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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的国家精度标准，及其与一些实际数据间的逻辑矛盾，并运用ＧＩＳ数据

质量理论，从分辨率、逻辑一致性、完整性的角度，分析了ＤＥＭ 误差、高程的序同构原理和必须综合生成原

理。提出“ＤＥＭ不应是间距ｄ狓上的取样点高程，而应是间距ｄ狓×ｄ狓上颗粒度的代表高程”，突出了综合在

ＤＥＭ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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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Ｍ是人们对地面高程原像的数字认识，认

识的正确性、全面性必须由原像来检验。同样，作

为模型，如何顾及“模型完整性”的质量要求很有

必要。本文试就ＤＥＭ 精度标准、质量理论和科

学观念进行讨论。

１　犇犈犕精度标准分析

《ＧＢ／Ｔ１７９４１２００８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

中关于ＤＥＭ精度有以下条文：① 各类控制点的

高程值符合已测高程值；② 用摄影测量方法和

用野外实测方法生成的数字高程模型，其格网点

高程中误差不大于相应比例尺地形图测图规范或

编绘规范中规定的等高线高程中误差；以地形图

数字化方法生成的数字化高程模型，其格网点高

程中误差不大于相应比例尺地形图测图规范的

２／３等高距。

条文①是对地形中各类控制点的要求，但实

际中相当多ＤＥＭ 没有实施此项检验。例如，文

献［１］从大地数据库中选择３幅１∶１００万图范围

中的全部三角点、水准点，比较这些控制点与

ＤＥＭ 相应位置的高程值。从表１可见，大地控制

点高程平均被“削去”２１～３３．６ｍ，最高达到１９１

～２１２．９ｍ。这说明ＤＥＭ大范围、大数量地背离

条文①，ＤＥＭ产品地形特征损失严重。

表１　１：２５万犇犈犕中的控制点精度 （文献［１］）

Ｔａｂ．１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ｉｎ

１∶２５００００ＤＥＭ （Ｔａｋｅｎ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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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点 水准点

三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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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误

差／ｍ

中误差

／ｍ

水准点

数量

最大误

差／ｍ

中误

差／ｍ

Ｊ５０北京 １３９７ １９１．５ ±２１．４ ６３３ ５２．０ ±９．１１

Ｇ４８昆明 １４５８ ２１２．９ ±３３．６ ８４２ １４２．９ ±３５．４３

Ｌ４５克拉玛依 ６６２ ２０２ ±２１．４ ２５６ ４０．６ ±９．６８

　　就条文②而言，有以下４个逻辑问题。

１）各指标均以中误差为衡量，但从未有人证

明或证实过条文②采用中误差的前提。众多实践

表明，ＤＥＭ 误差不是纯粹随机误差，不符合随机

误差应具备的正态分布［２５］。另一方面，文献［６～

８］多次论证ＤＥＭ误差是内插误差和原始数据随

机误差的影响在铅垂方向的代数和，基于逼近理

论的ＤＥＭ误差观逐渐得到学术界赞同
［９，１０］。因

此，ＤＥＭ精度不应再继续使用纯中误差的概念和

公式来计量。

２）条文②对“自己测量或内插出的”格网点

高程仅用原像点自身来衡量，且要求宽泛。测绘

规范中，对任意点测量或制图的中误差标准要求

比条文②要求均高，此任意点当然包括格网点，故

条文②没有实际约束力。而且，采用中误差的平

均概念，即便有些点超过限差，多用些其他点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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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超限或严重超限情况便往往显示不出来。

３）原则上，地面ＤＥＭ仅用其局部的“自己测

量或内插出的”格网点高程本身检验，而不是用原

像（全部点）———地面检验；或者不是用地面原像

和“此模型”下所“复制出的原像”全面比较来检

验，其客观真理性与“所需求结论”概念上是完全

不一致的，即“取样点真”和“地面模型真”两个结

论完全不同。

４）忽视了隐含的一个必然逻辑———若理所

当然地用全部已测出的或已知的点（全部特征点

及格网点）来检验模型也比纯用格网点好，方便

可行，且是必须的 （但也不充分）。

此外，现有ＤＥＭ 精度标准还忽略了两个问

题：① 标准中没有反映ＤＥＭ 高程逻辑一致性的

条文，也即完全忽视了ＤＥＭ 中高程的序关系正

确性问题［８］。② 标准中忽视了ＤＥＭ对地面高程

特征和形态结构特征的保持问题。

２　事实数据

１）表１中，图幅Ｊ５０中的１３９７个三角点，其

高程中误差为２１．４ｍ，虽然能满足“不大于相应

比例尺地形图测图规范的２／３等高距”，但是，与

条文①相差太远。其最大误差为１９１．５ｍ，几乎

达４倍等高距，是地形图测图规范一般点允许高

程中误差的８倍，是上述实际中误差的９倍。另

外两个１∶１００万图幅ＤＥＭ 的误差情况也与此

类似。这说明用中误差评价ＤＥＭ 高程精度是不

合适的。

２）按照传统的ＤＥＭ 观念，若机械地用格网

点定义 ＤＥＭ 高程的话，那么无论它们多么准，

ＤＥＭ高程精度也达不到条文①的要求。除非间

距ｄ狓趋近于０，否则，机械建模中的高程损失问

题是客观存在的，并随间距和地形特性变化，间距

越大，问题越大。

对应于实际测量活动，倘若一个地形测量员

只测方格网点上的高程，以此作为地面高程，势必

漏掉绝大多数控制点、山脊点、山谷点，那么无论

他测得多准、格网多密，只要漏掉一个山顶点，也

将是一个很大错误。地面测量和ＤＥＭ 的认识论

应是同样的，这不是ＤＥＭ高程的近似程度问题，

而是一个ＤＥＭ本质概念问题：用机械的ＤＥＭ格

网点简单地代替某地形表面是不合适的。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理解目前ＤＥＭ 产品的

高程精度与经典的地理信息模拟产品———地形图

的精度差得很远的原因。所有地形图都可以不折

不扣地确保条文①，且对于地面上任意点（非控制

点）在图中的像，其高程中误差不大于相应比例尺

地形图测图规范的１／３～１／２等高距。而 ＤＥＭ

仅达到“格网点高程中误差不大于相应比例尺地

形图测图规范的２／３等高距。”前者中误差约束的

对象是任意地面点（全集），而后者约束的是ＤＥＭ

格网点。可见，后者在数值、约束对象上，都较大

程度地放宽了精度要求。

３　犌犐犛数据质量理论

３．１　数据质量内容

本文仅就分辨率、逻辑一致性、完整性进行分

析。

１）分辨率，是指数据库中数据在数量上能够

辨别的详细程度，是数据最小的不可（或无需）再

分的计量单元。通常所谓“精确到０．１ｍ”，即是

真值与近似表达值差值百分位数的四舍五入，“四

舍五入”即是量的综合，０．１ｍ是数据表达的颗粒

度大小。它虽与准确度有内在联系，但有差别，各

自描述不同的性质。由于地理数据库只能承载一

小部分现实世界中的属性及属性间的关系，故计

量不可能无限精确、无限详细，分辨率总是有限

的。因此，信息或数据表现必须综合，综合就包括

颗粒度下细节的删除、简化、合并甚至夸大、光滑、

协调、稀释以及低级类别的集成等。数学上的实

数集化为整数集，栅格数据的分辨率实际上均表

现为颗粒度和综合。

２）逻辑一致性，是指表达的数据不存在明显

的逻辑矛盾。拓扑一致性仅是逻辑一致性的一个

方面，但逻辑一致性不是仅指拓扑一致性，地面高

程的序关系也应是其中必需内容。

３）完整性，是指数据库中记录对象和所有的

“抽象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否全面地包含。“数据

完整性”是指定数据（库）及其对客观对象的遗漏

误差；“模型完整性”是指数据库记录与特殊数据

库应用要求的对象抽象属性之间的吻合度，也是

适用度的一个组成方面；另外，可以将“属性完整

性”看作一个已编码特征与其所有相关属性间的

匹配程度；“数值完整性”则可指所有属性与其数

值间的匹配程度；而对于“特征完整性”，可以用空

间、时间或专题属性进行相应定义来考察。

３．２　质量理论中的分辨率的意义

遥感领域中广泛使用的空间分辨率概念，可

定义为像元的大小，即能够辨别的地面上最小物

体的尺寸，此概念对于栅格数据同样适用，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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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数据，则是指相应比例尺地图上０．１ｍｍ的

空间距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高程数据都用原

值，或用精确到０．１ｍ的颗粒度，而平面颗粒度

就大得多。

空间分辨率和空间采样率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分辨率指的是观测呈现的最小单元，而采样

率则定义为空间上解决观测对象模式的能力。对

遥感图像而言，分辨率指像元大小，采样率指像元

间隔。因此，有高分辨率低采样（小像元、大间距）

情况，也有低分辨率高采样（大像元、小间距，像元

重叠）情况。

ＤＥＭ分辨率应该理解为平面像元的大小，即

颗粒度。ＤＥＭ作为地面高程的数字模型，不应仅

把它作为地面某个机械、被动、往往是片面的高程

数字取样，而应是地面高程对象简化的数字抽象。

ＤＥＭ上的每一个节点，也不应看作一个单纯取样

点，而应看作是该节点所“管辖”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的

一个“代表”。这样，从代数学的观点看，ＤＥＭ 上

矩阵形式的节点数值即是该区域地面高程的数字

的“全体代表团”［１１］。从这意义上讲，在指定间距

或分辨率上，直接测量或内插生成ＤＥＭ 的传统

方法是不够恰当的。

３．３　逻辑一致性的意义

实际上，ＤＥＭ高程的序同构也可认为是地球

等星体上关于高程的逻辑一致性的产物，意味着

ＤＥＭ与地形表面在高程垂直有序这一特性上的

一致程度，因而，属于逻辑一致性的范畴。“水往

低处流”这一规律自然地把全部地面组成为一个

严密有序的系统。在建立ＤＥＭ 的过程中，各点

高程准确性（即误差）符合限差，并不意味着ＤＥＭ

能保持原来的所有高程的序关系。点位误差与地

面高程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点位误差可以

在某限差内，但是在高程序方面是不能产生矛盾

的，它的度量指标的值域是“一致”或“非一致”。

同样，ＤＥＭ对于地面高程的高程特点和结构特点

的表达也属于逻辑一致性的范畴。这种ＤＥＭ 与

地面高程的逻辑一致性不仅必须反映在三维地面

到内插曲面的内插变换中（一一对应且双向连续

的几何变换），而且，必须反映在三维地面到指定

颗粒度的变换中（多对一的变换）。

３．４　完整性的意义

完整性所蕴含的实际内容较多，全面检验使

其无遗漏，实属不易，关键在于抓住对象的本质特

性。非常明显，考虑ＤＥＭ的“数值完整性”（即高

程是否准确）十分必要，但仅此一项，却无法保证

ＤＥＭ的“模型完整性”。在 ＤＥＭ 实际应用中，

ＤＥＭ具备“模型完整性”的意义更为重要。

４　犇犈犕科学观念

上述ＤＥＭ 精度标准、某些实践以及与质量

理论的衔接状况表明，对于ＤＥＭ 观念，有必须深

入研究和修正的地方。用一个可数的真子集代替

不可数的对象原集———地面，并要表达出原像全

面、本质的特征，不是简单、机械地取样就能实现，

必须通过特征建模、运用综合方法制作。对于

ＤＥＭ，最主要的就是某分辨率及其所对应间距的

ＤＥＭ，决不应单纯看作是间距ｄ狓上的取样点高

程，而应看作是面积为ｄ狓×ｄ狓的颗粒度上的代

表性高程。按此概念，直接“测、制”格网点高程而

不顾其他大部分点所生成的ＤＥＭ，即使格网点上

的高程百分之百地准确，都不能保证ＤＥＭ 的“逻

辑一致性”、“模型完整性”，不管尺度大小，都存在

问题。因此，ＤＥＭ生成中，颗粒度以下的细节，必

须进行科学综合。

在新的ＤＥＭ 观念下，ＤＥＭ 的综合原理为：

当格网颗粒度包括某控制点时，则应“选”该控制

点高程代表该格网颗粒高程，自然就能保证条文

①；当颗粒度包括最主要地形结构线上最重要点

时，则应保留该点、丢弃其他次要点；当颗粒度仅

包括地形结构线及一般“坡”上点时，则应保留结

构线上点；而当颗粒度仅包括一般点时，则取一个

平均数即可。极端复杂的形态综合真正化为单

纯、规范三维点集的选取，简单多了，且符合递归

原理（综合也是）。这是一个科学的过程，生成的

ＤＥＭ是对地表对象进行由小到大不同颗粒度综

合而得的科学系列数字产品，其概念明确，过程简

单、合理，整体效率不低。

５　结　语

１）地表具有３大本质特性：高程准确性、高

程序正确性和高程主要特征。ＤＥＭ 是对地表进

行抽象得到的数字模型描述，也必须保持地表的

这３大本质特性。

２）现行ＤＥＭ精度条文①和条文②试图保证

ＤＥＭ的高程准确性，但是条文①没有得到实施，

而条文②检测的对象是ＤＥＭ 格网点，并且使用

的检测指标是具有平均含义的“中误差”概念。因

此，虽然条文②得到实施，但实际上也没有达到保

证ＤＥＭ高程准确性的目的。

３）ＤＥＭ 高程的序同构意味着ＤＥＭ 要保持

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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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表面原有的高程垂直有序性，它是ＤＥＭ 对

于地表高程的逻辑一致性描述，而现行的ＤＥＭ

精度标准和现有的ＤＥＭ质量理论都缺乏对这一

重要内容的描述。

４）丢失地面高程的部分重要特征是当前格网

ＤＥＭ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主要根源是现有ＤＥＭ

是建立在机械取模的概念之上，即按一定间距对

地面取样高程点，并以此作为区域地表的“数字模

型”。为彻底解决格网ＤＥＭ 中相对主要的地形

特征丢失问题，使得ＤＥＭ 能够保留地面高程的

相对主要特征，必须更新ＤＥＭ 基本概念、综合生

成ＤＥＭ。

提出上述观点，旨在深入学习、抛砖引玉，引

起业界对ＤＥＭ 的更多重视和讨论，期盼实事求

是的批评和指正，促进这一重要信息基础产品的

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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