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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条件模拟的犇犈犕误差曲面实现研究

陈传法１　岳天祥１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大屯路甲１１号，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为了克服ＤＥＭ全局误差指标描述ＤＥＭ精度的缺陷，基于条件模拟（ＣＳ）实现了ＤＥＭ误差曲面的构

建。构建了甘肃省董志塬某测区ＤＥＭ 误差曲面，并与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ＯＫ）插值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

ＯＫ具有明显的平滑效应，而ＣＳ能准确反映ＤＥＭ误差的空间波动性。ＤＥＭ 误差对坡度精度的影响分析表

明，相比地形复杂的区域，ＤＥＭ误差严重影响平坦区域的坡度精度；对测区水土流失等级划分结果的分析表

明，约有７０．２％的网格点的等级划分受ＤＥＭ误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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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是对地球表面的模拟

和模型化的表达，是ＧＩＳ地理数据库中重要的空

间信息资料和赖以进行地形分析的基础数

据［１，２］。ＤＥＭ误差是ＤＥＭ 产品的固有属性，其

主要包括采样误差、地形表达误差和插值误

差［３５］，这些误差严重影响其派生产品的精度［６，７］。

常用的衡量 ＤＥＭ 精度的指标为中误差

（ＲＭＳＥ），但ＲＭＳＥ只能从整体意义上描述模拟

值与真实值的偏离程度，无法描述误差的空间可

变性和相关性［８，９］。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方法能够实现

误差的空间可变性，借助空间点的随机交换实现

误差空间的相关性，但是它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

误差空间的相关问题［１０，１１］。以ＤＥＭ 检核点处的

误差为基础数据，借助已有的插值技术（如Ｋｒｉｇ

ｉｎｇ），可实现误差的空间可变性和相关性，但是它

无法实现未知点误差的波动性［１２１４］。条件模拟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Ｓ）以实测点处的模拟

值等于实测值，模拟结果的变异函数与原始数据

一致为条件，利用不同层次模拟结果之间合理的

局部波动实现模拟属性的空间可变性和空间相关

性 ［１５，１６］，非常适合误差曲面的模拟。本文以甘肃

省董志塬某测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 ＣＳ构建

ＤＥＭ误差曲面，并分析ＤＥＭ误差对其派生产品

精度的影响。

１　试验流程

１．１　变异函数的确定

在野外进行测量时，近距离的参数测量值之

间相似的可能性比远距离测量值之间的高，即变

量具有空间相关性，其中，变异函数可用来描述这

种相关关系。通过计算高精度检核点处的模拟误

差，并对这些检核点以距离和方向的分类形成组

群来拟合变异函数［１７］，其计算公式为：

γ（犺）＝
１

２狀∑
狀

犻＝１

［狕（狓犻）－狕（狓犻＋犺）］
２ （１）

式中，γ（犺）代表所有间隔犺的检核点对的平均变

异程度；狀是以方向分类的检核点数目；狕代表检

核点处的ＤＥＭ误差。

１．２　犆犛模拟

ＣＳ模拟利用确定的变异函数构建犖 次误差

曲面实现，进行ＣＳ模拟需要的数据为检核点处

的模拟误差、变异函数模型和实现次数犖。本文

取犖＝５０。犖 次误差实现与原始ＤＥＭ相加计算

出犖 次ＤＥＭ作为数据分析的基础。

１．３　与犗犓精度比较

ＯＫ可直接对已知点插值来构建误差曲面。

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两方面来评估 ＣＳ和 Ｏ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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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误差曲面的反映：① 统计误差曲面的特征

值，如均值、方差、变程（最大值减去最小值）以及

中值；② 将已知点分成两组（９０％的模拟点和

１０％的检核点），基于模拟点构建误差曲面，检核

点分析误差曲面的中误差。

１．４　犇犈犕误差对地形参数的影响

由于本文最终要分析ＤＥＭ 误差对水土流失

等级划分的影响，而水土流失等级与坡度相关，因

此，本文主要计算和分析ＤＥＭ 误差对坡度精度

的影响。

１．５　水土流失等级划分误差分析

为了分析ＤＥＭ误差对水土流失等级划分的

影响，本文提出两种误差分析模型，即概率模型和

模糊度模型。概率模型为计算每个网格点犖 次

实现中大于阈值（１０°）的概率犘犻：

犘犻＝∑
犖

犼＝１

犽犻犼／犖　（犻＝１，…，犕） （２）

式中，当第犻网格点第犼次模拟值大于阈值时，犽犻犼

＝１，否则犽犻犼＝０；犕 为模拟区域网格点的数目。

由概率模型公式可见，当犘＝１或犘＝０时，该网

格点等级完全确定，而当犘＝０．５时，该网格点等

级最难确定。

为了进一步统计所有等级不确定的网格点，

即犘∈（０，１），本文提出如下模糊度模型：

犳犻＝

１，ｍｉｎ（ｓｌｏｐｅ犻，犼）＞１０°（犼＝１，…，犖）

０，ｍａｘ（ｓｌｏｐｅ犻，犼）＞１０°（犼＝１，…，犖）

０．５，

烅

烄

烆 其他情况

（３）

当第犻网格点犖 次坡度值均大于阈值时，认为该

点的水土流失等级划分为中强侵蚀区域，亟需治

理；当第犻网格点犖 次坡度值均小于阈值时，认

为该点的水土流失等级划分为弱侵蚀区域，可以

缓期治理；其他的情况为不确定区域，需要对这些

网格点对应的区域实地考察或者增加采样点，提

高其模拟精度。

２　模拟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试验资料

本文试验区位于甘肃省董志塬，测区面积为

６．４４ｋｍ２，测区高程最小值为１０２８ｍ，最大值为

１２９９ｍ，平均值为１１４７ｍ，标准差为７０．６ｍ。

试验数据来源于一幅等高距为５ｍ 的１∶５０００

地形图。对地形图扫描并矢量化后，每隔等高距

２５ｍ保留一根等高线，将其作为已知数据。基于

ＨＡＳＭ
［１８］构建了分辨率为１０ｍ的ＤＥＭ，网格点

数为２８３×２３２。从未参加计算的等高线中随机

选择７５０个点，其中９０％用于构建误差曲面，

１０％用于检验误差曲面精度。

２．２　模拟结果与分析

２．２．１　变异函数的确定

基于已知的６２５个点拟合的变异函数模型结

果如图１所示。其中，模型拟合结果的相关系数

犚２＝０．９７，表明模型的拟合精度较高；模型类型

为球面模型；块金值为０．００１；基台值为１．３０８；变

程为４０２ｍ。分析以上参数表明，由于ＤＥＭ误差

表现出一定的基台值，因此反映了ＤＥＭ 误差在

研究区内具有平稳性；其块金值与基台值的比例

为０．０８％，表明在４０２ｍ范围内，ＤＥＭ 误差具有

强烈的空间相关性。因此，利用已知的ＤＥＭ 误

差预估未知点误差是合理的。

图１　ＤＥＭ误差变异函数模型拟合图

Ｆｉｇ．１　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ＭｏｄｅｌＦｉｔｔｉｎｇｏｆＤＥＭＥｒｒｏｒｓ

２．２．２　ＣＳ和ＯＫ精度比较

本文试验基于ＣＳ共模拟了５０组误差曲面，

随机选取５组，将其与ＯＫ精度进行比较，其结果

见表１。

表１　犇犈犕误差曲面实测值、犆犛模拟值与犗犓

插值统计特征值比较

Ｔａｂ．１　ＤＥＭＥｒｒｏ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ｍｏｎｇＣｈｅｃｋ

Ｐｏｉｎｔ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ＳａｎｄＯＫ

数据

来源
均值／ｍ 方差／ｍ２ 变程／ｍ 中值／ｍ 中误差／ｍ

实测 －２０．８０ １８３２．７８ １７３．５６ －２１．０４ －

ＯＫ －１７．４３ ８４．１３ ２２．８７ －２２ ４２．６６

犆１ －２２．７２ ２１７７．９ １７６．４３ －２８．３６ ７７．８１

犆２ －２３．６４ ２１０６．６７ １７６．６２ －２９．４３ ５８．１９

犆３ －２７．７４ ２０９５．３３ １７６．７２ －３３．４３ ５５．７３

犆４ －２６．６２ １９６４．０９ １７５．８２ －３１．２７ ４６．３９

犆５ －１７．９４ ２０２３．４８ １７６．３２ －１８．２６ ７３．８０

　　 由表 １ 可见，ＯＫ 构建的误差曲面变程

（２２．８７ｍ）远小于试验数据的变程（１７３．５６ｍ）；

而ＣＳ的变程大于试验数据的变程，但相差非常

小，表明ＣＳ模拟的结果更加合理；三者的均值、

中值都相差较小；ＯＫ的方差（８４．１３ｍ２）远小于

实测数据的方差（１８３２．７８ｍ２），而ＣＳ模拟的结

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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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却与试验方差接近；在实测点上，ＣＳ的中误差

小于或者接近１．７３倍的ＯＫ估计中误差（理论上

已经证明ＣＳ模拟方差是 ＯＫ方差的２倍）。以

上结果表明，ＯＫ具有明显的平滑效应，而ＣＳ模

拟的结果更能反映ＤＥＭ误差的空间波动性。

２．２．３　ＤＥＭ误差对坡度精度的影响

为了反映ＣＳ模拟的ＤＥＭ误差对坡度精度的

影响，本文提供了平均坡度图（即犖 次ＤＥＭ实现

计算的坡度平均值，见图２）、坡度误差图（即原始

ＤＥＭ提取的坡度减去犖次实现的平均坡度，见图

３）、坡度变程图（即犖次实现坡度最大值减去最小

值，见图４）。比较图２和图３可见，在平坦区域，坡

度误差较复杂区域相对较大。由图４可见，由于坡

度计算需要３×３窗口，导致采样点处的坡度误差

不为０，即采样点处的坡度仍有变程，因此，必须提

高网格点的密度和精度来提高坡度的精度。

图２　平均坡度图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ｎＳｌｏｐｅ
　　　　　　

图３　平均坡度误差图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ｎＳｌｏｐｅＥｒｒｏｒ
　　　　　　

图４　坡度变程图

Ｆｉｇ．４　ＳｌｏｐｅＲａｎｇｅ

２．２．４　水土流失等级划分误差分析

水土流失等级划分主要由坡度控制。本文规

定网格点坡度大于１０°为中强侵蚀区，而小于１０°

为弱侵蚀区。当ＤＥＭ 没有误差时，每个网格点

的坡度是一定的，因此水土流失等级是确定的。

但由于受ＤＥＭ误差的影响，导致坡度存在误差，

因此，网格点水土流失的等级划分受影响。根据

式（２）和式（３）计算每个网格点的概率值（见图５）

和模糊度（见图６）。比较图２和图５可见，在坡

度较大的区域，网格点的等级没有受影响。由图

６可见，大多数区域水土流失的等级划分均受

ＤＥＭ误差的影响。计算表明，约有７０．２％的网

格点受ＤＥＭ误差的影响，水土流失等级无法确

定。

图５　水土流失等级

划分概率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ｏｉｌ

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ＬｏｓｓＬｅｖｅ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图６　水土流失等级

划分模糊度

Ｆｉｇ．６　Ｆｕｚｚｙ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ＬｏｓｓＬｅｖｅ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３　结　语

由于数据获取仪器、插值技术的不完善以及

ＤＥＭ表达方式的缺陷，ＤＥＭ 不可避免地含有误

差，且 ＤＥＭ 误差严重影响派生产品的精度。

ＤＥＭ全局精度指标（如中误差）尽管容易计算，易

于理解，但其无法反映ＤＥＭ 误差的空间性和相

关性。为了克服全局误差指标的缺陷，基于ＣＳ

实现了ＤＥＭ误差曲面构建。对甘肃省董志塬某

测区的ＤＥＭ 误差曲面进行了模拟，并将其模拟

结果与 ＯＫ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ＯＫ具有明

显的平滑效应，ＣＳ模拟的结果更能反映ＤＥＭ 误

差的空间波动性；相比复杂的区域，ＤＥＭ 误差严

重影响平坦区域坡度的精度。对测区水土流失等

级划分的分析表明，约有７０．２％的网格点的等级

划分受 ＤＥＭ 误差的影响。ＣＳ的使用实现了

ＤＥＭ误差在空间上的可变性、相关性和合理的波

动性，基于此模型，ＤＥＭ 用户可分析误差对最终

决策制定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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