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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内蒙古地区47个地面观测站1981—2010年降水资料，采用标准化降水指数(SPI)

作为干旱指标，分析了内蒙古地区年度和四季干旱发生的频率、干旱强度和站次比（发生干

旱站数与总站数之比）的演变特点。结果表明：年度、秋季和冬季干旱强度变化趋势不明

显，春、夏季干旱强度呈显著上升的趋势；近30 a来年尺度上干旱强度表现为轻度干旱，四

季干旱强度以轻度干旱为主；年、季尺度上干旱发生的覆盖范围为局域性干旱和区域性干

旱；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盟是年度干旱、中旱、重旱与特旱发生频率最高地区，而西部阿

拉善盟地区干旱、中旱、重旱和特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从季节上来看，内蒙古全区春、

冬季干旱(含中、重和特旱)发生频率较为一致，表现为西部及西南部地区干旱发生的频率较

低，而东部、中部、北部地区干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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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受季风气候和地形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水热分布不均，从而导致了干旱的频

繁发生。干旱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水资源匮乏、沙漠化等诸多问题都是干旱发展的具

体表现[1]。干旱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已经对我国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造成严重影

响 [2]。美国每年因干旱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60×108～80×108美元 [3]。据统计，2002—2011

年，我国因旱灾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约18.83×108 hm2，绝收面积约0.28×108 hm2 [4]。近

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水循环加强，极端气候事件增多，表现在干旱发生频率

和强度呈明显增加趋势[5]。

中国北方地区干旱化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对华北、西北两个典型

干旱区的研究备受关注[1]。对中国北方干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干旱演变特征、成因及干旱

化存在的问题[5-10]。虽然学术界对北方干旱化的成因、特点和趋势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但

目前已有对北方干旱的研究大多是从区域的角度来分析，而从更小的尺度分析局地干旱

的研究不多，特别是地处高纬、降水少的内蒙古地区，对其年度和季节性干旱演变特征

的分析鲜有报道。已有研究表明，1959—1999年间内蒙古大部分地区降水量有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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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内蒙古地区降水有明显的时空差异，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大范围偏少，70年代东部

偏少，80年代东部偏多、中西部偏少，90年代全区降水偏多，而21世纪以来，内蒙古东

部及东北部地区降水严重偏少[12]。此外，内蒙古地区干旱发生频率高，农作物受灾严重
[13]。因此，分析近几十年来内蒙古地区干旱发生频率、强度以及干旱范围对其应对未来

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对干旱评价指标已有大量的研究[14-15]。干旱成因复杂，受多个因素的影响，评价指标

的适用性受研究区域和时间尺度的限制[5,16]。目前研究气象干旱的指标主要有相对湿润指

数[1]、Z指数[2]、标准化降水指数[16-18]、帕默尔干旱指数[19-20]、综合气象干旱指数[21]等，并

利用这些指标对各地干旱的时空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其中，标准化降水指数采用Γ分布

概率来描述降水量的变化，其计算简单，可消除降水的时空差异，对干旱变化反应敏

感，能很好地反映不同区域和时段的干旱状况。因此，本文选取SPI指数作为气象干旱

分析指标，从干旱发生频率、干旱站次比和干旱强度三个方面分析1981—2010年内蒙古

地区干旱的时空演变规律，可为应对全球变化背景下进行干旱监测、预警和防旱减灾工

程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本文使用内蒙古自治区1981—2010年逐月观测资料计算标准化降水指数。所有数据

均来自中国气象资料共享服务网(http://cdc.cma.gov.cn/)。对内蒙古地区从中国气象资料共

享服务网目前可收集到50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的观测资料。为了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剔除

50个站点中缺测较多的站，选用其中47个站点近30 a来的逐月气象观测资料，对其中个

别缺测的值采用均值进行代替。所用47个地面观测站分布于内蒙古地区的12个盟(市)间

(除乌海市外)，其中内蒙古中部地区台站较为密集，东部及西部观测站相对稀疏。

1.2 研究方法

根据《气象干旱等级GB/T 20481—2006》国家标准的定义，标准化降水指数(SPI)是

表征某时段降水量出现概率多少的指标，其适用于月以上尺度相对于当地气候状况的干

旱监测与评估。SPI采用Γ分布概率来描述降水量的变化，将偏态概率分布的降水量进行

正态标准化处理，最终用标准化降水累积频率分布来划分干旱等级。SPI计算公式如下：

SPI = S
t -(c2t + c1)t + c0

[(d3t + d2)t + d1]t + 1.0 （1）

式中： t = ln 1
G(x)2 ，G(x)为与Γ函数相关的降水分布概率；x为年或季降水量样本；S为

概率密度正负系数。

当G(x)>0.5时，S=1；当G(x)≤0.5时，S = -1。G(x)由Γ分布函数概率密度积分公式

计算：

G(x) = 1
β
γ
Γ(γ)0

∫0x

x
γ - 1

e
-x/β

dx, x > 0 （2）

式中：γ、β分别为Γ分布函数的形状和尺度参数；c0、c1、c2和 d1、d2、d3分别为Γ分布函

数转换为累积频率简化近似求解公式的计算参数，其中 c0=2.515 517，c1=0.802 853，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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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328，d1=1.432 788，d2=0.189 269，d3=0.001 308。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出年和季为尺度的标准化降水指数(SPI3)，并按《气象干旱等级

GB/T 20481—2006》中的分级标准分为特旱(SPI3≤-2.0)、重旱（-2.0<SPI3≤-1.5）、中旱

(-1.5<SPI3≤-1.0)、轻旱(-1.0<SPI3≤-0.5)和无旱（-0.5<SPI3）。

1.3 干旱评价指标

本文从干旱发生频率、干旱站次比和干旱发生的强度三个方面评价内蒙古地区近30

a的干旱特征，各具体指标解释如下[16]：

(1) 干旱频率(Pi)：用于评价某站有资料年份内发生干旱频率程度，计算公式为：

Pi = n/N×100% （3）

式中：N为某站有气象资料的年数，n为该站发生干旱的总年数。可按不同程度的干旱发

生年数计算不同程度干旱频率。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把轻旱(含轻旱以上)发生的年份均

算为干旱，中旱(含中旱以上)发生的年份均记为中旱，重旱(含重旱以上)发生的年份记为

重旱，特旱发生的年份记为特旱。

(2) 干旱站次比(Pj)：用某一区域内干旱发生站数多少占全部站数的比例来评价干旱

影响范围的大小，计算公式为：

Pj = m/M×100% （4）

式中：M代表研究区总气象站数(本文中M=47)；m为发生干旱的站数；j代表不同年份。

Pj表示一定区域干旱发生范围的大小，间接反映干旱影响范围的严重程度，其中，Pj ≥
50%时，表示研究区域内有一半以上的站发生干旱，为全域性干旱；当 50%>Pj≥33%时

为区域性干旱；当33%>Pj≥25%时为部分区域性干旱；当25%>Pj≥10%时为局域性干旱；

当Pj＜10%时为无明显干旱发生[16]。

(3) 干旱强度(Sij)：用于评价干旱的严重程度，单站某时段内的干旱强度可由SPI值

反映，计算公式为：

Sij =
|
|
||

|
|
|| 1
m∑i = 1

m

SPIi （5）

式中：m为该区域内发生干旱的站数，SPIi为发生干旱时SPI的绝对值。当Sij<0.5时干旱

强度不明显；1>Sij≥0.5为轻度干旱；当1.5>Sij≥1时为中度干旱；当Sij≥1.5时为重度 干

旱。

2 结果分析

2.1 内蒙古地区年度干旱特征

基于研究区47个地面气象站近30 a来SPI3指数所得到的各站点干旱频率，干旱(含

轻旱及其以上) 发生的频率在 25.04%~32.99%之间。根据所计算的干旱发生频率，使用

ArcGIS 10.0中克里格方法（Kriging）得到研究区干旱频率分布图。由图1可知，内蒙古

大部分地区干旱发生频率相对较高，其西南部地区如阿拉善盟、乌海市部分地区干旱发

生的频率相对较低[图1(a)]；中旱发生频率相对较高的地区有呼伦贝尔盟、兴安盟、乌兰

察布盟东部和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及南部地区，西南部的阿拉善盟、巴彦淖尔盟、包头市

和伊克昭盟部分地区中旱发生频率相对较低[图1(b)]；重旱发生频率较高的地区有呼伦贝

尔盟、锡林郭勒盟大部分地区、赤峰市西部少数地区及伊克昭盟东部地区，阿拉善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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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和哲里木盟等地区重旱发生的频率较低[图1(c)]；特旱发生的频率在0.91%~2.14%

之间，其中呼伦贝尔盟地区特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约为 2.13%，内蒙古西部大部分

地区特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图1(d)]。可见，呼伦贝尔盟地区干旱、中旱、重旱和特旱

发生频率最高，而研究区西南部阿拉善盟地区各种干旱发生频率相对较低。呼伦贝尔盟

地区由于发生各种干旱的频率较高，有关部门应采取相应的防旱抗旱措施，以减轻旱灾

损失。

图1 内蒙古地区干旱频率分布
Fig. 1 Drought frequency distribution in Inner Mongolia

从干旱的站次比或覆盖范围来看(图2)，研究区近30 a中站次比在15.96%~50.71%之

间。根据干旱站次比的判断标准，仅有2001年研究区干旱的站次比大于等于50%，研究

区发生过全域性干旱，近30 a中有13 a发生过区域性干旱(50%>Pj≥33%)，分别是1982、

1986、1989、1995、1997、1999、2000、2002、2004—2007和2009年，约占43.33%；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分别有 6 a 和 4 a 发生过部分区域性干旱(33%>Pj≥25%)，分别是

1981、1983—1985、1987—1988、1991、1993—1994 和 1996 年；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

6 a 发生过局域性干旱(25%>Pj≥10%)，分别是 1990、1992、1998、2003、2008 和 2010

年。综上，研究区区域性干旱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均有发生，部分区域

性干旱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发生过局域性干旱；

近30 a来，研究区干旱发生的覆盖范围有轻微缩小的趋势，主要以区域性干旱和局域性

干旱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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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81—2010年内蒙古地区干旱强度和站次比
Fig. 2 Drought intensity and drought stations proportion in Inner Mongolia over the period 1981－2010

从干旱强度来看(图2)，近30 a来研究区干旱强度值在0~0.993之间，所有年份基本

属于轻度干旱，相对而言 1986 年干旱强度较高，而 1991 年和 1998 年干旱强度相对较

低，总体干旱强度变化趋势不明显。

2.2 内蒙古地区季节性干旱特征

2.2.1 春旱

研究区1981—2010年春旱发生的频率在14.82%~34.78%之间，春季干旱发生的频率

与年度干旱发生的频率大致相同，其中除阿拉善盟、乌海市西部及巴颜淖尔盟西部少部

分地区春季干旱发生的频率较低外，其余地区干旱发生的频率较高[图3(a)]；春季中旱发

生的频率在2.85%~20.22%之间，其中呼伦贝尔盟地区、赤峰市、锡林郭勒盟部分地区和

乌海市北部等地区春季中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16%~20%之间)，阿拉善盟、伊克昭盟

西北部地区春季中旱发生的频率较低，仅在2.85%~8.71%之间[图3(b)]；春季重旱发生的

频率在1.51%~7.81%之间，其中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哲里木盟、赤峰市、锡林郭勒盟

大部分地区春季重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阿拉善盟地区春季重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

[图3(c)]；春季特大干旱发生的频率在0.12%~3.00%之间，其中伊克昭盟西部和东部、锡

林郭勒盟东南部地区春季特大干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约在2%~3%之间，阿拉善盟、

乌海市、赤峰市、哲里木盟和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地区春季特大干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

[图3(d)]。可见，春季在伊克昭盟西部和东部、锡林郭勒盟东南部地区应该做好适当的防

旱抗旱措施。

从春季站次比和干旱强度来看，近30 a来研究区站次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减少速

率为 3.17%/10 a (R2=0.03)。自从 1981年以来，研究区在 1986、1994—1995和 2001年有

过一半以上的气象站点发生干旱，即全域性干旱(Pj ≥50%)，春季发生的全域性干旱可能

对全年的干旱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出现2001年春季和全年都发生了全域性干旱；1983—

1984、1987、1989、1993、1997、2000、2004—2006 年 10 a 中春季发生过区域性干旱

(50%>Pj ≥33%)；1982、1988、1996、1999、2003、2009年6 a中春季发生过部分区域性

干旱；1981、1985、1990—1992、1998、2002和2008年春季发生过局域性干旱；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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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内蒙古地区春旱频率分布
Fig. 3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pring drought in Inner Mongolia

和2010年研究区春季没有发生明显的干旱。在干旱强度上，研究区春季干旱强度值在0~

1.24之间波动，其波动曲线大致与站次比曲线一致，即站次比较高的年份干旱强度亦强

[图 4(a)]。根据干旱强度的分级可知，1981、1993、1995、2003和 2004年研究区春季发

生过中度干旱，此外，除 2008年和 2010年无明显干旱发生外，其余年份均为轻度干旱

[图 4(a)]。综上，研究区近 30 a来春旱发生的覆盖范围呈明显的减少趋势，20世纪 80、

90年代和21世纪初均发生过区域性和局域性春旱；近30 a中春季发生轻度和中度干旱的

比例分别为76.67%和16.67%；阿拉善盟是春季干旱、中旱、重旱和特旱发生频率相对较

低的地区。

2.2.2 夏旱

研究区夏旱发生的频率在 29.58%~33.88%之间，其中内蒙古中部的锡林郭勒盟、赤

峰市和哲里木盟中南部地区夏季干旱发生的频率较高，巴彦淖尔盟、兴安盟地区夏旱发

生的频率最低[图5(a)]；夏季呼伦贝尔盟大部分地区、阿拉善盟西部和北部小部分地区及

乌兰察布盟东南部地区中旱发生的频率在18.3%~20.20%之间，而锡林郭勒盟西北部、伊

克昭盟、乌海市东部及赤峰市东南部地区夏季中旱发生的频率(14.28%~16.28%)相对较低

[图5(b)]；与研究区夏季干旱和中旱发生的频率相比，重旱发生的高频率区在空间上有所

分散，比如干旱和中旱发生频率相对较低的阿拉善盟西部和南部、伊克昭盟大部分地区夏

季重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图5(c)]；兴安盟、呼伦贝尔盟中南部地区夏季特旱发生频率

相对较高，锡林郭勒盟西部和阿拉善盟西部地区夏季特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图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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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81—2010年内蒙古地区四季干旱站次比和干旱强度变化
Fig. 4 Seasonal drought intensity and drought stations proportion in Inner Mongolia over the period 1981－2010

图5 内蒙古地区夏旱频率分布
Fig. 5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ummer drought in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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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区夏季站次比和干旱强度而言，近30 a来夏季站次比与干旱强度的波动趋势

基本一致[图4(b)]。夏季站次比在4.26%~65.96%之间，其中1987、2000—2001和2007年

内蒙古地区夏季一半以上的站点发生了干旱，即为全域性干旱；1981—1983、1986、

1989、1997、1999、2004—2005 和 2009—2010 年 11 a 夏季发生了区域性干旱；1995 和

2006 年研究区夏季发生过部分区域性干旱；1985、1988、1990—1994、1996、2002—

2003和 2008年夏季发生过局域性干旱；1984年和 1998年研究区夏季没有观察到明显的

干旱发生。在干旱强度上，近30 a来研究区夏季干旱强度值在0.58~1.35之间，没有发生

重度干旱的年份，其中1986、1988—1989、2001、2003—2005、2007和2010年夏季的干

旱强度为中度干旱，其余21 a为轻度干旱年[图4(b)]。可见，与春季类似，近30 a来研究

区夏旱以局域性干旱(占 36.67%)和区域性干旱(36.67%)为主，强度主要表现为轻度干旱

(占70%)和中度干旱(占30%)。

2.2.3 秋旱

研究区秋旱发生的频率约在 30%左右，其中秋旱发生频率相对较高(约在 32.84%~

33.84%之间)的地区位于哲里木盟、赤峰市南部、呼伦贝尔盟东部及阿拉善盟东北部地

区，其次是阿拉善盟中部、南部、北部地区和呼伦贝尔盟中部、南部部分地区，而锡林

郭勒盟、呼伦贝尔盟西北部地区秋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约在30.74%~31.79%之间） [图

6(a)]；近 30 a来，研究区秋季中旱发生的频率在 15.55%~17.49%之间，其中阿拉善盟大

部分地区、伊克昭盟、乌海市和巴彦淖尔盟部分地区秋季中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赤

峰市南部、呼伦贝尔盟西北部地区中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图6(b)]；内蒙古秋季重旱发

图6 内蒙古地区秋旱频率分布
Fig. 6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autumn drought in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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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频率与中旱发生频率基本一致，内蒙古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重旱的频率相对较高，大

约在6.62%~7.10%之间，而东部哲里木盟地区重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图6(c)]；发生特

旱的高频率区(在2.34%~3.04%之间)主要集中于锡林郭勒盟大部分地区、呼伦贝尔盟西部

及西北部地区，哲里木盟南部、阿拉善盟中部及北部地区秋季特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

[图6(d)]。

从干旱发生的范围和强度来看[图4(c)]，研究区近30 a来秋季站次比呈显著增加的趋

势，增长速率为 6.59%/10 a (R2=0.115)，其中 1982、2001—2002、2005和 2007年研究区

秋季发生过全域性干旱，即47个地面观测站中有一半以上的站点发生了干旱；30 a中有

8 a (1986、1989、1991、1997、1999—2000、2006 和 2009 年)在秋季发生了区域性干

旱；1985、1988、1996和2010年研究区秋季发生过部分区域性干旱；近30 a中有12 a秋

季发生了局域性干旱，分别在 1981、1983、1984、1987、1990、1992—1995、1998、

2004和2008年；2003年研究区在秋季没有观测到明显的干旱发生。内蒙古地区近30 a秋

季的干旱强度值在 0.513~1.239[图 4(c)]，其中有 9 a干旱强度大于 1，为中度干旱年，分

别为1982、1985—1986、1991、2001—2002、2005、2007和2009年，其余21 a为轻度干

旱年，没有观测到重度和没发生明显干旱强度的年份。可见，近30 a中内蒙古地区秋季

主要以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区域性干旱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局

域性干旱为主，干旱强度表现为轻度和中度干旱。

2.2.4 冬旱

近30 a中内蒙古地区冬季干旱发生的频率在10.52%~40.65%之间，除阿拉善盟地区

冬季发生干旱的频率相对较低外，其余盟(市)冬季干旱发生的频率较高[图7(a)]；冬季中

旱和干旱发生频率的高低区域在空间分布上基本一致，但中旱高频区有所扩张，内蒙古

中部、东部及北部大部分地区冬季中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发生频率在 14.49%~

19.00%之间，阿拉善盟西北部地区冬季中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图7(b)]；内蒙古中部、

北部地区冬季重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发生频率大于5%，而西部、西南部和东部小部

分地区冬季重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图7(c)]；冬季特旱发生的频率小于2.73%，其中锡

林郭勒盟、呼伦贝尔盟地区冬季特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阿拉善盟、乌海市北部、巴

彦淖尔盟北部和哲里木盟地区冬季特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图7(d)]。可见，冬季内蒙古

北部的呼伦贝尔盟地区干旱(含中、重和特旱)发生的频率最高，而西部及西南部的阿拉

善盟、乌海市等地区干旱(含中、重和特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

从冬季内蒙古地区干旱发生的覆盖范围和强度来看，近30 a来内蒙古地区冬季干旱

站次比呈显著减少的趋势，而干旱强度具有轻微增加的趋势[图4(d)]。冬季干旱站次比在

9.93%~48.23%之间波动，近 30 a中内蒙古地区冬季没有发生过全域性干旱；20世纪 80

年代(1981—1986、1988 年)、90 年代(1996—1997、1999 年)和 2000 年代(2002、2009 年)

共12 a冬季发生过区域性干旱；1989、1991、1995、1998、2001、2004—2005、2007年

共8 a冬季发生过部分区域性干旱；1987、1990、1992、1994、2000、2003、2006、2008

和2010年共9 a冬季发生过局域性干旱；仅1993年没有观测到明显的干旱发生。从干旱

强度来看，研究区近 30 a 来冬季干旱发生的强度在 0~1.20 之间，其中 1986、1995、

1997、1999和2010年干旱强度大于1.0，为中度干旱年，1994年冬季干旱发生的强度不

明显，其余24 a冬季干旱强度在0.5~1.0之间，为轻度干旱年。综上，近30 a来研究区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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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没有全域性干旱发生，以区域性干旱(40%)、局域性干旱(30%)和部分区域性干旱

(26.67%)为主，干旱强度呈轻度(80%)和中度(16.67%)特征。

图7 内蒙古地区冬旱频率分布
Fig.7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winter drought in Inner Mongolia

另外，结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哲里木盟、赤峰市东部及南部地区四季出现干旱的

频率约在33%~40%之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哲理木盟南部及呼

伦贝尔盟北部等地区出现春夏连旱的频率相对较高，约在30%左右；呼伦贝尔盟北部及

东北部春夏两季连续出现中旱和重旱的频率也较高；伊克昭盟西部、乌海市地区夏秋两

季连续发生重旱的频率较高；呼伦贝尔盟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及西南部地区秋冬两季

特旱连续发生的频率较高，约在1.9%~3.0%之间；赤峰市、哲里木盟、呼伦贝尔盟、兴

安盟等地区冬春两季干旱连续发生的频率较高，呼伦贝尔盟、锡林郭勒盟南部、哲里木

盟南部及东部、赤峰市大部分地区冬春两季连续发生中旱的频率亦较高，呼伦贝尔盟中

部、北部及西部地区冬春两季连续发生重旱的频率亦较高。

总之，内蒙古地区干旱发生的频率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从年度干旱发生的

频率、强度和覆盖范围来看，内蒙古北部的呼伦贝尔盟地区干旱的发生频率较高，近30

a来干旱发生的强度及影响范围呈轻微减小的趋势。在季节上，春、冬两季干旱发生的覆

盖范围呈减少趋势，夏、秋两季干旱发生的覆盖范围呈增加趋势；春季干旱发生的强度

呈减小趋势，其余季节干旱发生的强度呈轻微的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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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本文在计算内蒙古地区1981—2010年47个地面气象站90 d(相当于季尺度)标准化降

水指数(SPI3)的基础上，从干旱频率、干旱站次比或覆盖范围和干旱强度3个指标分析了

近30年内蒙古地区年尺度和季尺度干旱的时空演变格局。结果表明：内蒙古东北部呼伦

贝尔盟是年度干旱、中旱、重旱和特旱发生频率最高的地区，而西部阿拉善盟地区干

旱、中旱、重旱和特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从季节上来看，内蒙古地区春、冬季各种

干旱(含中旱、重旱和特旱)发生的频率较为一致，表现为西部及西南部地区干旱发生的

频率较低，而东部、中部、北部地区干旱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秋季中旱、重旱发生频

率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夏季各种级别干旱发生的频率在空间上无规律性。从干旱频次

和强度来看，近30 a中，年、季尺度上都以区域性干旱和局域性干旱为主；年尺度上干

旱强度均表现为轻度干旱，四季70%以上的年份表现为轻度干旱为主，其次是中度干旱。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内蒙古地区于 2001 年在年、季尺度上均发生了全域性干旱，

1990、1992和 2008年 3 a中，年、季尺度上均发生了局域性干旱；1983—1984、1987、

1990、1992、1996、2000和2006年8 a内蒙古地区年、季尺度上的干旱强度均表现为轻

度干旱；1997年四季均发生过区域性干旱。可见，年度和季节性干旱发生的覆盖范围、

干旱强度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据此推测季节性干旱的发生对年尺度干旱有较大程度的

影响。

基于SPI指数评价内蒙古地区干旱发生的强度和频率具有深刻的影响，评价结果可

为该区制定应对未来气候变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以期对干旱的应对和防御提供借鉴。

然而，研究中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降水量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干旱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

东部地区干旱强度的影响较大，而本研究仅以内蒙古地区的降水量为基础，分析该区干

旱发生的强度和频率，未考虑连续无降水日及对土壤水分等诸多因素对干旱的影响。因

此，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有必要进一步采用连续无雨日、土壤相对湿度、降雨日数和

温度等指标综合对内蒙古地区的干旱演变特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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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Droughts Based on Standard
Precipitation Index (SPI) in Inner Mongolia during 198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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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nual and seasonal frequency, intensity and

coverage of drought in the Inner Mongolia region for the past 30 years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 (SPI) as a drought index with the data of monthly

precipitation of 47 ground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81 to 2010. The

drought coverage is defined as a ratio that the number of drought occurrence stations

occupies the total observed stations.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ends of the annual, fall and

winter drought intensity were not obviou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while the trends in spring

and summer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drought intensity at the annual and seasonal scales

exhibited a mild level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 drought coverage appeared as the features

of the local and regional drought at the seasonal and annual scales. The northeastern Inner

Mongolia, Hulunbeier, is a region where the annual drought, moderate, heavy and severe

drought are all most likely to occur, and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damage, while the frequency of drought occurrence in the western Alashan League is

relatively l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asonal scale, the frequency of drought occurrence

in spring and winter demonstrated consistency, including the level of moderate, heavy and

severe drought. That is, the frequency of drought occurrence in the western and southeastern

Inner Mongolia was low, while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northern parts were relatively high.

Thes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drought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and

drought disaster mitigation proje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Key words: drought; standard precipitation index (SPI); Inner Mongoli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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