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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相邻地形单元正法向量的夹角作为判断准则，提出了地形复杂因子的概念，用来量化描述ＤＥＭ地

形复杂度，并推导出栅格ＤＥＭ和不规则三角网ＤＥＭ地形复杂因子的计算公式。利用高斯合成曲面模拟不

同的栅格ＤＥＭ地形，研究地形复杂因子犈犆犉与平均高程珔犺对ＤＥＭ地形描述精度 ＲＭＳＥ犈狋的影响。利用线性

回归方法对模拟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栅格ＤＥＭ地形描述精度ＲＭＳＥ犈狋与地形复杂因子犈犆犉和平均高程珔犺

之间的线性关系。该结果可以根据地形复杂程度推算ＤＥＭ地形描述精度，而且可为ＤＥＭ 生产和误差研究

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地形复杂因子；高斯合成曲面；ＤＥＭ描述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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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高程模型是ＧＩＳ空间数据库中最为重

要的空间信息资料之一，是ＧＩＳ中三维空间数据

处理和地形分析的核心数据［１］。ＤＥＭ 的精度综

合了建模过程中的各种误差，其影响因素主要包

括［１］地形表面的特性、ＤＥＭ 原始数据的属性和

ＤＥＭ建模方法。

目前，许多学者对地形复杂度和ＤＥＭ 精度

进行了研究，如基于地形描述误差揭示ＤＥＭ 误

差与空间分辨率和平均剖面曲率的关系［２］；文献

［３］对其公式进行了修正，并研究了ＤＥＭ 描述误

差对空间分辨率和坡度的关系；文献［４］研究了地

形复杂度与坡度坡向的关系；文献［５］采用曲面矢

量合成方法研究了ＤＥＭ 坡度、坡向的有效尺度

范围；文献［６］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了

ＤＥＭ高程误差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地形复杂度

量化表达方面，文献［７］提出基于栅格ＤＥＭ 的地

形复杂度指数的概念与计算方法；文献［８］应用分

形几何学方法提出了一种描述ＤＥＭ 地形复杂度

的分形分析方法。在ＤＥＭ精度方面，文献［９］以

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为实验样区，研究了不

同空间尺度下ＤＥＭ 地形描述误差的数学转换模

型；文献［１０］选择陕西省南北剖面的６个典型黄

土地貌样区为实验区，探讨了典型黄土地貌类型

区的地形复杂度分形与空间分异特征；文献［１１］

利用重构等高线提出了一种评估数字高程模型精

度的模型；文献［１２］研究了三角网（ＴＩＮ）ＤＥＭ 的

节点误差的ＤＥＭ平均精度评定问题。国外学者

对ＤＥＭ及各种地形因子等也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如采用土壤景观干涉模型研究ＤＥＭ 空间分

辨率和基于数字土地调查的邻域大小对实际地表

属性的影响［１３］；利用栅格ＤＥＭ 模型研究河流长

度的误差问题［１４］；ＤＥＭ 精度依赖性随地形位置

的变化情况［１５］等。

虽然大量学者在ＤＥＭ精度和相关地形分析

方面作了大量研究，但对于地形描述误差的研究

却相对较少。地形描述误差与ＤＥＭ 空间分辨率

有关，因此，研究地形复杂度对ＤＥＭ 的地形描述

误差有重要意义，而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描述指

标。本文针对地形复杂度与ＤＥＭ 描述精度的关

系开展了研究，提出了地形复杂因子量化来表达

地形复杂度。这对根据实际复杂的地形特征制定

ＤＥＭ的描述精度标准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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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地形复杂因子

ＤＥＭ 精度是指ＤＥＭ 对真实地面描述的准

确程度。许多文献对ＤＥＭ描述精度进行了大量

的理论研究，其理论体系已比较成熟，因此本文将

重点引入地形复杂因子来量化表达实际地形的复

杂度。目前对描述地形复杂度的指标并不一致，

这里给出一种量化指标即地形复杂因子，通过栅

格或三角形所构成的正法向量与相邻正法向量的

空间夹角来描述周围地形的复杂程度。

　　对具有地形起伏的ＤＥＭ，其单个栅格或三角

形可视为一块相对一致的地形单元，对于这一块

地形单元，在其与相邻地形单元交界处，地面形态

发生了变化。在相邻地形单元交界处，存在一个

相邻地形单元的夹角，即两个栅格或两个三角形

的夹角α，图１中，犃、犅为ＤＥＭ 的两个地形基本

单元，可以为栅格或不规则三角形，珔犪＝（犪１，犪２，

犪３），珔犫＝（犫１，犫２，犫３）分别为犃、犅的单位正法向量，

α为珔犪、珔犫的夹角。当α＝０时，相邻地形单元地表

形态没有变化；当０°＜α＜１８０°时，随着α的增大，

可以看出相邻地形单元的地表形态变化越来越

大。显然，相邻地形单元的正法向量的夹角可以

用来描述地表形态的变化。

由于α本身为角度，具有角度单位，为了统一

量纲，便于计算和分析，这里引入相邻地形单元复

杂因子ｃｆ来替代α进行量化分析，其公式如下：

ｃｆα ＝ｅ
１－ｃｏｓα

＝ｅ
１－（犪１犫１＋犪２犫２＋犪３犫３

） （１）

　　引入ｃｆ的目的是，首先式（１）在０°≤α＜１８０°

区间内为单调递增函数，与α变化方向一致，可完

全描述相邻地形单元地表形态的变化；其次，其值

总是大于０，可以直观量化地表达相邻地形单元

的地表形态变化的大小。

图１　地表形态变化的向量夹角

Ｆｉｇ．１　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ｗｏ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ＴｅｒｒａｉｎＵｎｉｔｓ

１．１　栅格犇犈犕的地形复杂因子的描述

根据栅格ＤＥＭ的特点，除去边界栅格，每个

栅格都与周围４个栅格相邻，可以通过计算该栅

格的正法向量与周围４个栅格正法向量的相邻地

形单元复杂因子的平均值为该栅格的地形复杂值

ＣＦ。对于相邻栅格单元，由于共用两个栅格点，

为了模拟实际地形，引入整体最小二乘平差法，得

到相邻栅格单元的拟合平面。图２中，犃、犅、犆、

犇、犈分别代表栅格单元，其中犃 为中心栅格单

元；珔犪、珔犫、珋犮、珚犱、珋犲分别为其拟合得到的平面的单位

正法向量；α、β、γ、δ分别为珔犪与珔犫、珋犮、珚犱、珋犲的夹角。

对非边界栅格犃，其地形复杂值可计算为：

ＣＦ＝ （ｃｆα＋ｃｆβ＋ｃｆγ＋ｃｆδ）／４ （２）

　　对于边界情况，其可位于上下左右边界。假

定其对应的相邻地形单元复杂因子值为０，该栅

格的地形复杂值可计算为其余非零相邻地形复杂

单元因子的均值。在犿×狀的栅格ＤＥＭ中，对每

一个栅格计算其地形复杂值，即可得到地形复杂

值ＣＦ（犻，犼），其中犻＝１，…，犿；犼＝１，…，狀。

图２　栅格ＤＥＭ 中栅格犃的地形复杂值

Ｆｉｇ．２　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ｏｆＧｒｉｄ犃

ｉｎａＧｒｉｄＤＥＭ

然而，对于每个地形复杂值ＣＦ（犻，犼），反映的只

是局部ＤＥＭ的地形复杂程度，对于全局ＤＥＭ的

地形复杂水平，采用地形复杂因子犈ＣＦ进行度量，

计算公式为：

犈ＣＦ ＝
∑
犿

犻＝１
∑
狀

犼＝１

ＣＦ（犻，犼）

犿狀
（３）

　　从式（３）可以看出，犈ＣＦ可以描述整个 ＤＥＭ

地形变化的复杂程度，其值越大，ＤＥＭ 内部地形

变化越大。因此可以采用地形复杂因子犈ＣＦ来描

述栅格ＤＥＭ地形表面的地形复杂程度。

１．２　不规则三角网的地形复杂因子描述

对于不规则三角网构成的ＤＥＭ，也可通过每

个三角形的正法向量与相邻三角形的正法向量的

空间夹角计算出地形单元复杂因子，并作为该三

角形的地形单元复杂因子值ｃｆ。如图３中，对于

非边界△犛，△犛１、△犛２、△犛３与其相邻，珔犪、珔犫、珋犮、珚犱

分别为其单位正法向量，α、β、γ分别为珔犪与珔犫、珋犮、珚犱

５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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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夹角，△犛的地形复杂值可计算为：

ＣＦ＝ （ｃｆα＋ｃｆβ＋ｃｆγ）／３ （４）

图３　不规则三角网ＤＥＭ中△Ｓ的地形复杂值

Ｆｉｇ．３　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ｏｆ△犛ｉｎａＴＩＮＤＥＭ

　　如果△犛处于边界，则假定其相应边邻接的

相邻地形复杂因子的值为０，该三角形地形复杂

值为其余非零相邻地形复杂因子的均值。假设不

规则三角网ＤＥＭ中有犖 个不规则三角形，则该

ＤＥＭ地形复杂因子犈ＣＦ的计算公式如下：

犈ＣＦ ＝∑
犖

犻＝１

ＣＦ（犻）／犖 （５）

２　模拟分析

地形复杂因子可量化表达整个ＤＥＭ 的地形

复杂程度，本实验将重点研究地形复杂因子和

ＤＥＭ 地形描述精度的关系，并探讨其潜在规律。

首先利用实际ＬｉＤＡＲ数据建立ＤＥＭ地形，并计

算地形复杂因子犈ＣＦ以量化表达实际地形复杂

度。由于实际地形不规则，缺乏各种统计先验信

息，因此，实验采用模拟方法模拟实际不同地形的

ＤＥＭ模型。

２．１　基于犔犻犇犃犚数据的地形复杂因子的计算

实验采用ＬｉＤＡＲ数据来研究地形复杂因子

犈ＣＦ。数据采于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０日，范围为山东省

烟台市沿海地区。选取ＬｉＤＡＲ数据区域中４０００

个数据点（如图４所示），该数据高程值为２６～２９

ｍ，可近似为平原。采用二次曲面拟合的方法建

立栅格ＤＥＭ模型，并利用式（３）计算地形复杂因

子犈ＣＦ。其结果分别为 犡ｍｉｎ＝５９７２３３．４１０ｍ，

犡ｍａｘ＝５９７４００．１９０ｍ，犢ｍｉｎ＝２４４３７５．０００ｍ，

犢ｍａｘ＝２４４４３５．１３０ｍ，犣ｍｉｎ＝２６．０００ｍ，犣ｍａｘ＝

２８．９６０ｍ，ＤＥＭ空间分辨率为１ｍ，地形复杂因

子犈ＣＦ＝１．０１５９。

　　实验发现，本文提出的地形复杂因子犈ＣＦ对

于实际的ＤＥＭ 数据有效，可以以数值的形式量

化表达实际地形的复杂度。但考虑到实际地形表

面不规则，且缺乏各种先验信息，不利于进行各种

图４　实验区ＬｉＤＡＲ数据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ＬｉＤＡＲＤａｔａｉ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地形复杂影响因素控制及地形统计分析，因此，本

文采用高斯合成曲面来模拟实际地形，以更好地

研究地形复杂因子与地形描述精度的关系。

２．２　地形复杂度与地形描述精度的关系

２．２．１　实验构想

目前，ＤＥＭ有两种普遍的形式，即栅格ＤＥＭ

和不规则三角网ＤＥＭ。实际地形表面不规则，导

致很难用简单的数学曲面来反映地形的变化特

征。虽然理论上可采用高次多项式逼近任一复杂

曲面［１６］，但高次多项式容易产生振荡、计算误差

大及解不稳定等弊端。考虑到以上各种限制条

件，本文通过高斯合成曲面来模拟实际栅格

ＤＥＭ，研究地形复杂因子与地形描述精度的关

系。高斯合成曲面公式如下［１７］：

狕＝犳（狓，狔）＝犃× １－（
狓
犿
）［ ］２ ×ｅ－（

狓
犿
）２－（１＋

狔
狀
）２

－

犅× ０．２×（
狓
犿
）－（

狓
犿
）３－（

狔
狀
）［ ］５ ×ｅ－（

狓
犿
）２－（

狔
狀
）２

－

犆×ｅ
－（１＋

狓
犿
）２－（

狔
狀
）２

（６）

式中，犃、犅、犆为地形起伏参数；犿、狀为区域控制

参数。通过改变形状控制参数犃、犅、犆，可以模拟

不同地貌类型的地形ＤＥＭ。

在采用高斯合成曲面函数时，为了使产生的

ＤＥＭ更加符合实际地形，对产生的犣值添加一

定数量的随机误差。设定不同的分辨率，按照地

形复杂程度的不同，生成不同复杂程度的ＤＥＭ。

本文采用地形复杂因子来量化地描述ＤＥＭ 地形

复杂度。

按照文献［２］定义的ＤＥＭ 地形描述精度，栅

格中心点高程与该栅格４个角点高程的平均高程

之差则为该栅格的地形描述误差。如图５所示，

假设栅格点采样误差为零，则该栅格的地形描述

误差为：

犈狋＝犎犗－犎犗
′ ＝

犎犗－（犎犃＋犎犅＋犎犆＋犎犇）／４ （７）

式中，犎犃、犎犅、犎犆、犎犇是栅格点犃、犅、犆、犇 各点

的高程值；犎′犗 为犃、犅、犆、犇点的平均高程。

６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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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栅格ＤＥＭ描述精度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ＧｒｉｄＤＥＭ

Ｔｅｒｒａｉ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对于犿×狀大小的栅格ＤＥＭ，其ＤＥＭ 地形

描述精度为：

ＲＭＳＥ犈狋 ＝
∑
犿－１

犻＝１
∑
狀－１

犼＝１

（犈狋（犻，犼）－犈（犈狋））
２

（犿－１）（狀－１）－槡 １
（８）

２．２．２　具体实验设计

根据式（６），设狓∈［－５００，５００］，狔∈［－５００，

５００］，犿＝５００，狀＝５００，分别赋予式（６）中参数犃、

犅、犆不同的值，珔犺为平均高程，生成不同复杂度的

ＤＥＭ模拟地形（如图６所示）。图６（ａ）的曲面形

态最简单，地形起伏最小，高程范围为－３～４ｍ，曲

面比较平坦，可视为平原；图６（ｂ）、图６（ｃ）的地形

起伏相对图６（ａ）略高，为中等复杂曲面，曲面起伏

也相对平缓，可视为丘陵；图６（ｄ）、图６（ｅ）、图６（ｆ）

的曲面形态较为复杂，其中以图６（ｆ）为甚，高程范

围在－６００～６００ｍ，可视为山地。参数表明，从图

６（ａ）至图６（ｆ），曲面形态由简单到复杂。

在图６中，在每个ＤＥＭ地形表面上，按照整

体最小二乘原则，利用４个栅格点的空间坐标

（狓犻，狔犻，狕犻）（犻＝１，２，３，４）拟合得到该栅格的最佳

图６　高斯合成曲面模拟ＤＥＭ地形表面（ＤＥＭ分辨率：１０ｍ）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ＥＭ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ｗｉｔｈＧａｕｓｓ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Ｍ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０ｍ）

平面，并得到该平面的单位正法向量。

此外，在每个ＤＥＭ地形表面上，对每个栅格

（犻，犼），按照式（２）计算出该栅格的地形复杂值，并

利用式（３）统计分析得出该ＤＥＭ 地形表面的地

形复杂因子。同时，设计３×３的分析窗口，按照

式（７），在ＤＥＭ 地形表面计算栅格的ＤＥＭ 描述

误差值，并利用式（８）统计分析得到该ＤＥＭ 表面

的地形描述精度。

设定不同的分辨率，分别设定为５ｍ、１０ｍ、

２０ｍ、２５ｍ、５０ｍ、１００ｍ，重复前面的描述，得到

不同分辨率下的地形复杂因子和ＤＥＭ 地形描述

精度的值。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空间分辨率与地形复杂因子犈ＣＦ的关系

从表１可以看出，对于相同的空间分辨率，随

着ＤＥＭ地形复杂程度的增大，犈ＣＦ也增大。而相

同的ＤＥＭ地形环境下，随着空间分辨率的增大，

犈ＣＦ的值小，空间分辨率越高，实际地形越复杂，

犈ＣＦ越大；空间分辨率越低，实际地形表面越简单，

犈ＣＦ越小。此外，§２．１中利用ＬｉＤＡＲ建立的分

辨率为１ｍ的ＤＥＭ，地形为平原，计算地形复杂

因子为１．０１５９，大于模拟平原地形图６（ａ）中分

辨率为５ｍ的ＤＥＭ的地形复杂因子值０．９９５４，

其在逻辑上与前面的结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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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空间分辨率及ＤＥＭ模拟地形

下的地形复杂因子犈ＣＦ

Ｔａｂ．１　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犈ＣＦ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ＥＭＴｅｒｒａｉｎｓ

分辨率

／ｍ

犈ＣＦ

图６（ａ） 图６（ｂ） 图６（ｃ） 图６（ｄ） 图６（ｅ） 图６（ｆ）

５ ０．９９５４０．９９６００．９９７１１．００３２１．００９３１．０５６８

１０ ０．９８１１０．９８２１０．９８４４０．９９５１０．９９９２１．０３４７

２０ ０．９６０１０．９６１５０．９６３９０．９７６４０．９７９０１．０２６７

２５ ０．９４９５０．９５１５０．９５４００．９６２８０．９６８９１．０１７９

５０ ０．８９７６０．８９８５０．９０２３０．９１１６０．９１７３０．９７４２

１００ ０．７９０１０．７９１００．７９３３０．７９４２０．８１６１０．９１００

　　从表２可以看出，对于相同的空间分辨率，随

着ＤＥＭ地形复杂程度的增大，地形描述精度越

低，ＲＭＳＥ犈狋越大；而相同地形环境下，随着空间

分辨率的增大，地形描述精度越高，ＲＭＳＥ犈狋越

小。实际地形越复杂，ＲＭＳＥ犈狋越大；实际地形越

简单，ＲＭＳＥ犈狋越小。

３．２　犇犈犕 地形复杂因子犈犆犉对地形描述精度

犚犕犛犈犈狋的影响分析

在不同的 ＤＥＭ 模拟地形下，分别利用表１

统计得到的数据对 ＤＥＭ 地形复杂因子犈ＣＦ和

ＤＥＭ地形描述精度ＲＭＳＥ犈狋进行回归拟合，得到

表２　不同空间分辨率及犇犈犕模拟地形下的地形描述精度犚犕犛犈犈
狋

Ｔａｂ．２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ＭＳＥ犈
狋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ＥＭＴｅｒｒａｉｎｓ

分辨率／ｍ
ＲＭＳＥ犈

狋

图６（ａ） 图６（ｂ） 图６（ｃ） 图６（ｄ） 图６（ｅ） 图６（ｆ）

５ ０．０００７８６７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３８３ ０．１４３７

１０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５１１ ０．１５３５ ０．５７５５

２０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７７０ ０．１５４１ ０．４２４４ ０．６１５２ ２．３０６１

２５ ０．０１９７ ０．１２０４ ０．２４０８ ０．６４４２ ０．９６１６ ３．６０４９

５０ ０．０７８８ ０．４８０１ ０．９６０１ １．６７６９ ３．８３６０ １４．３８４６

１００ ０．３０６９ １．８６５０ ３．７３００ ５．２７７２ １４．９２２７ ５５．９６６９

不同ＤＥＭ模拟地形下犈ＣＦ和ＲＭＳＥ犈狋的关系（见

表３）。

表３　不同犇犈犕模拟地形下犈犆犉与

犚犕犛犈犈
狋
直线回归系数

Ｔａｂ．３　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犈ＣＦａｎｄ

ＲＭＳＥ犈
狋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ＭＴｅｒｒａｉｎｓ

β０ β１ 相关系数γ

图６（ａ） １．４７８５ －１．５１４５ －０．９７４２

图６（ｂ） ９．０８０６ －０．９０３１ －０．９７３８

图６（ｃ） １８．３１５７ －１８．７２４１ －０．９７６０

图６（ｄ） ２５．２９４２ －２５．４５９９ －０．９９２５

图６（ｅ） ７７．５９７９ －７８．２２０７ －０．９７３８

图６（ｆ） ４０３．５６４２ －３８９．４１６４ －０．９５１８

　　在表３中，对于图６中不同的地形，按照最小

二乘法原则进行线性回归，分别得到一组参数β０

和β１，即得到ＤＥＭ 地形描述精度对地形复杂因

子的线性回归关系式为：

ＲＭＳＥ犈狋 ＝β０＋β１×犈ＣＦ （９）

　　每组拟合数据具有很好的相关性，说明犈ＣＦ

对ＤＥＭ地形描述精度的影响显著。但是，对于

不同的ＤＥＭ模拟地形，可以发现β０ 和β１ 的值之

间并没有很明显的规律或者相关性。因此，很难

用统一的公式来描述地形复杂因子犈ＣＦ对 ＲＭ

ＳＥ犈狋的影响。

与此同时，观察β０、β１ 和ＤＥＭ模拟地形的平

均高程珔犺的拟合图（如图７、图８所示）可以发现，

β０、β１ 和珔犺之间呈现很好的线性关系。因此，可以

利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来分别拟合珔犺和β０、β１ 的关

系，得到如下关系式：

β０ ＝－８．０１２５＋２．０２４６
珔犺，狉＝０．９９５９

（１０）

β１ ＝７．１３６３－１．９２４７
珔犺，狉＝０．９９５０（１１）

将式（１１）、式（１２）代入式（１０），得到犈犈狋和
珔犺的拟

合关系式为：

ＲＭＳＥ犈狋 ＝ （７．１３６３－１．９２４７
珔犺）×犈ＣＦ＋

２．０２４６珔犺－８．０１２５ （１２）

可以看出，ＲＭＳＥ犈狋不是单纯地含有地形复杂因

子犈ＣＦ的影响，还有珔犺的作用；可以根据设定的

ＤＥＭ 平均高程和 ＤＥＭ 地形复杂因子来估算

ＤＥＭ的地形描述精度，进而来评价ＤＥＭ质量。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相邻地形单元正法向量夹角的思

想，给出了一种地形复杂因子来描述ＤＥＭ 的地

形复杂度，并分别给出了栅格 ＤＥＭ 和不规则

ＤＥＭ地形复杂因子的计算公式。为了探讨ＤＥＭ

地形复杂因子和平均高程对地形描述精度的影

响，利用高斯合成曲面对不同复杂程度的地形进

行了实验，得到以下结论。

１）ＤＥＭ地形复杂因子可全面地量化描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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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β０、β１ 与平均高程珔犺的拟合图

Ｆｉｇ．７　Ｆｉｔ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β０，β１ａｎ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Ｈｅｉｇｈｔ珔犺

际地形表面的复杂度。

２）ＤＥＭ 地形复杂因子受空间分辨率的影

响，随空间分辨率的增大而增大；而ＤＥＭ 地形描

述精度随空间分辨率的增大而减小。

在同一地形条件下，地形复杂因子对 ＤＥＭ

地形描述精度的影响是线性的；但在不同地形条

件下，不能用统一线性参数来描述其平均高程对

ＤＥＭ地形描述精度产生的影响。

地形复杂因子、平均高程和ＤＥＭ 地形描述

精度的统计关系可估算ＤＥＭ 地形描述精度，为

ＤＥＭ的应用及误差分析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理论

依据。但针对地形复杂程度与ＤＥＭ 精度的这种

关系，还需进一步讨论其适用范围以及如何应用

于数据生产中的质量控制，并深入探讨制定ＤＥＭ

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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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评价［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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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法对比分析［Ｊ］．现代测绘，２００５，２８（１）：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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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确定性理论、ＬｉＤＡＲ数据处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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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潮汐摄动对导航卫星自主定轨中的星座整体旋转误差的影响分析 　　（刘万科，等）

 航空重力测量数据的小波阈值滤波 （孙中苗，等）

 ＧＯＣＥ卫星重力梯度测量数据的预处理 （罗志才，等）

 利用αｔｏｒｒｅｎｔ粗集进行遥感影像分类 （潘　欣，等）

 利用马尔可夫链模拟及预测城市景观结构演化———以义乌市为例 （胡希军，等）

 特征嵌入式数字高程模型研究 （王　春，等）

 一种车型特征提取的新算法 （戴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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