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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93 站 1951 —2002 年逐日降水资料 ,分析了我国东北地区不同强度降水事件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对旱涝

的影响。结果表明 :52 年来 ,东北地区小雨事件对年降水量的贡献率呈显著增加趋势 ,中雨的贡献率略为减少 ,大

雨和暴雨的贡献率变化不大 ;东北地区年总雨日减少趋势非常明显 ,雨日的减少主要体现在小雨日数的减少 ; 年降

水强度表现为明显的增强趋势 ,主要体现为小雨和暴雨强度增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多小雨事件 ,80 年代中

期之后多中雨以上强度的降水 ,特别是 90 年代中期之后多暴雨事件。在显著变暖的 20 世纪 90 年代 ,降水日数明

显减少 ,但暴雨日数基本不变 ,强度明显增强。对东北地区降水量、降水变幅、降水事件的变化特征分析表明 :该区

域降水有向不均衡、极端化发展的趋势 ,旱涝灾害也有加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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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 ,气象工作者对全球、

中国乃至中国东北这一气候变暖显著区域气温和降

水的总体变化趋势及特征有了较多的研究和认

识[129 ] 。但目前多数研究集中于平均状况 ,使用月平

均气温和月降水量等资料进行分析 ,不容易反映出

这些要素值的时空非均匀分布。

旱涝灾害的发生与降水量存在一定的关系 ,但

很大程度取决于降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均匀分

配 ,即与降水事件的频率和强度有更为密切的联系。

认识到这点 ,近年来气象工作者也逐步开展了以逐

日资料为基础的有关降水事件的研究工作[10211 ] 。

翟盘茂等利用中国 296 个分布均匀测站的逐日降水

资料 ,研究了中国过去 45 年中降水事件频率和强度

等方面的极值变化趋势 ,认为降水日数极端偏多的

区域范围有越来越小的趋势 ;平均降水强度极端偏

高的区域范围表现为扩大的趋势 ;中国降水极值变

化还反映出明显的区域性特点[12 ] 。龚道溢等通过

对华北农牧交错带夏季极端气候的趋势分析认为 ,

严重干燥事件及异常高温事件的强烈增加 ,可能是

造成近年来北方干旱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13214 ] 。

刘小宁等利用我国 25 站大雨日数、暴雨日数、1 d 最

大降水量资料 ,分析了我国暴雨频数及 1 d 最大降

水强度时空分布特征[15 ] ,得到了一些新的、不同于

降水量的这些降水事件变化特征和规律。严中伟等

指出微量降水事件的减少对干旱化具有重要影

响[16 ] 。由于降水受地理位置、地理环境等因素影

响 ,地域差异较大 ,针对某一地区仍需用更密集的气

象观测资料做更为细致的分析。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东

部地区 , 降水量时空变化大 , 中西部地区雨水比较

缺乏 , 是我国典型的气候脆弱带[17220 ]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以来 , 东北地区中南部经历了严重的

长期干旱 , 北部 1998 年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

害 , 整个地区旱涝灾害似乎有加重趋势。对降水趋

势特征指数的研究表明 , 东北地区降水呈微弱的减

少趋势[21223 ] , 最近的研究则认识到近十几年的持续

干旱现象[24 ] , 但对于不同级别的降水事件频率和

强度仍缺乏充分了解。因此从降水事件变化和降水

不均匀分布的角度深入探讨旱涝加剧成因是非常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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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和方法

资料为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东北地区 93

站 1951 —2002 年逐日降水记录 ,台站分布比较均

匀。各月雨日定义为各月日降水量 ≥0. 1 mm 日数

的总和 ;降水强度定义为降水总量与降水日数之比 ;

日降水量在 0. 1～10 mm 的降水事件称为小雨事

件 ,定义中雨事件为日降水量在 10～25 mm ,大雨事

件为日降水量在 25～50 mm ,不少于 50 mm 的降水

事件定义为暴雨事件。

2 　各等级降水事件日数的时间变化特征

2 . 1 　小雨、中雨、大雨、暴雨的雨日变化特征

从东北地区年降水日数时频分布特征图 (图 1)

可以看出 ,年总雨日以 5. 2 d/ 10a 的趋势在减少 (相

关系数为 - 0. 58 ,通过了 99 %信度检验)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前为降水日数偏多阶段 ,70 年代中期

至 80 年代为略偏少阶段 ,80 年代中期出现短暂增

加 ,90 年代为 52 年来雨日最少的时段 ,年代际变化

特征非常明显。

东北地区年小雨日数总体上也呈明显减少趋

势 ,减少速率达 4. 5 d/ 10a ,通过了 99 %的信度检验

(相关系数为 - 0. 59) 。从 11 年滑动平均曲线看 ,小

雨日存在明显的年代际变化特征 ,20 世纪 70 年代

中期之前处于多小雨日阶段 ,其后处于波动状态的

少小雨日阶段 ,90 年代中期之后为近 52 年来小雨

日最少的时期。

近 52 年来中雨日数总体上变化不大 ,倾向率为

0. 095 d/ 10a ,没有通过信度检验。20 世纪 50 年代

中雨事件出现较少 , 60 年代中期中雨事件出现较

多 ,之后进入时间较长的偏少阶段 ,直至 80 年代中

期 ;80 年代中期之后到 1997 年出现第 2 个中雨偏多

阶段 ,1997 —2002 年出现第 2 个少中雨期。中雨事

件出现的年际差异比较明显。

图 1 　东北地区各等级降水事件的时频特征 　　　　
(实线为趋势线 ,虚线为 11 年滑动平均曲线) 　　　　

Fig. 1 　Time series characteristic of each grade 　　　　

rain events in Northeast China 　　　　
(solid line denotes linear trend ; dashed 　　　　

line denotes 112year moving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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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雨日数的时间演化特征类似于中雨日数 ,但

气候倾向率为负值 (0. 561 d/ 10a) ,也未通过信度检

验。

暴雨日数的时间变化特征总体上为减少趋势 ,

但趋势非常不明显。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 ,暴

雨事件和大雨事件频率变化有明显的不同。暴雨事

件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明显偏多 ,而大雨则偏少 ,说

明 90 年代中期之后以出现更大强度的降水 (暴雨)

事件为主。

因此 ,近 52 年来东北地区雨日的减少主要体现

在小雨事件频率的下降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

多小雨事件 ,80 年代中期之后多中雨以上强度的降

水 ,90 年代中期之后多暴雨降水事件。

2 . 2 　小雨、中雨、大雨、暴雨降水强度的时间演变

以逐年年总降水量除以年总降水日数 ,求得了

近 52 年来降水强度序列 ,其变化不大 ,表现为略微

增强趋势 (图略) ,增长速率为 0. 067 mm/ (10a·d) ,

未通过信度检验。从中难以看出不同级别降水强度

变化的非均质性特征 ,因此需再对小雨、中雨、大雨、

暴雨降水强度的时间演变分别进行分析 (见图 2) 。

从小雨强度的时间变化上可知 ,小雨强度在1. 4

～3. 2 mm/ d的范围内变化 ,平均强度为2. 3 mm/ d ,

总体 上 呈 较 弱 的 增 强 趋 势 , 其 增 强 速 率 为

0. 06 mm/ (10a·d) ,未通过 95 %信度检验。从图 2

曲线可以看出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前小雨强度

小于平均值 ,之后则大于多年平均值 ,即小雨强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增强 ,年代际变化特征明显。

中雨强度在 13. 0～19. 5 mm/ d 之间变化 ,平均

强度为 15. 9 mm/ d ,总体表现为较明显的增强趋

势 ,年代际特征相对小雨强度变化较为平缓 ,各年代

强度差异不大。

大雨平均强度为 34. 9 mm/ d ,最小强度发生在

1999 年 ,为 26. 2 mm/ d ,最大强度达 45. 2 mm/ d ,出

现在 1965 年。近 52 年来大雨强度以 - 0. 567 mm/

(10a·d)的速率在减少 (通过 90 %信度检验) 。20 世

纪 60 年代大雨强度较大 ,高于多年平均值 ;70 年代

之后至 90 年代中期 ,大雨强度偏小 ,90 年代中期至

2000 年 ,大雨强度又偏大。

暴雨强度以 1. 6 mm/ (10a·d)的幅度在增大 ,该

增强趋势比较显著 ,已通过了 90 %信度检验 ,在 4

种降水事件中降水强度变化幅度最大。暴雨平均强

度为 68. 9 mm/ d ,变化范围在 53. 0～172. 8 mm/ d。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前暴雨强度维持在平均水

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后至 80 年代初强度逐渐

降低 ,达到近 52 年来暴雨强度最小的时段 ,进入 80

年代之后至目前暴雨强度进入明显偏强阶段。特别

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前后 ,暴雨强度增强异常明

显 ,为近 52 年来增强最显著时期。

由此可见 ,东北地区年降水强度表现出一定增

强趋势 ,主要体现为小雨和暴雨强度的增大 ;中到大

雨强度近 52 年来有变小的趋势 ;20 世纪 90 年代暴

雨强度增强明显。

图 2 　东北地区各等级降水事件强度的时频分布 (其他说明同图 1)

Fig. 2 　Time series characteristic of intension of each grade rain events in Northeast China (others same as in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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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小雨、中雨、大雨、暴雨贡献率的时间特征

从东北地区平均年降水量的变化可看出 (图

略) ,近 52 年来东北年降水量呈减少趋势 ,减少速率

为 11. 8 mm/ 10a。年降水量在总体减少趋势上表现

出阶段性的起伏变化。自研究起始年降水波动性减

少 ,1965 —1985 年为近 52 年来降水的低值期 ;1985

年开始回升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后期

为降水高值期。值得注意的是 ,1999 年降水量骤然

减少 ,至 2002 年维持整个时期的最低值 ,且减少幅

度非常显著。

小雨对年降水量的平均贡献率为 22. 5 % (图

略) ,近 52 年来小雨贡献率略有增强 ,其中在 20 世

纪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之前 ,小雨对年降水

量的贡献率高于多年平均值 ,而进入 80 年代中期之

后小雨的贡献率变小 ,这主要是由小雨日数偏少决

定的。

中雨事件对年降水量贡献率 (图略) 52 年的平

均值为 26. 6 % ,说明中雨对东北地区降水量多少的

影响很大。总体上表现为略减少的趋势 ,但没有通

过信度检验。年代际特征不是很明显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前 ,中雨对年降水量的贡献率维持在正

常略偏低状态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之前中

雨对年降水量贡献较大 ,高于多年平均值 ;之后至

90 年代初在平均值附近摆动 ;90 年代中后期中雨事

件对年降水量的贡献较小 ,低于多年平均值 ,与前面

关于中雨日数和强度的分析相联系 ,可以发现该时

段中雨出现次数少 ,强度减弱 ,导致中雨事件对年降

水量的贡献率减小。

大雨对东北地区年降水量的贡献率 (图略) 近

52 年来的平均值为 23. 5 % ,高于小雨但低于中雨事

件对年降水量的贡献率。总体上无明显的上升或下

降趋势 ,年代际特征也不明显 ,对年降水量的贡献维

持在平均状态附近。

暴雨事件对年降水量的贡献率 (图略)为27. 5 %。

52 年来无明显的变化趋势。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

前和 90 年代中期之后为两个偏高时段 ,60 年代中期

至 80 年代中期之前为贡献率偏低阶段。60 年代中

期至 80 年代中期暴雨日数和强度均低于多年平均水

平 ,导致暴雨事件对年降水量的贡献偏小 ;而 90 年代

中期之后 ,暴雨事件对年降水量贡献率高于平均值 ,

主要是由该时段暴雨强度的增加造成的 ,同时与暴

雨日数增多也有关系。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前的

较高贡献率主要是由于暴雨日数增多造成的。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前降水量偏多主要与暴

雨事件有关 ;小雨和中雨事件主要对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之前年降水量贡献较大 ,对该时段年降

水量贡献较大的小雨 ,主要是由雨日增多造成的 ,而

中雨则是与其强度的增加有关 ;90 年代年降水量变

化主要与暴雨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增加有关。

3 　东北地区年降水和不同等级降水事件的

空间分布特征

3 . 1 　年降水日数和不同等级降水事件日数的平均

场特征和趋势分布

东北年降水日数由东南向西北呈多2少2多2少的

分布形势 (图 3a) ,长白山地南麓的长白、松江地区

和大兴安岭南麓的阿尔山 —博克图 —小二沟最多 ,

在 130 d 以上 ;其次是位于东部的三江平原地区 ,在

120 d 左右 ;东北西部和大兴安岭北麓地区降水日

数最少 ,少于 80 d。东北全区年降水日数几乎呈一

致的减少趋势 (图 4a) ,南部减少最多 ,达 3 d/ 10a ,

中心在辽东和长白山地区 ,并逐渐向北部递减 ,到大

兴安岭北部减少最不明显 ,甚至有略增多的趋势。

从图 3b可以看出 ,东北地区年小雨事件分布呈现

中部少两边多 ,小雨日数最多的地区集中在大兴安岭

和长白山地两个地区 ,这主要是受山地气候的影响 ,而

小雨事件在东北中西部平原地区发生相对较少。全区

小雨日数几乎均为减少趋势 (图 4b) ,但减少最明显的

是辽宁和三江平原地区 ,速率在 3～6 d/ 10a。

东北地区的年中雨日数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特

征 (图略) 。长白山山地、辽宁东南部是中雨发生最

多的地区 ,西部的扎鲁特附近则是中雨事件发生最

少的地区。年中雨日数变化趋势也呈现东负西正的

分布特征 (图略) ,即东部中与事件出现较多的地区

中雨日数正以大于 0. 4 d/ 10a 的速率减少 ,特别是

辽宁东部和吉林南部地区 ;而中雨日数出现较少的

西部地区中雨事件却有了明显的增多。

大雨事件空间分布特征和中雨类似 ,亦呈东多

西少的分布特征 (图略) ,大雨事件发生最多地区在

辽东半岛 ,发生最少地区为内蒙古东部。年大雨日

数的趋势场分布也和中雨日数类似 ,西部以增多趋

势为主 ,东部则以减少趋势为主 (图略) 。

由图 3c 可见 ,东北地区年暴雨日数除辽宁地区发

生较多外 ,其他广大地区均较少发生 ,说明辽宁是暴雨

极端事件经常发生的地区 ,这主要与海洋的影响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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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作用及相互配合有关。暴雨日数除黑龙江中部及

内蒙古东部的北部地区有增多的趋势外 ,其他大部分

地区为减少趋势 ,特别是暴雨出现较多的辽宁 ,近 52

年来却以大于 0. 1 d/ 10a 的速率在减少(图 4c) 。

图 3 　东北地区年平均 (a) 、小雨 (b) 、暴雨 (c)雨日的 　　　　　　　

平均场分布 (单位 : d)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veraged rain days 　　　　　　　

of annual average (a) , light rain (b) and heavy 　　　　　　　

rain (c) in Northeast China (unit : d) 　　　　　　　

图 4 　东北地区年平均 (a) 、小雨 (b) 、暴雨 (c)雨日的 　　　　　　　

趋势场分布 (单位 : d/ 10a)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end coefficient field of 　　　　　　　

rain days of annual average (a) , light rain (b) and 　　　　　　　

heavy rain (c) in Northeast China (unit : d/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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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地区年总降水日数和小雨日数全区一致有

减少的趋势 ;中雨和大雨日数呈东多西少的平均分

布特征和东减西增的变化态势 ;暴雨日数南多北少 ,

但南部暴雨日数减少明显。

3 . 2 　年平均降水强度的空间分布

东北各地年平均降水强度为 2. 5～6. 5 mm/ d

(图 5a) ,南部的辽宁最大 ,在 5. 0 mm/ d 以上 ,大兴

安岭北部地区最小 ,在 3. 0 mm/ d 以下 ,说明前者强

度大的降水出现多 ,后者则反之。东北地区降水强

度全区一致为增加趋势 (图 6a) 。

小雨 (图 5b)和暴雨强度 (图 5c)分布类似 ,由南

向北逐步减小 ,小雨强度一般为 1. 5～2. 3 mm/ d ,

最强中心出现在辽宁 ,最弱中心在大兴安岭北部。

在小雨降水很重要的大兴安岭北部 ,小雨对降水量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小雨事件增多上 ,而强度变化的

影响不大。小雨强度的趋势分布和年平均降水强度

相类似 ,全区均为增加的趋势 (图 6b) 。暴雨强度一

般为 58～80 mm/ d ,大值中心位于辽东半岛。暴雨

强度变化呈西北 —东南向的负2正2负2正的分布特

征 ,除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南部部分地区及中西部

图 5 　东北地区年平均 (a) 、小雨 (b) 、暴雨 (c)降水 　　　　　　　

强度平均场分布 (单位 :mm/ d)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veraged rain 　　　　　　　

intension of annual average (a) , light rain (b) and 　　　　　　　

heavy rain (c) in Northeast China (unit :mm/ d) 　　　　　　　

图 6 　东北地区年平均 (a) 、小雨 (b) 、暴雨 (c)降水强度的趋势场分布 (单位 :mm/ 10a)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end coefficient field of rain intension of annual average (a) , light rain (b) and

heavy rain (c) in Northeast China (unit :mm/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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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6

小部分地区外 ,大部分地区为增强趋势 (图 6c) 。

中雨强度全区在 15 mm 左右变化 ,辽宁和白城

附近为中雨强度高值中心 (图略) 。中雨强度趋势变

化特征为南部减弱 ,中部增强 ,北部减弱的带状分布

(图略) 。大雨强度的平均场特征和中雨相似 ,但其

趋势表现为南部增强 ,北部减弱 (图略) 。

　　近 52 年东北地区降水强度增强一般体现为小

雨和暴雨强度的增强。

4 　严重干燥事件和严重湿润事件的变化特征

　　定义连续无雨日数不低于 10 d 的干燥事件为

严重干燥事件 ,连续降雨日数不低于 6 d 的降水事

件为严重湿润事件。可以看出严重干燥事件的频次

呈很强的增加趋势 (图 7a) ,严重湿润事件呈现较明

显的减少趋势 (图 7b) 。两图对比后发现 ,两者的年

代际变化基本上具有反位相的变化特征 ,但也存在

差异 ,20 世纪 60 年代和 80 年代中期至 2000 年两

者反位相特征明显 ,但 70 年代两者不存在反位相的

图 7 　东北地区严重干燥事件 (a)和严重湿润事件 (b)时间序列

Fig. 7 　Time series of frequency for long dry spells (a) and long wetness spells (b)

关系 ,严重干燥事件和严重湿润事件均偏少。

5 　降水和降水事件时间演变对区域旱涝的

影响

　　年总降水量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率和强度的

变化可以对人类环境和社会经济造成重要的影响。

Manton 等[25 ] 、Easterling 等[26 ]分析表明 ,世界一些

地区的年降水量与极端降水事件增减趋势存在很大

差异 ,有的甚至呈相反的变化趋势。这说明 ,在分析

旱涝发生的气候背景时 ,仅注重年降水量变化是不

够的 ,还必须同时关注极端降水事件的变化。根据

降水量和降水事件变化特征的分析 ,可以认为近 52

年来东北地区的降水量和降水事件的变化存在极端

化倾向。

年总降水量减少趋势会加剧干旱化。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东北地区年总降水量呈现减少趋

势[24 ,27 ] ,90 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明显。1999 年降水

量骤然减少 ,此后直至 2002 年维持着 50 年代以来

的最低年降水量值。显然 ,年降水量的减少趋势致

使东北地区的干旱灾情有加重倾向。

降水变率增大可能促进旱涝灾害的发生。将年

降水量的标准差做为气候变率 ,计算结果表明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降水变化幅度加大 ,90 年代降水

变率达到最大。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

的年平均降水变率值分别为 52 ,41 ,57 ,77 mm。可

以看到 90 年代的降水波动幅度远远大于其他各年

代 ,是变率最小年代的 1. 88 倍 ,是次高年代的 1. 35

倍。孙力等[4 ]采用服从 Person Ⅲ型分布的降水 Z

指数评估东北夏季旱涝等级 ,结果表明 ,20 世纪 90

年代与其他各年代的平均降水量差异不大 ,而旱涝

频发的原因是 :虽然在 90 年代旱涝等级的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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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常 ,但其均方差却是最大的 ,降水量的不均匀时

间分布导致 90 年代旱涝频率明显增加。因此 ,降水

变率的增大不仅加大旱灾的发生 ,也同样会引发更

多的洪涝事件。

降水事件的变化也助长旱涝灾害的发生。东北

地区年总雨日以非常明显的趋势在减少 ,且主要体

现在小雨日数的减少。小雨日数是衡量降水是否均

衡分配的一项重要指标。在总降水量不变的前提

下 ,小雨日数的减少意味着连续无雨日的增多 ,偏大

雨雨量的增多 ,即降水时间分配更不均匀 ,更易发生

旱涝灾害。本文的分析表明 ,20 世纪 90 年代为 52

年来雨日最少的时段 ,90 年代中期之后以出现更大

强度的降水 (暴雨) 为主 ,能导致干旱的严重干燥事

件明显增加 ,这些都是促使东北地区旱涝灾害特别

是干旱灾害趋于频繁的直接原因。

6 　小 　结

1) 近 52 年来 ,东北地区总降水日数和小雨日

数均有减少的趋势 ;中雨和大雨日数呈东多西少的

平均分布特征和东减西增的趋势分布态势 ;暴雨日

数南多北少 ,但南部暴雨日数减少明显。

2)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前降水量偏多主要与

暴雨事件有关 ;小雨和中雨事件主要对 60 年代中期

至 80 年代中期的年降水量贡献较大 ,对这个时期年

降水量贡献较大的小雨 ,主要是由雨日增多造成的 ,

而中雨则是与其强度的增加有关 ;90 年代年降水量

主要是与暴雨事件有关。

3) 东北地区降水强度的增强主要是小雨和暴

雨强度增加造成的。中到大雨强度近 52 年来有减

弱的趋势 ;20 世纪 90 年代暴雨强度增加明显。

4) 小雨事件和中雨事件对东北地区东北部年

降水量的贡献最重要 ,但贡献率全区域呈减少趋势。

大雨和暴雨事件对辽宁地区降水起着重要作用 ,特

别是大雨 ,而且其贡献率有增加的趋势。

近几十年来降水量、降水变化幅度、降水事件的

变化特征表明 ,东北地区降水有向不均衡、极端化发

展的趋势 ,这对东北地区旱涝灾害的发生具有重要

的影响 ,应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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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de Variations of Precipitation Event Frequency , Intensity

and Duration in the Northeast China

Sun Fenghua1) 　Yang Suying1) 　Ren Guoyu2)

　1) ( Institute of A t mospheric Envi ronment , CMA , S henyang 110016)

　2) ( L ab f or Clim ate S tudies , N ational Clim ate Center , CMA ,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warming , study on climate extremes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 espe2
cially the extreme precipitation events in Northeast China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warming areas in

China. Daily rainfall data of 93 weather station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951 to 2002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precipitation events , including rainstorm , heavy rain , light rain , extreme dry2
spell , extreme wetness2spell etc.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precipitation events change are stud2
ied.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number of days both of the total rain events and the

light rain decreases. The contribution of light rain to annual precipitation is obviously increasing , the contribu2
tion of medium2magnitude rain is slightly decreasing , 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heavy rain remains unchanged.

The annual rain day has a significant decreasing trend ,which is mostly due to the decreasing of light rain day.

The intensity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shows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 due to the increasing of the intensity of

light rain and rainstorm. The events of light rain are more frequent before the middle of 1980s , the events of

medium2magnitude rain are more frequent after the middle of 1980s , and the rainstorm events have an obviously

positive trend after the middle of 1990s. In the significant warming period of 1991 —2000 , the total days with

rain events have an obvious decreasing trend , but the rainstorm day hasn’t an insignificant change , though the

intensity of rainstorm is building up in the analyzed period. Since 1980s , the climatic variation range of precipi2
tation (57 mm) has also an obvious increasing trend with the global warming. The value of precipitation varia2
tion range (77 mm) in the significant warming period of 1991 —2000 reaches the biggest since 1960s , which is

about one and a half times of other period of 1960s of 52 mm and 1970s of 41 mm. The long dry spells (there is

no rain for 10 days or longer) are with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 The long wetness spells (there is rain for 6

days or longer) are with a significant decreasing trend. The long dry spells are highly related to drought . A2
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 little change in the total precipitation amount , the dist ribution of precipitation has be2
come more asymmetric. The rain events have an obvious trend of extremeness. In a word , the extreme trend of

precipitation is a reality during the la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 Northeast China with the remarkable warm2
ing. The extremity brings drought and waterlog which is likely to become more severe due to the change trend.

Adverse influence on environment , especially agriculture production , will be brought .

Key words : Northeast China ; precipitation event ;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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