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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ＰＲＩＳＭ插值对高程因素的计算方法引入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中，提出了综合考虑观测点与插值点的位置、距
离和高程关系的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方法。通过引入计算参考平面并进行数学变换，使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
在对高程～降水量采用线性拟合的基础上，加入非线性拟合，进一步提高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的表达能力。在澜沧江
流域分别采用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和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进行降水插值对比，结果表明：前者能有效地消除观测点与周围区域
地形差异太大造成的插值异常，并且能较好地消除插值运算的平滑效应，平均误差比后者减少了２０ ｍｍ以上；不
同曲线拟合插值的相对误差均小于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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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影响不断加剧，水文水资源、生态与环境、资源科学等现代
科学研究中经常需要使用高精度的降水空间分布数字信息［１２］。然而由于研究区地形地貌、技术手段等多方
面因素的综合限制，观测点的设置较为有限，其布局也往往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利用分散的观测点数据进
行空间插值展布已经成为获取高精度降水空间分布数字信息的主要方法之一。现阶段，常用的插值方法包括
距离反比插值、梯度距离平方反比插值、径向基函数插值、Ｓｐｌｉｎｅ插值、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ＣｏＫｒｉｇｉｎｇ插
值、ＰＲＩＳＭ插值等［１３］。与其它方法相比，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方法侧重于考虑观测点位置和距离对插值的影
响，优于其它线性插值方法［３４］，但是仍然存在平滑效应，在地形起伏比较大的区域效果并不理想［５６］；而
ＰＲＩＳＭ插值则根据高程与插值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插值，当高程与插值要素相关系数较高时能取得较好的
插值效果，然而其输入参数较多，各要素的权重计算方法不确定［７］。

本文在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的基础上，引入了ＰＲＩＳＭ插值中对高程影响的计算方法，提出一种同时考虑观
测点与插值点之间位置、距离关系以及插值要素与高程相关性的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方法，并在澜沧江流域对该方法进行了验证。

１　 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方法的建立
１ １　 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

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将地统计学运用到插值运算中，利用半变异函数来进行无偏估计内插，应用范围非常
广泛。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对每一个插值点ｊ的插值计算公式如下［１，３，７］：

Ｚｊ ＝ 
ｎ

ｉ ＝ １
λ ｉ Ｚ 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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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Ｚｊ 为插值点ｊ降水量的计算值；ｎ为参与插值计算的观测点个数；Ｚｉ 为第ｉ个观测点的观测值；λ ｉ
为第ｉ个观测点的权重。

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采用半方差函数作为确定权重参数λ ｉ的依据，同时考虑了距离和方向因素，因此可以
解决各向异性的问题［３］。但是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仅在平面内对距离和方向进行计算，并没有考虑观测点与插
值点之间的高程差带来的影响，在地形起伏较大的地区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１ ２　 ＰＲＩＳＭ插值

ＰＲＩＳＭ插值方法将高程作为插值计算的主要影响因子，同时还考虑了其它地形要素的影响，适用于降
水的空间分布与高程变化之间相关性较好的区域。该方法对每一个插值点ｊ的插值计算公式如下［７ ９］：

Ｚｊ ＝ 
ｎ

ｉ ＝ １
Ｗｉ（Ｇ（Ｈｊ － ｈｉ）＋ Ｚｉ） （２）

式中　 Ｚｊ 为插值点ｊ降水量的计算值；ｎ为参与插值计算的观测点个数；Ｈｊ为插值点ｊ的高程；ｈｉ 为第ｉ个
观测点的高程；Ｚｉ为第ｉ个观测点的观测值。

参数Ｇ为降水量随高程变化的梯度，由高程与降水量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确定。
Ｚ（ｈ）＝ Ｇｈ ＋ Ｂ （３）

式中　 Ｚ（ｈ）为降水量；ｈ为高程；Ｂ为回归方程的截距。
参数Ｗｉ为第ｉ个观测点的综合权重，它是距离、高程、观测点聚集度、垂直分层、地形坡向、距离海

岸线的远近等多个因子的综合函数。
ＰＲＩＳＭ插值以高程与降水量之间的线性关系作为插值计算的主要依据，采用影响降水的多个因子作为

确定插值权重的计算依据。与其它插值方法相比，该方法能体现较多的地形因素，降低牛眼效应。然而
ＰＲＩＳＭ插值的权重确定需要采用大量的地形参数，增加了资料收集的难度，但却没有提出确切的计算公
式［８］。
１ ３　 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方法构建

ＰＲＩＳＭ方法虽然考虑了多种地形要素对插值计算的影响，但对其它因素的影响主要靠经验确定。普通
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虽然仅体现了观测点与插值点之间在平面内方向和距离的影响，并且其理论更为严谨，运用也
比较广泛。结合两者的优点，将ＰＲＩＳＭ插值中对高程因素的计算方法引入到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中，使其在原
有特性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体现出高程对插值的影响，从而形成了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方法。该方法对每一
个插值点ｊ的插值计算公式如下：

Ｚｊ ＝ 
ｎ

ｉ ＝ １
λ ｉ（Ｇ（Ｈｊ － ｈｉ）＋ Ｚｉ） （４）

图１　 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原理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式中　 各参数含义同上，其物理含义详见图１。当利用观测点１、２的观测值对插值点１进行插值计算时，按
照式（３）所描述的线性关系，将观测点１、２的观测值映射到与插值点１的高程Ｈ１ 相同的水平面上，采用观
测点的映射值对插值点１在水平方向上进行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得到插值点１的计算值。同理对其它插值点
进行计算。
１ ４　 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的实现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 中的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功能来完成ＰＥＲ
Ｋｒｉｇｉｎｇ的计算，可以避免编写专门的插值模型，使该
方法简便易行。根据上一节所述原理，当对不同高程的
插值点１、２进行插值运算时，需要将观测点的观测值
分别映射到插值点１、２所在高程Ｈ１、Ｈ２ 的水平面上
（图１）。而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不考虑高程因素，即将所
有观测点和插值点视为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因此对上述
原理进行变换，引入参考平面Ｈ０。当对不同高程的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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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点１、２进行插值时，将所有观测点的观测值都映射到Ｈ０ 平面上，采用映射值对整个Ｈ０ 平面进行普通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最后将Ｈ０ 平面上与插值点１、２对应的插值结果修正到插值点１、２的高程Ｈ１、Ｈ２ 上，得到
插值点１、２的计算值（图２）。

图２　 修改后的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原理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根据上述变换原理，对式（４）进行变换。引入
参考平面高程Ｈ０，将原式中的Ｈｊ － ｈｉ 变换为（Ｈｊ －
Ｈ０）＋（Ｈ０ － ｈｉ），则式（４）变换为
Ｚｊ ＝ 

ｎ

ｉ ＝ １
λ ｉ（Ｇ（Ｈｊ － Ｈ０）＋ （Ｈ０ － ｈｉ））＋ Ｚｉ）

（５）
因为所有观测点的权重之和为１，式（５）经代数衡等
变换为
Ｚｊ ＝ 

ｎ

ｉ ＝ １
λ ｉ（Ｇ（Ｈ０ － ｈｉ）＋ Ｚｉ）＋ Ｇ（Ｈｊ － Ｈ０）

（６）
式中　 Ｇ（Ｈ０ － ｈｉ）＋ Ｚｉ仅与插值站点有关，可以通过对站点数据Ｚｉ 进行前处理完成；Ｇ（Ｈｊ － Ｈ０）与求和运算
无关，可以在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后进行后处理完成。由于

Ｈｊ － ｈｉ ＝ （Ｈｊ － Ｈ０）＋ （Ｈ０ － ｈｉ） （７）
且其余变换均为代数衡等变换，因此Ｈ０ 的引入和取值变化不影响Ｚｊ 的计算结果。

根据以上方法，选定参考平面的高程Ｈ０ 后，可以使用Ｅｘｃｅｌ等数据处理软件建立插值要素与高程之间
的线性关系对将观测点的观测值进行前处理，利用ＡｒｃＧＩＳ等软件的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功能和栅格计算功能完成
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计算。

图３　 澜沧江流域高程与气象观测点分布
Ｆｉｇ ３ ＤＥＭ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２　 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方法的应用与验证
２ １　 检验方法

为了评价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的准确性与适用性，选
取澜沧江流域对比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和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
的效果。采用平均误差（ＭＥ）、平均绝对误差（ＭＡＥ）和
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３个指标对两种插值效果进行评价。
ＭＥ反映插值结果的整体偏移，ＭＡＥ反映插值结果的误
差大小，ＲＭＳＥ反映插值结果的离散程度［５，１０］。
２ ２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澜沧江流域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上游属青藏高原，
高程超过４ ５００ ｍ；中游位于横断山脉，相对高程差大；
下游地势平缓，最下游河床高程仅４８６ ｍ。整个流域高
程落差大，地形起伏剧烈（图３）。流域内降水量自南向
北递减，下游低海拔地区降水量较为丰沛，上游高海拔
地区降水量相对稀少［１１］。

原始数据及资料来源于中国气象中心数据共享平
台。高程数据采用中国１ ｋｍ × １ ｋｍ ＤＥＭ模型。选取澜
沧江流域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年逐年降水量数据和１９６０ ～ ２００９
年多年平均降水量数据对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和普通Ｋｒｉｇ
ｉｎｇ插值进行比较。其中逐年数据用于分析插值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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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平均数据用于分析空间展布效果。
根据澜沧江流域及其周边的气象观测点分布，选取了２１个气象站的数据进行检验。对降水量数据和高

程进行相关性分析，除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９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６８和－ ０ ７３之外，其余年份相关系数的绝
对值都大于０ ８（表１），相关性较好。在流域的上、中、下游选取了囊谦、维西、普洱３个站点（高程分别为３
６４４ ｍ、２ ３２６ ｍ、１ ３０２ ｍ）作为检验点，将其数据从插值观测点数据中删除，用其余１９个观测点的数据进行
插值。

表１　 降水量数据与高程间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ｅｌ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流域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多年平均
澜沧江流域 － ０ ８１ － ０ ９２ － ０ ８３ － ０ ６８ － ０ ８２ － ０ ８１ － ０ ８６ － ０ ８５ － ０ ８５ － ０ ７３ － ０ ８６

２ ３　 结果分析
为减少系统误差，选取流域的平均高程为参考平面Ｈ０。按照第２节所述方法，使用Ｏｒｉｇｉｎ软件分别对每一

组降水量和高程进行线性拟合。观测点数据前处理在Ｅｘｃｅｌ中完成，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和后处理在ＡｒｃＭａｐ中完成。
澜沧江流域襄谦、维西、普洱３个检验站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和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澜沧江流域检验站插值结果比较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在本例中，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的精度比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高，平均误差比后者减少了２０ ｍｍ以上。具体表
现为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在囊谦站取得的结果偏小，在其余两站的结果偏大。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在维西站取得的
结果显著偏小，另外两站的结果则偏大；ＰＥＲＫｒｉｇ插值的总体偏移程度明显小于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在囊谦、
维西两站，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的ＭＡＥ均小于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在维西站尤为显著；而在普洱站，两种方法
的ＭＡＥ都比较大，且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的ＭＡＥ要更大一些。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在３个检验站的ＲＭＥＳ均明显
小于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图４，表２）。

表２　 澜沧江流域平均误差 ｍｍ

Ｔａｂｅｌ 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ｒｒｏｒ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站名 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 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
ＭＥ ＭＡＥ ＲＭＳＥ ＭＥ ＭＡＥ ＲＭＳＥ

囊谦 ７ ８３ ５４ ５０ ７ ３８ － ３０ ３０ ６１ ８２ ７ ８６
维西 － ３０ ３２ ７７ ０５ ８ ７８ ２２６ ６１ ２２７ ９１ ２６２ ９１
普洱 － ８５ ８１ １３６ ６８ １１ ６９ － １２５ ９０ １２６ ２２ １８４ ６０

以１９６０ ～ ２００９年的年平均降水量为插值对象，对比两种方法空间展布的结果。在上游和中下游地区，
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空间展布的平滑效应明显，在较大范围内插值结果空间变异程度低，不能很好地反映山区
地形变化对降水的影响。在中游和下游地区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形成了“牛眼”。特别是在中游地势起伏剧烈
的峡谷区域，出现了由北向南降水突然激增然后又迅速降低的异常突变，与实际情况不符（图５（ａ））。ＰＥＲ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较好地反映了降水量受高程变化影响而表现出的空间变异性，有效地消除了平滑效应。在中游
地区，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能够正确处理观测点与周围区域地形差异太大而引起的数据异常，并且明显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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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陡峭的山谷地区高程超过最大降水高程时降水明显减少的空间分布特征，更加接近降水空间分布的实际
情况（图５（ｂ））［１２１４］。

为评价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在地势平缓地区的插值效果，用该方法在海河流域进行了插值计算，并与普通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进行比较。海河流域的观测站点海拔分布不均。约５０％的观测站点集中在海拔３００ ｍ以下，海
拔最高的五台山站则是明显的离群点（图６）。因此对海河流域进行高程～降水量线性拟合的结果不理想，插
值效果也劣于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

图５　 澜沧江流域降水量插值空间展布
Ｆｉｇ 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图６　 五台山站多年平均降水量与高程的相关分析
Ｆｉｇ 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ｕｔａｉ Ｍｏｕｎ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３　 拟合曲线选择
３ １　 方法调整

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在澜沧江流域空间展布中有极少数点的插值结果出现负值的情况（图５（ｂ））。在之前
ＰＲＩＳＭ插值运用的研究中，通常将出现负值的插值点赋予０值［４］。从图５和式（３）可以看出，由于对降水量
和高程采用线性关系拟合，则当高程值超过拟合函数中零降水量点对应的高程值时，其计算结果为负值。线
性拟合对区域内高程～降水量的对应关系表达不够精确，不能反映不同高程区间内高程～降水量关系的细节
变化，因此基于线性拟合关系的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突破该局限性，需要将非线性拟
合方式引入到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中，联立式（３）和式（４），得

Ｚｊ ＝ 
ｎ

ｉ ＝ １
λ ｉ（Ｚ（Ｈｊ）－ Ｚ（ｈｉ）＋ Ｚｉ） （８）

在式（８）的形式下，Ｚ（ｈ）可以是任意函数，因此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拟合函数来进行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
同样，引入参考平面高程Ｈ０，通过衡等变换，式（８）变换为

Ｚｊ ＝ 
ｎ

ｉ ＝ １
λ ｉ（Ｚ（Ｈ０）－ Ｚ（ｈｉ）＋ Ｚｉ）＋ （Ｚ（Ｈｊ）－ Ｚ（Ｈ０）） （９）

式（９）与式（６）具有相似的形式，因此可以使用第２节提出的方法来完成非线性拟合的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
３ ２　 结果对比

将非线性拟合插值与原线性拟合插值进行精度和空间展布对比，评价采用非线性拟合插值的效果。
根据澜沧江流域观测点的高程与降水量的分布特征，分别采用指数曲线和Ｓ曲线两种非线性函数作为

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的拟合函数（图７）。从检验观测点插值结果的相对误差来看，不同的曲线拟合进行插值的相
对误差均小于１２％（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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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函数拟合结果
Ｆｉｇ ７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表３　 不同曲线拟合插值的相对误差 ％

Ｔａｂｅｌ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ｔｔｉｎｇ

站名 线性拟合 指数拟合 Ｓ曲线拟合
囊谦 １１ ３０ ９ ９６ ５ ２８
维西 ０ ８６ ６ ６８ １１ ８０
普洱 １０ ９０ ８ ３９ １０ ２４

采用的两种非线性拟合曲线都没有与横轴相交，
因此消除了插值计算出现负值的情况。对比图７和图
８可以看出，拟合曲线斜率较小的区间，Ｚ（Ｈｊ）－ Ｚ
（ｈｉ）产生的修正值较小，产生的空间变异比小，插值
计算结果与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近似，空间展布趋于平
滑；而在拟合曲线比较陡峭的区域，Ｚ（Ｈｊ）－ Ｚ（ｈｉ）产
生的修正值较大，空间变异程度也随之增大。

图８　 澜沧江流域非线性拟合插值结果
Ｆｉｇ ８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ｊ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４　 结　 　 论
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融合了ＰＲＩＳＭ插值对高程因素影响的处理和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无偏内插的计算方法，既

考虑了观测点方向、距离的影响，又具有高程～降水量相关性的响应机制，能更好地反映出降水量的实际空
间分布特征，消除观测点与周围区域地形差异太大而引起的差值异常。引入高程～降水量的非线性拟合函数
进一步提高插值精度，展示降水量空间分布的更多细节。通过引入参考平面，使该方法可以直接通过Ｅｘｃｅｌ、
ＡｒｃＭａｐ等常用软件实现，无需编写专门的插值模型，操作简单易行。实验结果表明：在澜沧江流域，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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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量的相关性好，曲线拟合度较高，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的效果优于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特别是在中游地形
变化剧烈的地区，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能较好地反映降水量随高程变化而变化的特征，其基础是建立较好的高程～降水量拟
合函数。由于地势平坦的地区高程变化小，无法建立高程～降水量相关函数，因此不适合使用ＰＥＲ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如何评价不同形式拟合函数的优劣，选择最优拟合函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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