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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全数字摄影测量得到的高精度点数据，获取不同密度的点数据，建立基于 ＡＮＵＤＥＭ 和ＴＩＮ方

法的两种ＤＥＭ，比较两种ＤＥＭ的高程中误差，分析数据密度、栅格尺寸与高程中误差的关系。研究结果表

明，建立１∶１００００比例尺，具有高程中误差２ｍ左右、栅格尺寸５ｍ以下的ＡＮＵＤＥＭ，需要的点密度水平为

大于７０００个／ｋｍ２，而ＴＩＮＤＥＭ 则为８５００个／ｋｍ２。同时，当栅格尺寸小于２０ｍ、数据密度介于７０００～

９４００个／ｋｍ２时，无论是ＡＮＵＤＥＭ还是ＴＩＮＤＥＭ，高程中误差都处于一个较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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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栅格ＤＥＭ的水平分辨率对地形分析的结果

有着重要影响［１，２］。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

栅格ＤＥＭ的分辨率，也就成了许多研究者关心

的焦点［３６］。尽管很多研究者都对确定ＤＥＭ 分

辨率的方法进行了研究，但仍然有许多问题并未

明确。例如，参与建立ＤＥＭ 的原始数据点的数

量会对ＤＥＭ 的质量有怎样的影响？建立ＤＥＭ

的原始数据密度与分辨率的选择有没有联系？针

对上述问题，也有一些研究者进行过讨论［７］。目

前，针对我国ＤＥＭ 的主要生产方式———全数字

航空摄影测量，样本数据密度对ＤＥＭ 质量影响

的研究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对全数字航空摄影测

量所得的高精度高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探讨在

建立ＡＮＵＤＥＭ 和基于ＴＩＮ方法的ＤＥＭ（简称

为ＴＩＮＤＥＭ）时，数据密度及栅格尺寸与高程中

误差的关系。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与基础数据

研究区位于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总面积约

为２２．２ｋｍ２。研究区域沟壑纵横，地形复杂，高

程在１０００～１３００ｍ 之间，平均坡度约为１６°。

研究所采用的原始数据是利用全数字航空摄影测

量的方法，基于地面分辨率０．３６ｍ的数码航空

像片建立立体量测模型进行采集的地形特征点、

线数据（见图１）。共计采集具有高程的点数据

２１０２２５个（包含地形特征线上的点）。原始数据

格式为 ＭｉｃｒｏＳｔａｔｉｏｎ的ｄｇｎ格式。

１．２　实验方法

为了获取建立ＤＥＭ 的不同密度的源数据，

对原始数据进行以下步骤的处理：① 将ｄｇｎ数据

转换为ｄｘｆ格式。② 将ｄｘｆ文件中记录的全部高

程点和地形特征线上的点的狓、狔坐标和高程值狕

写入一个点文本文件。③ 对该点文件中点的数

量进行抽稀。具体做法为：首先，将整个研究区域

的数据划分为１０×１０的网格，将距离网格中心点

最近的点抽取出来作为检校点；然后，对剩余的数

据继续用狀×狀的网格划分（狀为５０，１００，１５０，

２００，２５０，３００，３５０，４００），并抽取距离网格中心点

最近的点，这样就获得了用于计算高程中误差的

９４个检测点以及具有９种不同密度的点数据（见

表１）。④ 利用上述９种不同密度的点数据生成不

同栅格尺寸的ＡＮＵＤＥＭ和ＴＩＮＤＥＭ，命名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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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９个密度的点数据系列

Ｔａｂ．１　９ＫｉｎｄｓｏｆＰｏｉ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

数据１ 数据２ 数据３ 数据４ 数据５ 数据６ 数据７ 数据８ 数据９

点数／个 １３３９２５ １４４６４１ １５６１１３ １６８０６４ １８００９５ １９１６７８ ２０１４８９ ２０７９２５ ２１０１３１

数据密度／（个／ｋｍ２） ６０３０ ６５１２ ７０２９ ７５６７ ８１０９ ８６３０ ９０７２ ９３６２ ９４６１

式Ａ（Ｔ）ＤＥＭ狀－狉。其中，Ａ表示ＡＮＵＤＥＭ，Ｔ表

示ＴＩＮＤＥＭ，狀表示数据密度系列（狀＝１，２，…，

９），狉表示栅格尺寸，狉＝０．３１２５×２狀（狀＝０，１，２，

…，９，对于 ＡＮＵＤＥＭ，狀＝１，２，…，９）。⑤ 利用

上述得到的检测点和ＤＥＭ数据，利用式（１）计算

高程中误差，用来分析数据密度对ＤＥＭ的影响：

σ＝
１

狀∑
狀

犽＝１

（犣犽－狕犽）槡
２ （１）

图１　 原始数据（局部）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ａｔａ（Ｐａｒｔ）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数据密度和栅格尺寸对高程中误差影响的

基本趋势

在不同栅格尺寸的条件下，建立了不同点数

据密度与建立的两种ＤＥＭ 的高程中误差的关系

曲线（见图２）。从图２中可以看出，无论是ＴＩＮ

ＤＥＭ 还是ＡＮＵＤＥＭ，当栅格尺寸大于或等于

４０ｍ时，其高程中误差基本与源数据的点密度无

关。但当栅格尺寸小于４０ｍ时，在数据密度小

于６５１２个／ｋｍ２时，中误差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当

点密度从６５１２个／ｋｍ２变化到７０２９个／ｋｍ２时，

高程中误差突然下降，降幅接近１ｍ；当数据密度

进一步增大，高程中误差有缓慢降低趋势，但基本

上维持在同一水平；当点密度大于９３６２个／ｋｍ２

以后，高程中误差又进一步下降，降幅接近０．５

ｍ。根据上述变化趋势，可以认为：首先，ＤＥＭ 的

高程中误差随着源数据密度的增加而不断减小，

即参与建立ＤＥＭ的原始数据点越多，ＤＥＭ 的高

程精度越好。其次，在仅考虑高程中误差的前提

下，在建立 ＤＥＭ 时，７０００个／ｋｍ２和９４００个／

ｋｍ２左右的源数据点数据密度应当是关键的数据

密度，即在这两个数据密度附近，ＤＥＭ的高程中误

差有较大幅度的变化，而在这两者之间，ＤＥＭ的高

程中误差基本不受源数据点数据密度的影响。同

时，推测当数据密度小于６５１２个／ｋｍ２或大于

９４６１个／ｋｍ２时，高程中误差可能还会出现类似于

７０００个／ｋｍ２和９４００个／ｋｍ２之间的稳定状态。由

于没有更多的数据支持，这一结论仅是推测。

图２　数据密度与高程中误差关系曲线

Ｆｉｇ．２　Ｒｄ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ｉ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ＲＭＳＥ

２．２　数据密度及栅格尺寸对高程中误差影响的

比较分析

尽管数据密度对高程中误差的影响在建立

ＡＮＵＤＥＭ和ＴＩＮＤＥＭ时的基本趋势一致，但对

于ＡＮＵＤＥＭ 和 ＴＩＮＤＥＭ 这两种不同的 ＤＥＭ

生成方法而言，尤其是在不同分辨率水平上，数据

密度的影响还是有区别的。从图２中可以看出，

当栅格尺寸大于或等于１０ｍ时，ＡＮＵＤＥＭ的中

误差普遍高于ＴＩＮＤＥＭ 中误差。而栅格尺寸小

于或等于５ｍ以后，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见图

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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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尤其是在数据密度大约低于８０００个／ｋｍ２时，

同栅格尺寸的 ＡＮＵＤＥＭ 的高程中误差均小于

ＴＩＮＤＥＭ 的 中 误 差，而 当 数 据 密 度 大 于

８０００个／ｋｍ２时，两者的误差水平接近一致。在

数据密度处于７０２９～９３６２个／ｋｍ
２之间时，尽管

两种ＤＥＭ的高程中误差基本保持稳定且有缓慢

下降的趋势，但ＡＮＵＤＥＭ 的高程中误差稍有波

动，而 ＴＩＮＤＥＭ 的高程中误差则基本上一直保

持缓慢降低趋势，直到数据密度增大到８６３０个／

ｋｍ２以后稳定下来。同时，不论是 ＡＮＵＤＥＭ 还

是ＴＩＮＤＥＭ，最小的高程中误差水平并不出现在

最小的栅格尺寸上。对于ＡＮＵＤＥＭ 而言，最小

的高程中误差基本处在２．５ｍ的栅格尺寸上，而

ＴＩＮＤＥＭ则出现在０．６２５ｍ 的水平上，也就是

说，当建立的ＤＥＭ 的栅格尺寸小于这两个尺寸

时，高程中误差并不随栅格尺寸减小而降低。上

述差异可以在图４中更清楚地看到。

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初步分析可能是由于

ＡＮＵＤＥＭ和ＴＩＮＤＥＭ 插值算法的差异而造成

的。对于ＡＮＵＤＥＭ 而言，其插值算法中的地形

强化算法和粗糙度罚函数能够保证插值表面的水

文地貌关系正确，同时使拟合表面更贴近于实际

地表且避免拟合时的突变值［８］。但在插值尺寸较

大的情况下，上述两种强制算法反而会使 ＡＮＵ

ＤＥＭ得到的插值表面与实际地面的差距增大。

而对于利用ＴＩＮ建立ＤＥＭ 的方法而言，中误差

的大小则完全依赖于建立的ＴＩＮ表面的形状和

插值位置。随着栅格尺寸的减小，ＡＮＵＤＥＭ 算

法中的地形强化和粗糙度罚函数的优势逐渐显

露，在只有较少的数据参与建立ＤＥＭ 的情况下，

ＡＮＵＤＥＭ得到的插值表面更接近于实际地表。

而对于 ＴＩＮ插值方法，在参与建 ＴＩＮ的数据较

少的情况下，其生成的ＴＩＮ表面和实际地表的差

距较大。随着参与建立ＤＥＭ 的数据量的增多，

两种方法得到的ＤＥＭ的中误差水平逐渐接近一

致。当栅格尺寸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栅格尺寸的继

续减小造成用于计算高程中误差的检测点位置的

栅格高程的细微变化，使得高程中误差的最小值并

不出现在最小的栅格尺寸上，特别是对于具有地形

强化因素的ＡＮＵＤＥＭ，这种变化更加明显。

图３　栅格尺寸小于５ｍ时ＡＮＵＤＥＭ

与ＴＩＮＤＥＭ的高程中误差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ＮＵＤＥＭ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ＲＭＳＥａｎｄＴＩＮＤＥＭ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ＲＭＳＥ

　　　　　　　

图４　高程中误差与栅格尺寸

及数据点密度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ＲＭＳＥａｎｄＧｒｉｄＳｉｚｅ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

３　结　语

１）如果要得到中误差水平在２ｍ 左右的

ＤＥＭ，对于ＡＮＵＤＥＭ，参与生成ＤＥＭ 的数据点

密度至少要大于７０００ 个／ｋｍ２，而对于 ＴＩＮ

ＤＥＭ，则至少要大于８５００个／ｋｍ２，同时建立的

ＤＥＭ的栅格尺寸要小于５ｍ。

２）当栅格尺寸小于２０ｍ时，且数据密度介

于７０００～９４００个／ｋｍ
２之间时，无论是 ＡＮＵ

ＤＥＭ还是ＴＩＮＤＥＭ，高程中误差处于一个较为

稳定的状态，数据密度对高程中误差的影响较小。

３）相对于用ＴＩＮ方法建立ＤＥＭ而言，在较

粗的栅格尺寸水平上（大于或等于１０ｍ），从高程

中误差水平来看，ＡＮＵＤＥＭ 并不优于 ＴＩＮ

ＤＥＭ。但当栅格尺寸较为精细时（小于１０ｍ），

ＡＮＵＤＥＭ使用较少的源数据点，就可以达到

ＴＩＮＤＥＭ在使用更多的源数据点时的高程中误

差水平。

４）无论建立哪种ＤＥＭ，栅格尺寸并不是越

小，其高程中误差就越低。对于 ＡＮＵＤＥＭ 而

言，其栅格尺寸下限约为２．５ｍ，而ＴＩＮＤＥＭ 则

在０．６２５ｍ左右。

上述结论均是仅从高程中误差的角度分析得

到的，尽管高程中误差的这种分析方法是目前我

国评价ＤＥＭ 质量的基本标准，但已有学者对此

种方法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９］。同时，本文建立

ＤＥＭ 时完全使用点数据，与实际生产中建立

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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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的方法有一定差距。另外，本文的研究区域

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形较为复杂。在讨论数据

密度与栅格尺寸对于高程中误差的影响时，地形

复杂程度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因素，在不同的

地形条件下，本文结论的通用性仍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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