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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ＡＳＤＥＭ数据，提出采用相关矩阵法和雪氏熵值法获取西南地区地貌形态识别的最佳地形特征

空间为坡度、地表切割深度、地面累积曲率、绝对高程和地表粗糙度的组合，使用最佳地形特征空间分析方法

获得西南地区１１种地貌形态的分布图。研究结果表明，平原及低海拔盆地、丘陵、中山和亚高山４种地貌形

态分布较广，其和占到总面积的５６．１１％，其余各类型与总面积比在４．０８％～８．３０％之间，且较破碎。分别从

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验证了结果的可靠性，对进一步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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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地貌形态学方面进行了

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１５］，但多是对单一或

固定的一些地貌形态特征（也称地形因子）进行分

析和划分指标的研究，或者单从遥感影像角度获

取地貌形态特征［６，７］，这在描述真实地形时具有

一定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全面并客观描述地貌形

态，应综合考虑影响地貌形态的多种因素的共同

作用。考虑到因子对地貌形态影响作用的大小，

应选取和地形相关性最大且含有最大信息量的因

子组合，即最佳地貌形态特征组合。综上可知，获

取最佳地貌形态特征组合是进行地貌形态识别的

关键。本文从西南地区的实际地形出发，应用雪

氏熵值法［８］获取西南地区地貌形态识别的最佳地

形特征空间，应用多波段遥感光谱分类方法自动

识别地貌形态类型，最终获得西南地区的地貌形

态类型分布图。

１　数据来源

本文所研究的西南地区的地貌类型复杂多

样，云贵高原及广西局部地区发育有典型的喀斯

特地貌，地处我国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

渡地带，根据地貌特征可划分为５个地貌单元：四

川盆地及其周边、云贵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区

以及广西地区。这些地貌单元各具特点，在研究

成果中应体现出这些具体的地貌特征。

本研究的 ＤＥＭ 数据为地球电子地形数据

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经过校正拼接和重采样所得，基

本格网单元大小为９０ｍ×９０ｍ，精度相当于１∶

２５ＤＥＭ。行政界线数据、居民点分布和道路数

据均来自国家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南分

中心，基本比例尺为１∶２５万。

２　研究方法

以西南地区为研究区，从ＤＥＭ 数据生成的

多个地形特征要素中选择出最适用于研究区地貌

形态划分的多种地形特征组合作为最佳地形特征

组合。最佳特征要素的选取是进行地貌类型识别

的关键。首先获取各种地形特征要素，将各个因子

标准化处理并进行波段组合，获取因子之间的相关

系数矩阵和协方差矩阵，剔除相关系数过大的地形

因子（大于０．９５），对剩余地形特征应用雪氏熵值法

可确定多个地形特征的最佳地形特征组合。

选取最佳特征组合构建最佳地形特征空间，

应用遥感非监督分类法进行自动分类，对分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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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重编码，再进行分类后处理———聚类分析

和剔除分析，得到最佳因子复合的地貌类型自动

识别结果的分布图。对以上步骤可简单地分为地

形因子获取、最佳因子组合选取和地貌形态自动

识别３个步骤，具体见图１。

图１　西南地区地貌形态识别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３　西南地区地貌形态自动识别实现

３．１　获取地形因子

基本地形因子分为宏观地形因子和微观地形

因子，常用的宏观地形因子有地表切割深度、地势

起伏度、高程变异系数、地表粗糙度等；常用的微

观地形因子有坡度、坡向、坡度变率、平面曲率、等

高线等。对实际地形的描述需要结合宏观和微观

地形因子综合考虑，根据研究的需要选取坡度、地

势起伏度、地表粗糙度、高程、地表累计曲率、高程

变异系数、地表切割深度以及坡度变率等８个地

形因子作为基础数据。

每个地形因子都有具体的含义和地学意

义［９］，为获取因子提供了理论支持。计算过程中

需注意地势起伏度的计算，地势起伏度是指在

ＤＥＭ中某一个范围内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高程

的差值［１０］。随着某一个范围的增大，地势起伏度

必然会增加。所以确定地势起伏度的关键是确定

这一范围的大小，从而得出西南地区的最佳起伏

度。研究中通过滑动窗口分析法获取一系列统计

单元大小（３像元×３像元到４１像元×４１像元）

对应的起伏度，采用均值变点分析法［１０］得出研究

区的最佳起伏度统计单元大小为１７像元×１７像

元，即２．３４ｋｍ２。

３．２　选取最佳因子组合

考虑到因子之间存在的相关性，直接选取以

上所有因子必然会造成信息的冗余和重复，必须

经过选择确定出最佳因子的组合。选择因子时，

从相关性和信息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３．２．１　因子标准化处理

首先需要对获取的多种因子进行标准化处

理，可借鉴遥感影像的拉伸处理，结果可统一量

纲，便于作进一步的分析。这里标准化采用极差

法［１１］处理：

犡＝
狓－狓ｍｉｎ
狓ｍａｘ－狓ｍｉｎ

×２５５ （１）

可将因子量化到栅格影像的动态显示范围内（０～

２５５），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因子之间的相关性不发

生变化。

３．２．２　各因子间的相关性分析

因子间相关性的大小决定了最终因子组合信

息的冗余度，因子间的相关性越小，则最终信息冗

余度越小。为了获取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将单因

子作为遥感影像中的单个波段，将多因子合成为

一幅多波段“遥感影像”，获取波段之间的相关系

数（见表１）。

表１　地形因子间的相关系数表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ａｃｔｏｒｓ

相关系数 坡度变率 坡度 切割深度 地势起伏度 地面累积曲率 高程变异系数 绝对高程 地表粗糙度

坡度变率 １

坡度 ０．２９９０９ １

地表切割深度 ０．２３５６ ０．６９３８５ １

地势起伏度 ０．３３３０８ ０．００５４４ ０．００２５２６ １

地面累积曲率 ０．５２０９７ ０．７０３８１ ０．６５３９１３ ０．０４３０９７ １

高程变异系数 ０．４７７７ ０．７２１５６ ０．６４１９３ ０．０１８９４４ ０．９５６６５ １

绝对高程 ０．６０７０５ ０．６５９７４ ０．６６７３７７ ０．０２０８４６ ０．８３９０３ ０．８２９３９ １

地表粗糙度 ０．３００５５ ０．５２９４４ ０．６１５１９９ ０．００４３３６ ０．６０２０５ ０．５８８０４ ０．６５１３５ １

　　相关系数越大，则因子间的信息冗余越大，

当相关系数超过一定的阈值（一般取０．９５）时，

在二者中选择其一即可。从表１可知，高程变

异系数和累计曲率之间的相关性达到０．９５７，所

以舍弃高程变异系数，剩余７个因子作为分析

的基础。

７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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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选取最佳因子组合并构建特征空间

选取最佳因子以信息量最大为标准，常用的

方法有最佳指数法（ＯＩＦ）
［１２］和雪氏熵值法［８］：

ＯＩＦ＝∑
３

犻＝１

狊犻／∑
３

犼＝１

狘狉犻犼狘 （２）

犛＝
狀
２
＋
狀
２
·ｌｎ（２狀）＋

１

２
·ｌｎ狘犕狊狘 （３）

　　式（２）中，狊表示标准差；狉表示相关系数。

ＯＩＦ值越大，表明波段相关性越小，信息量越大，

合成效果就越好。但 ＯＩＦ法最大的缺陷是只能

选取最佳的３个波段。考虑实际地形的复杂性，

三因子不足以表达其复杂性。

式（３）中，狀为选择的维数；犕 为狀×狀维子集

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以具有最大熵值的子集含有

最大信息量，即该狀维因子为最佳因子组合。由

于３维信息量太少，而７维因子数目太多不利于

分类，这里取狀＝５，即选取最佳５因子组合。

从式（３）可看出，协方差矩阵的行列式值最大

时对应的狀维因子信息量最大。将所有因子五五

组合（共有犆５７＝２１组），应用雪氏熵值法计算得出

的所有５因子组合的行列式值见表２。

表２　不同因子组合的犛值

Ｔａｂ．２　Ｅｎｔｒｏｐｙ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地形特征组合 １２３４５ １２３４６ １２３４７ １２３５６ １２３５７ １２３６７ … ２３４６７ ２３５６７ ２４５６７ ３４５６７

协方差行列式值 ３．０３×１０６ ２．０９×１０７ １．２３×１０７ ８．８９×１０１０６．５３×１０１０４．４１×１０１１ … ９．６４×１０９ ３．４２×１０１３ ８．１９×１０７ ３．７２×１０８

　　从表２得到最佳因子组合为２３５６７，即坡度、

切割深度、地面累积曲率、绝对高程和地表粗糙度

的组合，将得到的最佳组合进行合成，得到一幅５

波段的“遥感影像”，即构建了一个描述地貌形态

的５维特征空间，见插页Ⅱ彩图３（以高程、切割

深度和坡度作为ＲＧＢ波段显示）。

３．３　地貌形态自动识别

地貌形态的自动识别应用遥感非监督分类中

的迭代自组织数据分析法［１３］（ＩＳＯＤＡＴＡ）实现。

ＩＳＯＤＡＴＡ使用最小光谱距离方程产生聚类，根

据图像的均值犕 和方差σ
２以及实际需要设置的

狀个初始聚类中心，通过计算像元与初始类别中

心的距离，将像元划分到邻近的类别，再重新计算

每个类别的新均值，作为下一次聚类的中心继续

循环迭代，直到循环次数达到设置的循环次数或

前后两次聚类结果相比保持不变的像元比例达到

设置的收敛阈值为止。

操作中，应先确定最终分类数，一般初始分类

数设置为该值的２倍或以上。由于尚缺少一个公

认的地貌分类系统，根据西南地区的地貌特征，结

果将产生平原及低海拔盆地、中海拔盆地、丘陵、

亚高海拔盆地、低山、中山、亚高山等１１种地貌类

型，可将初始分类数设置为２０，同时要保证有足

够多的迭代次数，设置迭代次数为１５，循环收敛

阈值为０．９５。

参考实际地貌类型的分布特征，对初步识别

结果重编码至１１种。为了去除分类后产生的部

分零星像元，使用聚类分析和剔除分析。其思想

是：为每个类型定义一个保留的最小图斑面积，将

小于该面积的图斑合并到大图斑中。为了统计分

析的需要，该面积不能取太大，这里取５０像元×

５０像元，即最小图斑的面积为２０ｋｍ２。得到的最

终的西南地区地貌形态分布图见插页Ⅱ彩图４。

４　结果分析

从宏观上看，区域内大的地貌单元如四川盆

地、川西高原、横断山区、广西地区以及云贵高原，

甚至云南高原和贵州高原都得到非常明显的表

现。云贵高原和横断山区内部的地貌形态较复

杂，地形破碎，和四川盆地、川西高原以及广西地

形的单一性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云南、贵州以及

重庆和广西北部由于喀斯特地貌非常发育［１４］，地

貌总体表现比较破碎。这从宏观上验证了基于最

佳地形特征空间的地形识别结果的可靠性。

从统计分析上看（表３），每种类型都占有不

小的比例，占总面积比例超过１０％的４种地貌类

型为平原及低海拔盆地、丘陵、中山和亚高山，其

和占到研究区总面积的５６．１１％，其中平原、低海

拔盆地类型占总面积的２２．４５％，有８２．０２％分布

在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地区，加上重庆，则该比例

达到９３．４９％。高山、极高山有９９％分布在川西

高原和滇西北高原。

分省区来看（表４），各省地貌形态的主体类

型表现突出。以四川省为例，四川盆地和川西高

原分别主要表现为平原、低海拔盆地和高山、极高

山类型；广西有６１．７５％的面积为平原、低海拔盆

地，加上丘陵和低山，则达到９５．０４％；重庆的平

原、低海拔盆地和丘陵达到总面积的６４．５２％；云

南省的亚高海拔盆地和亚高山合计则超过总面积

８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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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西南地区地貌形态分类统计表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ａｂｌｅｏｆ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Ｔｙｐ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地貌形态 面积／ｋｍ２ 总面积百分比／％ 地貌形态 面积／ｋｍ２ 总面积百分比／％

平原、低海拔盆地 ３０７８０６．４７１９ ２２．４５ 亚高山 １５８６３２．７２４７ １１．５７

中海拔盆地 ５５９１３．４９８１ ４．０８ 高山河谷、台地 ７２８７４．３６３５ ５．３２

丘陵 １５９３５０．４５７６ １１．６２ 高海拔盆地、台地 ８６９２３．６７５８ ６．３４

亚高海拔盆地 １１３７３９．８７６ ８．３ 高山 ８３０４６．４８９３ ６．０６

中山 １４３４５７．０９１２ １０．４６ 极高山 ８４７０４．１７８６ ６．１８

低山 １０４５８１．１６５５ ７．６３

的５０％；而贵州省的中海拔盆地、丘陵和中山也

超过总面积的６０％。这从统计结果上验证了识

别结果的可靠性。

表４　西南地区分省地貌形态分类统计表／％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ａｂｌｅｏｆ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Ｔｙｐｅ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地貌形态 四川 云南 贵州 重庆 广西

平原、低海拔盆地 ２０．５５ １．０３ ８．８３ ４１．６８ ６１．７５

中海拔盆地 ０．９５ ４．２１ １７．６１ ３．１９ ０．６６

丘陵 ５．６７ ４．９９ ２６．８１ ２２．８４ １９．７６

亚高海拔盆地 １．５８ ２１．６６ １１．９０ ２．０７ ０．１８

中山 ３．９７ １９．７０ １７．８０ ９．５１ ４．０４

低山 ４．０９ ５．２２ １０．８９ １６．５０ １３．５３

亚高山 ７．２３ ２８．７９ ５．９４ ３．３０ ０．０５

高山河谷、台地 １０．２８ ５．７２ ０．１８ ０．９２ ０．０２

高海拔盆地、台地 １３．０５ ６．１７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高山 １６．５３ ０．７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极高山 １６．１２ １．７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总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从分类结果图中可以发现，研究区内８７个市

级（包括地级市）城市中有５５个分布在平原、低海

拔盆地，１４个分布在中海拔盆地，１４个分布在亚

高海拔盆地，总计达８３个，即有９５．４％的城市分

布在地势较平缓的平原和盆地中，而５０７个县级

及以上城市中有４７４个，占总数的９３．４９％。这

说明城市分布与地貌形态之间有着紧密的相关

性，与人口空间分布的规律［１５］也十分吻合。

５　结　语

使用最佳地形特征空间综合分析和遥感的方

法，在地貌类型识别中降低了人为主观因素的影

响，同时该方法消除了具体以５００ｍ或１０００ｍ

这种数值型指标对地表连续性和渐变性的破坏，

保证了地表形态的连续性和渐变性。本文获取的

最佳起伏度统计单元大小、最佳因子组合是否在

不同区域中具有普适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的ＤＥＭ像元大小为９０ｍ，基于此获

得的西南地区的地貌类型划分的结果在微观精度

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对地貌类型的细部或

者说微观地貌进行较好的描述，而对于大区域的

西南地区来说，该ＤＥＭ 可以较好地描述其地貌

类型的整体趋势。对小区域进行更细致的地貌划

分应使用更高精度的ＤＥＭ，并需结合较高分辨率

遥感影像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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