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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犈犕坡度、坡向的有效尺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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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曲面矢量合成方法，通过比较点位上的坡度、坡向的矢量值与以点为中心、一定范围地形曲面上

的矢量值，进行了ＤＥＭ坡度、坡向的有效尺度范围研究。结果表明，格网中心点上计算得到的坡度、坡向所

代表的范围是ＤＥＭ分辨率的１．７～２．７倍。这种规律在不同的地貌样区是普遍存在的，且不受ＤＥＭ分辨率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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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关于ＤＥＭ尺度的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两

个方面：① 多尺度ＤＥＭ 数据的组织、表达及应

用，主要内容包括采用金字塔、四叉树等技术组织

和管理多尺度ＤＥＭ数据
［１］，基于ＬＯＤ模型的地

形简化与可视化［２，３］，运用小波变换等方法实现

基于ＤＥＭ 的地形地貌自动综合和ＤＥＭ 的尺度

转换［４，５］、ＤＥＭ数据压缩
［６］等方面；② ＤＥＭ 尺度

所引起的不确定性问题，包括ＤＥＭ 尺度对地形

表达精度的影响研究［７，８］，ＤＥＭ 尺度对地形分

析、地学模型的影响分析等［９１５］。虽然普遍的研

究结果均表明地形参数对ＤＥＭ 尺度非常敏感，

但并未揭示地形参数的有效尺度范围。

由于目前大多数应用中对ＤＥＭ 的理解都是

基于格网观点的，即ＤＥＭ 栅格点代表一个栅格

单元，而大部分地形参数如坡度、坡向、曲率等都

是点位函数，即定义在点上的值，这就导致了以下

问题，即基于ＤＥＭ 所提取的各个地形参数是否

也具有和ＤＥＭ 一致的分辨率？若不一致，那所

计算的地形参数到底代表多大范围［１６］？Ｈｏｄｇ

ｓｏｎ
［１７］曾通过数学曲面研究了坡度和坡向所具有

的尺度范围，指出基于ＤＥＭ 的坡度、坡向的有效

尺度范围是ＤＥＭ分辨率的１．６～２倍，然而实际

的ＤＥＭ总是存在误差，这一结论是否符合实际

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本文基于空间矢量代数理

论，重点讨论了实际ＤＥＭ上坡度、坡向两个地形

参数的有效尺度范围，并建立了地形参数尺度和

ＤＥＭ尺度之间的关系。

１　原　理

设地形曲面为狕＝犳（狓，狔），对于曲面上的任

意一点犘，其法矢量为狀犘，犘点的坡度犛 定义为

通过该点的法线方向狀犘 与垂直方向（即天顶）狕

之间的夹角，坡向犃 为狀犘 在水平面投影与正北

方向的夹角，如图１所示。数学表达式为：

犛＝ａｒｃｔａｎ 犳
２
狓＋犳

２
槡 狔

犃＝２７０°＋ａｒｃｔａｎ（犳狔／犳狓）－９０°犳狓／狘犳狓
烅
烄

烆 狘

（１）

式中，犳狓、犳狔 为狓、狔方向的偏导数。而过犘的单

位法向量狀犘 则为：

狀犘 ＝ （狓，狔，狕） （２）

狓＝ｃｏｓ犃ｓｉｎ犛，狔＝ｓｉｎ犃ｓｉｎ犛，狕＝ｃｏｓ犛 （３）

　　由式（１）知，要计算犘点的坡度、坡向的关键

是犳狓 和犳狔。格网ＤＥＭ 是以规则分布的高程点

表示地形曲面的，且曲面函数一般未知，因此，在

格网ＤＥＭ上对犳狓 和犳狔 的求解一般是在局部范

围（３×３移动窗口）内通过数值微分方法或局部

曲面拟合方法进行的。笔者［１８］曾从数值微分的

角度对格网ＤＥＭ 坡度、坡向的计算模型进行了

比较，结果表明三阶不带权差分能给出较高的坡

度计算结果。如图２所示，设ＤＥＭ 的分辨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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犵，中心点犘的偏导数为：

犳狓 ＝ （狕１＋狕２＋狕３－狕６－狕７－狕８）／（６犵）

犳狔 ＝ （狕３＋狕５＋狕８－狕１－狕４－狕６）／（６犵
｛ ）

（４）

　　 数学上，坡度、坡向是定义在点上的。然而

ＤＥＭ是一场模型，即用正方形格网来逼近地形曲

面，这时在格网点犘 处所计算的坡度、坡向其实

代表犘周围一定范围Ω 内所有点的坡度、坡向的

平均值。又由式（３）知，通过坡度、坡向可以确定

犘的法矢量狀犘，因而狀犘 也为Ω 内所有点的法矢

量狀犻的平均值，即

狀犘 ＝
Ω

狀犻ｄ狀 （５）

　　对式（５）的计算属于第二类曲面积分问题，采

用积分微元分析的思想求解，将空间划分为很小

的单元（如图３所示），计算每个小单元上的矢量

狀犻，再求和，即

狀犘 ＝∑
犿

犻＝１

狀犻 （６）

式中，犿代表细分单元的数目。

在ＤＥＭ上的３×３窗口内，设通过式（１）～

式（４）所计算的犘点的法矢量为狀犆（狓犆，狔犆，狕犆），

在犘周围Ω 范围内通过细分单元计算所得到的

法矢量为狀Ω（狓Ω，狔Ω，狕Ω）。由于狀Ω代表一个

ＤＥＭ栅格单元内的所有点的法矢量（或坡度、坡

向）的平均值，如果从小到大依次增大Ω的范围，

每变动一次，形成一个新的狀Ω，并计算该狀Ω与狀犆

的夹角，如果某一次的狀Ω与狀犆的夹角为最小，则

此时的Ω就为狀犆（或坡度、坡向）所代表的范围。

狀Ω与狀犆的夹角θ通过下式计算得到：

θ＝ａｒｃｃｏｓ
狀犆·狀Ω
狘狀犆‖狀Ω（ ）狘 ＝

ａｒｃｃｏｓ
狓犆狓Ω＋狔犆狔Ω＋狕犆狕Ω

狓２犆＋狔
２
犆＋狕

２
槡 犆 狓２Ω＋狔

２
Ω＋狕

２
槡 Ω

（７）

图１　坡度、坡向定义

Ｆｉｇ．１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ｌｏｐｅａｎｄＡｓｐｅｃｔ
　

图２　３×３ＤＥＭ局部移动窗口

Ｆｉｇ．２　３×３ＬｏｃａｌＭｏｖｉ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ｓ
　

图３　Ω的细分格网单元

Ｆｉｇ．３　ＳｕｂｇｒｉｄｏｆΩＦｉｅｌｄａｔＣｅｎｔｅｒＰｏｉｎｔ犘

２　实验设计

２．１　样区分布与特点

为使分析结果具有代表性，研究样区的地貌

类型覆盖在平原、丘陵、山地和混合区等，并在每

个样区选择了若干实验点，其中，丘陵区、平原区、

混合类型区各布设了２５个实验点，山区布设了

４０个实验点，这些实验点分布在坡面、平地、山

脊、山谷、山顶及坡脚等地形部位。实验点的分布

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区及其地形特征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地貌类型 最大高程／ｍ 最小高程／ｍ 平均高程／ｍ 面积／ｍ２

平原 １８ －３４ －２２ ０．６５

丘陵 １２９ ８ ４８ ０．６

混合 １６７ ３０ ７２ ０．６

山地 ８７４ ３８６ ６１０ ７

２．２　分析流程

１）细分格网和基准格网。本研究围绕实验

点展开，对于各个样区的每一个实验点犘，以犘

为中心，在其周围足够大的范围内插生成高分辨

率ＤＥＭ（本文采用１ｍ 分辨率，称之为精细

ＤＥＭ）。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所需分辨率的

ＤＥＭ（研究采用５ｍ、１０ｍ、２０ｍ分辨率，称之为

基准ＤＥＭ），如图４（ａ）、４（ｂ）所示。

２）利用式（１）～式（４）计算犘的法矢量狀犘。

３）计算Ω 和狀Ω。如图４（ｃ）所示，在精细

ＤＥＭ 上，以犘为中心，以３×３窗口为初始Ω０，每

次扩展一圈，形成Ω域系列Ω１、Ω２、…、Ω犾。该Ω

域为精细ＤＥＭ的子集，在每一个Ω犻域内，按照式

（１）～式（４）计算每一精细ＤＥＭ 格网点的法矢量

狀犻，由式（６）求取该Ω犻域中犘 的法矢量狀Ω犻。

图４　精细ＤＥＭ、基准ＤＥＭ和Ω域

Ｆｉｇ．４　ＳｕｂｇｒｉｄＤＥＭ，ＢａｓｅＤＥＭａｎｄ

Ω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ｏｉｎｔ

５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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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计算每一个Ω犻中的狀Ω犻与狀犘的夹角θ犻，并

在所有θ犻中选择最小的，其所对应的Ω犻即为在基

准ＤＥＭ 上所计算的点犘的坡度、坡向代表的范

围。

３　结果与分析

在四个样区、三种基准分辨率（５ｍ、１０ｍ和

２０ｍ）的ＤＥＭ上，对每个实验点在基准ＤＥＭ 所

计算的法矢量和Ω域所计算的法矢量的夹角θ统

计进行分析，如图５所示（限于篇幅，这里仅列出

四个样区、三种基准ＤＥＭ 在坡面、平地、山脊、山

谷、山顶及坡脚等特征部位各一个点的统计结

果）。从图５可以看出，随着Ω域的增加，在基准

ＤＥＭ上３×３窗口内计算所得到的法矢量狀犘和

Ω 域统计所得的法矢量狀Ω 的夹角θ呈现出先降

后增的趋势，其拐点处的Ω就是狀犘所代表的有效

尺度范围。

图５　不同样区、不同基准ＤＥＭ的夹角统计结果

Ｆｉｇ．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θ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ＤＥＭ

ｗｉｔｈ５ｍ，１０ｍａｎｄ２０ｍ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这里分三种情况进行讨论：

１）相同地貌类型区同一基准ＤＥＭ。如图５

所示，在相同地貌类型区，５ｍ基准ＤＥＭ 的拐点

分布在９～１３ｍ之间，是基准ＤＥＭ分辨率的１．８

～２．６倍；在１０ｍ基准ＤＥＭ上，拐点主要集中在

１７～２７ｍ之间，即基准ＤＥＭ分辨率的１．７～２．７

倍；而在２０ｍ基准ＤＥＭ上，拐点则在３５～５３ｍ

范围内，为基准ＤＥＭ分辨率的１．７～２．７倍。个

别点处的拐点与上述规律不符，研究发现，这些点

主要位于山脊、山谷、坡脚等地形突变处，如果提

高基准ＤＥＭ的分辨率，这种情况就会避免。

２）相同地貌类型区不同分辨率ＤＥＭ。图６

给出了在混合地貌类型区的５ｍ、１０ｍ、２０ｍ基

准ＤＥＭ上的所有实验点的统计结果，其他样区

有类似的规律。结合图５可以发现，在相同地貌

类型区不同分辨率ＤＥＭ 上，拐点分布与相同地

貌类型区同一基准 ＤＥＭ 上的分布有类似的规

律。但随着分辨率的增大，ＤＥＭ格网单元对地形

的综合程度也在增大，格网单元内部的地形复杂

程度进一步得到抑制，部分拐点特别是位于坡脚、

山谷、山脊等部位的点不满足上述规律，ＤＥＭ 栅

格单元内部的地形复杂性对地形参数的有效尺度

范围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其总体规律还是

一致的。

图６　同一地貌类型区不同ＤＥＭ分辨率的统计结果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ＤＥＭ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ＴｙｐｅＡｒｅａ

３）不同地貌类型区相同分辨率ＤＥＭ。图７

描述了在不同地貌类型区５ｍ基准分辨率上的

全部实验点的统计结果（其他分辨率ＤＥＭ有类

图７　不同地貌类型区５ｍＤＥＭ统计结果

Ｆｉｇ．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ｒｒａｉｎＴｙｐｅｓＤＥＭｗｉｔｈ５ｍ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６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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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规律）。结合图５可以看出，格网中心点上计

算得到的地形参数所能代表的范围大致是基准格

网分辨率的１．８～２．６倍，出现例外的情况也都是

位于地形突变处。这种规律不受样区类型的影

响，在四个样区都存在着同样的规律。

基于上述分析，如果ＤＥＭ 的分辨率为犵，在

该ＤＥＭ上通过３×３窗口所计算的坡度和坡向，

其有效的地域尺度范围在１．７～２．７犵之间，或者

约为原ＤＥＭ分辨率的２倍，并且这种规律不受

地貌类型和分辨率的影响。

４　结　语

本文通过比较点位上的坡度、坡向的矢量值

与以点为中心、一定范围地形曲面上的矢量值，揭

示了ＤＥＭ坡度、坡向两个地形参数的有效尺度

范围。本文结论不仅完善了ＤＥＭ 尺度理论，也

为地形综合、土壤侵蚀模型、水文模型、数据融合

等中的ＤＥＭ 选择提供了依据。例如，如果在分

辨率为３０ｍ的遥感图像上进行土地利用类型划

分，需要用３０ｍ分辨率的坡度模型辅助进行分

析，这时可选择１５ｍ分辨率的ＤＥＭ进行坡度计

算。另外，从本文研究中也可看出，ＤＥＭ 栅格单

元的异质性（或地形复杂度）对地形参数的提取有

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低分辨率时，进行ＤＥＭ 栅格

单元的异质性研究将是进一步要研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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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化现状与发展［Ｊ］．测绘工程，２００６，１５（５）：１１

１４

［４］　刘春，王家林，刘大杰．多尺度小波分析用于ＤＥＭ

网格数据综合［Ｊ］．中国图像图形学报，２００４，９

（３）：３４０３４５

［５］　吴凡，祝国瑞．基于小波分析的地貌多尺度表达与

自动综合［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１，

２６（２）：１７０１７６

［６］　万刚，宋长青．多进制小波及其在ＤＥＭ 数据有损

　 　压缩中的应用［Ｊ］．测绘学报，１９９９，２８（１）：３６４０

［７］　汤国安，龚健雅，陈正江，等．数字高程模型地形

描述精度量化模拟研究［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１，３０

（４）：３６１３６５

［８］　王光霞，朱长青，史文中，等．数字高程模型地形描

述精度的研究［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４，３３（２）：１６９

１７３

［９］　ＧａｏＪ．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ＧｒｉｄＤＥＭｓａｔａ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Ｊ］．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１１（２）：１９９２１２

［１０］ＨｕｎｔｅｒＧＪ，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Ｍ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ｃｅｒ

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ＳｌｏｐｅａｎｄＡｓｐｅｃ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９７，

２９（１）：３５４９

［１１］ＢａｉｓｈａｗａＡ，ＡｒｖｉｎｄＣ．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Ｍｏｄｅｌ：Ｅｌｅ

ｖ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７（５）：７１７６

［１２］ＯｋｓａｎｅｎＪ，ＳａｒｊａｋｏｓｋｉＴ．Ｅｒｒｏｒ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ＥＭＢａｓ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５，３１：１０１５１０２７

［１３］ＷｉｌｓｏｎＪＰ，ＲｅｐｅｔｔｏＰＬ，ＳｎｙｄｅｒＲ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Ｇｒｉ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ｏｗ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Ｃ］／／

ＷｉｌｓｏｎＪＰ，ＧａｌｌａｎｔＪＣ．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Ｋ：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２０００：１３３１６１

［１４］ＺｈｏｕＱｉｍｉｎｇ，ＬｉｕＸｕｅｊｕ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Ｅｒｒｏｒｓｏｆ

ＤｅｒｉｖｅｄＳｌｏｐｅ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ＤＥＭ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

（３０）：３６９３７８

［１５］ＺｈｏｕＱｉｍｉｎｇ，ＬｉｕＸｕｅｊｕｎ．Ｅｒｒ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Ｇｒｉｄ

ｂａｓｅｄＳｌｏｐｅａｎｄＡｓｐｅｃ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

ｍｅ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４，７０

（８）：９５７９６２

［１６］刘学军，卢华兴，仁政，等．论ＤＥＭ 地形分析中的

尺度问题［Ｊ］．地理研究，２００７，２６（３）：４３３４４２

［１７］ＨｏｄｇｓｏｎＭＥ．ＷｈａｔＣｅｌｌＳｉｚｅＤｏｅ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Ｓｌｏｐｅ／Ａｓｐ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Ｊ］．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

ｍｅ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５，６１：

５１３５１７

［１８］刘学军．基于规则格网数字高程模型解译算法误差

分析与评价［Ｄ］．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０２

第一作者简介：刘学军，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ＤＥＭ及其地形分析、ＧＩＳ空间分析、空间数据不确定性等。

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ｘｕｅｊｕｎ＠ｎｊｎｕ．ｅｄｕ．ｃｎ

７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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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犐犝犡狌犲犼狌狀
１
　犣犎犃犖犌犘犻狀犵

１

（１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ＷｅｎｙｕａｎＲｏａ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４６，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ｅｒｒａｉ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ｌｏｐｅａｎｄａｓｐｅｃｔ，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ｅｏ

ｍｏｒｐｈ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ｆｉｅｌｄ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ｓ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ｒｅｏｆｔｅ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３×３ｌｏ

ｃａｌｍｏｖｉ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ａｔｇｒｉｄｂａｓ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ｉｓ

ｓｅｔｔｏ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ｅｃｅｌｌｉｎ３×３ｗｉｎｄｏｗ．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ｓｌｏｐｅ／ａｓｐｅｃｔｍａｐ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ＤＥＭ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ｓｔｈｅＤＥＭ．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ｓ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ｌｏｐｅ／ａｓｐｅｃｔｍａｐ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ｔｈｅＤＥＭ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ｒｎｏ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ｖｅｃｔｏｒａｌｇｅｂｒａａｎｄｒｅａｌＤＥＭ，ｉ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ｌｏｐｅ／ａｓｐｅｃ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ｙ３×３ｗｉｎ

ｄｏｗｉｓ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ａｇｒｉｄｃｅｌｌｏｆＤＥＭ，ｗｈｉｃｈｉｓ１．７ｔｏ２．７ｔｉｍｅｓｏｆＤＥＭ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ＤＥＭ）；ｓｌｏｐ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ｃａｌｅ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ＵＸｕｅｊｕ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ＥＭａｎｄｔｅｒｒ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ＧＩ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

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ｘｕｅｊｕｎ＠ｎ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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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ｕ．ｅｄｕ．ｃｎ

（上接第１２３６页）

犃犌狉犻犱犌犲狅狊狆犪狋犻犪犾犇犪狋犪犫犪狊犲犛狔狊狋犲犿犕狅犱犲犾犅犪狊犲犱狅狀犔犪狔犲狉犲犱犘２犘犘狉狅狋狅犮狅犾

犕犈犖犌犔犻狀犵犽狌犻
１
　犣犎犃犖犌犠犲狀

１，２
　犉狉犪狀犽犣犺犻犵犪狀犵犠犃犖犌

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Ｇｒｉ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ｒａｎｆｉｅｌｄ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ＡＭＡＣ／ＳＯＥ，

Ｃｒａｎｆｉｅｌ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ｍｐｕｓ，ＢｅｄｆｏｒｄｓｈｉｒｅＭＫ４３０ＡＬ，ＵＫ）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ｎｅ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ａｎｅｗ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ｍｏｄｅｌ—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Ｐ２Ｐ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Ｔａｐｅｓ

ｔｒｙｉ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ａｌａｙｅｒ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ｆｌｅｘｉ

ｂ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ｉ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ｎｏｄｅｓａ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ｍａｎｙｖｉｒｔｕａｌｎｏｄ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ｄａ

ｔａｂａｓｅｍｏｄ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ｏｄｅｓ．Ｔｈｅ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ｎｏｔｏｎｌｙ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ｓｔｏｒ

ａｇｅｆｏｒ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ｅｒｙ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ａｎｂ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ｖｅｒｙｅａｓｉ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ｏａ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ｘｇｒｉｄｂａｓｅｄ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ｔ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ｉｄ；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Ｐ２Ｐ；Ｔａｐｅｓｔｒ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ＭＥＮＧＬｉｎｇｋｕ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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