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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ＳＤＡ）及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理论，提出了顾及高

程异常空间变异性的ＧＰＳ高程Ｋｒｉｇｉｎｇ拟合模型。根据逐步比较法的思想，将影响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的因子进行组

合，得到５种典型建模方案。通过分析比较方案的误差，确定ＥＳＤＡ支持下的高程转换最佳模型ＥＳＤＡＫ。以

某测区的高程异常数据为例，进行ＥＳＤＡＫ和神经网络等不同拟合方法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ＥＳＤＡＫ模

型的精度优于其他方法，而且精度稳定，克服了传统方法的局部振荡、过学习、易陷于局部极值等不足。

关键词：ＧＰＳ高程转换；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误差分析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８．４１

　　如何才能提高ＧＰＳ大地高向正常高转换的

实际精度，是测绘界一直在探索与讨论的问题。

ＥＳＤＡ是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的

集合［１３］，避免了传统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模式和

数据结构的假设，可以避免野值或非典型观测值的

误导。本文以Ｋｒｉｇｉｎｇ空间插值为例，对ＥＳＤＡ支

持下的ＧＰＳ高程转换模型的建模展开了讨论。

１　犈犛犇犃与地质统计学理论

１．１　基本概念

地质统计学是以区域化变量理论为基础，研

究那些分布于空间中并显示出一定结构性和随机

性的自然现象［４］。ＧＰＳ高程异常值具有空间分

布特点，可以当作区域化变量，应用地质统计学理

论进行研究。设犣（狓）为高程异常变量，是符合本

征假设的点承载区域化变量，即增量［犣（狓）－犣（狓

＋犺）］的方差函数存在且平稳（不依赖于狓）仅依

赖于分割两点间的向量犺。犣（狓）和犣（狓＋犺）的相

关性可用协方差函数来衡量［４］。

Ｋｒｉｇｉｎｇ是ＥＳＤＡ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分析方

法。将数据区分为平稳和不平稳两部分，通过

犣（狓）＝狌＋ε（狓）数学模型进行数据建模。狓＝（狓，

狔，狕）是空间坐标位置，狌是统计量的数学期望，

ε（狓）为随机误差。考虑到数据的随机误差的内蕴

假设，对未知点的估计值可由 犣^（珝狓０）＝∑
狀

犻＝１

λ犻·

犣（珝狓犻）确定。式中，犣（珝狓犻）为参与估计的第犻点观

测值；λ犻为第犻点的观测值顾及变量空间关系的

未知权重；珝狓０ 是观测点的空间坐标位置。

为了实现对估计值的最佳线性无偏估计，要

求在条件∑λ犻＝１下，实现统计期望 ［^犣（珝狓０）－

∑
狀

犻＝１

λ犻·犣（珝狓犻）］
２ 值最小。通过对上述条件最值问

题的求解，获得最佳的权重向量λ＝［λ１　λ２　λ３

　…　λ狀］，从而完成空间插值。

１．２　空间变异及半变异函数

Ｋｒｉｇｉｎｇ主要以半变异函数及其模型来分析

空间数据的空间变异性等结构，其函数γ（犺）在离

散情况下的具体计算式为：

γ（犺）＝
１

２犖（犺）∑
犖（犺）

犻＝１

［犣（狓犻）－犣（狓犻＋犺）］
２（１）

式中，犖（犺）是被犺分割的数据对（狓犻，狓犻＋犺）的对数。

半变异函数通过３个重要参数（变程（犪）、基

台值（犆＋犆０）和块金值（犆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

空间变异性结构。

１．３　犓狉犻犵犻狀犵模型参数的犈犛犇犃优选

研究表明，要实现空间最佳插值，涉及两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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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变异函数理论模型的选取和模型参数的估

计。本文采用ＥＳＤＡ提供的技术工具，通过对数据

本身的分布、趋势分析及空间结构分析等方式，以

计算残差所得到的标准化平均误差（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ＭＳＥ）、均 方 根 标 准 差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ＳＥ）为评价模型参数方案

优劣的统计指标，实现了模型及参数的优选。对

于确定的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模型，可通过式（２）定义的

局部方差实现对插值结果的可靠性评估：

σ
２（珝狓０）＝∑

狀

犻＝１

λ犻·γ（珝狓犻－珝狓０）＋ψ （２）

式中，ψ是拉格朗日乘子。

２　数据源及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为某市Ｄ级ＧＰＳ网（区域面积约为

３００ｋｍ２）布设的经过三等水准联测，并进行了粗

差检测后的４４个观测点
［５］（见图１）。水准网平

差后每ｋｍ水准测量中误差为±２．４ｍｍ（限差为

±６．０ｍｍ）。测区的观测高程点均具有高精度的

ＧＰＳ高程 犎ＧＰＳ和正常高高程 犎犖。为了便于比

较和检验本文模型的效果，测区内已知点及测试

集的选取与文献［５］选取方案一致。即选取在测

区内均匀分布的１２个点作为已知点（图１中的三

角点），用于模型的构建，其他的３２个点（图１中

的实心圆点）作为测试集，来检验模型的效果。

图１　某市Ｄ级ＧＰＳ网水准联测点分布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ｉｎ

ＤＯｒｄｅｒＧＰ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２　数据特征的犈犛犇犃分析

２．２．１　空间数据结构分析

认识数据是否来自同一分布及偏态与否，是

进行ＥＳＤＡ分析的首要工作。这一步可通过ＥＳ

ＤＡ的正态 ＱＱＰｌｏｔ分布图来进行。如果 ＱＱ

Ｐｌｏｔ分布图曲线趋于直线，则表明空间数据符合

正态分布。否则，可通过ＢｏｘＣｏｘ变换、平方根

变换、对数变换、反正弦变换等方法实现对数据的

转换，观察其分布情况，完成数据的正态分布分析

与转换。

对测区内的高程异常值，作 ＱＱＰｌｏｔ图（见

图２），检查数据的正态分布情况。从图２可以看

出，数据样点概率分布趋于直线，表明高程异常数

据点基本呈正态分布，无需数据转换便可满足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模型的要求。

图２　测区高程异常值的ＱＱＰｌｏｔ分布

Ｆｉｇ．２　ＱＱＰｌｏ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Ｓ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

２．２．２　全局趋势分析

将高程异常值转化为以属性值为高度的三维

曲面（见图３），获得全局趋势。图３中，南北、东

西方向的趋势线呈线性直线上升，可见测区内的

高程异常存在一阶线性函数趋势，需进行一阶函

数趋势剔除。通过全局趋势分析和趋势剔除，达

到了局部空间分析中少受全局趋势影响的目的，

充分考虑了插值样点的空间相关性，以有效提高

模型高程转换结果的精度和稳定性。

图３　测区内高程异常值趋势分析

Ｆｉｇ．３　Ｔｒｅ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ＰＳ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

ＳａｍｐｌｅＰｏｉｎｔｓ

２．２．３　高程异常的空间变差分析

以测区内的训练已知点（滞后距为２０００ｍ，

分组数为１０），计算测区内样点数据的实验半变

异函数，并分别用球状模型、高斯模型、指数模型、

线性模型［４］等进行拟合，最后以拟合度犚２ 最高

的高斯模型作为本文的理论半变异函数模型，并

７５５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５月

绘制出高程异常值的各向异性变差３Ｄ 图（见

图４）。变差图表现出很强的“马鞍”形态，说明测

区内的高程异常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变异特征，

呈典型的东北、西南两个轴向的方向性。这就要

求高程异常插值模型必须采用考虑各向异性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以获取高精度的拟合结果。

图４　高程异常的空间变异的变差３Ｄ图

Ｆｉｇ．４　３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ＧＰＳ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

３　基于犓狉犻犵犻狀犵的犌犘犛高程转换

３．１　基于犈犛犇犃的不同模型方案比较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转换模型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半

变异函数模型的选取是否恰当，其制约因子主要

有数据转换、趋势性、空间变异性、滞后距及分组

等。采用ＥＳＤＡ数据挖掘技术，借助逐步比较法

的思想，对数据处理前和处理后的５种不同的典

型模型方案进行模拟。以 ＭＳＥ和ＲＭＳＳＥ为误

差指标，进行探测分析和精度控制检验，结果见表

１。ＭＳＥ趋于０，ＲＭＳＳＥ趋于１时，插值结果满

足地质统计学的两个基本假设，即插值结果可信

度较高。

从表１可以看出，没采取任何数据预处理的

插值分析（方案１），其 ＭＳＥ为１．２４５，ＲＭＳＳＥ为

０．４０６，插值效果不理想。对数转换后（方案２），

其 ＭＳＥ为０．６６８，ＲＭＳＳＥ为０．５７８。可见，数据

经对数转换后，插值效果明显提高。方案１的两

项误差指标与标准值的差值均比较大，表明方案

１的插值结果最不理想，其原因显然与原始数据

没进行数据转换有关，证明原始数据表达方式或

尺度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优越性，可通过相应的

数据转换等数据预处理来加以改进。

此外，对经过对数转换和一阶函数趋势剔除

表１　不同模型方案的误差比较

Ｔａｂ．１　Ｅｒｒｏ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ＰＳＨｅｉｇｈ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ｔｔ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ｓ

方案
数据

转换

趋势

分析

空间变

异分析

滞后距及分组 误差分析

滞后距／ｍ 分组 ＭＳＥ ＲＭＳＳＥ

１ － － － ２０００ １０ １．２４５ ０．４０６

２
对数

转换
－ － ２０００ １０ ０．６６８ ０．５７８

３
对数

转换

一阶

删除
－ ２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６８ ０．６８３

４
对数

转换

一阶

删除

东北北

方向
２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７３ ０．９９２

５
对数

转换

一阶

删除

东北北

方向
４０００ １０ ０．４０８ ０．８０９

的方案３而言，其 ＭＳＥ为０．０６８，趋近于０，而

ＲＭＳＳＥ为０．６８３，表明经过对数转换和一阶函数

趋势剔除后，较方案２插值精度有了较大提高，但

稳定性提高并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没考虑数据

空间变异特征，导致最终拟合效果不如方案４，进

一步验证了空间变异因子在ＧＰＳ高程转换模型中

的重要作用。比较上述５种方案可以发现，方案４

的ＭＳＥ为０．０７３，趋近于０；ＲＭＳＳＥ为０．９９２，趋近

于１，显然其插值误差最小，插值结果可信度高。

与此同时，虽然方案５和方案４都进行相同的数据

转换、趋势分析、方向分析等数据预处理操作，但由

于步长的加大，方案５插值误差较方案４的大，插

值结果不太理想。综上所述，将方案４确定为本

文的最终方案，简记为ＥＳＤＡＫ模型。

３．２　模型验证及误差分析

根据方案４，将数据源中的１２个点作为训练

集，其余的３２个点作为测试集，进行了ＥＳＤＡＫ

转换模型的建模及测试。图５为测区内的 ＧＰＳ

高程异常 Ｋｒｉｇｉｎｇ拟合曲面。表２给出了 Ｋｒｉｇ

ｉｎｇ插值的测试集拟合结果，并采用交叉验证和

实际验证的方法对结果进行精度评定。表中Δζ

图５　测区内高程异常值Ｋｒｉｇｉｎｇ拟合曲面

Ｆｉｇ．５　Ｋｒｉｇｉｎｇ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ＧＰＳ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

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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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程异常拟合残差，其计算公式为 Δζ＝ζ０－

ζ′０，式中，ζ０ 为已知高程异常，ζ′０为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

计算的相应点的高程异常。从表２可以看出，应

用本文模型，得到的转换插值结果偏差最大绝对

值为６．７，没有像其他方法那样会出现偏差特别

大的波动情况，ＲＭＳＳＥ＝０．９７８，表明模型的拟合

结果稳定。

表３给出了ＥＳＤＡＫ与文献［５，６］中二次曲

面拟合法（ＣＦＭ）、神经网络模拟法（ＮＮＭ）、

ＣＦＭ＆ＮＮＭ混合法（ＨＵ）等对实例数据的训练

及测试集拟合结果的精度比较。表３中的内外符

合精度表明，本模型的拟合精度较传统方法大为

提高。

表２　基于犓狉犻犵犻狀犵转换模型的拟合结果／ｍｍ

Ｔａｂ．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ＰＳＨｅｉｇｈ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Ｋｒｉｇ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ｍｍ

点号 Δζ 点号 Δζ 点号 Δζ 点号 Δζ

１ －１．５ ３１ －６．５ １５ －３．７ ５０ １．０

１８ －１．０ ２４ ２．７ １６ －１．７ ５２ －３．４

８２ ２．２ ４８ －１．１ １７ －０．５ ５４ －１．７

６３ １．０ ６９ －３．９ ２０ －１．４ ５６ －３．２

９ ４．７ １１ ４．７ ２６ １．２ ６２ －４．１

５１ －１．２ ３３ －１．６ ２７ －３．０ ６４ －３．４

４５ ０．３ ６１ －６．７ ３０ －５．０ ６５ ４．４

３７ ０．８ ５ １．２ ３２ －４．７ ６６ －５．７

２２ ０．６ ６ ０．３ ３４ －５．７ ７７ －３．６

５９ －１．３ １０ －４．０ ３９ ０．５ ２１０ １．２

１４ －０．９ １３ －１．３ ４６ －１．１

８０ ３．４ 测试集预测结果，ＲＭＳＳＥ＝０．９７８

表３　不同拟合方法精度比较／ｍｍ

Ｔａｂ．３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ｍｍ

项目
方法

ＣＦＭ ＮＮＭ ＨＵ ＥＳＤＡＫ

内符合精度 ±３．４ ±１．０ ±１．０ ±１．８

外符合精度 ±７．８ ±６．９ ±５．４ ±３．５

３．３　模型可靠性评定

运用式（２）定义的局部方差的方根值，生成了

如图６所示的“中央呈谷，四周为峰”的盆地形估

值标准误差分布图。从图６可以看出，有已知点

（图６中的十字形）控制的盆地形误差分布图的中

心区域，其估值标准误差不但小且平坦，表明插值

结果精度高，可靠性强。盆地形误差分布图边缘

区域，由于已知点控制作用为外推，估值标准误差

随着远离已知点距离的增大而快速增长，插值结

果精度逐渐降低，可靠性弱。可见，ＥＳＤＡＫ模型

不但能统计拟合结果的精确度，而且能以可视化

的方式将模型的可靠性呈现给决策者。

图６　估值标准差分布３Ｄ图

Ｆｉｇ．６　３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４　结　语

ＥＳＤＡＫ模型是ＧＰＳ高程转换的有效手段，

该方法将样本数量的要求和样本的空间变异关联

考虑，估计结果更科学、更接近实际情况，并能给

出估计误差，使估值精度更明了。实例分析表明，

ＥＳＤＡＫＧＰＳ高程转换模型，实现了对高程异常

数据空间变异规律的有效体现和表达，提高了预

测的准确性、科学性，为日常的ＧＰＳ高程测量数

据处理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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