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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地形区域分割的分类方法，在影像中利用地形特征数据预先划分出每种地物的分布

区域，然后以区域为基本单位对影像进行分类，同时利用ＤＥＭ数据对影像进行地形校正，减小了同种地物内

部由于地形起伏造成的光谱离散的现象。利用湖北西部山区的ＴＭ影像和ＤＥＭ数据的试验证明，利用地形

特征数据进行分割的分类方法与仅考虑光谱特征的分类方法相比较，分类精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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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地形特征辅助影像进行分类的方法主要

包括两类：基于知识的分类方法［１］和将地形特征

作为特征波段与光谱特征一起进行分类的方

法［２］。目前，人们提出了基于对象的分类方法。

该方法以对象为分类的基本单位，充分利用地物

的几何结构等属性特征，能对地物进行更好的识

别，其分类结果一般优于基于像素的分类方法［３］。

这种方法也被用来对山区的Ｌａｎｄｓａｔ影像进行分

类，但效果并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影像分辨率的

限制和山区地物难以划分成独立的对象［４］。但

是，山区地物的地域分布很有规律，利用地形特征

容易将地物的分布范围划分开来。本文基于对象

分类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基于地形区域分割的复

杂地区遥感影像的分类方法。

１　基于地形区域分割的复杂地区遥

感影像分类方法

１．１　地物与地形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对于任一像素犠，其地形特征数据集为犠＝

｛ω１，ω２，…，ω狀｝，其中，ω犻为某种地形特征数据，是

连续变量。像素所属的地物类别ｃｌａｓｓ＝｛１，０｝是

二值变量，表明像素要么属于某一类别，要么不属

于该类别。根据像素的地形特征和地物类别两种

数据的特点，采用点二列相关系数进行分析［５］，公

式如下：

狉狆犫 ＝
珡犡狆－珡犡狇
犛狓

狆（１－狆槡 ） （１）

式中，珡犡狆 为属于某一地物类别的像素所具有的地

形特征数据的均值；珡犡狇 为不属于该地形类别的像

素所具有的地形特征数据的均值；狆为其中一类

在全部变量中的比例；犛狓 为地形特征数据的标准

方差。

通过式（１）计算出每种地物与地形特征的相

关系数。设定阈值，如果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小于

阈值，就表明地物的这种地形特征并不明显，记为

０；否则记为１，并生成一个表示地形显著性的二

值矩阵。

１．２　地形分割

利用地形显著性二值矩阵对地物的分布区域

进行划分，将地形特征明显的地物分割出来。对

于利用地形特征难以区分的区域，用混合地物类

别表示，再利用光谱或其他属性数据进行判别。

由于地形特征很难满足固定概率分布的假

设，而决策树能够对各种非固定概率分布的数据

进行处理，对于输入的空间特征具有很好的适应

性［６］，因此，本文采用基于层次结构的决策树方法

进行地形分割。

１）确定决策树的层次。对二值矩阵每一列

元素值为１的个数进行统计，按升序排列。其中，

个数最少且不为零的列表明该列对应的地形特征

只在某一种或少数几种地物类型上表现出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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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序选择列作为判决条件）。如果存在两种地形

特征显著性相同的情况，则根据相关系数的绝对

值大小或人工进行排序。

２）判决条件正确性的判别。点二列相关系

数只能确定地物是否具有某种显著的地形特征，

并不能准确判定地物的地形特征是否具有可分

性。因此，必须对步骤１）确定的层次进行判决。

选取一定的测试点，如果根据步骤１）测试点的错

分率超过误差阈值，表明该地物特征目前不能作

为判别条件，则将该地形特征向后顺移一位，选取

下一个地形特征进行判别。本文设定错判率的阈

值为１０％。

３）利用判决条件对研究区域进行地形分割。

４）在二值矩阵中剔除已经分割的地物，重复

以上步骤，直到所有地物均被判别为止。

１．３　地形校正

通过地形分割能够区分阴影和其他地物类

型，但在分类过程中，阴影必然要被划分到应该所

属的类别当中。因此，本文采用地形校正的方法

对阴影像素的辐射值进行恢复。

地形校正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像素面元对应

的太阳入射角和像素辐射值之间的线性关系建立

校正模型，将存在地形起伏影响的像素辐射值校

正到水平地面的像素辐射值。由于阴影像素的辐

射值主要受到邻近像素的影响，已不能代表所属

的地物类别，因此，本文采用一种考虑相邻地形相

关性的校正方法［７］对影像进行校正。

１．４　面向区域的影像分类

将地形校正后的影像和地形分割结果叠加，

在每个分割范围采用最大似然法对影像进行分

类。其步骤如下：① 对地形分割的结果进行属性

编号，使其与光谱分类时选取的样本编号一致。

混合地物的编号为对应地物样本编号的组合。

② 在地形分割区域内，采用最大似然法分类。根

据地形分割的结果，选择和地形分割结果编号一

致的样本对其进行分类；对于混合区域，选择其区

域存在的所有地物的样本进行分类。③ 基于邻

域的分类结果判别。地形分割并不具有绝对性，

为了避免由于地形分割错误导致的分类结果的失

误，在分类过程中，对最大似然法计算得到的后验

概率设定阈值。如果后验概率小于阈值，说明该

像素的分类可能不正确，标记为待定像素，对其进

行邻域判断。根据邻域内正确分类的像素确定待

定像素周围可能存在的地物类别，再利用这些类

别的样本进行判别。④ 对分类结果进行合并。

２　地形分割方法的应用

２．１　试验数据

本文选取的 Ｌａｎｓａｔ７ 卫星的 ＥＴＭ 影像

（１２５／０３９）位于湖北省西部，中心位置位于东经

１１０°４４′３３″，北纬３０°１８′１０″，获取时间为１９９９０９

０１，太阳高度角和方位角分别为５８．８°和１２９．４°。

试验区域大小为１４．４ｋｍ×１９．５ｋｍ（４８０像素×

６５０像素），该地区包括的地物类型有林地、裸土、

河流、公路。同时选取了与影像对应的１∶５万的

ＤＥＭ数据计算出了常用的地形特征数据———坡

度、坡向。另外，由于该地区阴影较多，因此，计算

入射角数据对阴影进行识别。

笔者对各种地物的光谱特征和地形特征进行

了统计，如图１所示。该地区由于地形起伏造成

了许多阴影，因此，加入了阴影这一特殊的地物类

型。从图１（ａ）可以看出，道路和裸土、河流和阴

影这两对地物在光谱上十分相似。图１（ｂ）中，

１～４波段依次表示高程、入射角、坡度和坡向。为

了便于比较，将地形特征值进行了归一化处理。

比较图１（ａ）和１（ｂ）可以看出，光谱上容易混淆的

地物在地形特征上很容易区分。

２．２　地形分割的步骤

地物类别和地形特征的相关系数如表１所

示，可以看出，每种地物表现出的地形特征各不相

同。这说明地物在地形特征上具有可分性，可以

图１　地物的光谱特征和地形特征

Ｆｉｇ．１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ｎｄ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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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决策树判别进行地形分割。

表１　地形特征和地物类别之间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Ｔｙｐｅｓ

地物类型 高程 坡度 坡向 入射角

河流 －０．８９ －０．９４ －０．９５ －０．３７

林地 ０．６２ ０．８０ ０．０１ ０．１９

裸地 ０．６５ ０．８９ －０．０８ ０．５９

公路 －０．８７ －０．４６ －０．３４ ０．５１

阴影 ０．１５ ０．８１ ０．６５ ０．９４

　　地形分割的步骤如下。

１）设定显著性阈值为０．８，则二值矩阵为：

高程 坡度 坡向 入射角

河流 １ １ １ ０

林地 ０ １ ０ ０

裸土 ０ １ ０ ０

公路 １ ０ ０ ０

阴影 ０ ０ ０ １

　　对二值矩阵进行统计，地形特征的排序依次

为坡向、入射角、高程和坡度。但是经过测试点判

断发现，单纯利用坡向对河流进行提取时，错判率

为１９％。因此，选取入射角作为决策树第一层的

判别条件。其判别规则为：

Ｉｆ太阳入射角余弦值＜０．２ｔｈｅｎ地物＝阴影

ｅｌｓｅ其他地物；

２）对每种地物的高程值统计发现，河流和公

路分布在高程低的地区，裸土和林地分布在高程

高的地区。因此，利用高程可以将水体、公路和林

地、裸土进行分离。规则为：

Ｉｆ高程＜０．０３５ｔｈｅｎ地物＝低高程地物；

　　ｅｌｓｅ地物＝高高程地物；

３）从二值矩阵得出，低高程地物中，河流和

坡度、坡向的相关性强，而公路和两者的相关性很

弱，因此，利用坡度和坡向可以对河流和公路进行

区分。规则为：

Ｉｆ坡向＜０．１＆＆ｉｆ坡度＜０．２ｔｈｅｎ地物＝

河流；

ｅｌｓｅｉｆ坡度＜０．３ｔｈｅｎ地物＝公路；

ｅｌｓｅ地物＝混合地物；

４）高高程地物包括裸土和林地，对这两种地

物的高程、坡度和入射角进行统计发现，裸土集中

在平坦、高程相对较低的地区；植被分布很广，和

所有地形特征的相关性都不是很强，因此，利用高

程、坡度和入射角综合考虑将两者进行区分。规

则为：

Ｉｆ高程＜０．３＆＆ 坡度＜０．４＆＆０．８＜入

射角＜０．９ｔｈｅｎ地物＝裸土；

ｅｌｓｅｉｆ高程＞０．５ｔｈｅｎ地物＝植被；

ｅｌｓｅ地物＝混合地物；

地形分割结果如图２（ｃ）所示。可以看出，地

形特征越明显的地物，分割的结果越好；地形特征

不明显的地物，分割则比较模糊，但是达到了光谱

上容易混淆而地形特征可以区分的地物的目的。

２．３　地形校正

影像的地形校正结果如图２（ｂ）所示。可以

看出，校正后，由于地形起伏造成的阴影基本上都

消除了。校正前后，各种地物各波段的辐射值的

均值和标准方差如图３所示，由于地形校正对于

图２　影像和分类结果

Ｆｉｇ．２　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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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几乎没有影响，因此这里仅列出了林地、公路

和裸土三类地物。可以看出，校正前后，各波段辐

射值的均值变化不大，而标准方差却明显减小，这

说明地形校正有效地减小了同类地物内光谱的离

散度。

２．４　影像分类

将原始影像、地形校正影像和基于区域分割

的影像均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如

图２（ｄ）、２（ｅ）、２（ｆ）所示。

图３　地物校正前后各波段辐射值的均值和标准方差

Ｆｉｇ．３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Ｂａｎ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３　试验结果及精度评价

从目视判别得出，原始影像分类结果中，林地

的阴影被分到了公路和裸土的类别，同时裸土和公

路的错分现象也很严重；经过地形校正后，阴影被

错分的现象基本得到解决；经过地形分割后的分类

结果又更优于地形校正后的分类结果，特别是单纯

利用光谱分类而造成的细碎的图斑基本上消除了。

同时对每种类型的地物随机选取了一定数目

的样本点，对分类结果进行验证，检测样本的误差

矩阵和分类精度如表２所示。可以看出，利用地

形数据进行辅助分类后，分类精度有了显著的提

高，整体精度从原始影像的７５．１％提高到９４．８％。

从误差矩阵分析得出，地形分割后的分类结果中，

除了公路的分类精度略低于地形校正后影像的分

类结果外，其他地物的分类精度都有提高。这主

要是由于地形数据的分割对于线状地物的分割存

在误差造成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基于

地形分割的面向区域的分类方法，对于地形复杂、

地物类别主要为自然地物、其分布具有明显地形

特征的遥感影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地物被

错分到其所在区域不存在的地物类别，有效地提

高了分类精度。但由于地形特征数据本身也存在

局限性，只能表示地物的地形特征，因此，对于地

物类型更为复杂的地区，可以引入其他类型的属

性来提高影像的分类精度。

表２　分类结果误差矩阵及其精度

Ｔａｂ．２　ＥｒｒｏｒＭａｔｒｉｘ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原始影像的分类精度 地形校正影像的分类精度 地形分割影像的分类精度

公路 林地 河流 裸土 总数 精度／％ 公路 林地 河流 裸土 总数 精度／％ 公路 林地 河流 裸土 总数 精度／％

公路 ９４ ２８ ０ ０ １２２ ７７．０ ９８ ９ ０ １５ １２２ ８０．３ ９２ ９ ０ ２１ １２２ ７５．４

林地 ７５ ５１７ ０ １１１ ７０３ ６５．０ ５８ ６０３ ０ ４２ ７０３ ８５．８ ０ ６９１ ０ １２ ７０３ ９８．３

河流 ５ ０ １４２ ０ １４７ ９６．６ １ ０ １４６ ０ １４７ ９９．３ １ ０ １４６ ０ １４７ ９９．３

裸土 ７８ ４５ ０ ２８０ ４０３ ６４．５ ２９ ２９ ０ ３４５ ４０３ ８５．６ ９ ２０ ０ ３７４ ４０３ ９２．８

总数 ２５２ ５９０ １４２ ３９１ １３７５ １８６ ６４１ １４６ ４０２ １３７５ １０２ ７２０ １４６ ４０７ １３７５

精度／％ ３７．３８７．６１００ ７１．６ ５２．７９４．１１００ ８５．８ ９０．２９６．０１００ ９１．９

总体精度／％ ７５．１ ８５．３ ９４．８

Ｋａｐｐａ系数 ０．６３ ０．７９ ０．９０

参　考　文　献

［１］　术洪磊，毛赞猷．ＧＩＳ辅助下的基于知识的遥感影像

分类方法研究［Ｊ］．测绘学报，１９９７，２６（４）：３２８３３６

［２］　ＥｉｕｍｎｏｈＡ，ＳｈｒｅｓｔａＲＰ．ＣａｎＤＥＭ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Ｔｈｅ１８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１９９７

［３］　ＢｌａｓｃｈｋｅＴ．Ｏｂ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ｍ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ｔｏｎＩｍａｇ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ｅ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ｉｅｅｅ．ｏｒｇ／ｉｅｌ５／９０７９／２８８００／０１２９５

１８２．ｐｄｆ，２００４

［４］　ＤｏｒｒｅｎＬＫＡ，ＭａｉｅｒＢ，ＳｅｉｊｍｏｎｓｂｅｒｇｅｎＡＣ．Ｉｍ

４９７



　第３２卷第９期 黄　微等：基于地形区域分割的复杂地区遥感影像分类

ｐｒｏｖｅｄ ＬａｎｄｓａｔＢａｓ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ｅｐ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ＴｅｒｒａｉｎＵｓ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Ｂａ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Ｊ］．Ｆｏｒｅｓ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３，

１８３：３１４６

［５］　Ｇｅｒｃｅｋ 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ｍ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ｐｒｓ．ｏｒｇ／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２００４／ｙｆ／ｐａｐｅｒｓ／

９２９．ｐｄｆ，２００４

［６］　刘小平，彭晓鹃，艾彬．像元信息分解和决策树相结

合的影像分类方法［Ｊ］．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２００４，２０（６）：３５３９

［７］　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Ｐ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Ａ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ｒｒｅｃ

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ｙＵｓ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Ｔｈｅ２６ｔｈＡｓｉ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Ｈａｎｏｉ，Ｖｉｅｔｎａｍ，２００５

第一作者简介：黄微，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遥感影像处理、地形校

正。

Ｅｍａｉｌ：ｌｙｘ８００９２５＠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犐犿犪犵犲狉狔犻狀犚狌犵犵犲犱犜犲狉狉犪犻狀犅犪狊犲犱狅狀

犜狅狆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犃狉犲犪犛犲犵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犎犝犃犌犖犠犲犻１　犣犎犃犖犌犔犻犪狀犵狆犲犻
１
　犔犐犘犻狀犵狓犻犪狀犵

１

（１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ａｒｅ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ａｒｅａｓ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ｒｅｄｉｖｉｅｄｂｙ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ｅａ

ｂａ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ＬＣ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ｃｏｍｅｃ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ＥＭｄａｔａｉ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ｃａｔｔｅｖ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ｏｒ

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ｏｂｊｅｃｔ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ｔｅｒｒａ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ｂｙａｌａｎｄｓａｔｉｍａｇｅｉｎｗｅｓｔｏｆ

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ｒｙ；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Ｍ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ｌｙｘ８００９２５＠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上接第７６９页）

犌犘犛犔犲狏犲犾犎犲犻犵犺狋犕犪狀犪犵犲犕犲狋犺狅犱犅犪狊犲犱狅狀犇犈犕犪狀犱犌狉犪狏犻狋狔犕狅犱犲犾

犕犃犎狅狀犵犫犻狀
１
　犇犗犖犌犣犺狅狀犵狔狌

１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３ＷｅｎｈｕａＲｏａｄ，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ｍａｎａｇ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ｕｓｉｎｇＤＥＭ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ｉｓ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ｄｔｈｉ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ｏｎｅｃｉｔｙｆｉｆｔｅｅｎｌｅｖｅｌｈｅｉｇｈｔｄａｔａｉｎ８０００ｋｍ
２．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ｅｓｔ

ｉｓｄｏｎ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ｏｂｅｔｈｅｓａｍ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ａｒｅａｗｈｅｒｅｉｓｖｅｒｙｗｉ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ｔｅｎｏｕｇｈｌｅｖｅｌｈｅｉｇｈｔｄａｔ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ＥＭ；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ｒｅｍｏｖｅｒｅｓｔｏｒｅ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ＭＡＨｏｎｇｂ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３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ｓ．

Ｅｍａｉｌ：ｎｅｕ＿ｍｈｂ＠１６３．ｃｏｍ

５９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