．２
节分析结果，即京津冀地区短时降水导致暖季降水
量傍晚的日峰值，而长历时和持续性降水是凌晨日
峰值的主要原因。

图 ８ 京津冀地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不同历时降水日变化（ａ．短历时降水，ｂ．中历时降水，ｃ．长历时降水，ｄ．持续性降水）
Ｆｉｇ．８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 ｈ）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ｄｉｕｍ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４６ ｈ）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 ），ｌｏｎｇ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６－１２ ｈ）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１２ ｈ）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７

图 ９、图 １０、图 １１ 分别给出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京
津冀暖季不同历时降水频率、降水量和降水贡献率
的空间分布，从全区域来看，短历时降水出现频率
最大，每年平均出现 ２０ ～ ４５ 次，呈西北部多、东南部
少分布，以山区和平原交接地区为界，平原地区均
在 ３５ 次以下，山区短历时降水平均每年出现 ３５ 次
以上，其中冀北高原区和燕山丘陵区短历时降水平
均在 ４０ 次以上（图 ９ａ），这些地区午后到傍晚持续
时间较短的降水事件出现概率较大（图 ５），山区短
历时的累计降水量在 ６０ ～ ９０ ｍｍ 之间（图 １０ａ），对
暖季降水的贡献率在 ２５％ 以上（图 １１ａ）。中历时降
水每年平均出现 ６ ～ １２ 次，冀东平原区、京津平原北
部、太行山区北部有三个大值区，每年出现 １０ 次以
上的中历时降水，其他地区在 ８ ～ １０ 次（图 ９ｂ）。中
历时累计降水量呈东多西少分布，冀东平原累计降
水量在 １２０ ｍｍ 以上，与降水频次高值区相对应，其
降水贡献率为 ２４％ 左右，其他两个降水频次高值

区，累计降水量较少，贡献率也仅为 ２０％ 左右（图
１０ｂ、
图 １１ｂ）。长历时和持续性降水出现频率较少，
年平均分别为 ６ ０ 次和 ３ １ 次，但二者的空间分布
有较大的差异，长历时降水频率高值区主要分布在
燕山丘陵的东部（图 ９ｃ），而持续性降水主要出现在
太行山区（图 ９ｄ）。长历时累计降水量的高值区位
于平原地区的东部（图 １０ｃ），其降水贡献率在 ２８％
以上（图 １１ｃ）；持续性降水高值区位于太行山区以
及燕山迎风坡，累计降水贡献率在 ３０％ 左右。
总体来看，冀北高原区和燕山丘陵区短历时降
水量对累计降水总量的贡献较大（图 １１ａ），而在平
原地区，长历时降水的贡献更大（图 １１ｃ ）。持续性
降水贡献大值中心区出现在太行山区。从京津冀
平均看，长历时和持续性降水对暖季降水的贡献大
于短历时降水，说明东亚夏季风大尺度环流所引起
的持续性降水对京津冀地区的降水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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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京津冀地区不同历时降水频率（单位：次； 短历时降水， 中历时降水， 长历时降水， 持续性降水）
（ ）
（ ），
（ ）
（ ），
（ ）
（），
（
）
（）
（ ：
）

９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
ａ．
ｂ．
ｃ．
ｄ．
Ｆｉｇ．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 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ｍｅｄｉｕｍ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４－ ６ 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
ｌｏｎｇ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６－１２ 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１２ 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７ ｕｎｉｔ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ｉｍｅｓ

３

结论与讨论

使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京津冀地区暖季逐小时降
水，分析了京津冀及其各分区降水量季节内变化和
日变化特征，发现：
１）京津冀地区多雨区位于燕山山脉南麓，多雨
区中有多个降雨中心，沿燕山南麓从东到西分别是
青龙、遵化—兴隆、海淀—霞云岭、阜平。在整个暖
季中，位于燕山南麓的冀东平原区一直存在多雨区。
２）各分区降水量季节内特征总体表现为单峰
型，即 ５ 月—７ 月初之前降水量较少，可称为京津冀
的前汛期；７ 月降水量最大，７ 月第 ３ 候至 ８ 月第 ４
候是主汛期；８ 月降水量仅次于 ７ 月，但 ８ 月中旬以
后开始减少，称为后汛期。
３）京津冀暖季降水呈夜间多，白天少的特点，
但各分区多雨时段出现的时间差异较大。随着雨
带的移动，前汛期（５ 月—７ 月第 ３ 候）降水多发生
在１６ — ２１ 时；主汛期（７ 月第 ４ 候— ８ 月第 ２ 候）降

水呈双峰型，峰值在 １７—２２ 时，次峰值出现在 ００—
后汛期（８ 月第 ３ 候—９ 月）多夜间降水，峰值
０７ 时；
多出现在 ００—０８ 时。
４）山区多短历时降水，累计降水量占整季降水
的 ２５％ 以上。长历时累计降水对季节降水贡献率
大值区位于京津冀的平原地区，而持续性降水贡献
率大值位于太行山区以及燕山迎风坡。由京津冀
整体平均看，长历时和持续性降水对暖季降水的贡
献大于短时降水。
开展京津冀地区暖季降水的精细化特征研究，
掌握降水的演变规律，对提高水资源的利用以及防
汛抗旱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已有资料的限
制，本文所用的资料仅局限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样本
量不足所带来的分析结果的代表性具有不确定性。
同时，如何利用更高时空分辨率的区域自动站观测
数据，精细刻画城市内部、山脉丘陵对降水的影响，
仍有待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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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Ｆｉｇ．１０

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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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京津冀地区不同历时降水量（单位： ； 短历时降水， 中历时降水， 长历时降水， 持续性降水）
（ ）
（），
（ ）
（ ），
（ ）
（），
（
）
（）
（ ： ）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
ｍｍ ａ．
ｂ．
ｃ．
ｄ．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 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ｍｅｄｉｕｍ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４－６ 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
ｌｏｎｇ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６－１２ 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１２ 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７ ｕｎｉｔｓ ｍｍ

— 年京津冀地区不同历时降水量对暖季降水量贡献率的空间分布（单位： ； 短历时降水， 中历时降
水， 长历时降水， 持续性降水）
（ ）
（），
（ ）
（ ），
（ ）
（），
（
）
（）
（ ：）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
％ ａ．
ｂ．
ｃ．
ｄ．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 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ｍｅｄｉｕｍ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４－６ 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 ｌｏｎｇ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６－１２ 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１２ 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ａｒｍ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７ ｕｎｉｔ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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