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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改进非参数估计法的犇犈犕误差置信区间估计

陈传法１　卢秀山１

（１　山东科技大学测绘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５７９号，２６６５１０）

摘　要：为了降低误差母体分布的非正态性和较少采样数对ＤＥＭ 误差方差置信区间估计精度的影响，发展

了改进的非参数估计法（ＭＮＰＭ）。以机载激光扫描仪获取的６个不同区域的ＤＥＭ 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

交叉验证法分别获取了三组近似正态分布和三组非正态分布的ＤＥＭ误差数据，并将其作为试验母体。从母

体中随机采样，基于 ＭＮＰＭ获取方差置信度为９５％的置信区间，借助母体进行精度验证，并与ＮＰＭ结果比

较。结果分析表明，当采样数小于４０时，两种方法的模拟结果精度均受误差母体分布的影响，但 ＭＮＰＭ 受

影响的程度小于ＮＰＭ；相比误差母体正态分布，当误差母体非正态分布时，ＭＮＰＭ 的估计精度明显优于

ＮＰＭ；无论误差母体服从何种分布，采样总量为多少，ＭＮＰＭ的精度始终高于ＮＰＭ，但 ＭＮＰＭ较高的精度

是以较宽的置信区间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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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目前，对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精度的评估主

要借助于全局精度指标（如平均误差、中误差等）

和局部误差分布图实现［１３］。局部误差图相比全

局精度指标可充分反映ＤＥＭ每个网格点误差的

大小，相关学者提出了大量构建误差图的方法。

如当ＤＥＭ 误差和地形复杂度有很强的相关性

时，Ｃａｒｌｉｓｌｅ
［４］建议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当ＤＥＭ误

差点较多时，可直接利用线性插值法［５］；当误差点

之间相关性明显时，陈传法等［６］采用条件模拟法

实现了误差曲面模拟；为了反映ＤＥＭ 误差与地

形参数关系的局部非平稳性，Ｅｒｄｏｇａｎ
［７］提出了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误差曲面构建。但由于误差

曲面精度受检核点的密度、分布以及构建方法的

影响，使其难以保证准确性［８］。尽管全局精度指

标无法反映ＤＥＭ 误差的局部特性，但它便于理

解和容易操作的优点已成为众多ＤＥＭ 精度评估

者的首选［４］。ＤＥＭ 全局误差估计除了给出全局

精度指标外，还应给出其置信区间以及该区间包

含误差真值的置信度［９］。

置信区间估计主要借助参数法（即母体分布

已知）实现。如在参数点估计中，首先假定母体分

布为正态，然后基于传统的方法（如狋分布、卡方

分布）进行置信区间估计［１０］。但当母体分布非正

态时，传统的方法将引入非常大的误差［１１］。为

此，Ａｇｕｉｌａｒ等发展了一种非参数置信区间估计法

（ＮＰＭ）
［１２］。试验表明，ＮＰＭ 精度优于传统的方

法，但其精度仍受误差母体分布和采样数的影响。

为此，本文对其进行了改进，发展了改进的 ＮＰＭ

法（ＭＮＰＭ）。

１　模型、资料与方法

１．１　置信区间估计模型

设基于狀个相互独立的检核点计算的ＤＥＭ

误差为Δ犻（犻＝１，２，…，狀），则ＤＥＭ 误差分布的方

差σ
２
Δ＝∑

狀

犻＝１

Δ
２
犻／狀＝∑

狀

犻＝１

犫犻／狀＝珔犫，其中Δ犻为第犻个

高精度检核点与模拟值的差值。

参数估计中，待求参数θ可借助母体的样本

值狓令估计函数犵（狓，θ）＝０得出
［１３］。在本文中，

狓指狀个相互独立的检核点计算的ＤＥＭ 模拟误

差Δ犻（犻＝１，２，…，狀），θ为珔犫的真值μ。基于估计

量的无偏性和有效性准则，最优估计函数可从线

性无偏估计函数（１）中获取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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犵＝犺１ζ＋犺２ξ＋犺３ψ （１）

式中，犺１、犺２、犺３ 及ζ、ξ、ψ的最优取值可见文献

［１７］，将其代入式（１）得出犵的最优结果为：

犵

＝

－
（珔犫－μ）
珋σ
２ ＋

珔γ１珋σ［（珔犫－μ）
２
－珋σ

２
－珔γ１珋σ（珔犫－μ）］

珋σ
４（珔γ２＋２－珔γ

２
１）

（２）

式中，珋σ
２ 为珔犫分布的方差。

令犵
的方差为σ

２
犵，因犈（犵

）＝０，由Ｌｉａ

ｐｕｎｏｖ定理
［１５］得，当狀很大时，犵／σ犵近似服从

正态分布，即犵／σ犵～狋（狀－１），故：

犘（狘犵／σ犵狘≤狋α／２）＝１－α （３）

将式（２）代入式（３），然后解算关于μ的一元二次

不等式，得出μ的置信度为１－α的置信区间ＣＩ

为：① 当γ１＞０时，ＣＩ∈［犎１，犎３］∪［犎４，犎２］；

② 当γ１＜０时，ＣＩ∈［犎３，犎１］∪［犎２，犎４］。其

中，

犎１（或 犎３）＝珔犫＋珋σ｛
珔γ２＋２
珔γ１

－犃｝／２（犎１ 取 犃 中

“＋”号，犎３ 取犃中“－”号）

犎２（或 犎４）＝珔犫＋珋σ｛
珔γ２＋２
珔γ１

＋犃｝／２（犎２ 取 犃 中

“＋”号，犎４ 取犃中“－”号）

犃＝

（
珔γ２＋２
珔γ１

）
２

＋４［１±
狋α／２ （珔γ２＋２）（珔γ２＋２－珔γ

２
１槡 ）

珔γ１槡 ］｝／２

珔γ１、珔γ２ 以及珋σ
２的公式推导过程可见文献［１２］。

本文的置信区间与 Ａｇｕｉｌａｒ相比有如下不

同：① 本文置信区间的计算充分考虑了γ１ 的正

负号，从而缩短了置信区间长度；② 由于σ
２
犵真值

未知，因此犵／σ犵应近似服从狋分布，而非狕分

布；③ 根据狋分布的对称性，本文利用置信度为

１－α的双侧置信区间，而非单侧置信区间。

在以往的研究中，Ａｇｕｉｌａｒ等人已经验证了

ＮＰＭ精度高于传统的方法，如卡方分布和狋分

布。本文主要是将 ＭＮＰＭ 与 ＮＰＭ 进行比较，

验证 ＭＮＰＭ的效率。

１．２　数据资料及方法

本文选择山东省６个不同测区的ＤＥＭ 为研

究对象，测区的ＤＥＭ 数据来源于机载激光扫描

仪ＬｅｉｃａＡＬＳ５０ＩＩ。每个测区的面积为２００×２００

ｍ２，测区地形复杂度指标如表１所示。数据获取

过程中，飞机飞行高度为５００ｍ，扫描仪扫描角为

５０°，扫描频率为２７Ｈｚ，脉冲频率为１５０ｋＨｚ，点

密度为４点／ｍ２。坐标系统采用 ＷＧＳ１９８４坐标

系、ＵＴＭ投影。基于 ＴｅｒｒａＳｏｌｉｄ系列软件对点

云数据处理后获取的ＤＥＭ平面精度为０．２ｍ，高

程精度为０．１ｍ，网格分辨率为２ｍ，每个测区网

格数为１００×１００。

表１　６个测区地形复杂度指标／ｍ

Ｔａｂ．１　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ｓｔＡｒｅａｓ／ｍ

名称 高程最小值 高程最大值 高程平均值 高程标准差

Ｐ１ ４５６．３ ５６１．０ ５０７．１ ２３．３

Ｐ２ ４２５．７ ５３１．８ ４７０．４ ２４．７

Ｐ３ ７２．１ １８６．１ １１７．８ ２５．７

Ｐ４ １２０．６ ２２５．０ １７７．４ ２１．４

Ｐ５ １１．０ １５．３ １２．８ ０．８８

Ｐ６ １０．３ １８．５ １４．０ １．８

　　ＤＥＭ 误差母体获取方法如下：① 分别以原

始ＤＥＭ的奇数行和偶数行数据为初始数据，基

于ＡＲＣＧＩＳ９．２中的ＩＤＷ插值法生成分辨率为２

ｍ的ＤＥＭ２和ＤＥＭ１；② 将ＤＥＭ１和ＤＥＭ２的初

始已知插值数据的高程设为零后相加得出ＤＥＭ

Ｌ；③将初始ＤＥＭＯ与ＤＥＭＬ求差得出插值误

差，并将其作为误差母体；④ 对其他测区重复①～

③，获取它们各自的误差母体，测区误差母体的统

计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见，犘１和犘２测区

的误差母体分布为正偏态、高峰度，而犘３～犘６为

负偏态、高峰度。由ＫＳ值可见，犘１～犘３母体

分布近似正态，而犘４～犘６为非正态分布。

表２　６个测区误差母体分布统计参数

Ｔａｂ．２　Ｅｒｒｏ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ｅｓ

名称 平均值／ｃｍ 标准差／ｃｍ 偏度 峰度 ＫＳ

犘１ ０．４９ ２．８６ ０．０９ ８．３１ ０．０８７

犘２ ０．８７ ２．７８ ０．６９ ５．９９ ０．０５

犘３ ０．４１ ２６．０７ －０．６７ ６．１８ ０．０８

犘４ －１．１３ ３６．０８ －２．４５ １７．９５ ０．１２

犘５ ０．０７ ８．０５ －１．５６ １０．４５ ０．１７

犘６ ０．０５ １２．５２ －０．２９ １０．５７ ０．２０

　　三种方差置信区间估计模型的精度验证流程

如图１所示，其主要步骤为：① 从ＤＥＭ误差母体

中采样狀个点；② 基于狀个样本点计算卡方分布、狋

分布和ＮＰＭ模型估计置信度为１－α的置信区间；

③ 判断母体μ是否落入三种模型对应的置信区

间；④ 对每一个采样数狀，重复①～③犖 次；

⑤ 计算犖 次重复试验结果中母体μ 落入对应置

信区间的概率。本试验中，狀取为１０、２０、４０、６０、

８０、１２０、２４０、３６０、５００、１０００；α＝０．０５；犖＝１０００。

２　结果与讨论

基于ＮＰＭ和改进ＮＰＭ（ＭＮＰＭ）对６个测

区ＤＥＭ误差分布的方差置信度为９５％的置信区

１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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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模型精度验证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ｃｈｅｍｅＵｓｅｄｔｏＶａ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Ｍｏｄｅｌｓ

间的估计结果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见，当采样数较少时（如小于４０），

在近似正态分布的犘１～犘３测区，两种方法的

模拟结果精度均高于在非正态分布的犘４～犘６

测区的模拟结果，这表明误差母体分布影响两种

方法的模拟精度，但 ＭＮＰＭ 受影响的程度低于

ＮＰＭ。

相比误差母体正态分布，当误差母体非正态

分布时，ＭＮＰＭ的估计精度明显优于ＮＰＭ。如

在误差母体近似正态分布的犘２测区，当采样数

为４０时，ＭＮＰＭ 的精度较 ＮＰＭ 仅高０．９％。

而在非正态分布的犘５测区，当采样数为１０时，

ＭＮＰＭ的精度较ＮＰＭ高３％。

无论母体服从何种分布，采样总量为多少，

ＭＮＰＭ的精度始终高于ＮＰＭ。其中，在犘５测

区，采样数量为１０时，ＭＮＰＭ的概率最小，约为

７２．７％，但该值大于ＮＰＭ的６９．７％。当采样数

图２　两种模型获取的６个测区ＤＥＭ误差分布的方差置信度为９５％置信区间的精度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ＮＰＭａｎｄＭＮＰＭ

大于６０时，６个测区 ＭＮＰＭ 的概率全部超过

９５％，而 ＮＰＭ 需要采样点数大于１２０时才能满

足该条件。

　　两种模型在各个测区的不同采样点对应的置

信区间的宽度（置信区间上限与下限之差）如图３

所示。由图３可见，各个测区、两种模型的置信区

间的宽度随着采样数量的增多呈减小的趋势。当

采样数较小时，ＭＮＰＭ 的置信区间明显宽于

ＮＰＭ，但随着采样数的增多，两种方法的置信区

间的宽度几乎相等。这表明当采样数较少时，Ｍ

ＮＰＭ较高的估计精度是以较宽的置信区间为代

价的。

图３　两种模型获取的６个测区ＤＥＭ误差分布的方差置信度为９５％置信区间宽度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ｉｄｔｈｓｏｆｔｈｅ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ＭＮＰＭａｎｄＮＰＭ

３　结　语

为了更准确地估计ＤＥＭ 误差母体非正态分

布时ＤＥＭ误差方差的置信区间，本文对非参数

估计函数法（ＮＰＭ）进行了改进，发展了 ＭＮＰＭ

法。相比仅提供ＤＥＭ 全局误差的指标，置信区

间可更全面地理解ＤＥＭ 的精度，但其无法提供

ＤＥＭ的局部误差，因此要准确估计每个网格点的

误差大小，仍需借助局部误差分布图［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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