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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增加了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的数学曲面上ＤＥＭ 模型的整体误差与地形、内插方法和原始数

据的质量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不同地形、不同的ＤＥＭ表面模型的整体误差不同，不同的ＤＥＭ 模型在不

同地形时对原始格网数据误差的敏感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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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ＤＥＭ形式保存的地理空间数据的整体误

差既包括建立ＤＥＭ模型过程中原始格网数据传

递过来的传递误差，又包括利用插值模型表示地

形表面产生的地形模拟误差［１］。那么，ＤＥＭ表面

模型的整体误差中，传递误差与地形模拟误差的

关系如何，何种情况下以传递误差为主，何种情况

下以地形模拟误差为主？对不同地形、不同分辨

率、不同质量的原始离散数据，在不同的精度要求

下，采用何种ＤＥＭ模型较为合适？ＤＥＭ 模型的

整体误差究竟与何种因素有关？

目前，已有文献对ＤＥＭ 的地形模拟误差和

传递误差进行了研究［２７］，而对于ＤＥＭ 表面模型

的整体误差的研究还较少，是ＤＥＭ 领域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本文研究了增加服从正态分布的

随机误差的数学曲面上ＤＥＭ模型的整体误差与

地形、内插方法和原始数据质量之间的关系，得出

不同ＤＥＭ模型在不同地形时对原始格网数据误

差的敏感程度不同，并得出不同比例尺、不同地

形、不同的原始数据质量情况时采用何种ＤＥＭ

模型为宜。

１　犇犈犕表面模型的整体误差

本文选取双线性 ＤＥＭ 模型、Ｃｏｏｎｓ曲面

ＤＥＭ表面模型、移动曲面法进行实验。其中，双

线性ＤＥＭ模型是分块内插中内插曲面由点直接

构成面的内插方法的代表，Ｃｏｏｎｓ曲面 ＤＥＭ 表

面模型是分块内插中内插曲面满足先由点构成

线、再由线构成面的内插方法的代表，移动曲面法

是逐点内插法的代表。

１．１　犇犈犕表面模型的地形模拟误差

用精确的数学曲面对应的数据对ＤＥＭ 模型

进行实验，此时，由于原始数据没有误差，所得的

ＤＥＭ误差仅仅是利用ＤＥＭ 插值模型表示数学

曲面所产生的模拟误差。

实验的主要步骤为：① 将数学曲面离散化，

得到初始数据集；② 以一定的采样率将初始数据

集重采样；③ 分别利用双线性、Ｃｏｏｎｓ曲面、移动

曲面法进行插值；④ 选取精确数学曲面上的离散

数据点作为参考点，对步骤③生成的ＤＥＭ 进行

精度检查。

以数学曲面椭圆抛物面（模拟谷底）、马鞍面

（模拟山脊及鞍部）和高斯合成曲面（模拟山峰的

起伏）为实验对象。其中，椭圆抛物面方程为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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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犪、犫、犮、为地势起伏参数；犿、狀为范围控制参

数。对各曲面在给定的区域边界内按５０ｍ分辨

率格网化数学曲面ＤＥＭ，相应曲面的显示效果如

图１所示。

图１　实验中使用的数学曲面

Ｆｉｇ．１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Ｕｓｅｄ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在ＤＥＭ上通过比较所选内插算法计算所得

值与由数学曲面计算所得的理论值则可定量描述

模型的地形模拟精度。精度指标采用中误差，结

果见表１。

表１　数学曲面上犇犈犕模型的中误差

Ｔａｂ．１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ＤＥＭ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ＤＥＭ模型
数学曲面

椭圆抛物面 马鞍面 高斯合成曲面

双线性ＤＥＭ ２．９５７ ０．８４７ １．０１９

移动曲面ＤＥＭ １．８９０ １．８９８ １．１７１

Ｃｏｏｎｓ曲面ＤＥＭ ０．２５３ ０．１８２ ０．２２５

　　由表１可知，对同一数学曲面作内插时，

Ｃｏｏｎｓ曲面ＤＥＭ模型的地形模拟中误差小于双

线性ＤＥＭ 模型和移动曲面ＤＥＭ 模型的地形模

拟中误差。

１．２　犇犈犕表面模型的传递误差

格网节点的误差可以由方差σ
２
ｎｏｄｅ和协方差的

形式来表示，由于摄影测量数据之间的协方差很

难确定，因此协方差通常不予考虑。在假设结点

误差相互独立并且相等的前提下，文献［３］研究得

出了规则格网双线性ＤＥＭ模型的传递误差是原

始数据误差的０．４４４４倍；文献［２］研究得出了规

则格网Ｃｏｏｎｓ曲面 ＤＥＭ 表面模型的传递误差，

在格网单元上构建ＤＥＭ 模型时，若只用到了４

个格网数据，所得ＤＥＭ模型等同于双线性ＤＥＭ

模型，其传递误差也等于双线性ＤＥＭ 模型的传

递误差；若用到的格网数据多于４个，Ｃｏｏｎｓ曲

面ＤＥＭ表面模型的传递误差大于双线性ＤＥＭ

模型的传递误差，且随着构建ＤＥＭ 所用到的格

网点的数目增多，传递误差逐渐增大。本文采用

的边界曲线基于三次多项式的Ｃｏｏｎｓ曲面ＤＥＭ

表面模型，高程传递误差是原始数据误差的

０．５９４８倍，大于双线性ＤＥＭ模型的传递误差。

１．３　犇犈犕表面模型的整体误差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Ｃｏｏｎｓ曲面 ＤＥＭ 表面模

型的地形模拟中误差小于双线性ＤＥＭ 模型的地

形模拟中误差，而传递误差大于双线性ＤＥＭ 模

型的传递误差。那么，Ｃｏｏｎｓ曲面 ＤＥＭ 表面模

型的整体误差与双线性ＤＥＭ 模型的整体误差相

比，情况如何呢？

将§１．１中的数学曲面的离散数据增加服从

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然后再构建双线性 ＤＥＭ

表面模型、Ｃｏｏｎｓ曲面ＤＥＭ 表面模型和逐点内

插ＤＥＭ模型，此时，由于离散的原始格网数据含

有随机误差，所得的ＤＥＭ 高程误差不仅包含曲

面利用ＤＥＭ插值模型表示所产生的地形模拟误

差，还包含构建ＤＥＭ 模型过程中原始格网数据

传递过来的传递误差。对表示不同地形的数学曲

面进行实验，本文仅列出分辨率为５０ｍ的高斯

合成曲面，高差分别为５０ｍ（模拟平地地形）和

４００ｍ（模拟山地地形）的ＤＥＭ内插的整体误差，

结果见表２、表３。

表２　高差为５０犿的平地地形犇犈犕的整体误差

Ｔａｂ．２　ＧｌｏｂａｌＥｒｒｏｒｏｆＤＥＭｉｎＦｌａｔＴｅｒｒａｉｎＷｈｉｃ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５０ｍ

原始数据中误差 双线性ＤＥＭ 移动曲面ＤＥＭＣｏｏｎｓ曲面ＤＥＭ

０．１３８５ ０．２０５９ ０．２１０３ ０．１３８８

０．２３３３ ０．２７０９ ０．２８３６ ０．２３３４

０．４６１１ ０．４８９４ ０．４８６６ ０．４６１２

０．６２１２ ０．６３２７ ０．６４２６ ０．６２１２

０．７９９９ ０．８１９０ ０．８１４３ ０．７９９９

１．００５２ １．０１０１ １．０１９１ １．００５２

１．１５８７ １．１７３７ １．１６８３ １．１５８８

２．５２７８ ２．５３７９ ２．５３１５ ２．５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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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高差为４００犿的山地地形犇犈犕的整体误差

Ｔａｂ．３　ＧｌｏｂａｌＥｒｒｏｒｏｆＤＥＭ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ＬａｎｄＷｈｉｃ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４００ｍ

原始数据中误差 双线性ＤＥＭ 移动曲面ＤＥＭＣｏｏｎｓ曲面ＤＥＭ

０．０４７７ １．１７４２ １．２７６８ ０．０８３１

０．４６２９ １．２４５８ １．３６０５ ０．４６７５

０．７８５７ １．３８７５ １．５０３７ ０．７８８３

１．３９７７ １．７９０１ １．９００１ １．３９９

２．０３４５ ２．３０８８ ２．４１０４ ２．０３５３

２．４８１５ ２．７８７４ ２．７８０５ ２．４８２８

３．２８９５ ３．５３６７ ３．５１８１ ３．２９０６

４．１９１ ４．３９７２ ４．３７０５ ４．１９１９

５．１６２５ ５．２４９ ５．３２８２ ５．１６２６

７．７１４５ ７．８４９４ ７．８０８６ ７．７１５２

　　由表２、表３可以看出，不同地形、不同的

ＤＥＭ表面模型的整体误差不同，双线性ＤＥＭ 模

型、Ｃｏｏｎｓ曲面ＤＥＭ模型和移动曲面ＤＥＭ模型

这３种ＤＥＭ模型的整体误差，当构建ＤＥＭ模型

的原始离散数据的误差较小时，Ｃｏｏｎｓ曲面

ＤＥＭ表面模型的整体误差最小。这是因为当构

建ＤＥＭ模型的原始离散数据的误差较小时，以

地形模拟误差为主，而由表１知，Ｃｏｏｎｓ曲面

ＤＥＭ表面模型的地形模拟精度最好，故原始离散

数据的误差较小时，Ｃｏｏｎｓ曲面ＤＥＭ 表面模型

的整体误差最小。

不同的ＤＥＭ模型的整体误差的差距随着原

始离散数据的误差增大而逐渐较小，当原始数据

误差大到一定程度时，不同的 ＤＥＭ 模型的整体

误差近似相等。不同的地形导致ＤＥＭ 模型的整

体误差近似相等的原始数据误差大小的程度不

同，即在不同的地形区域构建的ＤＥＭ 模型对原

始数据误差的敏感度不同。

２　实例分析

由１∶１万ＤＥＭ国家精度标准可知，平地地

形格网点高程中误差的一级精度标准是０．５ｍ，

二级精度标准是０．７ｍ，三级精度标准是１．０ｍ。

由表２可知，只有一级精度数据生成的不同的

ＤＥＭ模型的整体误差有一些差异，二级、三级格

网数据生成的ＤＥＭ模型的整体误差的差异非常

小。以双线性、Ｃｏｏｎｓ曲面和移动曲面 ＤＥＭ 模

型这３种ＤＥＭ 模型的整体误差为例，平地地形

三级格网数据生成的ＤＥＭ模型的整体误差的差

异小于０．０１ｍ。山地地形格网点高程中误差的

一级精度标准是２．５ｍ，二级精度标准是３．３ｍ，

三级精度标准是５．０ｍ。由表３可知，一级精度

数据生成的不同的ＤＥＭ模型的整体误差的差异

很明显；二级精度数据生成的不同的ＤＥＭ 模型

的整体误差的差异较明显；三级精度数据生成的

不同的ＤＥＭ 模型的整体误差的差异不太明显。

由此也可得出，构建ＤＥＭ模型时，山地地形对原

始数据误差的敏感度较平地原始数据误差的敏感

度要强。因此，在平地地形，构建ＤＥＭ 模型时对

插值方法的选择要求比较宽松，不同ＤＥＭ 模型

的整体误差差异较小，此时常用双线性作内插，因

为双线性ＤＥＭ模型所用的数据量小，计算量小，

模型普及。在山地地形，构建ＤＥＭ 模型时对插

值方法的选择要求严格，特别是原始数据质量较

好时，此时，ＤＥＭ 模型的整体误差以地形模拟误

差为主，要求插值方法必须选择地形模拟精度较

好的插值方法，可选用Ｃｏｏｎｓ曲面作内插。丘陵

地形的实验结果与平地地形的结论一致，高山地

形的实验结果与山地地形的结论一致。

选用不同的实际地形的等高线数据，构建１

∶１万ＤＥＭ，地形的平均坡度在８°～５０°左右，平

均高程在５０～９００ｍ之间，仍以中误差ＲＭＳＥ为

精度指标，结果见表４。

表４　实际地形上犇犈犕模型的整体误差的中误差

Ｔａｂ．４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Ｅｒｒｏｒ

ｏｆＤＥＭ 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Ａｃｔｕ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

ＤＥＭ内插模型 地形１ 地形２ 地形３

双线性ＤＥＭ模型 １．８４６ １．８６１ １．６２３

移动曲面拟合法 １．６２０ １．７１８ １．４７９

Ｃｏｏｎｓ曲面ＤＥＭ表面模型 １．３４７ １．４３２ １．２５１

　　由地形的坡度和高差可知，该地形属山地地

形。从表４数据可知，几种模型的整体误差都小于

２．５，说明实际地形的原始数据质量为一级，由表３

可知一级山地地形数据采用Ｃｏｏｎｓ曲面 ＤＥＭ模

型的精度最高，表４的实验结果与之一致。

３　结　语

本文得出的结论对于ＤＥＭ 的精度理论的发

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为ＤＥＭ 的应用提供了更好

的选择，可应用于ＤＥＭ 表面建模、内插、可视化、

地形分析等方面；同时，对于提高ＤＥＭ 的精度研

究也具有较好的作用，可用于ＤＥＭ 的精度评估

与质量控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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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矢量河网数据的渐进式传输 　　　　　　　　　　　　艾　波，等

 模糊地理实体不确定性综合描述研究 郭继发，等

 重力扰动对惯性导航系统的位置误差影响分析 金际航，等

 ＱＺＳＳ对ＧＰＳ区域性能增强分析 李作虎，等

 太湖悬浮物浓度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估测研究 杜　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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