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７ 卷 第 ５ 期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７，Ｎｏ．５
Ｓｅｐ．，２０１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４０４２ ／ ｊ ｃｎｋｉ ３２ １３０９ 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０１

中国大陆流域分区 ＴＲＭＭ 降水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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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中国境内２ ２５７个气象站点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逐日降水资料， 结合流域分区， 采用探测准确性、 相关系数以

及相对误差等指标， 对热带降水测量（ＴＲＭＭ）降水精度和一致性进行系统评价。 结果表明： ① ＴＲＭＭ 日降水准确

性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 ② 气象站点年均降水日数显著大于 ＴＲＭＭ 年均降水日数； ③ 西北片区以外气象站

点降水量和 ＴＲＭＭ 降水量在月尺度和年尺度上均具有较好的相关关系； ④ 各流域年均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均高于气象

站点面降水量， 且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相对误差雨季较小， 枯季较大； ⑤ 各流域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与气象站点面降水量

演变趋势基本一致， 南方各流域年降水量均呈减少趋势， 北方各流域年降水量均呈增加趋势， 全国尺度上年降水

量呈微弱的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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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是水循环过程的重要环节， 当前降水资料获取最主要、 最直接的方式仍然是地面站点观测。 然而，
由于降水分布的时空差异性， 有限的地面站点观测资料难以真实反映降水的空间异质性， 尤其在地面观测站

点稀疏的地区［１］。 卫星遥感降水数据凭借其时效性强、 时间周期短、 空间分辨率高等特点， 已作为地面观

测降水替代资料广泛应用于水文模拟、 水旱灾害预报、 水资源管理等方面［２⁃４］。
ＴＲＭＭ（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是美国和日本于 １９９７ 年联合开展的遥感降水观测计划， 其发

布的 ＴＲＭＭ ３Ｂ４２ 是一个准全球、 准实时卫星降水产品， 也是当前精度最高的卫星遥感降水数据之一［５］。 早

期版本 ＴＲＭＭ ３Ｂ４２Ｖ６ 已在中国的华南地区［６⁃８］、 西北地区［９⁃１０］、 青藏高原［１１］ 以及全国尺度［１２⁃１４］ 得到了大量

的评价和验证。 结果一致表明： ＴＲＭＭ 月降水精度显著高于日降水精度， 且雨季（夏季和秋季）降水精度明

显高于枯季（冬季和春季）。 ２０１２ 年发布的 ＴＲＭＭ ３Ｂ４２Ｖ７ 已被验证在中国青藏高原以外的地区其降水精度

较 ＴＲＭＭ ３Ｂ４２Ｖ６ 有显著提升［１５⁃１６］。 已有研究基于气象站点降水资料对局部地区的 ＴＲＭＭ ３Ｂ４２Ｖ７ 进行了评

价［１７⁃１９］。 与此同时， 黄勇等［２０］和廖荣伟等［ ２１］采用降水栅格数据对 ＴＲＭＭ ３Ｂ４２Ｖ７ 在中国大陆区的精度进行

评价。 由于高密度气象站点降水资料相对匮乏， 且降水栅格数据产品时间系列较短， ＴＲＭＭ ３Ｂ４２Ｖ７ 在中国

大陆区的验证尚不充分， 亟需进一步结合高密度、 长系列观测资料， 开展点面尺度相结合的系统质量评价。
流域是陆地水循环的基本单元， 流域水循环是水资源管理的关键支撑， 以流域为单元系统评价 ＴＲＭＭ

３Ｂ４２Ｖ７ 产品质量精度对于其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本研究采用中国境内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具有完整日降水

系列的 ２ ２５７ 个气象站点观测资料， 以流域 ／片区为基本分区， 结合气象站点降水空间插值， 分别对气象站

点尺度和流域面尺度的 ＴＲＭＭ ３Ｂ４２Ｖ７ 降水产品进行多时空尺度的系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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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及方法

１ １　 资料

气象站点观测资料采用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中国境内（ＴＲＭＭ 覆盖范围内且不包括台湾

地区）２ ２５７个气象站点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具有完整系列的逐日降水资料， 该资料经过多重资料控制和标准化处

理［２２］。 由于站点密度较高， 研究采用反距离权重插值（ＩＤＷ）对气象站点逐月降水量进行空间插值［２３］， 得到

中国大陆 １ ｋｍ 分辨率的逐月降水栅格数据。 研究采用最新 ＴＲＭＭ ３Ｂ４２Ｖ７（简称 ＴＲＭＭ）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降水

资料， 原始数据时间分辨率为 ３ ｈ、 空间分辨率为 ０ ２５°、 空间范围为 ５０°Ｎ—５０°Ｓ， 对其进行空间重采样为

１ ｋｍ分辨率， 并通过累加得到中国区域逐日 ／月 ／年 ＴＲＭＭ 降水数据。 需要注意的是 ＴＲＭＭ 产品经过了全球

地面观测资料的校正处理， 其中中国境内选择了约 ５００ 个气象站点［１５］。
１ ２　 方法

根据气象站点位置 （图 １） 提取气象站点处相应的 ＴＲＭＭ 日降水数据， 并结合气象站点观测降水资料对

图 １　 流域地形及气象站点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１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气象站点 ＴＲＭＭ 日降水数据进行准确性评
价。 本研究以 １ ０ ｍｍ ／ ｄ 作为日降水事件的判定阈值［２４］，
降水事件探测结果可以分为 ４ 种情况（表 １）： Ｈｉｔｓ 表示气
象站点观测资料和 ＴＲＭＭ 均监测到降水事件； Ｍｉｓｓｅｓ 表
示气象站点观测资料监测到降水事件， ＴＲＭＭ 未监测到降

水事件； Ｆａｌｓｅ ａｌａｒｍｓ 表示气象站点观测资料未监测到降水

事件， ＴＲＭＭ 监测到降水事件；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 表示气象
站点观测资料和 ＴＲＭＭ 均未监测到降水事件。 根据 ＴＲＭＭ
日降水事件探测结果， 采用 ＰＯ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Ｒ （ ｆａｌｓｅ ａｌａｒｍ ｒａｔｉｏ ）、 ＡＣＣ （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 ＣＳＩ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４ 项指标对 ＴＲＭＭ 准确性进行综合评价，
指标取值均介于［０， １］之间。 其中， ＰＯＤ、 ＡＣＣ 和 ＣＳＩ 值
越大表明 ＴＲＭＭ 降水探测精度越高， 而 ＦＡＲ 值越小则

ＴＲＭＭ 降水探测精度越高。
表 １　 降水事件探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ｅｖｅｎｔ

降水事件
气象站点观测降水

有降水 无降水

ＴＲＭＭ 降水
有降水 Ｈｉｔｓ Ｆａｌｓｅ ａｌａｒｍｓ
无降水 Ｍｉｓｓｅ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

ＰＯＤ＝ Ｈ
Ｈ＋Ｍ

（１）

ＦＡＲ＝ Ｆ
Ｈ＋Ｆ

（２）

ＡＣＣ＝ Ｈ＋Ｃ
Ｈ＋Ｍ＋Ｆ＋Ｃ

（３）

ＣＳＩ＝ Ｈ
Ｈ＋Ｍ＋Ｆ

（４）

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ＣＰＣ）和线性变化率（Ｓ）对 ＴＲＭＭ 月 ／年降水量在气象站点及流域面尺度分别进行精
度和一致性评价， 并采用相对误差（ＥＲ）对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逐月 ＴＲＭＭ 降水进行误差分析。

ＥＲ ＝ ∑
ｎ

ｉ ＝ １

ＰＴＲＭＭ，ｉ

ＰＧａｕｇｅ，ｉ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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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Ｃ ＝
Ｃｏｖ（ＰＴＲＭＭ，ＰＧａｕｇｅ）

Ｖａｒ（ＰＴＲＭＭ） Ｖａｒ（ＰＧａｕｇｅ）
（６）

Ｓ ＝
∑

ｎ

ｉ ＝ １
（Ｐ ｉ － Ｐ） ｉ － ｎ ＋ １

２
æ

è
ç

ö

ø
÷

∑
ｎ

ｉ ＝ １
（Ｐ ｉ － Ｐ） ２

（７）

式中： ＰＴＲＭＭ、 ＰＧａｕｇｅ分别为 ＴＲＭＭ 和气象站点降水量； ｉ 为时间序列（月 ／年）； ｎ 为系列长度； Ｐ ｉ为第 ｉ 年
ＴＲＭＭ 降水量 ／气象站点降水量； Ｐ 为年降水系列的平均值。

２　 气象站点尺度 ＴＲＭＭ 质量评价

图 ２　 ＴＲＭＭ 日降水准确性评价结果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Ｄ、 ＦＡＲ、 ＡＣＣ、 ＣＳＩ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ｅｖｅｎｔｓ

２ １　 降水准确性和精度评价

各气象站点 ＴＲＭＭ 日降水的准确性评价结果表明（图 ２）： 中国大陆区 ＴＲＭＭ 日降水准确性从东南沿海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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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内陆递减， 南方各流域（珠江片区、 长江流域、 西南片区、 东南片区以及淮河流域）ＴＲＭＭ 日降水准确性显著

高于北方各流域（黄河流域、 海河流域、 辽河流域、 松花江流域和西北片区）。 相对而言， 珠江片区和东南片区

ＴＲＭＭ 日降水准确性最高， 西南片区和长江流域次之。 其中， 西南片区地形陡峭、 高差较大， ＴＲＭＭ 日降水准

确性空间差异性较大； 长江流域面积广袤、 地形复杂， ＴＲＭＭ 日降水量准确性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差异， 如四川

盆地 ＴＲＭＭ 日降水准确性明显偏低。 淮河流域 ＴＲＭＭ 日降水准确性略低， 且呈明显的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

征。 北方黄河、 海河、 辽河以及松花江流域 ＴＲＭＭ 日降水准确性一致性偏低， 且华北平原区 ＴＲＭＭ 日降水准确

性显著低于周边山区， 其可能原因是该区域是中国人口集中区域， 加之气象站点多分布在城市及周边， 城市

“热岛”、 “雨岛” 效应导致局部降水时空特征发生变异［２５］。 西北片区 ＴＲＭＭ 日降水准确性最低， 其主要原因是

该分区以沙漠、 高原和山区为主， 地形地貌复杂多样， 且气象站点稀疏、 降水量整体偏小， ＴＲＭＭ 降水误差影

响较大。 ＴＲＭＭ 日降水准确性与降水空间分布基本一致， 且受局部地形地貌显著影响。

图 ３　 气象站点和 ＴＲＭＭ 的降水日数和降水强度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ｎｙ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ａｕｇ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Ｒ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各流域气象站点和 ＴＲＭＭ 年均降水日数及降水强度（降水日平均降水量）如图 ３ 所示， 结合中国三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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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地形特征可知： 以平原、 丘陵和低山为主的第三阶梯（海南岛、 珠江流域中下游、 东南片区、 长江流域下

游、 淮河流域、 海河流域平原、 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气象站点年均降水日数明显大于 ＴＲＭＭ
年均降水日数； 以高原和盆地为主的第二阶梯中南方流域（珠江上游、 长江中游和西南片区南部）气象站点

年均降水日数显著大于 ＴＲＭＭ 年均降水日数， 而第二阶梯中北方流域（黄河中游、 海河山区和西北片区）气
象站点年均降水日数略低于 ＴＲＭＭ 年均降水日数； 以青藏高原为主的第一阶梯（西南片区北部、 西北片区南

部、 黄河和长江源区）气象站点年均降水日数略小于 ＴＲＭＭ 年均降水日数。 与此同时， 气象站点和 ＴＲＭＭ 的

降水强度空间分布基本一致， 呈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 但东南地区（珠江片区、 东南片区和长江中下游）
ＴＲＭＭ 降水强度显著高于气象站点降水强度。

各流域气象站点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逐月 ＴＲＭＭ 降水量的相对误差表明（图 ４）： 各流域多数气象站点的

ＴＲＭＭ 降水量偏高（相对误差中位数均大于 ０）， 尤其是西南片区、 辽河流域以及松花江流域 ＴＲＭＭ 降水量偏

高较为明显。 ＴＲＭＭ 降水量偏低的气象站点主要集中在海岸线附近、 长江流域的四川盆地、 西北片区以及其

与黄河流域分界线附近， 可能原因是这些区域复杂的地形条件易诱发地形雨， ＴＲＭＭ 数据难以捕捉这种局部

降水事件。 西北片区各气象站点 ＴＲＭＭ 降水量误差空间差异性较大， 其原因是该片区地形地貌复杂， 加之

平均降水量较小， 误差影响较大。 所有气象站点 ＴＲＭＭ 降水量的相对误差集中分布在±０ ２ 区域内， 且误差

较大气象站点主要分布在西北片区和西南片区， 这表明 ＴＲＭＭ 降水资料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具有较好的适

用性。

图 ４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逐月 ＴＲＭＭ 降水相对误差分布（箱图和累积概率分布图中相对误差大于 １ 的值未画出）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ＴＲ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８ ｔｏ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ｖａｌｕ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１ ａｒｅ ｎｏｔ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ｉｎ ｂｏｘｐｌｏｔ ａｎｄ ＣＤＦ ｐｌｏｔ）

２ ２　 降水一致性评价

各流域气象站点降水量与 ＴＲＭＭ 降水量的月 ／年尺度相关系数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图 ５）， 除西北片区外

均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 这表明 ＴＲＭＭ 降水量月 ／年估计值存在一定系统性偏差。 气象站点降水量和 ＴＲＭＭ
降水量年变化率空间分布基本一致， 但气象站点降水量的年变化率的极值（最大和最小值）更为显著。 其可

能原因是气象站点记录的是单个站点处的降水特征， 而 ＴＲＭＭ 降水量则是反映区域（０ ２５°×０ ２５°）降水量的

均值， 导致极端降水被区域坦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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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气象站点降水量与 ＴＲＭＭ 降水量的相关系数和线性变化率分布

Ｆｉｇ 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ＰＣＣ） ａｎ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ｇａｕｇ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Ｒ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８ ｔｏ ２０１３

３　 流域尺度 ＴＲＭＭ 质量评价

３ １　 降水精度评价

对比各流域气象站点和 ＴＲＭＭ 多年平均面降水量（图 ６）可知： 各流域 ＴＲＭＭ 年均面降水量均在不同程

度上高于气象站点面降水量， 尤其是西南片区 ＴＲＭＭ 年均面降水量相对误差达到了 ４２％， 其原因是该片区

气象站点稀少，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出境处（ＴＲＭＭ 降水量高值区）并无气象站点， 因而气象站点降水量插值

结果难以反映该区域降水量的实际分布。 整体而言， ＴＲＭＭ 降水量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大陆降水空间分布特

征， 其总体相对误差为 ８％， 且南方各流域 ＴＲＭＭ 年均面降水量相对误差均不高于 ５％。



　 第 ５ 期 刘少华， 等： 中国大陆流域分区 ＴＲＭＭ 降水质量评价 ６４５　　

图 ６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各流域气象站点年均面降水量与 ＴＲＭＭ 年均面降水量对比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ｒｅ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ｏｆ ｇａｕｇ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Ｒ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８ ｔｏ ２０１３ ａｔ ｂａｓｉｎ ｓｃａｌｅ

各流域月均面降水量与 ＴＲＭＭ 月均面降水量对比可知（图 ７）， 全国尺度上各月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均大于

气象站点面降水量， 且相对误差均在 １５％以内。 流域各月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与气象站点面降水量具有显著差

异性， 南方各流域（西南片区除外）ＴＲＭＭ 月降水量误差普遍较小， 枯季部分月份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偏低， 尤

其是珠江片区。 西南片区各月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均显著大于各月气象站点面降水量。 北方各流域（西北片区除

外）各月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均大于气象站点面降水量， 且枯季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显著偏大。 西北片区各月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枯季显著大于气象站点面降水量， 雨季略小于气象站点面降水量。 总体而言， 流域各月 ＴＲＭＭ 面

降水量相对误差雨季较小， 枯季较大， 且南方各流域枯季部分月份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偏小， 北方各流域枯季

各月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显著偏大。
３ ２　 降水一致性评价

各流域气象站点面降水量与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关系（图 ８ 和图 ９）可知， 西北片区除外各流域气象站点降水

量与 ＴＲＭＭ 降水量月尺度相关关系与年尺度相关关系基本一致， 回归系数均小于 １（ＴＲＭＭ 降水量大于气象

站点降水量）， 且月尺度的 ＴＲＭＭ 降水量与气象站点相关关系明显好于年尺度， 其线性回归方程决定系数均

在 ０ ９８ 以上。 西北片区 ＴＲＭＭ 月降水量回归系数大于 １（ＴＲＭＭ 降水量小于气象站点降水量）， 与其年降水

量回归系数不一致。 原因是该区域 ＴＲＭＭ 年降水量整体高于气象站点年降水量， 但其 ＴＲＭＭ 月降水量在雨

季低于气象站点月降水量， 枯季显著高于气象站点月降水量， 导致了月尺度回归系数偏高。 根据所得回归方

程对 ＴＲＭＭ 降水量进行修正， 是获取无资料地区降水估计值的有效途径。
各流域气象站点面降水量与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变化趋势显示（图 １０）： 各流域气象站点年降水量与 ＴＲＭＭ

年降水量变化趋势一致， 南方各流域年降水量均呈减少趋势， 北方各流域年降水量均呈增加趋势， 全国尺度

上年降水量呈微弱的减少趋势。 南方各流域中长江流域、 东南片区和淮河流域 ＴＲＭＭ 年降水量的减少趋势

略大于气象站点年降水量， 而珠江片区和西南片区 ＴＲＭＭ 年降水量的减少趋势略小于气象站点年降水量。
北方各流域 ＴＲＭＭ 年降水量的增加趋势均小于气象站点年降水量， 其中西北片区 ＴＲＭＭ 年降水量过程明显

异于气象站点年降水量， 其原因是该区域气象站点稀疏， 降水量空间插值结果不确定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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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各流域月均面降水量与 ＴＲＭＭ 月均面降水量对比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ｒｅ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ｏｆ ｇａｕｇ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Ｒ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８ ｔｏ ２０１３ ａｔ ｂａｓｉｎ ｓｃａｌｅ

４　 结　 　 论

（１） 中国大陆区气象站点 ＴＲＭＭ 日降水准确性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 且受局部地形地貌显著影

响。 气象站点年均降水日数显著大于 ＴＲＭＭ 年均降水日数， 且其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差异性。 气象站点和

ＴＲＭＭ 的降水强度空间分布均呈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 但东南地区（珠江片区、 东南片区及长江中下游）
ＴＲＭＭ 降水强度显著高于气象站点降水强度。

（２） 西北片区以外气象站点降水量和 ＴＲＭＭ 降水量在月尺度和年尺度上均具有较好的相关关系， 且其

线性变化率空间分布基本一致， 表明全国大部分区域 ＴＲＭＭ 降水量存在系统性偏差。
（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各流域年均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均高于气象站点面降水量， 尤其是西南片区。 各流域

ＴＲＭＭ 月降水量相对误差雨季较小， 枯季较大， 且南方各流域枯季部分月份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偏小， 北方各

流域枯季各月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显著偏大。
（４）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各流域 ＴＲＭＭ 面降水量与气象站点面降水量演变趋势基本一致， 南方各流域年降水

量均呈减少趋势， 北方各流域年降水量均呈增加趋势， 全国尺度上年降水量呈微弱的减少趋势。



　 第 ５ 期 刘少华， 等： 中国大陆流域分区 ＴＲＭＭ 降水质量评价 ６４７　　

图 ８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各流域气象站点月降水量与 ＴＲＭＭ 月降水量关系

Ｆｉｇ ８ Ｓｃａｔ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ｒｅａｌ ｇａｕｇ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Ｒ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８ ｔｏ ２０１３ ａｔ ｂａｓｉｎ ｓｃａ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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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各流域气象站点年降水量与 ＴＲＭＭ 产品年降水量关系

Ｆｉｇ ９ Ｓｃａｔ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ｒｅａｌ ｇａｕｇ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Ｒ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８ ｔｏ ２０１３ ａｔ ｂａｓｉｎ ｓｃａｌｅ



　 第 ５ 期 刘少华， 等： 中国大陆流域分区 ＴＲＭＭ 降水质量评价 ６４９　　

图 １０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各流域气象站点年降水量与 ＴＲＭＭ 年降水量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１０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ｒｅａｌ ｇａｕｇ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ＲＭＭ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８ ｔｏ ２０１３ ａｔ ｂａｓｉｎ ｓｃａ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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