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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坡度提取算法的数学模型，并结合实际数据进行了分析和验证，提出了对误差进行敏感性程度

分析的方法，得到了根据ＤＥＭ分辨率或平均坡度计算坡度误差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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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度是基本的地形因子，目前许多ＧＩＳ软件

可以从栅格ＤＥＭ中提取坡度。许多学者研究了

ＤＥＭ分辨率（以下简称分辨率）对坡度等地形因

子精度的影响，一般认为分辨率粗略化会造成

ＤＥＭ在表达地形时，舍去小的地形起伏，表现出

大的地形起伏特征，坡度的平均值减小［１６］，并将

该研究归为尺度问题［７］，相关文献也进行了从

ＤＥＭ自身精度的评定到其对坡度等地形因子精

度的影响研究［８１１］。但是，分辨率变化对单个栅

格坡度的影响问题尚未见报道。

１　理论分析

１．１　地面的二维剖面图分析

图１为一地面的二维剖面图。当采样较为

精细时（采样点在底边水平线的投影分别为犪，犫，

犮，犱，犲）得到的地形剖面线为犪犳犵犺犲。当采样

间距扩大一倍时得到的地形剖面线为犪犵犲，可以

发现在第Ⅰ和第Ⅳ区坡度被降低，出现坡度低估

情况。在Ⅱ区添加水平线犵犽，则由粗略采样得到

的坡度角为∠犵犪犮，由精细采样得到的坡度角为

∠犳犵犽，因∠犳犵犽＜∠犵犪犮，则粗略采样后坡度被高

估。同理，可以发现，第Ⅲ区坡度也被高估。

如图２，假设地表面剖面曲线犃犅犆可用连续

可导函数狔＝犳（狓）表示，设犆点坡度为α１。则

有：ｔａｎα１＝犳′（狓０）。

当采样间距为２犱时，需通过犃、犅两点的高

图１　ＤＥＭ栅格分辨率变化对坡度的影响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ＤＥＭｏｎＳｌｏｐｅ

图２　坡度计算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Ｓｌｏｐｅ

程来计算犆 点的坡度，设此时计算出的坡度为

α２。则有：

ｔａｎα２ ＝
狔２－狔１
狓２－狓１

＝
犳（狓０＋犱）－犳（狓０－犱）

２犱

分别将犳（狓２）和犳（狓１）在狓０ 处按照泰勒公式展

开到３阶，有：

犳（狓１）＝犳（狓０－犱）＝犳（狓０）＋犳′（狓０）犱＋

犳
″（狓０）

２！
犱２＋

犳（狓０）

３！
犱３＋犚２

则ｔａｎα２＝犳′（狓０）＋
犳（狓０）

６
犱２＋（犚２－犚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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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１，犚２ 分别为相应的拉格朗日型余项。定义

犳′（狓０）的计算误差为：

Δ犳′（狓０）＝ｔａｎα２－ｔａｎα１ ＝

ｔａｎα２－犳′（狓０）＝
犳（狓０）

６
犱２＋（犚２－犚１）

　　若忽略高阶项之差犚２－犚１，当犳（狓０）＞０

时，若犱增大，则ｔａｎα２＞ｔａｎα１，由函数的单调性

知α２＞α１。说明此条件下，ＤＥＭ采样间距扩大并

不引起坡度数值变小。由于ｔａｎα２ 与ｔａｎα１ 之差

实质是利用采样点所估计的 犳′（狓０）与真实

犳′（狓０）之差，即采样间距扩大不一定导致计算出

的犳′（狓０）减小（本文中采样间距扩大等同于分辨

率粗略化），且有：若忽略犚２－犚１，Δ犳′（狓０）与犱
２ 成

正比。另设某地表面可用函数狕＝犳（狓，狔）表示

（采用直角坐标系，为方便计算，规定狓轴为东西

方向，狔轴为南北方向），偏导数犳狓 和犳狔 存在。

则地表某点的坡度 犘 为：ｔａｎ犘＝ 犳狓
２＋犳狔槡

２。

由偏导数的几何意义及前述结论推知，采样间距

２犱增大并不一定引起对犳狓 和犳狔 的估值减小，导

致犘不一定减小，这也与前述定性的分析结果相

互印证。

１．２　坡度数学模型的相关误差分析

本文采用３阶反距离平方权算法来计算坡

度。图３中，狕犻（犻＝１，２，３，…，９）分别表示在各个

点上的高程，其离散的数学模型为：

犳狓＝（狕３－狕１＋２（狕６－狕４）＋狕９－狕７）／（８犱）；犳狔

＝（狕７－狕１＋２（狕８－狕２）＋狕９－狕３）／（８犱）；狕１＝犳（狓０

－犱，狔０－犱）；狕２＝犳（狓０，狔０－犱）；狕３＝犳（狓０＋犱，狔０

－犱）；狕４＝犳（狓０－犱，狔０）；狕５＝犳（狓０，狔０）；狕６＝犳

（狓０＋犱，狔０）；狕７＝犳（狓０－犱，狔０＋犱）；狕８＝犳（狓０，狔０

＋犱）；狕９＝犳（狓０＋犱，狔０＋犱）。

图３　３×３局部移动窗口

Ｆｉｇ．３　ＬｏｃａｌａｎｄＭｏｖａｂｌｅＷｉｎｄｏｗ

若各点高程无误差，坡度的计算误差来源于

犳狓 和犳狔 的计算误差。所有点的狕犻 都在点（狓０，

狔０）处按照泰勒公式展开到３阶，代入前述坡度计

算的数学模型，即可得到犳狓 和犳狔 的估计值犳０狓和

犳０狔：

犳０狓 ＝犳狓（狓０，狔０）＋
犱２

４
犳狓狔狔（狓０，狔０）＋

犱２

６
犳狓狓狓（狓０，狔０）＋犚犵狓

犳０狔 ＝犳狔（狓０，狔０）＋
犱２

４
犳狓狓狔（狓０，狔０）＋

犱２

６
犳狔狔狔（狓０，狔０）＋犚犵狔

式中，犚犵狓和犚犵狔分别为相应点的拉格朗日型余项

之代数和。令点（狓０，狔０）的真实坡度为α１，由离散

格网计算出的坡度为α２。再令

犕 ＝
犱２

４
犳狓狔狔（狓０，狔０）＋

犱２

６
犳狓狓狓（狓０，狔０）

犖 ＝
犱２

４
犳狓狓狔（狓０，狔０）＋

犱２

６
犳狔狔狔（狓０，狔０）

　　若忽略犚犵狓和犚犵狔有：

ｔａｎ２α２－ｔａｎ
２
α１ ＝ （犳

２
０狓＋犳

２
０狔）－（犳

２
狓＋犳

２
狔）＝

犕２＋２犕犳狓＋犖
２
＋２犖犳狔

（１）

式中，２犕犳狓＋２犖犳狔 可以表达为犱
２犓 的形式，其

中犓 是１阶偏导数和３阶（混合）偏导数的函数，

犓与犱无关。且犕２≥０，犖
２
≥０，犱

２
＞０，则１阶偏

导数和３阶（混合）偏导数的正负将影响ｔａｎ２α２－

ｔａｎ２α１ 的正负。顾及函数的单调性，认为１阶和３

阶（混合）偏导数的正负对计算出的坡度比真实坡

度偏大还是偏小产生影响，则有推论１。

推论１　若等式（１）右端大于０，会出现坡度

高估的情况；反之，出现坡度低估的情况。

由式（１）知，犱或分辨率的数值大小对误差的

数值大小是有影响的，但是以上推导并不能确认

分辨率的数值大小对误差的正负有何影响。

２　试验分析

２．１　研究方法

采用高斯数学曲面代表地形表面［１２］。其数

学公式如下：

狕＝犃 １－
狓（ ）犿［ ］

２

ｅ－
狓（）犿

２
－

狔
狀＋（ ）１ ２

－

　犅 ０．２
狓（ ）犿 －

狓（ ）犿
３

－
狔（ ）狀［ ］

５

ｅ－
狓（）犿

２
－

狔（）狀
２

－

　犆ｅ
－

狓
犿＋（ ）１ ２

－
狔（）狀

２

　　为方便起见，设定犿＝狀＝５００，狓和狔的值均

在区间［－５００，５００］内。犃，犅 和犆 取不同的数

值［１２］，生成不同的地形。地形犌１（３，１０，１／３）（括

号中依次为 犃，犅，犆 的数值，以下同），犌２（３０，

１００，３），犌３（６０，２００，６），犌４（９０，３００，９），犌５（１２０，

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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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１２），犌６（１５０，５００，２４）。从犌１ 依次到犌６，地

形起伏程度逐步提高。将连续的高斯曲面离散化

生成ＤＥＭ，分辨率分别取１ｍ，２ｍ，５ｍ，１０ｍ，１５

ｍ，２０ｍ，２５ｍ，３０ｍ。以１ｍ分辨率的ＤＥＭ（以

下简称１ｍＤＥＭ，其余的类推）每个栅格中心点

作为样点（共获得１００１×１００１个样点），以高斯

数学曲面在每个样点处的坡度（采用弧度制）为真

值，进行坡度误差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分辨率粗

略化，平均坡度在降低。

２．２　坡度增减幅度与分辨率关系

定义由栅格ＤＥＭ所提取的坡度与真实坡度

之差为坡度误差犈。对每种地形每种分辨率条件

下的犈进行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ｔａ检验，显著性水平０．０５，

认为犈均不服从正态分布。由图４知，对所有地

形，随着分辨率粗略化，犈绝对值的平均值（记作

犈犪）均增大。并且地形起伏程度越高，这种增加

越明显。犈绝对值的最大值表现出相同的规律。

犈绝对值的最小值总体趋势也为增加。说明分辨

率粗略化总体造成坡度的误差数值增大。

图４　犈犪 变化曲线图

Ｆｉｇ．４　Ｇｒａｐｈｏｆ犈犪

表１　犈犪 与犚 函数关系表

Ｔａｂ．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犈犪ａｎｄ犚

地形类别 公式

犌１ 犈犪＝６．７２４１×１０－８犚１．９９８９

犌２ 犈犪＝６．６２９３×１０－７犚１．９９９０

犌３ 犈犪＝１．２７３３×１０－６犚１．９９９０

犌４ 犈犪＝１．７９８３×１０－６犚１．９９９１

犌５ 犈犪＝２．２２８６×１０－６犚１．９９９１

犌６ 犈犪＝２．５６２７×１０－６犚１．９９９２

　　对图４中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了犈犪 与

分辨率犚（单位为ｍ，以下同）的函数，见表１。根

据表中公式直接计算出犚，公式的复决定系数均

为１．０００。

定义坡度比真值大的栅格为正误差栅格，同

理定义负误差栅格。对所有正误差栅格的误差求

平均值（记作犈狆），可以发现：随着分辨率粗略化，

同一种地形的犈狆 均在增加。对同一种地形，若

以１ｍＤＥＭ 的犈狆 为基准，依次用２ｍ，５ｍ，

１０ｍ，１５ｍ，２０ｍ，２５ｍ和３０ｍＤＥＭ的犈狆 与之

相比，比值接近分辨率平方的倍数。对同一种分

辨率，从犌１～犌６，犈狆 依次增大，数值的比值接近，

平均为１．００∶９．９６∶１９．７３∶２９．１５∶３８．０９∶

４６．７３。对所有负误差栅格的误差绝对值求平均值

（记作犈狀），则有：随着分辨率粗略化，同一地形的

均增大，比值同样接近分辨率的平方倍数。对于

同一种分辨率，从犌１ 依次到犌６，犈狀 依次增大，数

值的比值接近，平均为１．００∶９．８５∶１８．９０∶

２６．６３∶３２．９１∶３７．７８。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发现

存在犈狆（犈狀）＝犪犚
犫 的统计关系（限于篇幅，不再列

出），犪和犫 为参数，所有的犫与２的差值都在

１０－３数量级上或更小。顾及表１，认为犈犪，犈狀 和

犈狆 均与分辨率的平方成正比。

将 同 一 种 地 形 ３０ ｍＤＥＭ 的 犈狆 减 去

１ｍＤＥＭ，所得数值除以２９ｍ，则可以得到平均

ＤＥＭ每单位分辨率的变化造成的犈狆 变化值，记

作犈０狆，同理可以得到犈
０
狀，通过比较两者大小来判

断犈狀 和犈狆 对分辨率变化的敏感性差异，见表２。

表２　犈
０
狆 和犈

０
狀 数值表

Ｔａｂ．２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犈
０
狆ａｎｄ犈

０
狀

地形 犈０狆 犈０狀 地形 犈０狆 犈０狀

犌１ ８．６０×１０－７ ２．２２×１０－６ 犌４ ２．５１×１０－５ ５．９２×１０－５

犌２ ８．５６×１０－６ ２．１９×１０－５ 犌５ ３．２８×１０－５ ７．３２×１０－５

犌３ １．７０×１０－５ ４．２０×１０－５ 犌６ ４．０２×１０－５ ８．４１×１０－５

　　可见，在全部６种地形中，犈狀 对于分辨率的

变率均高于犈狆 的变率，犈
０
狀 均是犈

０
狆 的两倍以上。

平均意义上，犈狀 比犈狆 对于ＤＥＭ 分辨率的变化

的敏感性高。

２．３　坡度变化的栅格数量与分辨率关系

随着分辨率粗略化，正误差栅格数量在增加

（限于篇幅，不给出曲线图）。在犌２、犌３、犌４ 和犌５

地形中，正误差栅格数量的变化规律一致，从

１ｍＤＥＭ到３０ｍＤＥＭ，对应的正误差栅格个数的

增幅均为５８２。在犌１ 和犌６ 中，该数值分别为５８５

和５９９；随着分辨率粗略化，负误差栅格数量均在

减少。在犌２、犌３、犌４ 和犌５ 地形中，负误差栅格数

量的变化曲线重合，且从１ｍ到３０ｍＤＥＭ，对应

的负误差栅格个数的减幅均为５８２。在犌１ 和犌６

中，该数值分别为５８５和５９９；随分辨率的粗略

化，正误差的栅格数量增加，负误差栅格数量减

小，但是负误差栅格数量保持为正误差栅格数量

的８ 倍左右（范围为 ７．９００～８．１７９，平均值

８．１１８）。平均坡度减小的幅度是坡度增高的幅度

６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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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２ 倍以上（范围为 ２．０９３～２．５９０，平均值

２．３８８）。因此虽然坡度变化的幅度增大，但是实际

上坡度减小的幅度总大于坡度增加的幅度，并且

坡度减小的栅格数量多于增加的栅格数量，在这

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随ＤＥＭ 栅格粗略化，整体

平均坡度降低。

２．４　分辨率对坡度误差正负的影响

将同一种地形的各个分辨率ＤＥＭ 对应的坡

度误差层面进行复合叠置，可获得一直保持正误

差的栅格和保持负误差的栅格。对所有地形，

１ｍＤＥＭ正误差栅格中９９．７４％以上的栅格保持

为正误差栅格，１ｍＤＥＭ 负误差栅格相应数值为

９９．９％。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认为，当分辨率数

值小于３０ｍ时，分辨率对坡度误差的正负没有

影响。

同时发现，对于同一种地形，不同分辨率

ＤＥＭ的正误差和负误差栅格都集中于特定的若

干坡度分类级别区域。对于犈犪 与相应的平均坡

度犛犪，有犈犪＝犪＋犫犛犪（见表３，复决定系数均为

１．０００）。

表３　犈犪 与犛犪 回归方程参数表

Ｔａｂ．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犈犪ａｎｄ犛犪

地形类别 犪 犫

Ｇ１ ０．０１１ －１．１００

Ｇ２ ０．１０６ －１．１０１

Ｇ３ ０．２０８ －１．１０４

Ｇ４ ０．３０７ －１．１１０

Ｇ５ ０．３９９ －１．１１６

Ｇ６ ０．４８９ －１．１２９

２．５　推论１的验证

对于每个栅格，需要获得坡度实际的增减数

值（记为变量犔）和该栅格中心点对应的表达式

为：犕２＋２犕犳狓＋犖
２＋２犖犳狔 的值（记为变量犙）。

将两个对应的层面进行复合叠置，则每个栅格将

可能出现４种情况：α（犔≥０且犙≥０），β（犔＜０且

犙≥０），φ（犔≥０且犙＜０），φ（犔＜０且犙＜０）。将

α情况与犔≥０情况的栅格数量相比，得到式（１）

对正误差（此处包括零误差）栅格数量估计的正确

率（记作狉１）；同理，将φ情况与犔＜０情况的栅格

数量相比，得到式（１）对负误差估计的正确率（记

作狉２），从而判断推论１的可靠性。研究发现，

狉１≥９９．９９％，狉２≥９９．９％，则在此精度范围内认

为推论１是正确的。

定义式（１）左右两侧数值之差的绝对值为计

算误差Δ（由忽略犚犵狓和犚犵狔引起），发现在所有地

形所有分辨率ＤＥＭ 条件下Δ的平均值均小于

１．１８×１０－５，其最大值均小于７．３２２９×１０－５，因

此，在此精度范围内，理论结论是可靠的。同时发

现，高阶项忽略引起的误差随分辨率数值增大而

增大。通过回归分析知Δ的平均值均是分辨率

的幂函数，表明式（１）的计算误差Δ是有规律的，

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回归公式进一步减小或控制。

３　结　语

ＤＥＭ采样间距扩大并不一定引起单个栅格

的坡度数值变小。坡度计算误差与连续地形表面

函数的１阶偏导数和３阶（混合）偏导数有关。分

辨率粗略化时，坡度增加和减小的幅度均增大。

负误差栅格数量是正误差栅格数量的８倍左右。

负误差绝对值均值是正误差均值的两倍以上，前

者比后者对分辨率变化更为敏感，负误差的栅格

对平均坡度的变化起主导作用。因此，随着ＤＥＭ

分辨率粗略化，平均坡度降低。

分辨率在３０ｍ 范围内，分辨率对坡度误差

的正负没有影响；９９．７４％以上的正误差栅格保持

为正误差栅格，９９．９％以上的负误差栅格保持为

负误差栅格。

根据研究获得的经验的公式，坡度误差可以

由分辨率或平均坡度来计算，可为在有限条件下

估计坡度的精度提供依据。研究给出了由坡度误

差反算适宜的分辨率的公式，为实际应用部门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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