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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形因子信息量的数字高程
模型分辨率的选择
———以黄土高原的研究为例

陈　楠１　王钦敏１

（１　福州大学福建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数据挖掘与信息共享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州市工业路５２３号，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在黄土高原选取代表不同黄土地貌类型的神木、绥德、延川、富县、宜君共５个研究样区，以样区１∶１

万地形图所建立的ＤＥＭ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水平分辨率ＤＥＭ所提取的坡度和坡向的信息量变化规律，提

出了基于互信息的精度指标。在每一样区随机选取２０个试验样区，得到上述指标与水平分辨率的函数关系，

可以根据其反函数由已知指标求得所需要的水平分辨率数值，并且该函数关系在每一样区的１６个随机检验

样区通过了检验。实例证明，该函数关系可以在保证精度的条件下节约成本，并可以减小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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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地面坡姿（坡度及坡向）是表征局部地表坡面

在空间的倾斜程度和朝向的地形因子。坡度大小

直接影响着地表物质流动和能量转换的规模和强

度，是制约生产力空间布局的重要因子；坡向是决

定地表局部接受阳光和重新分配太阳辐射量的重

要地形因子，直接造成局部地区气候特征的差

异［１］。目前，许多ＧＩＳ软件可从ＤＥＭ 中直接提

取坡度和坡向，但是所提取的坡度和坡向的精度

明显受到ＤＥＭ水平分辨率（以下简称为分辨率）

的制约。针对这一问题，Ｚｈｏｕ、Ｔｏｕｔｉｎ以及Ｅｒ

ｓｋｉｎｅ等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地面坡度和坡向误

差的成因［２４］。一些研究还从地形学的角度对

ＤＥＭ误差的空间特征、所提取的地面坡度和坡向

的误差特征与尺度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探讨［５８］，但

对坡度、坡向的精度与ＤＥＭ 分辨率的关系进行

直接量化模拟的研究还不多。

１　研究样区及技术路线

在我国黄土高原选取５个样区，分别位于神

木县、绥德县、延川县、富县和宜君县境内，每个样

区包含４幅１∶１万比例尺地形图，其所代表的黄

土地貌类型分别为长城沿线风沙黄土过渡区、黄

土丘陵沟壑区、黄土梁峁状丘陵沟壑区、黄土高原

沟壑区与丘陵沟壑区交错过渡地带和黄土长梁残

塬沟壑区。采用国家测绘部门编制的１∶１万地

形图作为基本信息源，按照地形图数字化技术规

范标准，并配合重采样，得到各样区的分辨率分别

为５ｍ、１５ｍ、２５ｍ、３５ｍ、４５ｍ、５５ｍ、６５ｍ、７５ｍ

的ＤＥＭ。所获得的坡度数值按照水土保持部门

普遍采用的临界坡度分级标准，并将其作为基本

的分级方案，结合研究特点进行分级延伸，共分为

９个等级，分别是０°～３°、３°～５°、５°～８°、８°～１５°、

１５°～２５°、２５°～３５°、３５°～４５°、４５°～６０°、６０°～９０°。

所获得的坡向数值综合成９种，分别为北、东北、

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平坦。研究技术路线

为：① 基于互信息提出衡量坡度精度的指标犿；

② 计算试验样区不同分辨率狉的ＤＥＭ所提取的

坡度的精度指标犿，分析分辨率对坡度指标犿 的

影响规律；③ 进行试验样区指标犿与狉的回归分

析，获得函数狓＝犳（狉）；④ 求反函数狉＝犳
－１（犿），

根据已知坡度的精度指标犿 求出所需要的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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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狉；⑤ 设定一系列精度犿，计算出所需要的分辨

率系列狉１；⑥ 在检验样区，以１∶１万地形图为数

据源制作分辨率分别为狉１ 系列的ＤＥＭ，计算其

精度指标犿１ 系列，比较犿１ 与犿 是否有明显区

别。若无明显差别，转入步骤⑦；⑦ 获得每个样

区由已知坡度精度指标犿 求所需分辨率的通用

公式。本文中，狉是按照５的整奇数倍数增大的，

即狉＝５ｍ，１５ｍ，…，７５ｍ。

２　坡度和坡向的互信息指标

２．１　指标提出的符号约定

设由分辨率为狉的ＤＥＭ 所得到的坡度图对

应的坡度数值矩阵为犕狉，则犕狉 矩阵的每个元素

（在坡度图中实质是一个栅格，以下表述中两词同

义）均表示对应位置的坡度数值。将 犕狉 按照本

文前述分级方案进行坡度分级后，所得到的坡度

分级矩阵定义为犆犕狉，则犆犕狉矩阵中的每个元素

均表示对应位置的坡度分级编号。

２．２　互信息指标犿

２．２．１　计算方法

随分辨率的变化，微观随机栅格的坡度（或坡

向）取值的不确定性程度也在变化［８］。本文考虑

采用互信息作为定量地衡量随分辨率的变化，坡

度（或坡向）因子的不确定性变化或取值的互相依

存程度的指标。具体计算方法如下：用犘５犽表示

犆犕５矩阵中随机栅格坡度落入第犽（犽＝１，２，…，

９，犽为坡度分级的编号）级别的概率，犘１５犼 表示１５

ｍＤＥＭ对应的犆犕１５矩阵中随机栅格坡度落入第

犼（犼＝１，２，…，９）级别的概率，犘
１５－５（犽，犼）表示

犆犕５中元素坡度为第犽级别同时对应的犆犕１５－５

元素坡度为第犼级别时的概率。根据互信息的计

算公式，可以得到５ｍ和１５ｍＤＥＭ 坡度矩阵的

互信息为 ∑
９

犽＝１
∑
９

犼＝１

犘１５－５（犽，犼）ｌｏｇ２
犘１５－５（犽，犼）

犘５犽犘
１５
犼

，单

位为ｂｉｔ。

同理，定义其他分辨率的ＤＥＭ 对５ｍ分辨

率ＤＥＭ的坡度互信息指标犿（研究中均以犆犕５

为假定真实值）。文中的这种互信息通称为指标

犿，坡向的指标犿含义可以类推。

２．２．２　互信息指标犿的意义

互信息犐（犡；犢）是对随机变量犡和犢 之间统

计依存程度的信息度量。由于事物是普遍联系

的，在了解 犡 以后，犢 的不确定度的减少量为

犎（犢）－犎（犢｜犡）（犎（犢）表示犢 的熵，犎（犢｜犡）

表示条件熵）。本文所提出的指标犿 实际表示已

知犆犕５后所能提供的对应犆犕１５的相应信息。由

于犐（犡；犢）＝犐（犢；犡），所以若已知犆犕１５所能提供

的犆犕５的相应信息同前。

根据互信息不等式０≤犐（犡；犢）≤ｍｉｎ（犎

（犡），犎（犢））可知，指标犿 总是大于等于０的。

而当随机变量 犡 和犢 之间的统计独立时，有

犐（犡；犢）＝０。因此，假若犆犕５与犆犕１５之间不存在

坡度或坡向的信息关联时，指标犿 的数值为０。

但是，ＤＥＭ 虽然经过了重新采样，网格分辨率发

生了变化，但是其所包含的坡度或坡向信息并未

完全丢失，即犆犕５与犆犕１５的坡度或坡向之间存在

统计依存，因此指标犿 总是大于０。根据互信息

定义，指标 犿 可以精确衡量当已知犆犕５时在

犆犕１５中坡度或坡向“残留”的信息量。综合以上

分析可知，指标犿 的数值越大，表示基于此种评

价方式的坡度或坡向的精度越高。

另外，考虑互信息不等式的右边。已知当随

机变量犡和犢 之间有确定的函数关系时（假设犡

可以惟一地确定犢），此时，条件熵犎（犢｜犡）＝０，

有犐（犡；犢）＝犎（犢）。这说明如果得到了某种从

犆犕５向犆犕１５之间确定的函数转换关系，所得到的

指标犿成为犆犕１５内部不确定程度的度量，即犢

的熵，并且达到了此条件下所能获得的信息量（即

互信息）的最大值；反之亦然。

３　坡度和坡向的信息量指标变化规

律的研究

３．１　坡度和坡向指标犿的变化规律

本研究将每大样区都等分为３６块小样区（各

个小样区按照自左向右、从上到下的顺序进行编

号）。在每个大样区中，随机选取２０个小样区作

为试验样区，其余１６块小样区作为检验样区。

在分析坡度和坡向的指标犿 分别与分辨率

关系的研究中，程序按照随机方式依次选取试验

样区，在各个样区随机选取的试验样区编号分别

如下：神木（１、５、７、８、１３、１４、１６、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

２４、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３、３６）、绥德（４、７、８、１１、１５、

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１、２２、２４、２６、２８、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４、

３５）、延川（１、３、５、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６、１７、１８、２１、

２４、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３、３４）、富县（１、３、６、１０、１１、

１２、１４、１５、１７、１８、２０、２２、２５、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２、３３、

３６）、宜君（１、２、３、６、８、１０、１６、１８、２２、２３、２４、２６、

２７、２９、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４、３５）。图１为神木样区的

坡度信息指标犿的计算结果图。限于篇幅，其余

样区相应的指标犿的结果图略去。

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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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图１可以发现，本文定义的指标犿 随分

辨率的变化呈现有规律的变化，分辨率数值越大，

指标犿 越小。研究发现，在各个样区中，所有２０

个试验样区的犿都可以写成犿＝狊ｌｎ（狉）＋犽的形

式。由于数据过多，在此只列出与坡度指标犿 相

关的回归方程的相关系数以及狊值和犽值的范围

等（见表１）。

表１　各个样区２０个试验样区坡度指标犿关于分辨率回归方程的统计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ｌｏｐｅＩｎｄｅｘｅｓ犿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Ｓａｍｐｌ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ｓｏｆＥｖｅｒｙＳａｍｐｌｅＡｒｅａｓ

样区名称 狊值范围 犽值范围 相关系数范围 犉检验统计值范围

神木 －０．５５２～－０．３５５ １．５４１～２．５７２ ０．９２９～０．９８６ ０．００２～０．００５

绥德 －０．４７９～－０．２９４ １．２４０～２．０２６ ０．８６４～０．９５７ ０．００４～０．００７

延川 －０．３７４～－０．２８９ １．２４４～１．６１５ ０．８９１～０．９３９ ０．００３～０．００５

富县 －０．５４７～－０．３４７ １．４５７～２．４７８ ０．９０２～０．９７６ ０．００３～０．００６

宜君 －０．６１１～－０．４０６ １．９２０～３．０９４ ０．９４３～０．９９７ ０．０００～０．００５

图１　神木样区中２０个试验样区坡度指标犿与

分辨率的关系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ｌｏｐｅＩｎｄｅｘ

犿ｉｎ２０Ｓａｍｐｌ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ｏｆＳｈｅｎｍｕ

ＳａｍｐｌｅＡｒｅａ

　　表１中，公式通过了显著性水平０．０５的犉

检验。通过回归分析得到函数关系犳
－１，结果如

表２所示 。表２中，犚表示回归方程所得的数据

与对应的原始数据的相关系数。同理，对坡向可

进行类似分析。

表２　各个样区的试验样区中根据坡度指标犿求适

宜分辨率的计算公式表

Ｔａｂ．２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ＳｌｏｐｅＩｎｄｅｘｅｓ犿ｉｎＥｖｅｒｙ

ＳａｍｐｌｅＡｒｅａｓ

样区名称 计算公式／ｍ 犚
犉检验

统计值

神木 ｅｘｐ（－２．１４４９犿＋４．６３１６） ０．８０５ ０．０１５

绥德 ｅｘｐ（－２．６６４１犿＋４．１８６８） ０．８７７ ０．００６

延川 ｅｘｐ（－２．９５６７犿＋４．２６８３） ０．８９７ ０．００４

富县 ｅｘｐ（－２．３４９９犿＋４．２７７１） ０．８２４ ０．０１１

宜君 ｅｘｐ（－１．９２６５犿＋５．１５１３） ０．６３６ ０．０４４

３．２　坡度、坡向指标犿与分辨率的关系研究

对各个样区中的１６个随机检验样区进行研

究，获得函数关系犳
－１，对应的回归方程的相关系

数范围分别为：神木（０．８８５～０．９７２）、绥德（０．８７１

～０．９８７）、延川（０．８７９～０．９５８）、富县（０．８９４～

０．９５４）、宜君（０．９６７～０．９９６）。

根据实际数据，将检验样区的坡度指标犿 的

最大、最小值组成区间，分为９等分，犿 依次取等

分端点的数值，可以根据回归方程的反函数计算

检验样区犿所对应的分辨率，同时可以根据表２

的通用公式计算试验样区犿 所对应的可能分辨

率。图２为神木样区的计算结果。

图２　神木样区１６个检验样区由坡度指标犿

求分辨率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ｅｓ犿ｏｆ

ｔｈｅＳｌｏｐｅｉｎ１６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ｏｆＳｈｅｎｍｕＳａｍｐｌｅＡｒｅａ

通过分析发现，在各个样区的１６个检验样区

中，对应于相同的犿所需要的分辨率的数值大部

分围绕最可能的分辨率分布。为精确衡量通用公

式的准确性，在各个样区的１６个检验样区，对通

用公式计算得到的分辨率狉犮 与实际分辨率狉狉 进

行狋检验，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５。定义相同指标犿

时，狉犮与狉狉的相对误差为犲狉，结果见表３。

通过表３中的犘 统计值、犉 统计值可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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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分辨率狉犮与狉狉 的差别不显著，因此可以认为

关于指标犿 的通用公式在５个样区通过了狋检

验，可以使用。对坡向指标犿可以采用类似的分

析方法。

表３　坡度指标犿在５个样区的１６个检验样区

的狉犮 与狉狉 的狋检验结果与犲狉 数值表

Ｔａｂ．３　犲
狉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狋ｔｅｓ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狉犮ａｎｄ狉狉ｏｆＩｎｄｅｘｅｓ犿ｉｎ１６Ｓａｍｐｌ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ｓ

ｏｆ５ＳａｍｐｌｅＡｒｅａｓ

样区名称 犘统计值 犉统计值范围 犲狉平均值／％

富县 ０．０００ ０．５８８～０．９７９ ９．３７

神木 ０．０００ ０．１７４～０．９９５ ２８．５４

绥德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９７０ ２３．７７

延川 ０．０００ ０．５７７～０．９８８ ９．５６

宜君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３～０．９８８ ２４．０２

３．３　通用公式的应用

在陕西省延安市延河流域进行了选取ＤＥＭ

适宜分辨率的工作，工作区域面积为１９．４５ｋｍ２。

由于在地理空间上距离延川样区相对最近，并且

同属于黄土梁峁状丘陵沟壑区，因此采用表２中

延川样区有关由指标犿求算适宜分辨率的公式，

并且根据估算，指标犿依次取０．１、０．２、０．３、０．４、

０．５、０．６时 得到的分辨率狉０ 分别为 ５３．１２、

３９．５３、２９．４１、２１．８８、１６．２８、１２．１１。

为便于后续研究，分别利用分辨率为５ｍ整

数倍的接近狉０ 分辨率的ＤＥＭ（５０ｍ、３５ｍ、２５ｍ、

２０ｍ、１５ｍ、１０ｍ）测算其对应的指标犿 分别为

０．１１、０．２３、０．３４、０．４１、０．５０、０．６３。随后进行延

安工作区结果数据与通用公式对应数据的狋双样

本异方差假设均值检验，显著性水平均为０．０５，检

验结果（狋统计值）为－０．１９。

指标犿通过了狋检验，也即延安工作区域计算

所得的指标犿与工作前设定的指标犿差异不明

显，选用的分辨率可以满足指标犿的精度要求。

对坡向指标犿可进行类似分析，工作区域同

前。由于篇幅限制，其过程略。分析结果也表明，

坡向指标犿通过了狋检验，即选用的分辨率可以

满足指标犿的精度要求。根据本公式，可以避免

在选取分辨率时的主观性和盲目性。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信息论中互信息的概念提出了坡度

和坡向的指标犿。大量统计研究发现，在黄土高

原，虽然地形变化比较复杂，但是在本区域从

ＤＥＭ提取的坡度和坡向的指标犿与分辨率具有

很好的函数关系。研究结果可为实际工作中选定

分辨率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对于在保证坡度和坡

向精度的条件下节约成本、减小数据量具有意义。

对于指标犿的实际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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