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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时空变异函数和协方差函数的积和模型并将其推导成能够实现的形式，提出了时空权重系数

的计算矩阵、基于该矩阵实现了积和模型的时空插值，并用时空交叉验证来验证了插值数据的有效性。实验

表明，本方法能为时空随机领域以一定的精度提供较多的信息，从而达到时空插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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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统计技术的发展源于空间统计，虽然它提

供了多种分析工具对空间数据进行分析和统计，

如ＡｒｃＧＩＳ、Ｇｅｏｄａ等，但当采样与非采样点的分

布同时与时间和空间相关时，用时空地统计来取

代空间统计能提供更多的数据来支持数据预测；

同时，由于时空领域的采样点往往是稀疏的，如要

深入研究必须通过插值或预测来补充未采样点，

所以时空插值在很多应用领域有着重要的作用，

如降雨量分析、温度预测、健康分析、环境污染和

土壤分析等领域［１６］。和空间预测一样，时空地统

计预测技术需要依赖于一个合适的时空变异函数

或时空协方差函数模型。文献［７］中提出了和模

型（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ｄｅｌ）、积模型（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积

和模型（ｎｏ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和常用的２Ｄ和３Ｄ

模型。为了对应用非常广泛的时空随机领域建

模，本文主要研究了最初由ＤｅＣｅｓａｒｅ提出的积

和协方差模型［６，７］，该模型在时空相关成分之间

的约束不多，能使用类似于空间变异函数的方法

去固定时空模型。本文拟将积和模型应用于时空

领域，实现时空随机过程的插值，研究的实验在Ｒ

统计语言环境下完成。

１　时空数据的表达

时空数据随着时间变化其空间位置上的数据

也发生变化。本研究的测试数据是２０００年到

２００５年１０４个不规则分布监控点的降水数据，每

年从第１天开始测量，然后间隔１６ｄ再测量，数

据以ＥＸＣＥＬ表形式存放，首先将数据导入Ｒ语

言环境下的数据框ｄａｔａｓｅｔ，第一行用来表示日

期：２００１０１０１、２００１０１１７、２００１０２０３、２００１０２１９、

２００１０３０５、…、２００１１２０７、２００１１２２３，然后通过“ｄａ

ｔａ＿ｔ＄ｔｉｍｅ＝ＩＳＯｄａｔｅ（ｈ＿ｙｅａｒ，ｈ＿ｍｏｎｔｈ，ｈ＿

ｄａｙ）”函数将第一行的数据转换为日期，最后通过

“ｓｐ＿ｄａｔａ＝ＳＴＦＤＦ（ｐｔｓ，狋，ｍｙｄａｔａ）”功能函数

组合时空数据，其中ｐｔｓ是空间坐标，狋是通过

“狋＝ｘｔｓ（１：ｈ，ｄａｔａ＿ｔ＄ｔｉｍｅ）”得到的天数，时空

数据由Ｓｌｏｔ＂ｄａｔａ＂、Ｓｌｏｔ＂ｓｐ＂和Ｓｌｏｔ＂ｔｉｍｅ＂三部

分组成。图１为２００１年测试站点原始数据的三

维显示，降水数值的单位是ｍｍ。

图１　时空数据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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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时空变异函数和协方差函数模型

２．１　时空变异函数和协方差函数的推导

空间变异函数用来表征同一时间点不同空间

点的空间变异结构。空间变异函数γ狊（犺）为单纯

的空间滞后犺的函数，与空间位置狓无关，其与

协方差函数犆狊（犺）的关系为：

γ狊（犺）＝犆狊（０）!犆狊（犺） （１）

时间变异函数用来表征同一空间点不同时间点的

时间变异结构。时间变异函数γ狋（犱）为单纯的时

间滞后犱的函数，与时间狋无关，其与协方差函数

犆狋（犺）的关系为：

γ狋（犱）＝犆狋（０）!犆狋（犱） （２）

　　时空变异函数用来表征时空点的变异结构，

其与时空协方差函数的关系为：

γ狊狋（犺，犱）＝犆狊狋（０，０）－犆狊狋（犺，犱） （３）

　　为了实现时空协方差函数，需要将其推导成

可计算形式。时空协方差函数积和模型的定义

为［９］：

犆狊狋（犺，犱）＝犽１犆狊（犺）犆狋（犱）＋犽２犆狊（犺）＋犽３犆狋（犱）

（４）

这里引入犽１、犽２、犽３是为了确保协方差函数犆狊狋（犺，

犱）的正定性，犆狊（犺）和犆狋（犱）分别是空间和时间

协方差函数，根据式（１）和式（２）可以得到：

犆狊狋（犺，犱）＝犽１［犆狊（０）－γ狊（犺）］［犆狋（０）－γ狋（犱）］＋

犽２（犆狊（０）－γ狊（犺））＋犽３（犆狋（０）－γ狋（犱））（５）

当犺＝０，并且犱＝０，从式（４）可以得到：

犆狊狋（０，０）＝犽１犆狊（０）犆狋（０）＋犽２犆狊（０）＋犽３犆狋（０）

（６）

根据等式（３）可以得到：

γ狊狋（犺，犱）＝ ［犽２＋犽１犆狋（０）］γ狊（犺）＋

［犽３＋犽１犆狊（０）］γ狋（犱）－犽１γ狊（犺）γ狋（犱） （７）

　　由此可见，计算式（５）和式（７），只需要分别计

算空间变异函数犘狊（犺）和时间变异函数γ狋（犱）。

任意的变异函数γ（犺）中有３个参数
［８］犪、犆０

和犆０＋犆１，其中犪被称为变程（ｒａｎｇｅ），它是变异

函数值到达基台值（ｓｉｌｌ）时对应的犺值，反映了时

空相关数据之间的最大距离。犆０被称为块金值

（ｎｕｇｇｅｔ），它是犺为０时所对应的变异函数的值。

理论上，当采样点间的距离为０时，变异函数值应

为０，但由于存在测量误差和空间变异，使得两采

样点非常接近时，它们的变异函数值不为０，即存

在块金值。测量误差是仪器内在误差引起的，空

间变异是自然现象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变化，它

们任意一方或两者共同作用产生了块金值。犆０

＋犆１被称为基台值，它是数据间隔犺大于犪时的

变异函数的值，当变异函数值超过基台值时，函数

值不随采样点间隔距离而改变时，表示空间相关

性不存在。犆１是偏基台值（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ｉｌｌ），是基台

值与块金值的差值。在具体建模过程中，这些参

数是可调的，误差随块金值的增大而增大，基台值

对结果影响不大，变程存在最佳变程值，拟合函数

也存在最佳拟合函数。

若γ狊狋（０，０）＝γ狊（０）＝γ狋（０）＝０，由式（７）可

以得到：

γ狊狋（犺，０）＝ ［犽２＋犽１犆狋（０）］γ狊（犺） （８）

γ狊狋（０，犱）＝ ［犽３＋犽１犆狊（０）］γ狋（犱） （９）

假设：

犽２＋犽１犆狋（０）＝１；　犽３＋犽１犆狊（０）＝１　 （１０）

从等式（６）和（１０）可以得到下面一组参数：

犽１ ＝ ［犆狊（０）＋犆狋（０）－犆狊狋（０，０）］／犆狊（０）犆狋（０）

犽２ ＝ ［犆狊狋（０，０）－犆狋（０）］／犆狊（０）

犽３ ＝ ［犆狊狋（０，０）－犆狊（０）］／犆狋（０） （１１）

　　为了确保时空变异函数和协方差函数的有效

性，一些约束被参数犽１，犽２ 和犽３ 所取代了，犽１＞０，

犽２≥０并且犽３≥０是协方差函数正特性的充分条

件。变换后的式（５）和式（７）中只有空间变异函数

γ狊（犺）、时间变异函数γ狋（犱）、空间基台石犆狊（０）和

时间基台石犆狋（０）。

２．２　最佳变异函数模型和有效参数的计算

需要拟合的最佳变异函数模型包括空间变异

函数γ狊（犺）模型和时间变异函数γ狋（犱）模型，有效

参数是指γ狊（犺）模型和γ狋（犱）模型的偏基台值、变

程和块金值。实际中已有一些常用的、有效的并

通过实验验证过的变异函数模型［８］，如球形模型

γ（犺）＝犆０＋犆１［１．５（犺／犪）－０．５（犺／犪）
３］，指数

模型γ（犺）＝ 犆０＋ 犆１（１－犲
－犺／犪）和高斯模型

γ（犺）＝犆０＋犆１（１－犲
－（犺／犪）

２

），模型中犺是点对的间

隔距离，可通过功能函数“ｓｖ＜－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ｄａｔａ

ｓｅｔ［，犻］～１，ｄａｔａｓｅｔ）”得到，这里ｄａｔａｓｅｔ是前面

提到的数据框。有效的基台值、变程和块金值可

以通过“ｓｍ＜－ｆｉｔ．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ｓｖ，ｖｇｍ（犆１，ａｌｔ，

犪，犆０））”返回，这里犆１、犪、犆０ 分别是初始的偏基

台值、变程和块金值。在此将空间和时间初始的

块金值、偏基台值和变程分别命名为犆狊０、犆狊１、犪狊

和犆狋０、犆狋１、犪狋，由于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犆狊０、

犆狊１、犪狊，而不同的空间点有不同的犆狋０、犆狋１、犪狋，因

此，这里计算平均的犆狊０、犆狊１、犪狊和犆狋０、犆狋１、犪狋。

最佳的变异函数γ狊（犺）和γ狋（犱）可以通过拟合曲

线而逐步逼近，图２分别是空间变异函数γ狊（犺）和

时间变异函数γ狋（犱）的拟合曲线。空间变异函数

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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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拟合模型是指数模型（Ｅｘｐ），而时间变异

函数的最佳拟合模型是高斯模型（Ｇａｕ）。

图２　最佳的变异函数的拟合

Ｆｉｇ．２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Ｌｉｋｅｌｙ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

图２（ａ）是空间变异函数的拟合，其初始的偏

基台值、块金值和变程分别是３０、１和６，通过反

复拟合得到最佳的变异函数指数模型（Ｅｘｐ），返

回的有效偏基台值、块金值和变程分别是３２．６、０

和２．１０。图２（ｂ）是时间变异函数的拟合，其初始

的偏基台值、块金值和变程分别是４００、８８和６６，

通过反复拟合得到最佳的变异函数高斯模型

（Ｇａｕ），返回的有效偏基台值、块金值和变程分别

是６１０．７、５５．２和１０１．０。因此，初始值只是一个

估计值，通过返回的最佳偏基台值、块金值和变程

可以将拟合曲线调到最佳状态。如果变异函数曲

线拟合不佳，是不适合做变异函数模型的［８］。

２．３　时空协方差和变异函数模型的实现

式（５）和式（７）所表示的时空变异函数和协方

差函数模型的定义如下：

狊狋＿犮＜－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狓，狋）

｛狉１＜－犆狊０＋犆狊１（１－１／ｅｘｐ（狓／ａｓ））

　　狉２＜－犆狋０＋犆狋１（１－１／ｅｘｐ（狔
２／ａｔ２））

　　犽１（犆狊０－狉１）（犆狋０－狉２）＋犽２（犆狊０－狉１）＋

犽３（犆狋０－狉２）｝

狊狋＿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狓，狋）

｛　狉１＜－犆狊０＋犆狊１（１－１／ｅｘｐ（狓／ａｓ））

　　狉２＜－犆狋０＋犆狋１（１－１／ｅｘｐ（狔
２／ａｔ２））

　　（犽２＋犽１犆狋０）狉１＋ （犽３＋犽１犆狊０）狉２－犽１狉１狉２｝

　　式中，狉１ 是空间变异函数，选择的是指数模

型γ（犺）＝犆０＋犆１（１－ｅ
－犺／犪）；狉２ 是时间变异函

数，选择的是高斯模型γ（犱）＝ 犆０＋犆１（１－

ｅ－
（犱／犪）

２

）。最佳参数犽１、犽２ 和犽３ 通过等式组（１１）

计算得到，时空变异函数和协方差函数曲面分别

通过“狕＜－ｏｕｔｅｒ（狓，狋，狊狋＿狉）”和“狕１＜－ｏｕｔｅｒ

（狓，狋，狊狋＿犮）”得到，如封二彩图１所示。

封二彩图１所示的时空变异函数和协方差函

数曲面体现了时空协方差函数和变异函数随时空

间隔距离加大而呈现的反向变化特征，该协方差

函数将用于后面的时空插值和时空交叉验证。

３　时空插值

克里金插值是最好的线性无偏差预测器［８］，

在此以普通克里金法为例，其预测公式为：

犣（狊０，狋０）＝∑
狀

犻＝１
∑
犿

犼＝１

λ（犻，犼）犣（狊犻，狋犼） （１２）

式中，犻是空间点数（犻＝１…狀）；犼是时间点数（犼＝

１，…，犿），犣（狊０，狋０）是将在时空点（狊０，狋０）插值的

值，犣（狊犻，狋犼）是在时空点（狊犻，狋犼）的采样值。预测过

程中样本个数为狀犿 ，λ（犻，犼）是犣（狊犻，狋犼）的残差权

重，可以通过如下矩阵计算得到：

γ１１，１１ … γ１狀，１１ … γ１１，犾犿 … γ１狀，１狀 １

γ２１，１１ γ２狀，１１ γ２１，１犿 γ２狀，１犿 １

 

γ狀１，犿１ γ狀１，犿１ γ狀１，犿１ γ狀１，犿１ １

 

γ犿，犿１ γ狀狀，犿１ γ犿，狀犿 γ狀狀，犿犿 １

１ … １ … １ … １ ０

·

λ（１，１） … λ（狀，１） … λ（１，犿） … λ（狀，犿） μ
Ｔ·

γ（０１，０１） …γ（０狀，０１） …γ（０１，０犿） …γ（０狀，０犿）１
Ｔ

式中，γ（犪犫，狓狔）＝γ（犪－犫，狓－狔）是时空点对（狊犪－狊犫，

狋狓－狋狔）的变异函数；μ是拉格朗日乘数，其权重和

拉格朗日乘数也能通过计算矩阵得到，然后，通过

式（１２）计算出预测值犣（狊０，狋０）。

封二彩图２是时空插值的结果，其中封二彩

图２（ａ）是插值数据的三维曲面显示，与图１中原

始数据的趋势和分布相同，封二彩图２（ｂ）是其中

９ｄ的插值分布图。

４　时空插值的交叉验证

时空插值的结果可以通过交叉验证来检验，

在交叉验证中，首先将观测值暂时去除，然后通过

其他观察值和空间、时间变异函数模型来预测观

测值，最后将预测值放到原始数据中，重复以上过

程直到对所有时空点进行估值［８］。所以在所有的

时空点处既有实际观测值又有估计值，用统计方

法一一比较实际值和预测值即可确定其误差，如

果误差太大，则可通过调整最佳变异函数模型和

参数再次进行交叉验证。封二彩图３为交叉验证

的结果（为了能显示得清楚，这里只取了１００对采

样值和预测值），其基本重合。交叉验证是一个逐

渐摸索的过程，通过多次的比较和实践才可以得

到最佳参数和变异函数模型。

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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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语

本文首先将时空协方差积和模型推导成可以

计算的形式，在此基础上选择了最佳的空间和时

间变异函数模型和模型参数，并实现了时空变异

函数和时空协方差函数的计算，然后给出了普通

克里金时空预测方法，实现了积和模型的时空插

值；最后用交叉验证验证了结果的有效性。本研

究结果可以为时空随机领域提供更为丰富的信

息，插值结果已应用于本研究的支撑项目，较好地

满足了本项目的需要，对其他时空领域的插值也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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