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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子集区域划分方案对ＤＥＭ地形信息量计算的不确定性影响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大熵定理

的子集划分算法。新算法较好地避免了人为指定分级标准带来的ＤＥＭ信息熵计算的主观性与随意性，为实

现ＤＥＭ地形信息量的有效评价提供了客观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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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信息熵在遥感影像数据的信息量研究方面起

步较早，研究成果很丰富［１３］。随着全国范围高精

度ＤＥＭ数据库的建立，基于ＤＥＭ的空间数据挖

掘发展迅速，如何准确量化ＤＥＭ 地形信息量，成

为ＤＥＭ 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４，５］。

ＤＥＭ规则格网数据结构类似于遥感影像的数据

组织，很多学者尝试将遥感影像信息量的方法应

用到ＤＥＭ数据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６，７］。

但是，ＤＥＭ数据与遥感影像数据在表征地表

信息的机理上以及数据组织上都有较大的区别。

和遥感影像数据通过像元间的色差进行信息表征

不同，ＤＥＭ地形信息熵的度量需要通过分析区域

内高程值序列特征的变化获得，这就需要借助地

形信息的变换和值域的分级处理完成；从数据组

织上分析，我国高精度的ＤＥＭ数据（１∶１万、１∶

５万比例尺）ＤＥＭ格网点记录的地表的高程值精

确到了小数位。基于浮点型的ＤＥＭ 高程数值范

围远远大于遥感影像的２５６级灰度区间，格网点

数值重复率很低，不可能通过统计格网点数值出

现的频数进行信息量的测算。因此，在度量ＤＥＭ

数据的信息量上，通常是将ＤＥＭ 数据预先进行

子集划分，进而计算信息熵。现有的ＤＥＭ 信息

量研究对子集划分的讨论较少，子集划分算法的

选择通常借助特定行业内通行的划分准则或者凭

经验人为给定一个划分策略进行［６］。

不同的子集划分是否对ＤＥＭ 信息量计算结

果产生影响？基于人为经验方式的子集划分是否

会造成ＤＥＭ信息量计算的不确定性？如果子集

划分策略对ＤＥＭ 信息量计算确有影响，如何消

除或者减弱由算法和人为经验因素造成的不确定

性？本文主要探讨ＤＥＭ 子集划分策略对ＤＥＭ

信息熵值的影响，并尝试找到一种客观的子集区

域划分方法，为客观、准确估算ＤＥＭ 地形信息熵

提供理论参考。

２　实验基础与方法

２．１　样区与数据

本文选择地形比较复杂的陕北丘陵沟壑区１

∶１００００ＤＥＭ 进行实验，研究子集划分算法对

ＤＥＭ地形信息量的影响。实验样区详细情况如

表１所示。

２．２　实验设计

子集划分算法根据划分对象数据类型的不同

而分为连续数据的子集划分和离散数据的子集划

分两种［８］。在ＤＥＭ 中，地形曲面通常被描述成

连续的封闭场，因此，ＤＥＭ及其派生的ＤＴ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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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实验样区概况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Ａｒｅａ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实验样区ＤＥＭ 实验样区坡度图

样区图示

格网分辨率 ５ｍ ５ｍ

格网值范围 １１４６．７１～１４５８．５ｍ ０～８２．５１°

格网行列数 ２２１９×１８１２ ２２１９×１８１２

地学分析中通常也被看作连续场数据。

连续数据子集划分的基本方法为：首先按照

属性值的大小对整个数据集进行排序，按照确定

或可变的步长从最小值或最大值开始，按步长递

增或递减顺序确定分割点，进而将连续数据分割

成若干子集进行处理。关于ＤＥＭ 信息量的概念

模型和测度模型，目前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理

解［３７，９］，这些模型还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地形信

息，每一个模型都是从不同侧面度量和描述地形

信息。本文主要以地面坡度为例研究子集划分策

略对整体信息熵的影响。

首先基于ＤＥＭ提取坡度，形成坡度ＤＴＭ数

据，然后从传统数列分级算法、传统级数分级算法

和现代分级算法中各选择一种子集划分算法，对

坡度ＤＴＭ数据进行分级，对分级后的坡度数据

进行频数统计，计算不同子集分区内的格网数狀犻

与坡度ＤＴＭ 总格网数犖 的比值，作为每个子集

分区的概率犘（犡犻），公式为：

犘（犡犻）＝狀犻／犖 （１）

　　将犘（犡犻）代入信息熵公式，计算ＤＥＭ 坡度

信息熵值。信息熵公式为：

犎（犡）＝－∑
狀

犻＝１

犘（犡犻）ｌｇ犘（犡犻） （２）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如图１所示。可以看出，同一样区

的ＤＥＭ坡度数据，选用不同的子集划分算法，可

以得到不同的坡度信息熵值，尤其是在分级数较

少的情况下，数值差别很大，同一分级数的不同子

集划分算法的差别甚至可以超过０．５比特。并

且，同一子集划分算法在不同级数划分时呈现单

调递增的趋势，当狀取ＤＥＭ格网总数时（即不能

再对数据进行子集划分为止），信息熵会达到极大

值。由此可知，不同子集划分算法和分级数对信

息熵值的影响很大，熵值的大小直接和分级数、子

集划分模型的选择有关。

图１　不同子集划分策略对坡度信息熵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

事实上，对一幅确定的ＤＥＭ 数据，其所蕴含

的信息量同样是确定的，信息熵的计算应该客观

准确地度量ＤＥＭ 信息量。在ＤＥＭ 信息熵的计

算中，熵值主要反映了子集之间的不确定性或者

说变异性，随着子集划分级数的增加，子集内部的

不确定性或者空间异质性逐渐降低，而子集之间

的模糊性逐渐提高，ＤＥＭ 信息熵值随之增大；当

子集的容量降到单个栅格单元时，子集内部的不

确定性降至单个栅格范围，而子集间的不确定性

增至最大值，ＤＥＭ 信息熵达到最大值。实际

ＤＥＭ的地形信息量包括子集之间的不确定性和

子集内部的不确定性两部分，因此，ＤＥＭ 信息熵

计算要求在进行子集划分时，应尽可能地将子集

内部的不确定性降至最低，使得子集之间的不确

定性能够有效地表征实际地表的信息量。

分析图１中３条曲线的发展趋势，当分级数较

少时，ＤＥＭ地形信息主要集中在子集内部，子集内

部的空间异质性效应很突出，而子集之间的不确定

性很低，ＤＥＭ信息熵值普遍比较小，且随着分级数

的增加，ＤＥＭ信息熵值迅速增加。当分级数增大

到一定程度时，子集间的不确定性已经能够较好地

描述ＤＥＭ实际地形信息量，信息熵值曲线的走势

和变化幅度趋于稳定。因此，如何获得客观合理的

子集划分策略，尽可能地降低子集内的空间异质

性，使得信息熵值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ＤＥＭ实际

４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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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信息量，是ＤＥＭ信息熵计算与应用的基础。

４　基于最大熵定理的最优子集划分

算法

　　 针对传统子集划分算法对ＤＥＭ信息熵的不

确定性影响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大熵定

理的子集划分算法。由最大熵定理［１０］可知，当事

件发生的概率完全相同时，即犘（犡１）＝犘（犡２）＝

…＝犘（犡狀）＝１／狀时，信息熵犎（犡）达到最大，最

大熵公式如下：

犎ｍａｘ（犡）＝ 犎（犘１，犘２，犘狀︱犘１ ＝

犘２ ＝犘狀）＝ｌｇ（狀） （３）

此时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最大。对子集划分策略

的选择来说，一旦选定了子集划分算法和划分级

数，根据最大熵定理，也就确定了对应的最大熵

值。换言之，最大熵定理只和事件的出现个数也

就是子集个数有关，而与具体的子集划分算法无

关。因此，根据最大熵定理，在子集级数和最大信

息熵值间构造响应函数为：

犳（狓）＝ｌｇ（狓），狓∈ （１，狀） （４）

式中，狀为子集个数。信息熵反映了数据不确定

性的大小，数据信息熵越接近最大熵值，其分布也

越规则。因此，数据信息熵与最大信息熵的差值

反映了数据的实际分布和标准规则分布的差距，

是数据信息不确定性的表现。通过前文的分析发

现，随着子集划分级数的增大，分级带来的信息熵

值的变化占据了数据信息熵值变化的主导地位。

图２表明，随着子集划分级数的增大，数据信息熵

曲线的走势和标准对数曲线的走势相似。为了有

效说明这一变化特征，构建了如下模型：

犎（犡）′＝犳（狓）－犎（犡） （５）

该模型用由最大信息熵值构建的标准对数模型减

去数据的原始信息熵模型，作为新的数据不确定

性的度量指标。选择图１中的３条曲线进行实

验，实验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２　 等差分级方案下的犎（犡）′曲线及其斜率变化结果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ｕｒｖｅｓｏｆ犎（犡）′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

Ｅｑ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ｌｏｐ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图３的犎（犡）′模型曲线反映了不同子集划

分算法计算的坡度信息熵与最大熵之间的差异。

从曲线中可以获知，不同子集划分策略得到的

犎（犡）′模型随分级数的增加迅速趋于平稳。其

中，最常用的等差分级方法得到的熵值曲线在响

应函数犳（狓）的胁迫下，近似趋近于一条直线。由

图１得知，传统坡度信息熵模型是随分级数增大

而增大的单调模型，犎（犡）′信息熵模型随分级数

的增大由快速上升很快转变到相对稳定的值域范

围，并且上升期和稳定期之间的临界点很显著，而

且，当分级数达到 犎（犡）′模型曲线的临界点后，

ＤＥＭ信息量基本达到稳定，ＤＥＭ 信息量随子集

数量增加呈现微弱变化。因此，从熵值变化角度，

犎（犡）′信息熵临界点对应的分级数就是该子集

划分算法应用于该数据信息熵计算的最佳分级

数。

图３同时表明，犎（犡）′信息熵临界点的确客

观存在，如何科学、精确地得到 犎（犡）′模型确定

的分级临界点，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般情

况下，可以通过计算犎（犡）′模型曲线中相邻两点

连线的斜率，找到斜率小于一个固定常数（如

０．００１）且变化相对稳定的点，作为分级临界点。

实验采用一级间隔的等差分级方案计算黄土丘陵

地区１∶１万 ＤＥＭ 派生的坡度ＤＴＭ 的 犎（犡）′

模型曲线，计算结果如图３所示。分级数１８对应

的斜率为０．０００７＜０．００１，且１８级以后的斜率变

化幅度均小于０．１％，认为此分级数是利用等差

分级方案计算该样区坡度信息熵的理想最优分级

数，这一级数对应的实际坡度分级标准为４．６°分

级，这也是黄土高原地面坡谱研究中比较理想的

等差分级标准［１１］。由该分级结果计算的坡度信

息熵值为２．２６７。

图３　犎（犡）′模型实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ｕｒｖｅｓｏｆ犎（犡）′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

采用犎（犡）′模型对信息熵曲线进行修正后，

信息熵值由单调递增趋势转为递增后很快稳定在

一个值域范围，可以通过犎（犡）′模型曲线斜率的

变化及变化点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等限制条件获

５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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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较准确的最优分级数，从而得到客观合理的子

集划分方案。

５　结　语

ＤＥＭ地形信息量计算的核心问题在于信息

熵度量对象的选择和针对复杂地形特征的信息熵

计算模型的设计。本文主要探讨了子集划分策略

对ＤＥＭ信息熵的不确定性影响问题，后续研究

的重点将放在顾及地形空间结构特征的信息熵模

型设计与应用方面，期望为ＤＥＭ 质量和适用性

问题提供科学、有效的评价方法。

参　考　文　献

［１］　ＬｉＺｈｉｌｉｎ，Ｈｕ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ｉ．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ｐ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１６

（７）：６９９７０９

［２］　林宗坚，张永红．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的信息

量及不确定性［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６，３１（７）：５６９５７２

［３］　王占宏．遥感影像信息量及质量度量模型的研究

［Ｄ］．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０４

［４］　汤国安，刘学军，房亮，等．ＤＥＭ及数字地形分析

中尺度问题研究综述［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

学版，２００６，３１（１２）：１０５９１０６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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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陈楠，林宗坚，汤国安，等．数字高程模型的空间信

息不确定性分析［Ｊ］．测绘通报，２００５，（１１）：１４１７

［７］　陈楠，林宗坚，李成名，等．基于信息论的不同比

例尺ＤＥＭ地形信息比较分析［Ｊ］．遥感信息，２００４

（３）：５８

［８］　周成虎，张健挺．基于信息熵的地学空间数据挖掘

模型［Ｊ］．中国图像图形学报，１９９９，４Ａ（１１）：９４６

９５１

［９］　王春，刘学军，汤国安，等．格网ＤＥＭ 地形模拟的

形态保真度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３４（２）：１４６１４９

［１０］ＣｏｖｅｒＴＭ，ＴｈｏｍａｓＪＡ．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２００６

［１１］ＴａｎｇＧｕｏａｎ，ＬｉＦａｙｕａｎ，ＬｉｕＸｕｅｊｕｎ，ｅｔ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Ｓｌｏｐ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ｔｈｅＬｏｅｓｓＰｌａｔｅａｕ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Ｅ），２００７，５０（１）：

４７２４７７

第一作者简介：陶，博士生，主要从事ＤＥＭ 数字地形分析与流

域模拟研究。

Ｅｍａｉｌ：ｔａｏｙａｎｇｇｉｓ＠１６３．ｃｏｍ

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犇犈犕犛狌犫狊犲狋犘犪狉狋犻狋犻狅狀狅狀犜犲狉狉犪犻狀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犆狅狀狋犲狀狋

犜犃犗犢犪狀犵
１
　犜犃犖犌犌狌狅犪狀

１
　犠犃犖犌犆犺狌狀

２
　犛犝犖犑犻狀犵犾狌

１

（１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ＷｅｎｙｕａｎＲｏａ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４６，Ｃｈｉｎａ）

（２　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Ｃｈｕ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８０ＳｏｕｔｈＦｅｎｇｌｅＲｏａｄ，Ｃｈｕｚｈｏｕ２３９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Ｅｎｔｒｏｐｙｉｓａｋｅｙｉｎｄｅｘ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ＤＥＭｔｅｒｒａｉ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ｂｓｅｔ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ｎＤＥ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ｅｗ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ｓｕｂｓｅｔ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ｎｔｒｏｐｙｔｈｅｏｒｙ．Ｆｉｒｓｔ

ｌｙ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ｎｔｒｏｐ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ｉ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ｏｐｙｍｏｄｅ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ｌｉｎｅ

ａｒｓｌｏｐｅｖａ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Ｔｈｅｎｅｗ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ｐｒｏｖｅｄｔｏｂ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ｏａ

ｖｏｉｄ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Ｍ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ｎ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ＤＥ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ｏｐ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ＥＭ；ｓｕｂｓｅｔ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ｏｐｙ；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ｎｔｒｏｐｙｔｈｅｏｒ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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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ｍａｉｌ：ｔａｏｙａｎｇｇｉｓ＠１６３．ｃｏｍ

６６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