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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规则格网ＤＥＭ自动综合方法的评价策略，应用４种常用自动综合方法对同一区域１∶５万

ＤＥＭ进行了综合处理，生成了１∶２５万ＤＥＭ数据。从高程值分布、派生坡度情况以及反生等高线叠置比较

这３个方面对综合结果进行了评价，并分析了各综合方法影响结果精度的主要原因。实验表明，结构化综合

方法具有较高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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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因素是影响地貌特征、环境变迁、水文过

程、生物分布等的重要因素［１］。对于不同的地学

问题，所需地形数据的空间尺度是不一样的。地

形数据的自动综合技术能较好地解决地形数据多

尺度表达问题。规则格网ＤＥＭ 是地形的重要表

达方式之一。目前，虽然地学研究者针对规则格

网ＤＥＭ的自动综合提出了几种方法，如稀疏采

样方法［２，３］、表面综合方法［２］、内插方法［２，４］和结

构化综合方法［５］等，但是都没有对这些方法的结

果精度进行过评价和比较，特别是对我国国家基

础数据库中较大比例尺 ＤＥＭ 向较小比例尺

ＤＥＭ综合方面。１∶５万和１∶２５万ＤＥＭ 数据

库是我国基础地理数据框架中覆盖全国的两个最

基本的地形数据库。因此，本文针对我国１∶５万

ＤＥＭ数据，采用合理的综合算法，将其综合至１

∶２５万ＤＥＭ，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和评价，得到最

优的规则格网ＤＥＭ。

１　规则格网犇犈犕 自动综合方法的

评价策略

　　格网的分辨率对ＤＥＭ的精度具有十分显著

的影响，目前在对从不同分辨率ＤＥＭ 中提取各

地形因子的精度评价方面也已取得了不少重要的

研究成果［６９］。在实际应用中，常用的ＤＥＭ 精度

评定方法有检查点法、反生等高线叠置法和剖面

法等。本文使用的规则格网ＤＥＭ 自动综合评价

方法如下。

１）高程值分布法

数据评价ＤＥＭ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对ＤＥＭ

综合前后的高程值进行比较。本文主要统计了综

合前后的高程值范围和高程均值。该方法能从总

体的角度分析不同综合方法对ＤＥＭ 高程值的影

响程度。

２）派生坡度分析法

在地形特征基本因子中，坡度是地表形态的

最重要标识量之一，因此，本文将坡度值分析这一

方式作为对综合前后的ＤＥＭ 精度进行评定的方

法之一，主要对综合前后坡度值范围、均值以及坡

度分级统计进行比较。

３）反生等高线的叠置分析

等高线的分布情况能构成地貌的立体形态，

如山顶、山脊、斜坡、鞍部和谷底等。因此通过对

等高线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能够使得ＤＥＭ 数据

在表达地表形态方面更加准确。本文方法是对

ＤＥＭ数据所表达的地表形态的评价。

２　规则格网犇犈犕 自动综合方法精

度评价的实验论证

　　利用我国１∶５万ＤＥＭ 数据库中较为典型

的一块高山地数据作为实验区，该区域山势起伏

明显，坡度变化剧烈。实验中分别使用了４种常

用的空间域规则格网 ＤＥＭ 综合方法对该地区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１∶５万ＤＥＭ进行了综合处理，综合后的１∶２５万

ＤＥＭ格网分辨率从２５ｍ增加到１００ｍ
［１０］。具

体操作如下。

１）利用稀疏采样方法进行综合操作时，需要

在１∶５万ＤＥＭ中每４行和４列选取一个点，但

该点处于４个相邻格网的公共点上，为了直接采集

到高程值，可选择这４个格网中任意一个格网的高

程值作为综合后该格网的高程值。不失一般性，

本实验中选择的是位于左上方格网的高程值。

２）表面综合采用的是求取１∶５万ＤＥＭ 中

每４行４列共１６个格网高程的平均值作为综合

后１∶２５万ＤＥＭ相应格网点高程值的方式。

３）在内插方法的实验中，由于ＤＥＭ 内插结

果的精度同原始数据的精度有较大关系，而采用

不同 的 内 插 方 法 对 ＤＥＭ 精 度 并 无 显 著 影

响［１１，１２］，因此，本文采用较为常用的反距离权（ｉｎ

ｖｅｒｓ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ＤＷ）内插法来实现对

规则格网ＤＥＭ的自动综合。

４）结构化综合方法
［５］是首先提取１∶５万

ＤＥＭ中的地形特征信息，然后把１∶５万ＤＥＭ栅

格形式的数据转换为点形式的数据，再使用这些高

程点集建立地表的ＴＩＮ模型。在建立ＴＩＮ时，以

前提取的地形特征信息将对ＴＩＮ的建立进行约

束。最后将包含有地形特征信息的ＴＩＮ转换成

１∶２５万ＤＥＭ，得到最终的地形自动综合结果。

另外，在实验中还与相同区域的国家１∶２５

万ＤＥ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

２．１　高程值分布的比较

采用４种综合方法得到的高程值分布情况如

表１所示。可以看出，该区域的国家１∶２５万原

始ＤＥＭ数据和１∶５万原始ＤＥＭ数据在高程范

围、高程平均值方面都相差较大，而采用４种综合

方法得到的综合结果则接近于原始１∶５万ＤＥＭ

数据。在４种地形综合算法中对高程值分布影响

最大的是表面综合方法和ＩＤＷ内插方法，而效果

最佳的是稀疏采样方法和结构化综合方法。究其

表１　高山地ＤＥＭ综合前后高程值及坡度的统计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ｌｏｐ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ｌｐｉｎｅＲｅｇｉｏｎｓ

高程最

大值／ｍ

高程最

小值／ｍ

高程平

均值／ｍ

坡度范

围／（°）

坡度均

值／（°）

原始１∶５万ＤＥＭ ２４４１ ４７３ １３４８．２４ ０～７４．１６ ３５．５６

稀疏采样方法 ２４３９ ４７４ １３４８．５４ ０～６２．６１ ３０．１０

表面综合方法 ２４２５ ４７９ １３４８．３３０．４～６２．４２９．５８

ＩＤＷ内插方法 ２４２５ ４７３ １３４８．６２０．１～６４．２３０．０７

结构化综合方法 ２４３５ ４７３ １３４８．１２ ０～６４．２ ３０．１７

原始１∶２５万ＤＥＭ２３８２ ５００ １３５７．２６ ０～６０．２４ ２６．００

原因，主要是因为地形综合方法和ＩＤＷ 内插方法

都是对局部范围内的高程值进行了平均运算，造

成了综合后的值更接近于中值，减少了高程值的

变化。结构化综合方法考虑了区域内的地形特征

信息，较好地保留了区域内的高程值分布。稀疏

采样方法的综合结果是原始ＤＥＭ 数据的一个子

集，因此在高程范围分布方面与原始的ＤＥＭ 最

为接近。

２．２　派生坡度的比较

由表１还可以发现，综合后ＤＥＭ 的坡度值

范围和坡度平均值都明显变小，这主要是由地形

综合后ＤＥＭ分辨率降低所致。在４种地形综合

方法中，结构化综合方法得到的坡度值最接近于

原始１∶５万坡度值；表面综合方法得到的结果在

派生坡度方面最不理想；而原始１∶２５万 ＤＥＭ

坡度变平缓的趋势最为严重。

为了进一步了解综合前后地形坡度的分布情

况，将该区域综合前后的地表坡度进行了分级统

计。区域内的坡度值被分成０°～５°、５°～１０°、１０°

～１５°、１５°～２０°、２０°～２５°、２５°～３０°、３０°～３５°、３５°

～４０°、４０°～４５°、４５°～５０°、５０°～５５°、５５°～６０°和＞

６０°共１３个等级，统计每个坡度级别中栅格数占

全区域栅格总数的百分比，得到了如图１所示的

坡度分级图。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原始１∶５万

ＤＥＭ中拥有最多栅格数的坡度值分布在３５°～

４０°级别内，而采用４种地形综合方法得到的坡度

分级分布曲线的峰值都前移了一个坡度等级，这

也清楚地表明了地形综合后地面坡度的整体减小

趋势。４种综合方法之间的区别在于表面综合方

法获得的坡度分级分布曲线在峰值处具有最大

值，即坡度分布更集中在３０°～３５°范围内。稀疏

采样方法和表面综合方法在坡度分级曲线的分布

形状上较为相似：峰值左侧的值都偏大，峰值右侧

的值都偏小。ＩＤＷ 内插方法和结构化综合方法

的曲线位置相对于稀疏采样和表面综合方法向右

图１　高山地区域坡度分级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ｌｏｐ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Ｒｅｇｉｏｎｓ

２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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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了一部分，即在峰值左侧的值相对偏小，峰值

右侧的值相对偏大。

从图１中还可以看出，原始１∶２５万ＤＥＭ

的坡度分布峰值提前了两个坡度分级，这表明更

多的栅格值坡度分布在较平缓的坡度分级区间

中，此时，ＤＥＭ所表达的地形表面坡度更为平缓。

通过对综合前后坡度情况的比较可以得出，

ＩＤＷ内插方法和结构化综合方法具有相对较好

的效果。

２．３　反生等高线叠置分析

图２是该高山地中较典型的局部放大后的

等高线分布叠置比较图，其中图２（ａ）～图２（ｅ）

分别是稀疏采样方法、表面综合方法、ＩＤＷ 内插

方法、结构化综合方法和原始１∶２５万ＤＥＭ 生

成的等高线同原始１∶５万ＤＥＭ 生成等高线的

叠置比较图。粗线条表示的是１∶５万ＤＥＭ 生

成的等高线，细的曲线是１∶２５万ＤＥＭ 生成的

等高线。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差异最大的是图２（ｅ），

图中缺失了４级等高线，而且等高线十分光滑，局

部的地形起伏没能在等高线中体现。

在４种地形综合方法生成的等高线比较图

中，图２（ａ）的两种等高线匹配效果相对较差，它

不仅缺失了原始等高线中的局部最高的１６７５ｍ

等高线，而且几乎所有从稀疏采样的结果 ＤＥＭ

中得到的等高线比原始ＤＥＭ 等高线都向右下方

偏离了一定的距离，局部最大偏移量超过了１个

等高距，两组等高线中有不同高程值的等高线，甚

至出现了相交现象，局部地形表达出现了较大的

误差。图２（ｂ）同样丢失了原始等高线中局部最

高的１６７５ｍ等高线，但没有出现整体偏移的情

况。图２（ｃ）中的等高线保留了局部最高的１６７５

ｍ等高线，但在等高线的吻合程度上略逊于图２

（ｄ）中的结果。图２（ｄ）中的等高线与原始１∶５

万ＤＥＭ分布基本一致，等高线没有偏移，也较好

地保留了局部最大、最小值。

图２　ＤＥＭ综合前后派生等高线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ＤＥＭ

　　稀疏采样方法在反生等高线叠置比较所产生

较大偏差的原因是该方法直接删除了部分原始

ＤＥＭ中的数据点，造成了细节信息的丢失。另

外，在本次实验中，被采样的点位于未知高程点的

左上方，也就意味着未知点高程值直接使用了位

于其左上方的高程值，所以高程值的整体分布也

就向右下方移动槡２／２倍的格网间距，造成了综合

后等高线整体偏移的情况。

表面综合方法虽然考虑到了综合处高程的邻

近信息，但是由于该方法求取的是一定范围内的

平均值，综合后高程值在高处被削低，低处被填

平，这和本文对高程值和坡度值分析得到的结论

相一致。而ＩＤＷ内插方法虽然也是求取的均值，

但是在插值时考虑了将距离作为权重，从而保证

了高程的变平缓趋势比表面综合方法的要小。结

构化综合方法在综合时使用了地形特征信息对综

合结果进行了约束，因此能从整体上保持ＤＥＭ

地形起伏的趋势，较完整地表现出地形的局部变

化，等高线的吻合程度最高。

３　结　语

对我国１∶５万高山地ＤＥＭ 进行综合时，４

种规则格网 ＤＥＭ 的综合方法都获得了比国家

１∶２５万ＤＥＭ 更接近于原始１∶５万ＤＥＭ 的结

果。

在此次研究中，还采用了４种综合方法分别

对我国山地、丘陵地和平地１∶５万ＤＥＭ 进行了

综合处理，并对结果进行了比较，得到了与高山地

综合结果类似的结论。但是随着高山地、山地、丘

陵地和平地这４种地形的起伏越来越趋于平缓，４

种综合方法所得到的综合结果差异也变得越来越

小，不过，结构化综合方法得到的地形综合效果总

是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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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李德仁，等

 基于ＬＢＰ／Ｃ纹理的遥感影像居民地变化检测 张剑清，等

 类型地图的空间相关关系 孙建国，等

 雾灵山山基掩星观测反演误差分析 范　磊，等

 基于ＰＣＡ与不变矩的车标定位与识别 王　枚，等

 基于ＧＰＳ数据的地震前电离层ＴＥＣ异常研究 孟　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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