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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纵坡面统计特征的火星地貌类型单元划分体系，详细阐述了地形特征因子及分类所需特

征空间的选取建立过程。实验结果表明，以此为基础的火星表面地貌自动分类方法基本能与高程、影像信息

反映事实相符，与目前公布的分类成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达到了预期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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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特别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ＳＡ）成功发

射“火星环球观测者”探测器（ｍａｒｓｇｌｏｂ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ｒ，

ＭＧＳ，１９９９年３月开始执行火星表面探测任务）

后，历经１０余年连续跟踪探测，装载在该探测器上

的摄像仪（ｍａｒｓｏｒｂｉｔｅｒｃａｍｅｒａ，ＭＯＣ）、激光测高仪

（ｍａｒｓｏｒｂｉｔｅｒｌａｓｅｒａｌｔｉｍｅｔｅｒ，ＭＯＬＡ）、红外矿物成

像光谱仪等设备已向地球发回了包括影像、地形和

光谱数据在内的数量庞大的火星表面信息（仅影像

就有２４万余幅）。

１　犜犻狊犻犪犞犪犾犾犲狊———实验区数据集来

源及主要地貌形态

　　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位于火星南半球赤道附近，其坐

标中心位于４６．１３°Ｅ、１１．８３°Ｓ，以空间分辨率１２８

像素／°（赤道附近每像素约合０．４５５×０．４５５

ｋｍ２）计算，数据规模为４２０行×４７２列，即东西向

约为２１４．７６０ｋｍ，南北向约为１９１．１００ｋｍ。实

验区最小高程１８０８ｍ，最大高程３５７６ｍ，高程

跨度１７６８ｍ（图１）。

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形成于火星诺亚纪时代（Ｎｏａ

ｃｈｉａｎＥｒａ），由于该时期火星上火山活动频繁，陨

石撞击频繁，加之受可能存在的河流侵蚀、沉积物

沉积等因素影响，因此，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的基本地貌

形态以撞击坑（ｉｍｐａｃｔｃｒａｔｅｒｓ，ＡＡ）和峡（河）谷

（ｖａｌｌｅｙｓ，ＶＡ）为主。就撞击坑而言，有的形态特

征保存基本完好，有的因受外力作用坑壁已出现

崩蚀，有的则表现为深浅不一的连体坑；峡（河）谷

总体呈东北西南走向，谷壁陡峭，谷底侵蚀较为

严重。

图１　数字晕渲图

Ｆｉｇ．１　ＨｉｌｌｓｈａｄｉｎｇＭａｐ（Ｌ）ａｎｄ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ｏｆ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

２　基于数字地形分析技术（犇犜犃）地

形自动分类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地形分类是对地形部位（ｔｅｒｒａ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进

行判别、提取和划分类别的过程，其理论依据是

“土壤和地形形态共同变化并反映其形成过程”这

一重要假设［１］。以土壤地形相关性为基础，利用

各种地貌形态特征（或称地形因子），通过比较相

同地貌类型实体之间、不同地貌类型实体之间相

似性与差异性的程度，便可以进行地形分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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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地貌本质的抽象表达，这些带有高程

信息的地貌特征不仅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地表形

态及其运动幅度，而且不易出现传统分类法中常

见的同物异谱、异物同谱、混合像元等问题，因此，

引入地面高程信息，对提高分类精度有着突出的

作用［２］。本文采用数字地形分析（ＤＴＡ）技术，在

实验区数字高程模型上进行地形属性的计算和特

征提取，以它们组成的实验区狀维（狀为特征数）

特征空间点集（或称数字地面模型，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

ｍｏｄｅｌ，ＤＴＭ）作为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实验区地形分类

的主要研究对象。

就分类方法而言，为取得较为可靠的分类结

果，本文采用非监督分类和监督分类相结合的地形

分类方法。依据实验区特点，在分类过程中先后选

择迭代自组织数据分析技术法（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

ｉｚｉｎｇ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ＯＤＡＴＡ）

和最 大 似 然 法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ＭＬＣ）作为主要判别函数进行地形类别综合评判。

３　犜犻狊犻犪犞犪犾犾犲狊地形地貌的自动分类

根据数字地形分析技术（ＤＴＡ）地貌自动分

类原理，结合具体的火星表面，本文对实验区Ｔｉ

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进行了地形分类自动化的研究工作。

以下主要从实验区地貌类型单元的确定和地形特

征因子的选取与特征空间的建立两个方面给予说

明和论述。

３．１　实验区地貌类型单元的确定

相比地形地貌极为丰富的地表而言，火星表

面各要素在颜色、纹理、大小、形态、位置以及布局

等特征的表现上都与地表要素存在较大差异。这

种差异性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传统的面向

地表形态特征的地貌类型单元划分体系无法与火

星表面地貌机械“匹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

效描述火星地表典型地貌，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地

貌类型单元，进而为实验区地形地貌自动分类提

供有益的参照成为本文研究的基础内容之一。

由于Ｒｕｈｅ提出的地貌类型单元划分体系符

合一般观测者的认知经验，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

一定的科学性，因此，在中小地貌尺度上该体系被

认为是充分反映地形土壤性状相关性的一类地

貌类型单元划分方法，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３］。不过，该体系也存在不足，特别是其划分准

则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上，其结果往往受地域及个

人理解差异影响而易产生混乱。为此，针对Ｔｉｓｉａ

Ｖａｌｌｅｓ实验区，本文在纵坡面特征统计数据基础

上，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该区域主要地

貌类型单元进行划分，如图２、表１。

表１　犜犻狊犻犪犞犪犾犾犲狊地貌类型单元详表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Ｕｎｉｔｓｏｆ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类别
特征

类别码 高程／ｍ 坡度／（°） 剖面曲率 备注

撞

击

坑

坑缘 ＣＣ１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６．６

≥－０．０３

≤－０．０１
明显凸出的坑缘、坑外缘

坑

壁

Ⅰ ＣＣ２ａ
＞２７００

≤３０００

递 增 关 系 明

显，＜５．０

由负值递增，

＜０．０
下坡平缓，轻微凸出

Ⅱ ＣＣ２ｂ
≥２４００

≤３４００

递 减 关 系 明

显，＜５．０

由０值递增，

＞０．０
下坡急剧，明显凹下

Ⅲ ＣＣ２ｃ
＞２７００

≤２８００

递增／递减不

明显

０值附近轻微

振荡
坑壁台地、崩蚀坑壁，下坡平缓

坑

底

Ⅰ ＣＣ３ａ ≥２２５０ ０值附近轻 ０值附近轻 主要受撞击抛射物沉积与否影响

Ⅱ ＣＣ３ｂ ≥２０００ 微振荡 微振荡

坑

间

地

Ⅰ ＰＣ１ ＞３０００ ≤５．０

Ⅱ ＰＣ２ ＞２８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０

Ⅲ ＰＣ３ ≤２８００ ≤２．０

在０值附近明

显呈现均匀对

称分布

ＰＣ１主要分布在撞击坑密集区，

可能受撞击抛射物沉降影响，

ＰＣ２可能包含峡（河）谷底部

３．２　地形特征因子的选取与特征空间的建立

地形特征因子是用来有效描述地貌形态特征

的具有一定意义的量化指标。

３．２．１　坡度（ｓｌｏｐｅ）

坡度属典型的微观坡面地形因子，反映的是

局部地表坡面在空间中的倾斜程度，其值大小直

接影响着地表物质流动与能量转换的规模与强

度。本文基于格网 ＤＥＭ，采用最大坡降算法

（ｍａｘｉｍｕｍｄｒｏｐｓｌｏｐｅ）提取的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地区

坡度如图２（ａ）所示。

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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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主要地貌类型单元及地形剖面图（东北犃西南犅 方向）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ａ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Ｐｏｉｎｔ犃ｔｏ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Ｐｏｉｎｔ犅）ｏｆ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

３．２．２　剖面曲率（ｐｒｏｆｉｌ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为了表达局部地形曲面在各个截面方向上的

凸凹起伏变化及其对物质运动方式的影响，还需

要引入地形曲率因子。由于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表面凹

凸起伏极为明显，因此，本文使用剖面曲率因子定

量描述火星表面运动、沉积和流动的这种状态。

基于格网ＤＥＭ 提取的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地区剖面曲

率如图３（ｂ）所示。

图３　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的坡度图、剖面曲率图

Ｆｉｇ．３　ＡＳｌｏｐＭａｐ，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Ｍａｐｏｆ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

３．２．３　撞击坑高程差（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ｆｌｏｏｄｅ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ａｃｔｃｒａｔｅｒｓ）

火星表面的撞击坑与在地球表面ＤＥＭ 中出

现的“洼地”有所不同，前者是自然条件下的客观

存在，加之受自然外力影响，撞击坑在形态、深浅

以及与其他要素的空间关系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

异，为有效描述撞击坑主要特征，需要引入撞击坑

高程差因子犱（狓，狔）
［４］。

撞击坑高程差因子犱（狓，狔）是撞击坑内部（包

括坑壁和坑底）高程与坑间地高程的差值，其值一

般可以通过比较“填洼”后表面高程犈ｆｌｏｏｄ（狓，狔）

（如图４（ａ））与原始表面高程犈（狓，狔）之间的差异

获得（如图４（ｂ））图。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撞

击坑高程差是一个能够有效区分撞击坑内部与坑

缘（坑外缘）、坑间地貌的地形特征因子。

图４　撞击坑高程“填洼”图与撞击坑高程差图

Ｆｉｇ．４　ＡＰｉｔＦｉｌｌｉｎｇＭａｐ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Ｆｌｏｏｄｅ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ａｃｔＣｒａｔｅｒｓｏｆ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

３．２．４　实验区特征空间的建立

就地学研究而言，特征空间表现为狀维定义

于某指定地域上各种函数（属性）的数值有序点

集。通常情况下，由于同一类地貌实体对应的同

种地形特征因子具有较为接近的量值，在一定的

特征空间下这些量值往往较为集中地分布于该类

别中心附近，因此，合理构建实验区特征空间是影

响地形自动分类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针对本文研究目的，此处将 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实

验区特征空间定义为该地域内由高程、坡度、剖面

曲率、撞击坑高程差４项地形特征因子经标准化

处理后的多维组合有序点集，此时，地形分类即可

视为在该特征空间中寻找若干条曲线或若干个曲

面对其中所有点集进行分割的过程。计算原始特

征空间中各因子之间的特征参数如表２、表３、

表４所示。

由表２、表３、表４可知，文中所选择的４个地

形特征因子之间相关性较小，可以满足数字地形

分析（ＤＴＡ）地貌自动分类方法的基本要求，而且

因子１（高程）和４（撞击坑高程差）之间的负相关特

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火星表面撞击坑要素的

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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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表２　原始特征空间参数统计表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ａｂｌｅ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

地形特征因子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１（高 程）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５．００００１４２．９０７７ ４２．７５２６

２（坡 度）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５．００００ １７．７１６７ ２５．７７８０

３（剖 面 曲 率）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５．００００１２３．９５４９ ８．６０３１

４（撞击坑高差）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５．００００ ２１．７５７６ ５２．４２２０

表３　原始特征空间协方差矩阵

Ｔａｂ．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

地形特

征因子
１ ２ ３ ４

１ ０．０１５５２３０２

２ ０．０１１４１７４０ ０．０５６４３５２４

３ －０．０６８９５３５０－０．０９６７８１４９０．０６２８５７９９

４ －０．０１２８３２７４０．０１１２２６４３ ０．０７３０４４７７ ０．０２３３３８７１

表４　原始特征空间相关矩阵

Ｔａｂ．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ａｃｅ

地形特

征因子
１ ２ ３ ４

１ １．０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１２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３ －０．２２０７４ －０．０５１３９ １．０００００

４ －０．６７４２１ ０．０９７８２ ０．１９０７１ １．０００００

４　分类结果分析与结论

图５系统展示了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地貌自动分类

的主要成果。图５（ａ）为添加了１００ｍ间距等高

线的实验区ＴＩＮ表面，采用本文所述方法生成的

实验区地貌类别如图５（ｂ）所示。与此同时，本文

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中选取了同一地区有代表

性的两幅地貌分类结果图给予对比说明（原图见

参考文献［４，５］），如图５（ｃ）和图５（ｄ）所示。

从分类结果来看，依据本文前述表１划分的

９种基本地貌类型单元在图５（ｂ）中均有所属，同

时各要素在形态、位置、布局等特征上基本能够与

原始高程数据、影像数据所反映的事实相吻合，分

类结果与目前资料公布的火星表面地貌分类成果

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文中设计的主要地貌类型单

元划分体系相比其他类型体系更接近人们对实验

区典型地貌的主观认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地形地貌研究而言，其

形成、变化过程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引入高程信息

的地貌统计分析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

最终的分类质量，但这种本质基于像元层次的研

究方法并不足以反映客观现实的真实属性，同时

也难以准确模拟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主观认知状

图５　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的分类

Ｆｉｇ．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ｓｉａＶａｌｌｅｓ

态；另一方面，就研究基础和技术手段而言，虽然

数字高程模型和以此为基础的数字地形分析技术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应用，已取得十分丰硕的

理论和实践成果，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深

层次的问题也逐渐显露，特别在ＤＥＭ 误差理论、

构建标准及ＤＴＡ算法精度等方面，国内外学者

纷纷提出了不少有建树的理论见解和解决方案，

它们在创建ＤＥＭ精度评价与质量保证体系方面

无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６］。大量理论和实践

已经证明，只有当ＤＥＭ达到足够分辨率、地形特

征得以充分反映时，ＤＥＭ 的构建才有意义，而以

此为基础条件和实践平台的ＤＴＡ技术才能真正

满足科学研究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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