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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喀斯特山区地形复杂，地势起伏大，降水量时空分布不均匀，尤其是丰水期降水量的分布直接影响当

地经济作物的生长，也是地质灾害发生的诱因．以贵州省 ７７ 个气象站点 ３０ ａ（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丰水期月均降雨

量为基础数据，分析了地形因素（海拔、坡度和坡向）和气象因素（站点压强及相对湿度）与贵州省降水的相关

性，并对 ４ 种协克里金插值模型方法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得出坡向与研究区降

水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为 ０．９９８．综合对比不同协克里金半变异函数模型（稳定模型、指数模型、球面模型和高

斯模型）预测值和实测值的结果表明球面模型的偏差均值最小（ＭＡＥ＝ －０．０００ ４），一致性系数最优（ＲＭＳＥ ＝
０．８６４） ．采用球面模型的协克里金插值是进行贵州省降水插值的最好方法，这为更有效地识别出喀斯特地区丰

水期降水空间分布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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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水期降水集中于作物生长旺季，在给作物生

长提供充足水分的同时，亦是导致洪涝等气象灾害

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主要因素．贵州省作为唯一

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喀斯特地形复杂多变，峰丛

峰林地貌发育显著，土壤侵蚀严重，大量岩石裸露，
降水量的时空分布不均匀．识别区域丰水期降水量

的时空分布规律成为预防农业灾害、水土流失和地

质灾害的重要途径．利用地面观测数据进行空间插

值是研究区域降水空间分布规律的主要方法之

一［１－４］，而空间插值方法的选择是决定降水空间插

值质量的主要因素［５－６］ ．
现在已有很多学者利用普通克里金插值法

（Ｋｒｉｇｉｎｇ）对降水空间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卢燕宇

等［７］利用克里金插值分析淮河流域降水时空演变

特征；邵晓梅等［８］ 通过克里金插值对黄河流域降

水时空分布格局进行了研究；同时也有更多的学者

将方法进行对比，如鲁振宇等［９］ 利用克里金插值

进行黄河流域的降水研究，并证明了该方法优于反

距离加权插值法和张力样条函数插值法；于洋

等［１０］采用不同插值方法对黄土高原年均降水量空

间分布进行插值，对比发现采用环形半变异函数克

里金插值效果最好．由此可见，克里金插值方法用

于北方区域降水分布研究的精度较高，能够较好地

反映降水量空间分布的格局．但是，普通克里金插

值方法过于依赖观测站点的降水量，没有考虑到其

它地形和气象因素等区域因子对降水量的影响．而
协克里金插值方法能结合区域特点对降水量进行

空间插值．目前，已有学者结合区域高程、经纬度、
距海岸线距离、坡度、坡向等区域因素，利用协克里

金插值方法对降水量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１１－１５］ ．
但是，利用该方法对喀斯特地区降水空间分布的研

究甚少．
本文利用协克里金插值方法的优势，以贵州省

为例，选取海拔高程、坡度、坡向和相对湿度作为区

域丰水期降雨的主要影响因子进行分析，有效地利

用相关性强的辅助因子进行降水空间插值研究，从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１８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建设项目（贵大研 ＣＸＪＤ［２０１４］００２） ．
　 作者简介：闫星光（１９９２－），男，山西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地图制图学与地理系统工程研究．Ｅｍａｉｌ：３４６０４９８０６＠ 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吴林娜（１９８０－），女，贵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水文和水环境遥感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ｕｌｉｎｎａ１９９８＠ １６３．ｃｏｍ．



而减小预测误差并提高插值方法的区域适宜

性［１６－１７］ ．对贵州省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丰水期（６—９ 月）
的平均降水数据进行协克里金插值，旨在筛选出喀

斯特地区最适宜的协克里金插值模型方法，为利用

有限气象观测点数据更有效地识别出喀斯特地区

丰水期降水空间分布提供基础．

１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地处中国第二级阶梯云贵高原前端，介
于 ２４°３７′～２９°１３′ Ｎ，１０３°３６′～１０９°３５′ Ｅ．境内地势

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

在 １ １００ ｍ 左右．全省国土面积中 ９２．５％为丘陵和

山地，岩溶地貌发育典型．省内喀斯特地貌面积 １０９
０８４ ｋｍ２，占全省总国土面积的 ６１．９％，是全国喀斯

特地貌发育最多的省区之一［１８－１９］ ．其地处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日照少，气温变化较小，阴雨天多，
降水主要集中在丰水期，平均相对湿度达到 ７０％
以上，还受大气环流和云贵高原等地形的影响．

２　 数据和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本文的降水数据来源

于中国气象数据网（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ｃｍａ． ｇｏｖ． ｃｎ ／ ），主
要包括贵州省共 ７７ 个气象台站 ３０ ａ（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的丰水期（６—９ 月）平均降水数据资料和地理

空间数据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上获取的贵

州省 ９０ ｍ 分辨率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数据．数据

统计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中完

成，降水量协克里金空间插值和分布图均在 Ａｒｃ⁃
ＧＩＳ １０．２ 中完成．
２．２　 方法　 地统计学插值方法核心就是通过对采

样数据和地理特征分析，进而选择合适的空间内插

方法创建表面．地统计方法不仅能量化已知点之间

的空间自相关性，并能够说明采样点在预测区域范

围内的空间分布情况．协克里金插值是目前地统计

学插值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方法之一［２０－２１］ ．
２．２．１　 协克里金插值法　 协克里金插值主要用于

存在空间相关性的多个属性变量之间，其优点在于

把区域化空间分布的最佳估计值从单一变量发展

到 ２ 个及以上的协同区域化变量，解决了普通克里

金方法在不完全采样的问题 （某些数据难以获

取），使其估计比传统的方法更加精确［２２－２３］ ．
协克里金插值其原理首先要求采样点满足二

阶平稳假设，即在每个采样点 ｘ１，ｘ２，…，ｘｎ 上的协

同区域变化量 Ｚ（ｘｉ）（ ｉ ＝ １，２，３，…，ｉ） 的数学期望

μｉ 存在且为常数，围绕 μｉ 上下平稳波动时称其满

足二阶平稳假设．公式表示为：
Ｅ［Ｚ（ｘｉ）］ ＝ Ｅ［Ｚ（ｘｉ ＋ ｈ）］ ＝ μｉ，

（ ｉ ＝ １，２，３，…，ｉ）， （１）
式中，ｈ为采样点间距；区域变化量Ｚ（ｘｉ） 和Ｚ（ｘｉ ＋
ｈ） 分别是在空间位置 ｘｉ 和 ｘｉ ＋ ｈ 处的实测值．

其次，在平稳假设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半变异

函数模型进行降水变量的协区域化表示．公式表示为：

γ（ｘ，ｈ） ＝ １
２Ｎ（ｈ）

Ｎ（ｈ）

ｉ ＝ １
［Ｚ（ｘｉ） － Ｚ（ｘｉ ＋ ｈ）］ ２，

（２）
式中，γ（ｘ，ｈ） 为采样点间距为 ｈ 的半变异函数，
Ｎ（ｈ） 为分割距离 ｈ 时的样本点的总个数．

根据对采样点变异函数给出的分析结果得到

其权重系数，进而进行协克里金插值．其普通估计

公式为：

Ｚ ＾（ｘ０） ＝ 
ｍ

ｉ ＝ １
λ ｉＺ１（ｘｉ） ＋ 

ｎ

ｉ ＝ １
λ ｊＺ２（ｘ ｊ），


ｍ

ｉ ＝ １
λ ｉ ＝ １，

ｎ

ｉ ＝ １
λ ｊ ＝ ０， （３）

式中，Ｚ ＾（ｘ０） 为待估点 ｘ０ 处估计值；λ ｉ 和 λ ｊ 为主、
辅变量权重系数；Ｚ１（ｘｉ） 和 Ｚ２（ｘ ｊ） 分别为主、辅变
量 Ｚ１ 和 Ｚ２ 的实测值；ｍ和 ｎ分别代表了主、辅变量

的实测数目．
２．２．２　 半变异函数模型优选及方法检验

（１） 半变异函数模型优选．空间插值的精度不

仅与所采集的数据有关，且与选择的半变异函数模

型有关，变异函数的模型选择是进行空间插值的前

提条件，直接影响着空间插值的精度结果．本文分

别利用稳定模型、球面模型、指数模型及高斯模型

进行贵州省降水量协克里金插值，对比插值结果得

到最优变异函数模型．最优模型主要通过无偏性和

一致性来判断；无偏性采用偏差均值（ＭＡＥ） 指标

来衡量，一致性则采用一致性系数（ＲＭＳＥ） 指标判

定．当协克里金偏差均值（ＭＡＥ） 越接近于 ０，则代

表无偏估计的效果越佳．一致性系数（ＲＭＳＥ） 越接

近于 １，则表示模型越好．
偏差均值（ＭＡＥ） 和一致性系数（ＲＭＳＥ） 计算

公式分别为：

ＭＡＥ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Ｚ ＾

ｉ － Ｚ ｉ） ≅ ０， （４）

ＲＭＳＥ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Ｚ ＾
ｉ － Ｚ ｉ

δ２

æ

è
ç

ö

ø
÷ ≅ 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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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Ｚ ＾ 为第 ｉ 个采样点实际观测值；Ｚ ｉ 为估计值；
ｎ 为检验点数目．

（２） 方法检验．在半变异函数确定基础上，本
文进一步采用交叉验证（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进行插

值方法验证．其原理是在给定的样本模型中汇总，
留出部分样本用于建立模型进行预测，并求出这小

部分样本的预测误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贵州省丰水期降水影响因子相关性分析　 选

取喀斯特地区与降水有关的海拔高程、坡度及坡向

等地形变量和站点气压、相对湿度等气象变量，并
通过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得到影响贵州省丰水期

降水的主要影响因子的相关性大小（表 １） ．分析结

果表明，坡向和降水量相关性极强达到 ０．９９８，喀斯

特地区海拔和气象站点气压与降水的相关性较小，
仅为－０．２０９、０．１４３，而其他因素相对湿度及坡度与

降水相关性极弱．分析其原因，贵州属中国亚热带

高原季风湿润气候，地处云贵高原前端．西南季风

和东南季风携带的暖湿气流受地形抬升的影响，使
气流被迫爬升且易在与气流交汇的迎风坡上造成

气旋性辐合形成降水［２４－２５］，导致贵州省西南部和

东南部多雨区形成．
３．２　 贵州省丰水期降水协克里金插值　 根据降水

影响的相关性分析，选用坡向作为降水的主要的影

　 　 表 １　 贵州省各个站点降水量与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

数

　 　 Ｔａｂ．１ Ｅａｃｈ ｓｉｔ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因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海拔 －０．２０９

气压 ０．１４３

相对湿度 －０．００５

坡度 ０．０１１

坡向 ０．９９８

响因子，在贵州省 ＤＥＭ 数字高程的模型基础上进

行丰水期降水的协克里金插值．
３．２．１　 数据统计分析　 通过对原始丰水期降水观

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表 ２），并绘制了正态分布

ＱＱ 图（图 １） ．从表 ２ 和图 １ 中看出，原始月均降水

数据分布不符合正态分布，７７ 个站点的降水表现

有较大的差异，变化范围从 １２３．７１ ～ ２４４．３５ ｍｍ，平
均值为 １６４．９７ ｍｍ．进一步将原始月均降水数据进

行了对数变换，并生成正态 ＱＱ（图 ２），由此可见，
对数变换后可以看出月均降水数据存在着较为明

显的线性关系，服从正态分布．
３．２．２　 喀斯特地区协克里金插值最优模型选择　
半变异函数作为统计采样点间的距离函数，步长直

接反映插值精度．本文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空间统计

分析工具确定点与最近的相邻要素之间的平均距

离，以确保参与计算半方差的点对数不少于 ３０．并
分别构建稳定模型、球面模型、指数模型和高斯模

型中标准半变异函数模型对变换后的月均降水数

据进行插值拟合，拟合结果如图 ３～６．
从图 ３ ～ ６ 的半变异函数模型拟合图分析，可

得到 ４ 种模型详细参数，如表 ３ 所示．从偏差均值

和一致性系数来看， 球面模型的偏差均值为

－０．０００ ４接近于 ０，而一致性系数达到 ０．８６４ ０，接近

１．所以球面模型最适宜进行贵州省丰水期 ３０ ａ 丰

水期月均降水量研究．
３．２．３　 交叉验证结果　 为了检验球面模型用于喀

斯特地区协克里金插值的预测精度，将贵州省 ７７
个气象站点降水数据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中地统计模块

下的子集要素中随机构建 ２ 个子集，将 ７０％的样本

数据（Ｎ＝ ５４）做训练数据集，３０％的数据（Ｎ ＝ ２３）
作为测试数据集，进行验证点的预测值与实测值的

比较分析，由此得出贵州省丰水期降水数据的空间

插值结果的预测值与实测值散点图（图 ７） ．由图 ７
可见，预测值与实测值的拟合效果较好，相关系数

Ｒ２ ＝ ０．８５５ １；预测值与真实值拟合直线和 １ ∶ １ 标

准直线偏差不大．同时，通过将原始数据采样点观

测值和交叉验证所得到的预测值进行统计分析比

表 ２　 降水量统计特征值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数据变换方式 均值 ／ ｍｍ 最大值 ／ ｍｍ 最小值 ／ ｍｍ 峰度 偏斜度 标准差 分布

无 １６４．９ ２４４．３５ １２３．７１ ２．６６ １．０７３ ３０．６０ 非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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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正态 ＱＱ 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Ｎｏｒｍａｌ Ｑ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ｕｎｉｔ：ｍｍ）

图 ２　 对数变换正态 ＱＱ 图

Ｆｉｇ．２ Ｎｏｒｍａｌ ＱＱ 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ｌｏ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图 ３　 稳定模型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
图 ４　 球面模型

Ｆｉｇ．４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图 ５　 指数模型

Ｆｉｇ．５ Ｉｎｄｅｘ ｍｏｄｅｌ
图 ６　 高斯模型

Ｆｉｇ．６ Ｇａｕｓｓ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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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４ 种协克里金插值模型参数表

Ｔａｂ．３ Ｆｏｕｒ ｋｉｎｄ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理论模型（ＴＭ） 块金值（Ｃ０） 基台值（Ｃ０＋Ｃ） 主变程（ａ） 偏差均值（ＫＲＥ） 一致性系数（ＫＲＭＥ）

稳定模型 ０．０４３ ４７ ０．８５２ ５３ ２０ １５６３．４ ０．０８９ ８４ １．３８８ ８０

球面模型 ０．０００ ００ ０．８９９ ２８ ２１２ ９５３．１ －０．０００ ３６ ０．８６３ ９７

指数模型 ０．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５９ ８０ ２４１ ８７６．１ ０．０７２ ８０ ０．５９０ ７３

高斯模型 ０．０５５ ９８ ０．８５２ ５０ ２４１ ８７６．１ －０．１１０ ５１ １．５０４ ４５

　 　 黑色虚线为 １：１ 标准直线，蓝色直线为降水量预测值拟合线，
横纵坐标均表示降水量（单位：ｍｍ）

图 ７　 协克里金预测值与实测值散点图

Ｆｉｇ．７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Ｋｒｉｇｉｎｇ ｐｌｏ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

较，发现在考虑坡向因素的协克里金球面模型插值

后的预测降水量均值为 １６８．７ ｍｍ，与实测降水量

均值 １６９．６８ ｍｍ 几乎没有差异，预测降水量的变异

系数为 ０．１２，实测降水量的变异系数为 ０．１７，证明

在考虑坡向因素的协克里金球面模型插值预测取

得较好的拟合效果，所有统计指标如表 ４．
３．３　 喀斯特地区月均降水空间分布规律　 选用球

面协克里金插值模型对贵州省 ３０ ａ 丰水期的月均

降水进行空间插值可得到图 ８．从图 ８ 可看出，贵州

省丰水期降水量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坡向的影响，
呈现西南降水量大，东北部降水量少．降水量变动

范围在 １２３～２４４ ｍｍ 之间．降水量较大的地区包括

六枝、晴隆、兴仁、贞丰、兴义、安龙、盘县及普安，降

水量均在 １８６ ｍｍ 以上，降水量较少的地区主要分

布在贵州东北部，其中包括正安、镇远及施秉等地

区，均在 １５０ ｍｍ 以下．最低点位于三穗县 １２３．７１
ｍｍ，最高点位于兴义市 ２４４．３５ ｍｍ．这与严小冬等

研究贵州夏、秋季降水时空分布相吻合［２６］ ．

４　 结果与讨论

通过分析贵州省 ７７ 个站点，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丰

水期月均降水数据与地形因素和气象因素的相关

性，其结果表明：贵州省降水与坡向因子相关性最

大，达到 ０．９９８，主要是由于贵州处于云贵高原前

端，西南暖湿气流和东南暖湿气流受地形抬升影

响，在与气流交汇的迎风坡上形成气旋辐合而产生

大量降水．在此基础上利用协克里金插值中的稳定

模型、指数模型、球面模型和高斯模型分别对贵州

省降水进行了插值将交叉验证数据集分为 ５４ 个训

练子集和 ２３ 个验证子集进行验证，预测变异系数

为 ０．１３，其降水量预测值和实测值之差仅为 ０．９５
ｍｍ．对比发现，采用协克里金球面模型插值的均差

偏值最小，ＭＡＥ ＝ － ０． ０００ ４ 一致性系数最优，
ＲＭＳＥ＝ ０．８６４．采用半变异函数函数为球面模型的

协克里金插值是进行贵州喀斯特降水插值空间拟

合分布效果的最好模型．
贵州省多年月均降水分布受地形因素和气象

因素的影响，对空间降水在进行区域插值计算时，
要想获得更高的插值精度，除了需要考虑不同因素

外，应结合区域特点对插值的模型进行相应改进，

表 ４　 采样点实测值和预测值对比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数据类型 均值 ／ ｍｍ 最大值 ／ ｍｍ 最小值 ／ ｍｍ 标准差 变异系数

预测值 １６８．７３ ２１４．８５ １３７．９２ ２１．７１ ０．１３

实测值 １６９．６８ ２４３．０６ １３３．７１ ２９．６７ 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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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贵州省 ３０ ａ 丰水期月均降雨空间分布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８ Ｔｈｉ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ｕｎｉｔ：ｍｍ）

以此来得到更高精度的插值结果，有待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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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ｌｏｐ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ｉｔ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ｏｕｒ Ｋｒｉ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ｓｔｌｙ，ｗｈｅｎ ｕｓｉｎｇ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ｉｓ ０． ９９８，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ｌ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 ｓｔ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ｄｅｘ ｍｏｄｅｌ，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ＭＡＥ＝－０．０００ 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ｉｓ ｂｅｓｔ（ＲＭＳＥ ＝ ０．８６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ａｙ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ｉｎ⁃
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Ｋａｒｓｔ ａｒｅａ ｉｓ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Ｃｏ－Ｋｒｉ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ｅｍｉ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
ｎ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ｏｃ⁃
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ｅｔ ｓｅａｓ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Ｋａｒｓ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ｒｅａ；ｗｅｔ 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ｏ－Ｋｒｉｇｉｎｇ；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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