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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hp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涉猎的行业以及应用范围非常的广泛，其

核心是对空间数据的管理和分析，其应用上，则是结

合各学科专业知识的数据分析，达到协助专业研究的

目的。就地理信息系统与设计行业相关的内容而言，

是利用对设计（城市、景观、生态、旅游、建筑等专

业）有所影响的地理信息空间数据，建立空间信息模

型，进行与设计相关的分析，辅助设计的合理发展。

  过去，甚至现在在做城市、景观、生态、旅游等

规划时，技术上操作的模式基本是AUTO Cad的绘制方

法，仅靠各个图层区分主要的规划系统，例如道路、

建筑、地形等，不包含任何地理信息，其坐标系统也

只是软件自身的参照，可以认为不涉及地理坐标系统

与投影坐标系统。传统Auto CAD的制图模式虽然仍旧在

大量的使用，但是大量重复性的修改工作，完全人工

的制图模式和制图方式的多样性、不规范性，专业间

信息使用的不便，尤其图形与地理信息的脱节，最直

接造成的影响就是耗费规划师大量的操作时间，例如

完全人工的标注方式；有些内容使用传统方法则很难

达到，例如对于网络结构的分析、空间分析、各种适

宜性评价等。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来进行规划制图和相

关内容的分析必然是未来规划行业发展的趋势。       

   本篇章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地理信息数据的获取，

地理空间参考与地图投影，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地

理信息数据的基本处理（组织项目数据库_遥感影像与

基础地理信息，DWG格式文件的地理信息化），现状分

析+网络分析+生物栖息地适宜性评价+空间分析以及

关于地形图涉密。建立地理信息模型最关键的因素就

是获取地理信息数据，例如城市规划中，建立城市地

理信息系统时，需要城市的土地利用图；针对交通管

理，则需要道路名称、宽度、等级、历史流量等；生

态规划则需要遥感图像。对于任何规划相关的图纸都

可以从委托方处索取，以便规划任务顺利的进行，这

里主要讲述遥感影像数据的获取途径。

  开始处理地理信息模型时，最让人头疼的无非是

地理空间参考与地图投影，往往让刚接触地理信息的

人摸不着头脑，其实只要大概了解坐标系统和投影系

统的原理知识，关键搞清楚目前主要的GPS系统，国家

基础地理信息产品，遥感卫星影像主要使用的坐标系

统，并根据自身规划内容，结合主流的坐标系统选择

自身的系统并知道如何转化即可。

  在学习地理信息系统GIS时，也往往不顾及遥感RS

部分内容，GIS部分已经让人感到高不可攀，RS岂不更

是如此。这是大部分从未接触该领域人的潜意识，实

际上不管是GIS也好，RS也好，规划所使用的部分主要

是应用领域，只有在目前所提供的工具无法满足规划

要求时才涉及再开发。RS是GIS系统最为重要的内容，

尤其部分遥感影像在网络平台上的免费提供（例如

Landsat等），RS的应用会更加普及。使用RS可以识别

地物用于遥感分类，可以做遥感动态监测，比较同一

地区不同历史时间研究某一地物的变化，例如林冠状

态，农业用地，城市规模等。高光谱分析技术又可以

协助处理植物分析，例如植被易燃性，森林健康分析

等。另外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Google Earth，使得遥

感影像在地理信息查询上应用的发展也更加普遍。

  对于地理信息数据的基本处理分成两个部分，一

个主要是组织地理数据库，这也许是在AutoCAD时代

不曾涉及的，但在地理信息化的过程中会涉及到海量

的数据。ARC GIS本身的数据类型就很多，例如常用的

Shapefile、coverage、CAD、TIN表面模型等，还有注记

类、属性域、几何网络、KML、元数据、网络数据集、

宗地结构、栅格和图像、关系类、Terrain、拓扑等，

另外规划过程的各类地物名称，例如村镇名称以及相

关的地质、水文，水利、气象，土壤、植被、矿产、

历史遗产、环境等信息，所有这些地理信息都需要合

理的管理才能有效地分类、查找、调用，在使用过程

中更加的有效。另外在数据信息转化的过程中，比较

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将传统AutoCAD格式的文件输入

到地理信息系统中，这也是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更

新的主要数据来源之一。

   地理信息系统不只是地理制图，更是地理信息数据

的管理，在规划过程中可以使用GIS中的拓展模块，例

如3D Analyst、Spatial Anlyst、Network Analyst等工

具箱进行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现状分析、网络分析、生

物栖息地适宜性评价、空间分析等内容，具体的例如

获取地表径流、太阳辐射量、坡度、坡向等，更是使

Ian McHarg(1969)著作《设计结合自然》中涉及的叠加

各专题图获取适宜性评价方法借助计算机得以发展。

   地形图使用过程中，没有想过会涉及到国家安全问

题是目前绝大部分规划人员未曾想到过的问题，这也

是在网络时代需要注意的内容之一，因此在最后主要

摘录了部分关于地形图涉密的法律法规以增强在使用



地形图，尤其具有涉密内容部分的地形图的规范操作

意识。

   地理信息系统能够涉猎的内容及其繁多，不仅是本

书所讲述的，针对不同项目也会有不同应用的方式，

由于编者的水平和精力所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

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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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来协助规划设计，首先需要的是各种对设计有所影响的地理空间数据，包括对有关空间实

体的几何数据和属性数据合理的组织，例如，最为常用的包含高程数据的地形图以及土壤类型图，行政区划图等

等，但是并不是每类设计都会涉及到所有的空间数据，一般只需建立起有助于设计发展的空间信息即可。

    地理信息数据的来源多样，主要包括：

1 遥感影像数据

  设计师一般不会花费额外的费用来购买遥感数据，但是随着非高分辨率的免费共享以及RS技术不断发展，高

分辨率遥感数据价格的降低，遥感影像数据已经成为GIS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源。遥感影像数据能够为GIS提供

大量实时、动态的地面监测数据，可以准确获得大面积，综合的各种专题信息，以及周期性的数据资料；

2 地图

  地图是地理数据的传统描述形式，具有共同参考坐标其系统的点、线、面的二维平面形式的表示，实体的类

别和属性用不同的符号识别与表示，空间关系直观，是目前大部分GIS系统图形数据的来源。随着测绘等相关部门

将地图向GIS系统的转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行业标准-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生产技术规范》等各种

规范的出台，地理信息化已经逐渐的取代了传统地图以及纯粹CAD的描述方式，那么设计师所获得用于设计的资料

也并不只是以dwg格式保存的CAD文件了，以规划设计为主的行业在继续设计的过程中自然应以GIS为基础进行各种

相关的分析，并将规划设计成果地理信息化；

3 统计数据

  国民经济的各种统计数据，例如人口数量、人口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等数据，也会根据规划设计的需要转换

为GIS，而这些数据通常来自于国家统计部门；

4 实测数据

    设计所需要的前期资料可能并不完全，例如某些地物的具体位置没有标明，这可以借助GPS点位数据来完善；

5 数字数据

   随着各种专题图件的制作和各种GIS系统的建立，直接获取数字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成为可能，但是需要注意

各种不同数据格式的转换和数据精度的控制，以及可信度等方面的问题；

6 各种文字报告和立法文件

   各种文字报告和立法文件在一些管理类的GIS中，例如城市管理法规、规划报告在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中所

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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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遥感影像数据的获取途径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http://www.echo.nasa.gov/reverb/about_reverb.htm

   目前已经可以使用 NASA REVERB | ECHO 免费工具搜索遥感卫星

科学数据来协助各行业对相关数据的需求，尤其对地球生态方面的关

注，NASA的遥感影像数据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行政机构，负责美国的民用太空计划、与

航空科学暨太空科学的研究。1958年7月2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美国公共法

案85-568》（United States Public Law 85-568，即《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法案》），创立了

NASA，取代了其前身NACA，于1958年10月开始运转。自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负责了

美国的太空探索，例如登月的阿波罗计划、太空实验室、以及随后的航天飞机。自2006年2

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愿景是 “开拓未来的太空探索，科学发现及航空研究”。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使命是“理解并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行星；探索宇宙，找到地球外的生

命；启示我们的下一代去探索宇宙”。在太空计划之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还进行长期的

民用以及军用航空太空研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被广泛认为是世界范围内太空机构中执牛

耳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透过地球观测系统提升对地球的了解，透过太阳科学研究计划精

进太阳科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注重于利用先进的机械任务探索太阳系中的的所有天体并

利用天文观测台及相关计划研究天体物理学中的主题，例如大霹雳理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与许多美国国内及国际的组织分享其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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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Data Service Platform

http://ncar.ucar.edu/

   “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启建于2008年，由中国科

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科学数据中心建设并运行维护。

面向中国科学院及国家的科学研究需求，逐渐引进当今国

际上不同领域内的国际数据资源，并对其进行加工、整

理、集成，最终实现数据的集中式公开服务、在线计算

以及由数据专员支持的委托查询、数据传递通道等特色服

务。 

模型计算：面向多领域科研需求，基于通用的数据模型，

充分利用本站超级计算资源，为用户提供可定制的数据产

品加工，用户通过在线定制便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数据产

品。

数据产品：在镜像数据及科学数据中心存档数据的基础

上，利用国内外权威的数据处理方法或科学数据中心自行

研发的数据处理方法加工生产的高质量数据产品。

镜像数据：为平台引进的国际原始数据资源。目前已经引

进的数据资源包括Modis、Landsat、SRTM、ASTER GDEM、

N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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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资源技术卫星”计划最早始于1967年，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NASA）受早期气象卫星和载人宇宙飞

船所提供的地球资源观测的鼓舞，开始在理论上进行地球资源技术卫星系列的可行性研究。1972年7月23日，第

一颗陆地卫星（Landsat_1）成功发射，后来发射的这一系列卫星都带有陆地卫星（Landsat）的名称。到1999

年，共成功发射了六颗陆地卫星，它们分别命名为陆地卫星1到陆地卫星5以及陆地卫星7，其中陆地卫星6的发射

失败。

   Landsat陆地卫星系列遥感影像数据覆盖范围为北纬83度到南纬83度之间的所有陆地区域，数据更新周期为16

天（Landsat 1-3的周期为18天），空间分辨率为30米（RBV和MSS传感器的空间分辨率为80米）。目前，中国区

域内的Landsat陆地卫星系列遥感影像数据可以通过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免费获

得（http://landsat.datamirror.csdb.cn）。

   Landsat陆地卫星在波段的设计上，充分考虑了水、植物、土壤、岩石等不同地物在波段反射率敏感度上的差

异，从而有效地扩充了遥感影像数据的应用范围。

LANDSAT遥感数据

Landsat数据主要参数：

  Landsat陆地卫星携带的传感器，在南北向的扫描范围大约为179km，东西向的扫描范围大约为183km，数据输

出格式是GeoTIFF，采取三次卷积的取样方式，地图投影为UTM-WGS84南极洲极地投影。数据分发前，美国国家

航空与航天局（NASA）和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对数据产品进行了系统的辐射矫正和地面控制点几何校正，并

且通过DEM高程模型做了地形矫正。按照产品的处理级别，分为四类：原始数据产品（Level 0）、辐射矫正产品

（Level 1）、系统几何矫正产品（Level 2）、几何精矫正产品（Level 3）、高程矫正产品（Level 4）。目前，

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是L1T数据产品。

数据等级：

1. 原始数据产品（Level 0）

原始数据产品是卫星下行数据经过格式化同步、按景分幅、格式重整等处理后得到的产品，产品格式为HDF格

式，其中包含用于辐射校正和几何校正处理所需的所有参数文件。原始数据产品可以在各个地面站之间进行交换

并处理。 

2.辐射校正产品(Level 1)

只经过几何校正而没有经过辐射校正的产品数据，并将卫星下行扫描行数据反转后按标称位置排列。

3. 系统几何校正产品（Level 2）

系统几何校正产品是指经过辐射校正和系统级几何校正处理的产品，其地理定位精度误差为250米，一般可以

达到150米以内。如果用确定的星历数据代替卫星下行数据中的星历数据来进行几何校正处理，其地理定位精度

将大大提高。几何校正产品的格式可以是FAST－L7A格式、HDF格式或GeoTIFF格式。 

4. 几何精校正产品（Level 3）

几何精校正产品是采用地面控制点对几何校正模型进行修正，从而大大提高产品的几何精度，其地理定位精

度可达一个象元以内，即30米。产品格式可以是FAST－L7A格式、HDF格式或GeoTIFF格式。

5. 高程校正产品（Level 4）

高程校正产品是采用地面控制点和数字高程模型对几何校正模型进行修正，进一步消除高程的影响。产品格

式可以是FAST－L7A格式、HDF格式或GeoTIFF格式。

数据组织：
    Landsat陆地卫星数据覆盖中国区域需要561景影像，每一景Landsat卫星影像图像存贮为一个压缩文件。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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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价值：

   Landsat陆地卫星系列提供了大量地球资源观测数据，为各种学科和领域的用户和研究人员提供他们所需要的

遥感影像信息，对整个地球科学来说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Landsat遥感影像数据可以用于自然资源保护、能

源勘探、环境管理、自然灾害监测等多个研究领域，遥感影像数据特有的在时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

率上的优势，能够开始在“生态系统基础”上来观察地球的组成，超越了当前所收集的大多数资源数据的边界。

数据文件的文件名由拍摄卫星的名称、拍摄地区行、列编号、拍摄时间、地面接收站位置来共同命名。例如，

LT51240312009224IKR00文件名包含的信息如下：拍摄卫星是Landsat_5（TM传感器），拍摄地区位于124行/31

列，拍摄时间是2009年的第224天，地面接收站编号IKR。

LANDSAT-7SLC-off卫星数字产品(2003-)

  美国陆地卫星7号(Landsat-7)于1999年4月15日由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发射升空，其携带的主要传感器为增

强型主题成像仪( ETM+ ) 。

  Landsat-7除了在空间分辨率和光谱特性等方面保持了与Landsat-5的基本一致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特性，

因而受到了各国用户的普遍重视和欢迎。自发射升空至今，已为用户提供了大量高质量的图像数据。Landsat-7每

16天扫瞄同一地区，即其16天覆盖全球一次。 

  2003年5月31日(21:42:35 GMT)，Landsat-7ETM+机载扫描行校正器(ScanLinesCorrector, 简称SLC)突然发生故

障，导致获取的图像出现数据重叠和大约25%的数据丢失，因此2003.5.31日之后Landsat-7的所有数据都是异常

的，需要采用SLC-off模型校正。另外，2003.05.31-2003.07.14以及2003.07.03-2003.09.17之间的数据没有获得。

  Landsat ETM+影像数据包括8个波段（波段设计），band1-band5和band7的空间分辨率为30米，band6的空间

分辨率为60米，band8的空间分辨率为15米，南北的扫描范围大约为170km，东西的扫描范围大约为183km。 

此数据产品（L7 SLC-off）是指2003.5.31日Landsat-7 SLC故障之后的异常数据产品。

主题成像仪Landsats4-5 波段     波长(微米)   分辨率(米) 主要作用

ETM+ Band 1 蓝绿波段 0.45-0.52    30     用于水体穿透,分辨土壤植被

Band 2 绿色波段 0.52-0.60    30     分辨植被

Band 3 红色波段 0.63-0.69    30     处于叶绿素吸收区域, 用于观测道路/裸露土壤

/植被种类效果很好

Band 4 近红外 0.76-0.90    30     用于估算生物数量, 尽管这个波段可以从植被

中区分出水体，分辨潮湿土壤, 但是对于道路

辨认效果不如TM3

Band 5 中红外 1.55-1.75   30     用于分辨道路/裸露土壤/水, 它还能在不同植被

之间有好的对比度, 并且有较好的穿透大气、云

雾的能力。

Band 6 热红外 10.40-12.50 60     感应发出热辐射的目标。

Band 7 中红外 2.09-2.35    30     对于岩石/矿物的分辨很有用, 也可用于辨识植

被覆盖和湿润土壤。

Band 8 微米全色 0.52-0.90    15     得到的是黑白图象, 分辨率为15m，用于增强分

辨率, 提供分辨能力。

波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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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AT4-5TM 卫星数字产品

    Landsat主题成像仪(TM)是Landsat4和Landsat5携带的传感器，从1982年发射至今，其工作状态良好，几乎实现

了连续的获得地球影像。

    Landsat-4和Landsat5每16天扫瞄同一地区，即其16天覆盖全球一次。LandsatTM影像包含7个波段（超链

接），波段1-5和波段7的空间分辨率为30米，波段6（热红外波段）的空间分辨率为120米。南北的扫描范围大约

为170km，东西的扫描范围大约为183km。 

主题成像仪Landsats4-5  波段           波长(微米)    分辨率(米)   主要作用

TM Band 1      蓝绿波段 0.45-0.52     30        用于水体穿透,分辨土壤植被

 Band 2      绿色波段 0.52-0.60     30        分辨植被

 Band 3      红色波段 0.63-0.69     30        处于叶绿素吸收区域, 用于观测道路/裸露土

                                                                   壤/植被种类效果很好

 Band 4      近红外波段 0.76-0.90     30        用于估算生物量, 尽管这个波段可以从植被

                                                                   中区分出水体，分辨潮湿土壤，但对道路辨

                                                                   认效果不如TM3

 Band 5      中红外波段 1.55-1.75    30        用于分辨道路/裸露土壤/水, 它在不同植被之

                                                                   间有好的对比度, 并且有较好的穿透大气、

                                                                   云雾的能力。

 Band 6      热红外波段 10.40-12.50  120         感应发出热辐射的目标。

 Band 7      中红外波段 2.08-2.35     30        对于岩石/矿物的分辨很有用, 也可用于辨识

                                                                   植被覆盖和湿润土壤。

波段设计

产品类型: Level 1T 标准地形校正

单元格大小:15m – 全色波段8；30m – 反射波段1-5和7；60m – 热波段6H和6L

输出格式:  GeoTIFF

取样方法: 三次卷积 (CC)

地图投影: UTM – WGS 84南极洲极地投影

分发: 只能通过Http下载

传递: 对于已经有数据实体的影像可以立即通过网上下载，对于未获得数据实体的影像，需要提交数据申请或

者参照其他说明。

地形校正: L1T数据产品经过系统辐射校正和地面控制点几何校正，并且通过DEM进行了地形校正。此产品的大地

测量校正依赖于精确的地面控制点和高精度的DEM数据。

LANDSAT 7 ETM SLC-ON卫星数字产品（1999-2003）
    此数据产品（L7 SLC-on）是指2003.5.31日Landsat 7 SLC故障之前的数据产品。

标准参数

标准参数

Level 1T 标准地形校正

30m – 反射波段1-5和7；60m – 热波段6H和6L

产品类型:    

单元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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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AT1-5MSS 卫星数字产品

  Landsat MSS是由Landsat1-5卫星携带的传感器，他几乎获得了1972年7月至1992年10月期间的连续地球

影像。 Landsat-1、Landsat-2、andsat-3每18天扫瞄同一地区，即其18天可以覆盖全球一次。Landsat-4和

Landsat5每16天扫瞄同一地区。 

  Landsat MSS影像数据有四个波段，所有波段的分辨率为79米，南北的扫描范围大约为170km，东西的扫描范

围大约为183km。

波段设计

产品类型:     Level 1T 标准地形校正

单元格大小:  80m

输出格式 :   GeoTIFF

取样方法:    三次卷积 (CC)

地图投影:    UTM – WGS 84南极洲极地投影

分发:    只能通过Http下载

传递:  对于已经有数据实体的影像可以立即通过网上下载，对于未获得数据实体的影像，需要提交数据申

请，或者参照其他说明。

地形校正:   L1T数据产品经过系统辐射校正和地面控制点几何校正，并且通过DEM进行了地地形校正。此产品的

大地测量校正依赖于精确的地面控制点和高精度的DEM数据。

标准参数

主题成像仪Landsats1-3  Landsats4-5  类型 波长(微米)  分辨率(米) 主要作用

MSS  Band 4      Band 1            

                                      

Band 5      Band 2                                                                        

 Band 6      Band 3

 Band 7      Band 4     

绿色波段 

红色波段

近红外

近红外 

0.5-0.6

0.6-0.7

0.7-0.8 

0.8-1.1

80

80

80

80

对水体有一定透射能力，清洁水体中透射深

度可达10-20m，可判读浅水地形和近海海

水泥沙，可探测健康绿色植被反射率；

用于城市研究，对道路、大型建筑工地、砂

砾场和采矿区反映明显。可用于地质研究,

用于水中泥沙含量研究。进行植被分类；

区分健康与病虫害植被、水陆分界、土壤含

水量研究；

测定生物量和监测作物长势、水陆分界、地

质研究；

输出格式:    

取样方法:    

地图投影:    

分发: 

传递:  对于已经有数据实体的影像可以立即通过网上下载，对于未获得数据实体的影像，需要提交数据申

请，或者参照其他说明。

地形校正:   L1T数据产品经过系统辐射校正和地面控制点几何校正，并且通过DEM进行了地地形校正。此产品的

大地测量校正依赖于精确的地面控制点和高精度的DEM数据。

GeoTIFF

三次卷积 (CC)

UTM–WGS 84南极洲极地投影

只能通过Http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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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AT GLS全球陆地调查数据产品

    Global Land Survey（GLS）是美国NASA和USGS面向全球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研究生产的一套Landsat影

像，选取了云量较少、夏季时期的ETM+、TM、MSS、ALI影像，所有影像均经过几何和地形纠正，从而提供一套支

撑全球研究数据集的30米分辨率数据集。

产品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简要说明

GLS2005          

GLS2005-(EO-1)   

GLS2000          

GLS1990            

GLS1975      

USGS和NASA的合作计划，基本目标是利用高质量

Landsat存档数据，通过一些途径（投影、去云

等），加工生成不同时间段覆盖全球的GLS数据

产品。比如GLS2005进行了正射投影转换、ETM数

据修复、EO-1数据补充等。

2003    2008 

2002    2008 

1999    2003  

1984    1997  

1972    1987

基于LANDSAT水体信息的提取

    规划设计中，区域尺度的水资源调查，湿地保护以及水资

源宏观监测和植被的分布、种类的判断、病虫害监测等等涉

及到水体、植被信息的，可以使用ENVI、ERDAS等遥感图像处

理软件，利用遥感数据影像提取相关的信息数据。在国际科

学数据服务平台，开发了基于Landsat及ETM影响数据的水体

提取工具，可以为用户免费提供水体信息产品。

    水体的亮度值在TM及ETM影像的2、3波段上，与滩涂、山

体阴影有较大区别，而与居民地、水体、林地区别不明显；

在4、5波段上，水体亮度值最小，与其它地物区别明显。利

用这种反射特性，选择一定的波段组合方式，可以有效地将

水体和其它地物区分。另外，通过阈值的设置，来排除山地

阴影、积雪的干扰。模型如下： 

水体提取模型：(TM2+TM3) / (TM4+TM5)>k1 

冰雪提取模型：(TM2-TM5) / (TM2+TM5)>k2 

去云模型：    TM>k3 

水体提取原理及提取模型

基于LANDSAT的植被指数

    植被指数是一种利用卫星探测数据的线性或非线性组合来反映植被的存在、数量、质量、状态及时空分布特

点的指数，是利用卫星影像不同波段探测数据组合而成的，能反映植物生长状况的指数。大量研究表明，植被指

数与多种植被参数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可用来诊断植被的一系列生物物理参量，如叶面积指数(LAI)、植被覆盖

率、生物量、光合作用有效辐射吸收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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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指数选择及计算方法

    目前，世界上已经研究并提出的植被指数有数十种甚至上百种之多，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系统参考了大量

的国内外研究和文献，筛选了常见的14种植被指数进行计算，这些植被指数也可以直接在ENVI、ERDAS中使用，提

取植被信息：

比值植被指数：          

比值短波红外指数：      

差值植被指数：          

归一化植被指数          

归一化差分积雪指数：    

转换型植被指数：        

重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  

增强型植被指数：        

增强型植被指数：        

大气阻抗植被指数：      

土壤调整植被指数：      

修正土壤植被指数：      

土壤大气综合植被指数：  

优化土壤调节植被指数：  

RVI=ρnir/ρred

RSI=ρnir/ρswir

DVI=ρnir-ρred

NDVI=(ρnir-ρred)/(ρnir+ρred)

NDSI=（ρnir-ρswir）/（ρnir+ρswir）

TVI=(NDVI+0.5)^(1/2)

RDVI=(DVI*NDVI)^(1/2)

EVI=2.5*[（ρnir-ρred)/(ρnir+6.0*ρred)-7.5*ρblue+1)]

EVI2=2.5*[（ρnir-ρred)/[(N+(6-7.5/2.08)R+1]

ARVI=[ρnir-（2ρred-ρblue）]/[[ρnir+（2ρred-ρblue）]

SAVI=[（1+0.5)*(ρnir-ρred)]/(ρnir+ρred+0.5)

MSAVI=[2*ρnir+1-((2*ρnir+1)^(1/2)-8(ρnir-ρred))]/2

SATVI=[(ρswir-ρred/ρswir+ρred+0.1)*(1*0.1)]-(ρswir2/2)

OSAVI=(ρnir-ρred)/(ρnir+ρred+0.16)

LANDSAT ETM slc-off 修复影像

    Landsat-7 ETM+机载扫描行校正器(SLC)故障导致2003年5月31日之后获取的图像出现了数据条带丢失，严重

影响了Landsat ETM遥感影像的使用。对于已经丢失的数据，没有可能找回实际数据，因此，只能利用缝隙填充的

方式进行差值，尽量弥补缺失的数据部分，并且使相对完好的70-80%数据可用。

    国际科学数据平台使用影像局部自适应回归分析模型和多影像固定窗口回归分析模型修复受损的LANDSAT ETM 

slc-off 修复影像，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并不是都能够修复到可以很好使用的目的，LANDSAT 

ETM+机载扫描行校正器(SLC)的故障不失为一个遗憾。

ρblue=band1

ρred=band3

ρnir=band4

ρswir=band5

ρswir2=ban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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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影像局部自适应回归分析模型 

    利用多景不同时相的遥感数据、采用局部回归分析方法对一景影像进行缝隙填充，回归区域的面积为变化

值，提取局部区域相关性最大的区域进行回归分析，选择局部区域面积最小，相关性最大的区域进行回归分析。

该方法最大程度提高了影像修复质量，但需要较多的处理时间；

• 多影像固定窗口回归分析模型 

    利用多景不同时相的遥感数据、采用局部回归分析方法对一景影像进行缝隙填充，回归区域的面积为固定

值。选择用来进行填充修复的数据，需要考虑到数据的时相、缝隙位置，地物的变化以及是否有云雪等因素；

数据修补补丁Tm_Destripe修复丢失的数据

    从网络上可以免费下载到Tm_Destripe，基于ENVI的Landsat-7 ETM+遥感影像的修复工具，将其拷贝到ENVI安

装目录Save_add下。（注：在ENVI目录下搜索即可）。

关于ENVI：

ENVI(The Environment for Visualizing Images)和

IDL(Interactive Data language)是美国ITT Visual Information 

Solutions公司的旗舰产品。ENVI是由遥感领域的科学家采用

IDL开发的一套功能强大的遥感图像处理软件，其软件处理技

术覆盖图像数据的输入/输出、定标，图像增强、纠正、正射

校正、镶嵌，数据融合以及各种变换，信息提取，图像分类

与GIS的整合，DEM及三维信息提取，雷达数据处理，三维立

体显示分析，专业可靠的波谱分析工具和高光谱分析工具。

http://www.exelisvis.com/

    在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获得Landsat 7 ETM SLC-

off(2003-)的影像。Landsat7™共计9个TIFF文件，1、2、

3、4、5、61、62、7，8波段。下载的原始数据图像可以明

显的看到因为机载扫描行校正器(ScanLinesCorrector, 简称

SLC)故障，2003年后的数据图像的条纹,在所下载的数据中

包含有针对个波段的Gap Mask掩膜数据文件。

开始时间：2003-12-03 02:42:21  

结束时间：2003-12-03 02:42:48 

平均云量：.42 

左上云量：1.07  

右上云量：.01  

左下云量：0  

右下云量：.6

太阳方位角：158.7486572  

太阳高度角：26.0915775

中心纬度：38.91300 中心经度：116.20490 

左上点纬度：39.87930 左上点经度：115.35930 

右上点纬度：39.55930 右上点经度：117.55180 

左下点纬度：38.25280 左下点经度：114.88270 

右下点纬度：37.94010 右下点经度：117.02650

元数据 

数据标识：LE71230332003337EDC02 

产品名称：L7slc-off 

卫星：LANDSAT7 

条带号：123  行编号：33 

行象元数：1000  列象元数：1100 

传感器：ETM+ 

接收站标识：EDC 

数据获取日期：20031203  白天/夜晚：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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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前（真彩色图像）

    可以看到遥感影

像具有明显的条纹，

以第7波段为例，使

用ENVI及其数据修补

补丁Tm_Destripe修

复丢失的数据。

    点击ENVI/Basic 

Tools/Preporcessing/

G e n e r a l  P u r p o s e 

Utilities/TM6去条带

（改进）。在这里

需要强调的是在添

加掩膜数据层，Mask 

Definition/Option下

需要选择“Se l e c t 

Areas Off”。下面是

丢失数据的第7波段

修补后图像：

修补后（Band 7）

LANDSAT 卫星全球拼接影像（1999-2003）

    国际科学数据平台利用Landsat ETM+传感器在2000年前后拍摄的遥感影像图，拼接生成覆盖全球陆地范围的

影像产品。在影像合成工作中，采用一系列的图像增强技术，最终产品以7、4两个波段假彩色合成后显示，空间

分辨率达到14.25米，涵盖了大量地物细节信息。产品数据格式为MrSID格式。 

    关键词：  全球、4.25米、ETM影像拼接、742波段彩色合成 

    数据时期：2000年（±3年） 

    传感器：  ETM+ 

    波段：    采用三个全彩色波段合成 

    7波段（中红外）——以红色显示 

    4波段（近红外）——以绿色显示 

    2波段（可见光绿波段）——以蓝色显示

数据类型：    SID 

投影／坐标系：UTM / WGS84 

覆盖范围：    全球陆地 

空间分辨率：  14.25米 

数据量：      300GB 

共享方式：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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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AT 卫星全球拼接影像（1984-1997）

    国际科学数据平台利用Landsat TM传感器在1984-1997年间获得的数据拼接而成。大部分数据的获得日期为

1990年前后（±3年）。TM数据经过几何纠正，Mosaic产品为7、4、2（红、绿、蓝）假彩色合成。数据组织方式

为南北向5度分割，东西向6度分割（UTM区），数据格式为TIFF，覆盖范围为全球。 

    关键词：  全球、Landsat、TM拼接影像、742波段彩色合成 

    数据时期：1984-1997 

    传感器：  TM 

    波段：    采用三个全彩色波段合成 

    7波段（中红外）——以红色显示 

    4波段（近红外）——以绿色显示 

    2波段（可见光绿波段）——以蓝色显示

数据类型：GeoTIFF 

投影／坐标系：UTM / WGS84 

覆盖范围：全球陆地 

空间分辨率：28.5米 

数据量：500GB 

共享方式：免费

MODIS遥感影像数据

    MODIS全称Moderate-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即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1998年MODIS机载模

型器安装到EOS-AM（上午轨道）Terra和EOS-PM（下午轨道）Aqua系列卫星上，从1999年12月正式向地面发送数

据。极地轨道环境遥感卫星Terra上午从北向南横跨赤道，而Aqua则在下午由南向北横跨赤道。载于Terra与Aqua

卫星上的MODIS每1-2天观测地球表面一次，具有36个光谱带或多个波长组。这些数据有助于研究者理解全球海洋

运动与低层大气运动。MODIS在全球交互式地线模型的发展，精确的预测地球变化，及保护地球环境，协助决策者

做出果断判断中起到重要作用。

http://modis.gsfc.nasa.gov/about/  MODIS官网地址

MODIS技术规格：

Orbit轨道:            705 km, 10:30 a.m. descending node降轨 (Terra) or 1:30 p.m. ascending node升轨 (Aqua), 

sun-synchronous太阳同步, near-polar, circular极地地圆轨道 

Scan Rate扫描频率:   20.3 rpm, cross track 每分钟20.3转，与轨道垂直

Swath Dimensions测绘宽带: 2330 km (cross track) by 10 km (along track at nadir) 

Telescope望远镜:     17.78 cm diam直径. off-axis, afocal (collimated), with intermediate field stop 

Size体积:            

 Weight重量:         

Power功耗:           162.5 W (single orbit average) 

Data Rate数据率:     10.6 Mbps (peak daytime); 6.1 Mbps (orbital average) 

Quantization量化:    12 bits 

Spatial Resolution星下点空间分辨率: 250 m (bands 1-2)

                                      500 m (bands 3-7)

                                      1000 m (bands 8-36) 

Design Life设计寿命: 6 years 

1.0 x 1.6 x 1.0 m 

228.7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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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Use
主要用途

Band
波段

Bandwidth1
波谱范围

Spectral
Radiance2
光谱辐射强度

Required
SNR3
信噪比

Land/Cloud/Aerosols
Boundaries陆地/云/气溶胶边界

1 620 - 670 21.8 128

2 841 - 876 24.7 201

Land/Cloud/Aerosols
Properties陆地/云/气溶胶特性

3 459 - 479 35.3 243

4 545 - 565 29.0 228

5 1230 - 1250 5.4 74

6 1628 - 1652 7.3 275

7 2105 - 2155 1.0 110

Ocean Color/
Phytoplankton/
Biogeochemistry
海洋颜色/浮游 
植物/生物化学

8 405 - 420 44.9 880

9 438 - 448 41.9 838

10 483 - 493 32.1 802

11 526 - 536 27.9 754

12 546 - 556 21.0 750

13 662 - 672 9.5 910

14 673 - 683 8.7 1087

15 743 - 753 10.2 586

16 862 - 877 6.2 516

Atmospheric
Water Vapor
大气水蒸气

17 890 - 920 10.0 167

18 931 - 941 3.6 57

19 915 - 965 15.0 250

Surface/Cloud
Temperature
地表/云温度

20 3.660- 3.840 0.45(300K) 0.05

21 3.929- 3.989 2.38(335K) 2.00

22 3.929- 3.989 0.67(300K) 0.07

23 4.020- 4.080 0.79(300K) 0.07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大气温度

24 4.433- 4.498 0.17(250K) 0.25

25 4.482- 4.549 0.59(275K) 0.25

Cirrus Clouds Water Vapor
卷云 水气

26 1.360- 1.390 6.00 150(SNR)

27 6.535- 6.895 1.16(240K) 0.25

28 7.175- 7.475 2.18(250K) 0.25

Cloud Properties云特性 29 8.400- 8.700 9.58(300K)  0.05

Ozone臭氧 30 9.580- 9.880 3.69(250K) 0.25

Surface/Cloud Temperature
地表/云温度

31 10.780 - 11.280 9.55(300K) 0.05

32 11.770 - 12.270 8.94(300K) 0.05

Cloud Top Altitude
云顶高度

33 13.185 - 13.485 4.52(260K) 0.25

34 13.485 - 13.785 3.76(250K)  0.25

35 13.785 - 14.085 3.11(240K) 0.25

36 14.085 - 14.385 2.08(220K) 0.35

1 Bands 1 to 19 are in nm; Bands 20 to 36 are in µm
2 Spectral Radiance values are (W/m2 -µm-sr)
3 SNR = Signal-to-noise ratio
4 NE(delta)T = Noise-equivalent temperature difference 

Note: Performance goal is 30-40% better than required 

MODIS数据的波段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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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a(EOS-AM1)——极地轨道环境

遥感卫星于1999年12月18日成功地发

射，是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地球行星

使命计划中总数15颗卫星的第一颗，

也是第一个提供对地球过程进行整体

观测的系统。其主要目标是实现从单

系列极轨空间平台上对太阳辐射、大

气、海洋和陆地进行综合观测，获取

有关海洋、陆地、冰雪圈和太阳动力

系统等信息，进行土地利用和土地覆

盖研究、气候季节和年际变化研究、

自然灾害监测和分析研究、长期气候

变率和变化研究以及大气臭氧变化研

究等，实现对地球环境变化的长期观

测和研究。 

http://terra.nasa.gov/About/ Terra官网地址

    这颗卫星的名字Aqua取自拉丁文，意思是“水”。 这颗卫星主要使命是研究地球水循环，它的观测结果有望

增进科学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了解，并可用来进行更准确的天气预报。按计划，卫星上的6个科学仪器将对地球海

洋、大气层、陆地、冰雪覆盖区域以及植被等展开综合观测，搜集全球降雨、水蒸发、云层形成、洋流等水循环

活动数据。利用这些数据，科学家们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地球水循环和生态系统的变化规律，从而加深对地球生态

系统与环境变化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解。该卫星还可以对地球大气层温度和湿度、海洋表面温度、土壤湿度等

变化进行更精确的测量，有关测量结果在天气预报上据认为有重要价值。

    Aqua是美国宇航局发射的第二颗“地球观测系统”系列卫星。这一系统旨在对地球进行全面观测，主要由三

颗卫星组成，第一颗(Terra)于1999年11月发射，主要观测陆地。后一颗卫星(Aura)将重点搜集地球大气臭氧层数

据。

http://aqua.nasa.gov/  Aqua官网地址

MODIS数据产品：

Terra卫星数据

Terra卫星上载有下列五种对地观测仪器： 

■ 先进的空间热辐射反辐射计（ASTER） 

■ 云和地球辐射能量系统（CERES）（两个相同的扫描器） 

■ 多角度成像光谱辐射计（MISR） 

■ 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IS） 

■ 对流层污染探测装置（MOPITT）

产品名称 

500m地表反射率8天合成产品 

500m地表反射率 

250m地表反射率 

250m地表反射率8天合成产品 

1KM地表温度/发射率L3产品 

1KM地表温度/发射率8天合成L3产品

5KM地表温度/发射率8天合成L3产品

lKM地表覆盖类型96天合成 

1KM地表覆盖类型动态变化L3产品

空 间 分 辨 率

500m 

500m

250m

250m

1000m

1000m 

6000m

500m 

1000m

时间分辨率  

8 Day

Daily

Daily

8 Day 

Daily

8 Day

Daily

Yearly 

Yearly

产品ID

MOD09A1

MOD09GA

MOD09GQ 

MOD09Q1

MOD11A1  

MOD11A2 

MOD11B1 

MOD12Q1

MOD12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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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分辨率植被指数16天合成产品

1KM分辨率植被指数16天合成产品

1KM月植被指数L3产品

250m分辨率植被指数16天合成产品

每日1KM温度异常/火L3级产品

1KM温度异常/火8天合成产品

1KM叶面积指数（LAI）/光合有效辐

射分量（FPAR） 8天合成L4级产品 

1KM总初级生产力8天合成产品

关于产品MODIS植被指数算法理论可以参考<MODIS VEGETATION INDEX(MOD13) ALGORITHM THEORETICAL BASIS 

DOCUMENT(VERSION 3)>---Alfredo Huete Chris Justice(Team Members) and Wim van Leeuwen(Associate Team 

Memb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例举：关于植被指数合成产品（所有其它产品以及用户指南和产品算法理论可以在MODIS官方网站或者国际科学数

据平台中获得）

500m

1000m 

1000m

250m

1000m

1000m

1000m 

1000m 

16 Day

16 Day

Monthly

16 Day

Daily

8 Day

8 Day

8 Day

MOD13A1 

MOD13A2 

MOD13A3 

MOD13Q1

MOD14A1

MOD14A2

MOD15A2

MOD17A2     

EVI(MODIS Composite Algorithm Applied to SeaWiFS Data)

NDVI(MODIS Algorithm SeaWiFS DOY 258-274,1997

Color coded quality assurance flags for a Global 

NDVI compsite using the MODIS approach(BRDF/

CV-MVC/MVC)



30 | ECO-AIDED DESIGN TECHNOLOGY

  第一部分 | 地理信息数据的获取_01 •遥感影像数据的获取途径

从国际科学数据平台下载的MODIS 

Terra卫星数据

          基本情况： 

          文件名  MOD13A1.A2010193.h29v05.

                    005.2010212183844.hdf 

 文件ID 2080425342 

 传感器 MODIS 

 快视图  

 平台  Terra

 产品类型 MOD13A1

 版本号 5

 插入时间 2010-07-31 17:43:34.807 

 最近更新时间 2010-08-01 

                              02:23:46.046 

 文件大小（b） 14310393  

 文件大小（MB） 13.6475  

 日/夜 Day

地理位置信息:

左上经度 143.61983

左上纬度 40.10791 

右上经度 156.734914699984

右上纬度 39.99441 

左下经度 126.86549

左下纬度 29.91795 

右下经度 138.49875

右下纬度 29.81609

水平轨道编码 29

垂直轨道编码 5

          

          时间信息:

 处理时间 2010-07-31 22:38:44.000 

 数据序列开始时间 00:00:00.000000

 数据序列结束时间 23:59:59.000000

 数据序列开始日期 2010-07-12

 数据序列结束日期 2010-07-27

元数据

Aqua卫星数据

MYD09A1  500m地表反射率8天合成产品            500m  8 Day 

MYD09GA  500m地表反射率                      500m  Daily 

MYD09GQ  250m地表反射率                      250m  Daily 

MYD09Q1  250m地表反射率8天合成产品   250m  8 Day 

MYD11A1 1KM地表温度/发射率L3产品  1000m  Daily 

MYD11A2 1KM地表温度/发射率8天合成L3产品  1000m  8 Day 

MYD11B1 5KM地表温度/发射率8天合成L3产品  6000m  Daily 

MYD13A1 500m分辨率植被指数16天合成产品  500m  16 Day 

MYD13A2 1KM分辨率植被指数16天合成产品  1000m  16 Day 

MYD13A3 1KM月植被指数L3产品  1000m  Monthly 

MYD13Q1 250m分辨率植被指数16天合成产品  250m  16 Day 

MYD14A1 每日1KM温度异常/火L3级产品  1000m  Daily 

MYD14A2 1KM温度异常/火8天合成产品  1000m  8 Day 

MYD15A2 1KM叶面积指数（LAI）/

光合有效辐射分量（FPAR） 8天合成L4级产品  1000m  8 Day 

MYD17A2 1KM总初级生产力8天合成产品  1000m  8 Day 

          质量信息: 

          丢失数据百分比 0

 修改数据百分比 100

 自动质量标示 Passed

 使用质量标示 Passed

 科学质量标示 Inferred Passed

 高质量数据百分比 50

 未处理云量百分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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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1遥感影像数据

http://eo1.gsfc.nasa.gov/

    NMP（NASA新千年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发射试验卫星来验证一系列21世纪卫星新技术，称为飞行验证，是一项

滚动计划。目前列入计划的包括：EO（地球探测）、DS（深空探测）和ST（空间技术）。EO-1为对地计划的第一

颗卫星，另计划发射EO-2（航天飞机上的红外激光雷达）和EO-3（对静止气象卫星新技术进行验证，以求明显改

进目前气象预报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地球观测卫星-1（EO-1）是NASA新千年计划（NMP）的第一颗对地观测卫星，也是面向21世纪为接替Landsat 

7而研制的新型地球观测卫星，目的是对卫星本体和新型遥感器技术进行验证。该卫星于2000年11月21日成功发

射。 

    EO-1 上搭载了3 种传感器，即：

1.高光谱成像光谱仪 Hyperion 

2.高级陆地成像仪 ALI (Advanced Land Imager) 

3.大气校正仪AC (Atmosp heric Corrector) 

用户手册<EO-1User Guide v.2.3>可以在EO-1官方网站或者国际科学数据平台中获得;

ALI高级陆地成像仪数据:

    ALI是NASA针对Landsat TM和ETM的替代数据。它的技术性能和指标与Landsat 7的ETM+保持了连贯性，并且在

光谱分辨率和数据质量上有很大提高。 

波段：共10个波段，覆盖可见光、近红外、短波红外和热红外，波长范围和空间分辨率都完全与ETM+相同。 

地面分辨率：全色波段10m，其他波段30m 

幅宽：37km 

产品参数:

地图投影：UTM 

（以图像中心点经纬度定义UTM区）

坐标系：  WGS84   

波谱范围：0.4-2.4微米   

全色波段：1个  

可见波段：  6个  

近红外：2个

短波红外：1个  

命名规则:

EO1SPPPRRRYYYYDDDXXXML 

EO1：卫星

S ：传感器（A：ALI传感器，H：Hyperion传感器）

PPP ：WRS path

RRR：WRS row

YYYY：影像获得年份

DDD：影像获得日期

中红外波段：1个  

热红外：0个

扫描宽度：37KM  

重采样方法：CC（立方卷积） 

时间分辨率：16天

像素大小：30米，全色波段10米

数据格式：GeoTIFF

    ALI数据产品包括一个元数据文件（_MTL_L1T.TIF），一个美国联邦地理数据委员会标准元数据文件

（.fgdc），多波段影像文件（_B##_L1T.TIF）和一个README.txt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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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1元数据 

基本信息：        

数据ID EO1A1230322010171110PZ   

产品时间 2010-06-21T11:21:50Z 

地面站点 PF2  

版本号 3.00 

产品类型 L1GST 

航天器ID EO1

传感器ID ALI 

地理位置信息：

左上经度 116.2582759  左上纬度 40.4457757

右上经度 116.9233482  右上纬度 40.4481298 

左下经度 116.2692238  左下纬度 39.4241371

右下经度 116.9244797  右下纬度 39.4264081 

条代号 123 

行编号 032 

云覆盖范围 0至9%  

产品参数：

产品全色波段采样数 5641 

产品反射波段采样数 1881 

产品全色波段行数 11341 

产品反射波段行数 3781 

传感器视角 -2.8843 

太阳方位角 122.026704 

太阳高度角 63.907718 

产品格式 GEOTIFF 

时间信息：

数据获取日期 2010-06-20 

数据序列开始日期 2010 171 02:37:01 

数据序列结束时间 2010 171 02:41:20 

产品修正：

异常像素值修正 null  故障探测 Y  镶边 N 

高程数据来源 SRTM-2 

例举：

EO1A1230322010171110PZ  

X：Hyperion传感器状态（0=关，1=开）

X：ALI传感器状态（0=关，1=开）

X：AC传感器状态（0=关，1=开）

M：模式（N：Nadir，P：Pointed within path/row，K：Pointed outside 

path/row）

L：图像长度（F：全景，P：Partial scene，Q：Second partial scene，S：

Swatch，另外有一些字母可能是我为了保持IDs的不同）

投影参数：

参考基准面 WGS84 

投影椭球体：

WGS84  产品全色波段像素大小 10.00 

产品反射波段像素大小 30.00 

方位 NUP 

重采样选项 CC 

地图投影 UTM UTM分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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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谱成像光谱仪Hyperion：

    Hyperion传感器是第一台星载高光谱图谱测量仪，也是目前唯一在轨的星载高光谱成像光谱仪和唯一可公开

获得的高光谱测量仪，意义重大。 

波段：        共有242 个波段, 光谱范围为400～2 500 nm , 光谱分辨率达到10 nm。 

地面分辨率： 30m 

幅宽：        7.7km 

数据级别：    L1R & L1Gst

产品参数:

地图投影： UTM 

（以图像中心点经纬度定义UTM区） 

坐标系：   WGS84 

波谱范围： 0.4-2.5微米  

全色波段： 0个  

可见波段： 35个  

近红外： 35个 

    Hyp_L1R数据产品包括一个元数据文件（.MET），一个HDF数据集文件（.L1R），一个ENVI格式的hdr文件

（.hdr），一个辅助文件（.AUX），一个美国联邦地理数据委员会标准元数据文件（.fgdc）和一个README.txt文

件。

短波红外： 172个  

中红外波段： 0个  

热红外： 0个

扫描宽度： 7.5KM  

时间分辨率： 200天

像素大小： 30米 

数据格式： HDF&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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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规则:

EO1SPPPRRRYYYYDDDXXXML 

EO1：

S ：  

PPP：

RRR：

YYYY：

DDD：

X：

X：

X：

M：

L：  图像长度（F：全景，P：Partial scene，Q：Second partial scene，S：Swatch，另外有一些字母可能是我为

了保持IDs的不同）

关于高光谱：

    光学遥感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全色（黑白）→彩色摄影→多光谱扫描成像→高光谱遥感四个历程。高光谱分辨

率遥感（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是用很窄很连续的光谱通道对地物持续遥感成像的技术。在可见光到短

波红外波段，其光谱分辨率高达纳米数量级，通常具有波段多的特点，光谱通道数多达数十甚至数百个，而且各

光谱通道间往往是连续的，因此高光谱遥感又通常被称为“成像光谱（Imaging Spectrometry）遥感”。

    高光谱遥感技术应用领域已经涵盖地球科学的各个方面，例如地质找矿和制图、大气和环境监测、农业和森

林调查、海洋生物和物理研究等领域。

    使用高光谱，利用反映地物物理光学性质的光谱曲线来识别地物，即利用一种匹配方法，分析已知的波谱曲

线（端元波谱）和高光谱图像每个像素波谱曲线（光谱剖面）匹配程度对图像进行分类，或称为“高光谱物质制

图”（Mapping）。高光谱图像分类过程同时也是光谱识别过程，属于地物识别范畴，分类更多的是关注地物覆盖

和物质成分，目标识别和探测是对特定对象的搜索，确定目标地物的有无。

    通过了解植被结构和特性与植被光谱特征的关系，利用植被与太阳辐射的相互关系，如植被的“红边”现

象，即在小于700nm附近强吸收，在大于700nm高反射，包括波长、水分含量、色素、养分、碳等多种因素影

响植被对太阳辐射吸收与反射的关系，可以结合不同波长范围的反射率来增强植被特征，例如计算植被指数

（Vegetation Indices,VI)。 

    获得的Hyperion高光谱遥感数据使用FME地理数据格式转换工具，转换为ENVI可以打开的格式，再加载，进行

各种数据操作与分析。

 

卫星

传感器（A：ALI传感器，H：Hyperion传感器）

WRS path 

WRS row

影像获得年份

影像获得日期

Hyperion传感器状态（0=关，1=开）

ALI传感器状态（0=关，1=开）

AC传感器状态（0=关，1=开）

模式（N：Nadir，P：Pointed within path/row，K：Pointed outside path/row）

EO1元数据详细信息 HYP_L1G 

基本信息：      

 数据ID EO1H1230322010171110PZ   

 产品时间 2010-06-22T00:18:53Z 

地面站点 PF2  版本号 3.00  产品类型 L1GST 

航天器ID EO1 传感器ID HYPERION 

地理位置信息： 

左上经度 116.486483  左上纬度 40.354335 

右上经度 116.572976  右上纬度 40.338769

左下经度 116.213455  左下纬度 39.452821 

右下经度 116.298832  右下纬度 39.437409 

条代号 123  行编号 032  云覆盖范围 0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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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产品采样数 1071  产品行数 3461 

传感器视角 -4.2341 

太阳方位角 121.658709 

太阳高度角 63.79473 

产品格式 GEOTIFF 

时间信息：      

数据获取日期 2010-06-20 

数据序列开始日期 2010 171 02:36:59 

数据序列结束时间 2010 171 02:41:19 

产品修正：      

异常像素值修正 Y 

故障探测 Y 

镶边 N 

高程数据来源 SRTM-2 

投影参数：       

参考基准面 WGS84 

投影椭球体 WGS84 

像素大小 30.00 

方位 NUP  重采样选项 CC 

地图投影 UTM   UTM分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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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遥感影像

SRTM90米分辨率原始高程数据：

    SRTM（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即航天飞机雷达地形测图任

务，美国太空总署（NASA）和国防部国

家测绘局（NIMA）以及德国与意大利航

天机构共同合作完成联合测量,由美国

发射的“奋进”号航天飞机上搭载SRTM

系统完成。本次测图任务从2000年2月

11日开始至22日结束，共进行了11天

总计222小时23分钟的数据采集工作，

获取北纬60度至南纬56度之间总面积超

过1.19亿平方公里的雷达影像数据，覆

盖地球80%以上的陆地表面。

    SRTM系统获取的雷达影像的数据量

约9.8万亿字节，经过两年多的数据处

理，制成了数字地形高程模（DEM）。

SRTM产品2003年开始公开发布，经历多

修订，目前最新的版本为V4.1版本，该

版本由CIAT（国际热带

例举：

列号：       60 行号：4

最小纬度：  40 最大纬度：45

最小经度：  115 最大经度：120

中心点纬度：42.5 中心点经度：117.5

    可在http://srtm.csi.cgiar.org/国际

农业研究顾问组网站或者国际科学数据

平台下载高程数据；

农业中心）利用新的插值算法得到的

SRTM地形数据，此方法更好的填补了

SRTM 90的数据空洞。插值算法来自

于Reuter et al.（2007）SRTM的数据

组织方式为：每5度经纬度方格划分一

个文件，共分为24行（-60至60度）

和72列（-180至180度）。文件命名

规则为srtm_XX_YY.zip，XX表示列数

（01-72），YY表示行数（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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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TM90米分辨率原始高程数据：

例举：

列号：       60 行号：4

最小纬度：  40 最大纬度：45

最小经度：  115 最大经度：120

中心点纬度：42.5 中心点经度：117.5

ASTER GDEM 30米分辨率高程

数据：

    ASTER GDEM，即先进星载热发射

和反射辐射仪全球数字高程模型，与

SRTM一样为数字高程DEM，其全球空

间分辨率为30米。该数据是根据NASA

的新一代对地观测卫星Terra的详尽

观测结果制作完成的。其数据覆盖范

围为北纬83°到南纬83°之间的所

有陆地区域，达到了地球陆地表面的

99%。 

    投影：       UTM/WGS84 　　

    覆盖范围：  全球 　　

    空间分辨率：1弧度秒 （约30 

米） 　　

    精度：       垂直精度20米，水

平精度30米

    目前共有2版，第一版V1于2009年

公布，第二版V002于2011年10月公布

   可在http://www.gdem.aster.ersdac.

or.jp/search.jsp或者国际科学数据平

台下载高程数据；

例举：

列号：60 行号：4

最小纬度：40.0 最大纬度：41.0 最小

经度：116.0 最大经度：117.0

中心点纬度：40.5  中心点经度：

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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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ONOS遥感影像数据

  IKONOS卫星于1999年9月24日发射成功，是世界上第一颗提供高分辨率卫星影像的商业遥感卫星。IKONOS卫星

的成功发射不仅实现了提供高清晰度且分辨率达1米的卫星影像，而且开拓了一个新的更快捷,更经济获得最新基

础地理信息的途径，更是创立了崭新的商业化卫星影像的标准。

   IKONOS可采集1米分辨率全色和4米分辨率多光谱卫星影像，同时可将全色和多光谱影像可融合成1米分辨率的

彩色影像。至今IKONOS 已采集超过2.5亿平方公里涉及每个大洲的影像，许多影像被中央和地方政府广泛用于国

家防御，军队制图，海空运输等领域。从681千米高度的轨道上，IKONOS的重访周期为3天，并且可从卫星直接向

全球12个地面站传输数据。

   IKONOS卫星不仅能够提供高清晰度、分辨率达1米的卫星影像,而且开拓了一个新的更快捷、更经济获得最新地

球影像信息的途径。可以部分代替航空遥感，广泛用于城市、港口、土地、森林、环境、灾害调查和军事目标动

态监测及国家级、省级、市县级数据库的建设、更新。

http://www.geoeye.com/CorpSite/

IKONOS用于资源调查与管理：

    IKONOS卫星所获取的影像已经对人们的生活、商业活动及政府的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IKONOS影像产品广泛

应用于城市规划、交通、土地和地籍等现状调查、城市定向监测、电讯基站布站设计、森林管理、水资源管理、

河床与水质监测、电力传输、土地登记、港口或海湾管理、采煤区管理、农作物管理、测绘地图、大型工程选

址、勘察和已建工程的受损监测、城市三维景观建模以及更新基础地理信息等领域。

IKONOS用于土地详查，城市用地监测评估

  IKONOS数据可应用于大比例尺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其多光谱影像可满足乡、镇土地利用调查精度要求，成图

比例尺为1∶20000，全色波段影像可用于制作1∶10000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多光谱彩色合成影像可以划分到三级

地类如地物边界、所有级别的道路、田埂、建筑物。IKONOS全色波段影像在城市土地利用调查中可识别城市楼房

排列方式、形态、林地内建筑物、单棵树及林地类型、单个地块及边界、城市护城河及堤坝。

与航空摄影比较，IKONOS卫星影像具有很大优势：

• 快速采集大范围影像

• 影像覆盖范围大，后期处理投入小

• 定期更新资料方便

• 在一些边境地区、禁飞区有着不可比的优势

利用IKONOS立体像对，更精确地对拍摄地区进行地物的量测，以及利用IKONOS影像更方便更快捷地生成数

字高程模型和数字正射影像图，是目前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实验结果表明，采用IKONOS卫星遥感数据进行测

图，其测图精度在城区可达1：2000的测图精度，山区达到了1：5000的测图精度，其立体像对完全可以满足1：

5000、1：10000比例尺地形图测图精度要求，为今后更新基础地理信息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成图方法，具有重

要的推广应用价值。

IKONOS用于基础地理信息更新：

IKONOS 基本参数 ：

发射日期 1999年9月24日 

发射平台 雅典娜 II 

发射地点 美国加利福尼亚范登堡空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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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制造商          洛克希德 马丁(LOCKHEED MARTIN) 公司 

传输及数据处理系统制造商  雷神 (RAYTHEON) 公司 

光学系统制造商  柯达(KODAK) 公司 

轨道高度            681 千米 

轨道倾角            98.1 度 

轨道运行速度  6.5 - 11.2 千米 / 秒 

影像采集时间  每日上午 10:00- 11:00 

重访频率            获取 1 米 分辨率数据时间 :2.9 天 ；获取 1.5 米 分辨率数据时间 :1.5 天 

轨道周期            98 分钟 

轨道类型            太阳同步 

重量            817 千克 ( 1600 磅 ) 

数据产品技术指标 ：

星下点分辨率  0.82 米 

产品分辨率  全色： 1 米 ；多光谱： 4 米 

成像波段            全色    

                    波段 : 0.45-0.90 微米 

           多光谱 

制图精度            无地面控制点：水平精度 12 米 ，垂直精度 10 米 

基础影像产品目录：

级别                 产品类别   

Geo L2单景       1 米全色Pan            1米分辨率 

                                仅全色波段 

                4 米多光谱 MSI  4 米分辨率 

                                4个多光谱波段 

                1 米彩色 PSI            1米分辨率 

 

                捆绑产品 Pan+MSI  全色及多光谱4波段文件分别提供 

Ortho Kit                1米全色Pan    

                4 米多光谱 MSI  采集倾角大于 72 度，适于作正射影像产品 

                1 米彩色 PSI    其余规格同Geo L2 

                捆绑产品 Pan+MSI   

                1米全色Pan   

Geo L2 立体 Stereo      4米多光谱 MSI  立体影像产品 

                1米彩色PSI            其余规格同 Geo L2 

                捆绑产品Pan+MSI 

           波段 1( 蓝色 ): 0.45-053 微米 

           波段 2( 绿色 ): 0.52-0.61 微米 

           波段 3( 红色 ): 0.64-0.72 微米 

           波段 4( 近红外 ): 0.77-0.88 微米 

提供全色与3个多光谱波段融合单一文件或

全色分别与3个多光谱波段融合的3个独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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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one-meter resolution 

satell ite image shows a 

portion of the large Tahitian 

Village subdivision located 

along the Colorado River, 

southeast of downtown 

Bastrop, Texas and State 

Highway 95 in  Centra l 

Texas.  The image was 

collected on Sept. 11, 2011 

by GeoEye’s IKONOS 
s a t e l l i t e  a n d  s h o w s 

the  ex ten t  o f  t he  f i r e ’

s devastat ing damage. 

According to the Texas 

Forest Service, as Sept. 

14 the fire had consumed 

1 ,550  homes,  char red 

34,068 acres  and was 

only 60 percent contained. 

T h i s  t y p e  o f  i m a g e r y 

may be used to assess 

and measure damage to 

individual structures, forest 

and other types of land 

cover—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to a false-color 

image of the same area. 

The imagery is also used 

for fire modeling, disaster 

preparedness, insur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and 

disaster mitigation efforts to 

control erosion or flooding 

after the fire has subsided. 



41地理信息数据的获取 |

  第一部分 | 地理信息数据的获取_01 •遥感影像数据的获取途径

GeoEye-1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商业卫星遥感公司美国GeoEye，于2008年9月6日成功发射了迄今技术最先进、分辨率最高

的商业对地成像卫星——GeoEye-1。该卫星具有分辨率最高、测图能力极强、重访周期极短的特点，已为全球广

大用户所关注。GeoEye-1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应用前景广阔，在实现大面积成图项目、细微地物的解译与判读等方

面优势突出。

http://www.geoeye.com/CorpSite/

GeoEye-1技术参数：

运载火箭               Delta II

发射地点              加利福尼亚范登堡空军基地 

卫星重量              1955 kg 

星载存储器    1T bit 

数据下传速度    X-band下载，740 mb/sec

运行寿命              设计寿命7年，燃料充足可达15年 

数据传输模式    储存并转送

                       实时下传

                       直接上传和实时下传 

轨道高度               684 km 

轨道速度               约 7.5 km/sec 

轨道倾角/过境时间    98°/10:30am

轨道类型/轨道周期    太阳同步/98min

GeoEye-1影像参数：

相机模式         全色和多光谱同时（全色融合） 

                 单全色

                 单多光谱

分辨率         星下点全色：0.41 m ；侧视28°全色：0.5m；星下点多光谱：1.65 m 

波长         全色：450 nm---800 nm

        多光谱  蓝： 450 nm ---510 nm ；绿： 510 nm ---580 nm 

            红： 655 nm ---690 nm ；近红外： 780 nm ---920 nm

定位精度（无控制点） 立体 CE90: 4m；LE90：6m 

                              单片 CE90：5m

幅宽                      星下点15.2 km ；单景225 k㎡(15×15 km)

成像角度                      可任意角度成像 

重访周期                      2-3天 

单片影像日获取能力 全色：近700,000 k㎡ / 天 (相当于青海省的面积)

                              全色融合：近350,000 k㎡ / 天 (相当于湖南、湖北两个省的面积) 

GeoEye-1卫星特点：

•真正的半米卫星：全色影像分辨率0.41米，多光谱影像分辨率1.65米，定位精度达到3米 

•大规模测图能力：每天采集近70万平方公里的全色影像数据或近35万平方公里的全色融合影像数据 

•重访周期短：3天（或更短） 时间内重访地球任一点进行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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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marck,  North Dakota 

(during controlled flooding) 

This half-meter resolution 

image shows the flooded 

Missouri River and adjacent 

neighborhood just north of 

Bismarck, North Dakota.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t h e  U . S .  A r m y  C o r p s 

o f  Eng ineers  has  been 

managing the sustained 

release of water from the 

Garrison Dam Spillway gates 

which covers approximately 

50 miles of levees built in 

the Bismarck area. GeoEye 

tasked its GeoEye-1 satellite 

to  co l lec t  the image on 

June 3, 2011 on the same 

day news reports cite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trolled 

flooding. This imagery is 

espec ia l l y  use fu l  when 

compared to the “before” 

image collected November 

12, 2010 showing the same 

a r e a .  T h e  c o m p a r i s o n 

images could be used to 

de tec t  change ,  assess 

and measure damage to 

buildings, facilities, runways 

and other structures. They 

cou ld  a l so  be  used  fo r 

d i s a s t e r  p r e p a r e d n e s s 

and mitigation efforts. The 

image was collected by the 

GeoEye-1 satellite while 

flying 423 miles above the 

Earth at an average speed 

of 17,000 mph, or four miles 

per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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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bird 0.6米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

    QuickBird卫星于2001年10月由美国DigitalGlobe公司发射，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提供亚米级分辨率的商业卫

星，具有最高的地理定位精度，海量星上存储，单景影像比其它的商业高分辨率卫星高出2—10倍。

•而且QuickBird卫星系统每年能采集七千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卫星影像数据，存档数据每天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递

增。在中国境内每天至少有2至3个过境轨道，有存档数据约500万平方公里

•QuickBird卫星是由DigitalGlobe公司的空间技术战略合作伙伴Ball Aerospace & Technologies Corp., Kodak, 

Fokker Space(柯达)等合作设计并发射的。通过对卫星所获取的数据的应用和商业民用化普及证明，目前该卫星

的技术在世界商业卫星领域内为技术最领先的。该系统成功的为各个领域的遥感数据应用用户提供了高质量的

卫星数据产品，,其稳定性和灵活性已经得到了各应用行业的认可 。目前DigitalGlobe已发射完成WorldView-I、

Worldview-II高分辨率全色波段遥感卫星，将卫星分辨率分别提升至0.5米、0.4米。

卫星参数：

发射信息              发射日期: 2001年10月18日

                      发射时限: 1851-1906 GMT (1451-1506 EDT)

                      运载火箭: Delta II

                      发射地点: SLC-2W 美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 

轨道              高度: 450 km - 98 degree, 太阳同步轨道

                      重访周期: 3-7天, 0.6米分辨率取决于纬度范围

                      周期: 93.4分钟 

采集能力              128 G(大约为57幅单景影像) 

幅宽和面积    规定幅宽: 16.5公里星下点

                      面积: 

                      •单景面积-- 16.5 km x 16.5 km 

                      •条带面积-- 16.5 km x 165 km 

精准度              23米水平误差, 17米垂直误差(无地面控制点) 

像素位深              11-bits 

星载存储量    128 Gbits 存储量 

航天器              燃料可供时间为7年,2100 镑, 3.04米长 

成像参数：

成像方式              推扫式扫描成像方式 

传感器              全色波段  多光谱 

分辨率              0.61m（星下点）  2．44m（星下点） 

波长              450-900nm  蓝： 450-520nm 

                      绿： 520-660nm 

                      红： 630-690nm 

                      近红外： 760-900nm 

量化值              16bit or 8bit 

星下点成像    沿轨/横轨迹方向（+/-25度） 

立体成像             沿轨/横轨迹方向 

辐照宽度              以星下点轨迹为中心，

左右各 272km 

成像模式              单景 16.5km × 16.5km 

条带              16.5km × 165km 

轨道高度              450km 

倾角              98度（太阳同步） 

重访周期              1–6天（0.7m分辨率，

取决于纬度高低） 

http://www.digitalglo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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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natural color, DigitalGlobe satellite（QuickBird） image featuring the damage of a tornado that struck Tuscaloosa, 

Alabama, on April 2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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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遥感影像数据
    目前，遥感影像数据丰富多样，设计师可以根据使用的要求进行选择。根据遥感影像数据的发

布形式，只有部分数据可以免费获得，例如上述的Landsat,MODIS,EO-1,GDEM,SRTM等，但是IKONOS, 

GeoEye-1,QuickBird等为商业卫星，数据需要付费获得。

    从ENVI或者ERDAS菜单栏中可以看到其所支持的卫星遥感数据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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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分辨率卫星：



47地理信息数据的获取 |

  第一部分 | 地理信息数据的获取_01 •遥感影像数据的获取途径

商业高分辨率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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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GE）作为可视化的地理信息程序，将遥感卫星图像，航拍图，以及三维GIS叠印获得地球的地

图系统最初被称为Earth Viewer 3D，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资助的Keyhole公司创建，在2004年被Google收购，

在2005年再次发行，可以在多种系统中运行。2008年5月28号发行了可植入浏览器的GE插件，并在10月28号可以在

App Store免费下载iphton OS版的GE浏览器。

    GE以一种卫星影像分辨率变化的显示方式，允许用户多角度浏览城市，建筑。对于不同敏感区域，GE所提供

的遥感影像或者航拍图所具有的图像分辨率也有所不同，大部分区域都会有至少15m分辨率的图像，在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Las Vegas, Nevada; and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甚至可以获得高达15cm分辨率的实例影像。

GE的搜索引擎，可以方便用户通过输入经纬度，地点名称到达目标区域，对于GE所叠加的各种类型影像，多为2D

模式，为了获得3D的影像，GE使用来自于NASA的SRTM的DEM高程数据，获得三维的地形，对于三维的建筑，目前

绝大部分是使用Sketch Up来建立三维模型，以KML格式植入到GE中。

    作为GE的不断发展，更多的信息被纳入GE中，例如包含行政边界和地名，河流与道路系统，城市主要服务设

施，以及图片库等等。最初设计师在使用GE作为设计辅助的工具时，往往只是获得设计区域的影像资料，以获得

对场地更直接的认识，到目前为止，则可以将GE作为与设计的一种互动平台，以KML的方式与GE交换设计，以虚

拟现实的方式将设计嵌入到GE中，进一步推动了设计过程的直观感，在团队交流与成果展示中也可以以互动的方

式更加直观的说明设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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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图
    纸质地图的获得以及传统CAD格式的地图，一般是由地方测绘部门提供或者向其购买，对于纸质的地图必须使

其数字化，可以使用数字化仪手扶输入。数字化仪由两部分组成：镶嵌电磁感应线的底板，和可以自由移动的游

标及操作键。纸质地图贴在底板上，游标在地图上移动，相对的坐标位置就传输到计算机中，底板的大小可达到

A0或双A0的幅面，游标上常带有十字线的放大镜，用于精确定位，在游标下方由十多个操作键。数字化仪的分辨

率可达到百分之几毫米，操作员在纸质地图上移动游标，到达关键点位，按动按钮，坐标就输入到计算机中，转

化为矢量数据，屏幕上会同步显示。借助不同按钮，可输入矢量的点，线， 多边形，以及删除，输入简单的属性

等功能。手扶跟踪输入工作量大，耗时长，要素容易遗漏或重复输入，对于复杂的地图，不适宜全要素的跟踪输

入，可以根据目的有选择性的输入。

    对于纸质地图可以扫描输入，不过扫描输入的图像为不具有地理信息的栅格图像，往往只能作为设计的底

图。如果转化为矢量图形，可以全自动批处理，全人工跟踪输入，或者交互式半自动输入，一般使用的转化软件

平台可以借助R2V等。相对于数字化仪手扶输入，扫描后矢量化的位置误差较小。

    随着数字测量，数字制图，数据文件交换方式的普及，纸质介质地图输入计算机的机会不断减少，全要素输

入更是少见。   

3 数字数据

NCAR

    随着各种专题图的制作和各种GIS系统的建立，尤其网络的普及，各研究部门在网络上均建立了各自的信息系

统，部分研究数据可以免费获得，资源的不断拓展与共享，不断的推动相关专业的发展，这对于设计行业，无疑

也是增加与各专业融合的契机，从而利于自身的革新。

NASA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目前多数的遥感影像数据和衍生产品均出自于NASA，其提供的部分免费影像数据例如Landsat，MODIS，EO-1

等为各相关研究专业的重要资料。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是大气及相关科学问题的研究中心，其研究的范围包括气候变化、大气成分变化、

日地相互作用、天气信息与预报以及这些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研究领域涉及和大气相关的所有领域。

     参考文档<An Itroduction to Atmospheric and Oceanographic Data>

                            Dennis J.Shea, Climate Analysis Section

                            Steven J.Worley,Data Support Section

                            Ilana R.Stem, Data Support Section

                            Timothy J.Hoar, Geophysical Statistics Project

http://www.nasa.gov/

http://ncar.uca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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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GS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美国地质调查局

    美国地质调查局是美国政府内政部辖下的科学机构，是内政部里唯一一个纯粹的科学部门。美国地质调查局

聘用了约一万人，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雷斯敦，并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和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设有办事处。此机

构的科学家主要研究美国的地形，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与其的应付方法。这部门负责四大科学范畴：生物学、地

理学、地质学和水文学。

http://eros.usgs.gov/

EPA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总部设在华盛顿，全国有18,000名员工，其中一半以上的工程师，科学家和政策分析家受过高等教育和专

业的技术培训。而且大部分员工是法律，公共事物，财政，信息管理和计算机等方面的专家。EPA的行政长官直接

由美国总统任命。 

    EPA在国家的环境科学及相关调查、教育和评估方面具有领导地位。EPA和其它的联邦机构、州和地方的政府

及印地安保护区紧密合作，在已有的环境法规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工作。EPA负责对各种各样的环境计划

进行调查并制订国家标准，并代表各州和各部门颁发相关执照，监控并加强一致性。如果没有达到国家标准，EPA

可签发批准通过采取其它措施帮助州和地方来达到环境标准所要求的水平。同样，EPA在各地的办事处与其它行业

组织和各级政府一起进行各种不同的自愿的防止污染计划和能源的保持工作。

http://www.epa.gov/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National Fundament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NFGIS)是中国最大的全国地理

信息存储、数据管理、地图生产和数据应用系统之一。是国家测绘局(SBSM)的专业信息系统，是国家空间数据基

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重要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源，它已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是以形成数字信息服务的产业化模式为目标，通过对各种不同技术手段获取的基础地

理信息进行采集、编辑处理、存贮，建成多种类型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并建立数据传输网络体系，为国家和

省（市、自治区）各部门提供基础地理信息服务。它是一个面向全社会各类用户、应用面最广的公益型地理信

息系统。是一个实用化的、长期稳定运行的信息系统实体。是我国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NSDI）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国家经济信息系统网络体系中的一个基础子系统。

国界 国界与省界 首都和省级行政中心 地市级以上居民地  一级河流 三级以上河流 四级河流 五级河流 主要

公路 主要铁路 地级行政界线 县级行政界线 县级居民地

可免费获得的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Shp）：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属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下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该平台早在2002年就作为我

国科学数据共享工程的首批9个试点之一启动建设，经历了近6年的试点和建设阶段，于2004年度纳入国家科技基

础条件平台。它属于科学数据共享工程规划中的“基础科学与前沿研究”领域，主要是为地球系统科学的基础研

究和学科前沿创新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和数据服务，是目前科学数据共享中唯一以整合、集成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和科学家个人通过科研活动所产生的分散科学数据为重点的平台。     

     http://www.geodata.cn/Portal/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http://resdc.cn/b-f/fen-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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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

     http://datamirror.csdb.cn/index.jsp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Data Service Platform

    “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启建于2008年，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科学数据中心建设并运行维

护。 

    平台面向中国科学院及国家的科学研究需求，逐渐引进当今国际上不同领域内的国际数据资源，并对其进行

加工、整理、集成，最终实现数据的集中式公开服务、在线计算以及由数据专员支持的委托查询、数据传递通道

等特色服务。

   镜像数据：平台引进的国际原始数据资源。目前已经引进的数据资源包括Modis、Landsat、SRTM、ASTER 

GDEM、NCAR，在以后的发展中，本平台将继续扩展新的数据资源。 

    数据产品：在镜像数据及科学数据中心存档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国内外权威的数据处理方法或科学数据中心

自行研发的数据处理方法加工生产的高质量数据产品。 

    模型计算：面向多领域科研需求，基于通用的数据模型，充分利用本站超级计算资源，为用户提供可定制的

数据产品加工，用户通过在线定制便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数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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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

http://www.iiasa.ac.at/Research/LUC/GAEZ/index.htm

Global Agro-Ecological Zones(Global-AEZ) 由FAO联合国粮农组织和IIASA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合作开展的全

球农业生态地带模型。

...

多年平均降水量

多年平均潜在蒸散
热型气候

生长期温度

无霜期

积温

积温

生长期

生长期模式

地形坡度

1995年的人口密度

全球农业生态地带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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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文件内容：

file title  : Length of Thermal Growing Period (LGPt=5; CRU)

data type   : byte    file type   : binary

columns     : 720     rows        : 360

ref. system : latlong    ref. units  : deg

unit dist.  : 1.0000000

min. X      : -180.00000    max. X      : 180.00000

min. Y      : -90.00000    max. Y      : 90.00000

pos'n error : unknown

resolution  : 0.5000000

min. value  : 1

max. value  : 14

value units : unknown

value error : unknown

flag value  : 0

flag def'n  : background

legend cats : 15

Class 0     : Undefined

Class 1     :     0 days

Class 2     :   1 -  29 days

Class 3     :  30 -  59 days

Class 4     :  60 -  89 days

Class 5     :  90 - 119 days

Class 6     : 120 - 149 days

Class 7     : 150 - 179 days

Class 8     : 180 - 209 days

Class 9     : 210 - 239 days

Class 10    : 240 - 269 days

Class 11    : 270 - 299 days

Class 12    : 300 - 329 days

Class 13    : 330 - 364 days

Class 14    :  365  days

    下载的文件能够被导入到任何GIS软件中，一般可以更改文件.bil为.img后，再在ArcGis中导入，readmelst.txt

为说明性文件。通常需要在ArcGis中的栅格数据重新分类，分类的方式则需要参考.doc文件里的说明。

下载的ZIP文件包括：





第二部分
地理空间参考与地图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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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坐标系统与投影坐标系统

    地理（大地）坐标系统Geographic Coordinate System(GCS)是使用经纬度来定义球面或椭球面上点的位置的参

照系统，是一种球面坐标。最常见的位置参考坐标系是以经纬度来量算的球面坐标系统，由于其定位能力，球面

坐标系统通常指的是地理坐标系统，也就是全球参考系统，地理坐标系统不是地图投影，只是对球体或椭球体的

模仿。

地理坐标系统：

椭球体（Spheroid）:地球表面高低不平，极其复杂，但是从宏观上看，地球表面的高差与地球半径相比却是极小

的。于是设想一个与地球形状基本吻合的以数学公式表达的表面，作为地球的形状，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行计算。

这个以数学公式表达的模拟地球形状的形体就是椭球体(Spheroid);

Arc GIS下内置的地理坐标系统

ArcCatalog/Shapefile Properties/XY 

Coordinate System/Select/Browse for 

Coordinate System  

大 地 基 准 （ D a t u m ） :调整椭球体的

位置，使之拟合于地球表面，这种与

地球相对定位的椭球体成为大地基准

（Datum）; 根据椭球体与地球的定位方

式不同，大地基准分为两类：

          地心大地基准：椭球体的球心

与地球质心重合，在全球范围内总体拟

合情况良好。例如WGS-1984坐标系统使

用地心大地基准；

          本地大地基准：不考虑全球总

体拟合情况，将椭球体与地表某点（坐

标起算原点）固定，实现局部范围更精

确的拟合。例如北京1954和西安1980坐

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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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ular Unit:坐标单位
Prime Meridian:本初子午线
Datum:大地基准

Spheroid:椭球体

投影坐标系统：

    投影坐标系统P r o j e c t e d 

Coordinate System(PCS)是定义在一

个二维平面上的坐标系统，与地理坐

标系统不同，投影坐标系统在二维平

面上有着恒定的长度，角度和面积，

投影坐标系统总是基于地理坐标系

统，而地理坐标系统又是基于球体或

椭球体。

    在投影坐标系统中，以网格中心

为原点，使用x，y坐标来定位，每个

位置用两个值来确定，一个表明水平

位置，另一个说明其垂直位置，这两

个值被称为x，y坐标对，使用x=0和

y=0这个符号来表示原点的坐标。而

且在x，y轴上单位一致，间隔一致。

    在水平间距和垂直间距相等的网

格中，中心水平线成为x轴，中心垂

直线成为y轴，在原点上面的水平线

和原点右侧的垂直线是正值，而原点

下面的水平线和原点左面的垂直线是

复制，4个象限表现4种可能的x，y方

向坐标正负值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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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构成方法分类可以将地图投影分为：

几何投影 把椭球面上的经纬线投影到几何面上，然后将几何面展为平面而得到，由几何面的形状，几何投影可

以分为：方位投影，圆柱投影和圆锥投影；上述投影又可以根据球面与投影免得相对位置分为正轴投影，横轴投

影，斜轴投影。

非几何投影  不借助辅助投影面，而是根据制图的某些特定要求，如地图区域形状特点，选用合适的投影条件，

用数学解析的方法，求出投影公式，确定平面与球面之间点与点之间的函数关系，按经纬线形状，可以将非几何

投影分为伪方位投影，伪圆柱投影，伪圆锥投影和多圆锥投影。

地图投影的分类：

地图投影的种类很多，由于分类的标志不同，分类方法就不

同。按变形性质分类包括：

等角投影 由于等角投影保持角度不变，适合于交通图，洋流

图，风向图等； 

等积投影 这类投影保持面积不变，利于面积对比，适用于对

面积精度要求较高的自然地图和社会经济地图； 

任意投影 多用于要求面积变形不大，角度变形也不大的地

图，如一般参考用图和教学地图。

    我国现行大于1：50万比例尺的各种地形图都采用高斯-克吕格（Gauss-KrÜger）投影。常用的北京1954和西

安1980的投影坐标系统都是高斯-克吕格投影。该投影属于等角投影，没有角度变形。为了克服距离中央经线越

远的地方发生较大形变的问题，采用分带投影的方法。我国1：2.5万～1：50万地形图均采用6︒分带投影，1：1

万及更大比例尺地形图采用3︒分带投影，保证地图必要的精度。

    6︒分带法从格林尼治0︒经线起算，每6︒分为一个投影带，全球共分为60个投影带。3︒分带从东经1︒30＇

起算，每3︒为一个投影带，全球共分为120个投影带。投影后坐标值可能分布在2，3，4象限负值，增加了计算

的复杂度，为了避免横坐标出现负值，把纵轴向西偏移500000m，为假东偏，避免南半球纵坐标出现负值，横轴向

南偏移，为假北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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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ion:投影方法

False Easting:假东偏

Flase Northing:假北偏

Central Meridian:中央经线

Scale Factor:中央经线形变系数

Latitude of Origion：起始纬度

Linear Unit:坐标单位

GPS全球定位系统与WGS84大地坐标系

GPS全球定位系统：

    GPS是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的简称，该系统是美国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的，总共历

时20年，耗资200亿美元，1994年全面建成了，这套系统依靠卫星具有在海、陆、空全方位实时三维导航与定位

能力。目前GPS接收机在收到4颗及以上卫星的信号时可以计算出本地经度、纬度、高度三维坐标，水平精度可以

达到15米，在接收到3颗卫星信号时可以定位二维坐标。GPS接收机可以把定位信息以经纬度或UTM坐标的形式显

示在屏幕上或输出到计算机，GPS星历和输出信息使用WGS84坐标系。GPS并不能完全取代指南针，因为GPS静止时

不能指示方向，只有运动时才可以通过分析两点的相对方位来判断方向，这在崎岖的山路上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情。

  我国疆域在72︒E～136︒E之间，

包括了13～23共11个投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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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S－84坐标系是一种国际上采

用的地心坐标系。坐标原点为地球质

心，其地心空间直角坐标系的Z轴指向

国际时间局（BIH）1984.0定义的协议

地极（CTP）方向，X轴指向BIH1984.0

的协议子午面和CTP赤道的交点，Y轴

与Z轴、X轴垂直构成右手坐标系，称

为1984年世界大地坐标系。这是一个

国际协议地球参考系统（ITRS），是

目前国际上统一采用的大地坐标系。

长半轴：6378137±2(m)

扁率：1：298.257223563

WGS84大地坐标系：

遥感图像数据与UTM投影坐标系统
    UTM(UNIVERSAL TRANSVERSE MERCARTOR GRID SYSTEM,通用横墨卡托格网系统)坐标是一种平面直角坐标,这种坐

标格网系统及其所依据的投影已经广泛用于地形图，作为卫星影像和自然资源数据库的参考格网以及要求精确定

位的其他应用。在UTM系统中，北纬84度和南纬80度之间的地球表面积按经度6度划分为南北纵带(投影带)。从180

度经线开始向东将这些投影带编号，从1编至60(北京处于第50带)。每个带再划分为纬差8度的四边形。四边形的

横行从南纬80度开始。用字母C至X(不含I和O)依次标记(第X行包括北半球从北纬72度至84度全部陆地面积，共12

度)每个四边形用数字和字母组合标记。参考格网向右向上读取。每一四边形划分为很多边长为1000 000米的小

区，用字母组合系统标记。在每个投影带中，位于带中心的经线，赋予横坐标值为500 000米。对于北半球赤道的

标记坐标值为0，对于南半球为10000000米，往南递减。

    大比例尺地图UTM方格主线间距离一般为

1KM,因此UTM系统有时候也被称作方里格。因为

UTM系统采用的是横墨卡托投影，沿每一条南北

格网线(带中心的一条格网线为经线)比例系数为

常数，在东西方向则为变数。沿每一UTM格网的

中心格网线的比例系数应为0．99960(比例尺较

小)，在南北纵行最宽部分(赤道)的边缘上，包括

带的重叠部分，距离中心点大约363公里，比例

系数为 1.00158。

Landsat ETM+

    为了减少重复劳动，各国家、各地区根据自

己的地理位置，地图的主要用途，规定某些通

用的投影，包括对应的函数、参数计算方法。

在中国，1：1 000 000的通用地图常用正轴等

角割圆锥投影（兰勃特投影），1：5000～1：

500 000的地形图采用等角横切圆柱投影（高斯-

克吕格投影），欧美国家的通用横轴墨卡托投影

（UTM）和高斯-克吕格投影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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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54，西安80坐标系和高斯-克吕格投影
    我国大中比例尺地图均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其通常是按6度和3度分带投影，1:2.5万－1:50万比例尺地形

图采用经差6度分带，1:1万比例尺的地形图采用经差3度分带。具体分带法是：6度分带从本初子午线开始，按经

差6度为一个投影带自西向东划分，全球共分60个投影带，带号分别为1－60；3度投影带是从东经1度30秒经线开

始，按经差3度为一个投影带自西向东划分，全球共分120个投影带。为了便于地形图的测量作业，在高斯-克吕

格投影带内布置了平面直角坐标系统，具体方法是，规定中央经线为X轴，赤道为Y轴，中央经线与赤道交点为坐

标原点，x值在北半球为正，南半球为负，y值在中央经线以东为正，中央经线以西为负。由于我国疆域均在北半

球，x值均为正值，为了避免y值出现负值，规定各投影带的坐标纵轴均西移500km，中央经线上原横坐标值由0变

为500km。为了方便带间点位的区分，可以在每个点位横坐标y值的百千米位数前加上所在带号，如20带内A点的坐

标可以表示为YA=20 745 921.8m。

    在Coordinate Systems\Projected Coordinate Systems\Gauss Kruger\Beijing 1954目录中，可以看到四种不同

的命名方式：

    Beijing 1954 3 Degree GK CM 75E.prj

    Beijing 1954 3 Degree GK Zone 25.prj

    Beijing 1954 GK Zone 13.prj

    Beijing 1954 GK Zone 13N.prj

    说明分别如下：

   三度分带法的北京54坐标系，中央经线在东75度的分带坐标，横坐标前不加带号

   三度分带法的北京54坐标系，中央经线在东75度的分带坐标，横坐标前加带号

   六度分带法的北京54坐标系，分带号为13，横坐标前加带号

   六度分带法的北京54坐标系，分带号为13，横坐标前不加带号  

在Coordinate Systems\Projected Coordinate Systems\Gauss Kruger\Xian 1980目录中，文件命名方式有所变化：

    Xian 1980 3 Degree GK CM 75E.prj

    Xian 1980 3 Degree GK Zone 25.prj

    Xian 1980 GK CM 75E.prj

    Xian 1980 GK Zone 13.prj

    北京54坐标系曾作为全国统一的大地测量基准，有明确的椭球体长轴，短轴，地心位置，在北京附近布置一

个原点，在全国范围内布置若干个参照点，连成控制网，全国各地做大地测量时，只要借助原点，参照点，控制

网，相互之间的距离，方位就可以保持一致。后来改用1980西安坐标系，调整了椭球体的长轴，短轴，地心位

置，在西安附近布置的新的原点，按新的基准，对原来的参照点，控制网做了修正、补充，提高全国性的大地测

量精度。

Arc GIS坐标转换注意问题：

    由于ArcGIS中地理数据的坐标值与坐标系统分离存储，进行坐标转换时，需要改变的不仅是坐标系统，还有

坐标值。使用ArcCatalog在数据的属性中将“XY Coordinate System”项修改，只改变坐标系统，而不改变坐标

值。一般使用ArcToolBox/Data Management Tools/Projection and Translations/Features(Raster)/Project(Project 

Raster)处理转换。





第三部分
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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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数字图像（Digital Image）是以数字形式采集，存储，运算，表达，传输的遥感图像，它的最基本单位是

像素（Pixel）。像素是遥感成象过程中的采样点，或者是在由模拟图像转换为数字图像时的取样点，同时，像素

也是计算机图像处理的最小单元。像素所具有的空间位置特征和属性特征是整个图像信息表达的关键。遥感数字

图像处理的过程也就是针对像素矩阵的计算过程。

    像素是一幅遥感数字图像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故而像素的特征决定了图像的特征。像素最基本的特征包括三

个方面：像素大小，像素的空间位置以及像素的属性。

    像素的大小即么个像素单元的面积大小，也称遥感数字图像的分辨率。像素单元越大，图像的分辨率越低，

对图像细节的表达越不明显。但是同样面积大小的图像所包含的像素单元数却会减少，降低了数据的存贮空间。

反之，像素单元面积越小，图像的分辨率越高，同样面积的图像所包含的像素单元数目越多，对图像细节表达越

清楚，但增加了数据量。这就要求在实际应用时通过最佳像素大小的确定来找到图像细节表达与数据量之间的最

佳平衡。

    遥感数字图像像素的属性特征包括亮度，色彩两个方面。对于灰度图像来说，其像素的属性特征主要是亮度

值，对于彩色图像来说，颜色属性也是其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两个属性主要记录了地物点反射电磁波的强度和波

段。故而，这连个属性是区分地物的重要特征属性。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可以根据抽象程度的不同分为三个层次：

           狭义的图像处理：着重强调在图像之间进行变换。主要是对图像进行各种操作以改善图像的视觉效

果，或校正图像误差，或对图像进行压缩编码，以减少所需存储空间或传输时间。狭义的图像处理是从一个图像

到另一个图像的处理过程。

          图像分析：主要是对图像中感兴趣的目标进行检测和量测，从而建立对图像的描述。图像分析是从一个

图像到数值或符号表示的过程。

         图像解译：是进一步研究图像中目标物的性质，特征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得出对图像内容的理解

以及对原来地物客观地物，场景的判定，从而为生产，科研提供真实的，全面的客观世界各方面的信息。图像理

解是借助知识，经验进行遥感图像解译的过程。   

http://www.exelisvis.com/language/en-US/Company.aspx     

ENVI与ERDAS IMAGING

ENVI：

    ENVI——完整的遥感图像处理平台ENVI(The Environment for Visualizing Images)是美国ITT Visual 

Information Solutions公司的旗舰产品。它是由遥感领域的科学家采用交互式数据语言IDL(Interactive Data 

Language)开发的一套功能强大的遥感图像处理软件。它是快速、便捷、准确地从影像中提取信息的首屈一指的软

件解决方案。今天，众多的影像分析师和科学家选择ENVI来从遥感影像中提取信息。ENVI已经广泛应用于科研、

环境保护、气象、石油矿产勘探、农业、林业、医学、国防&安全、地球科学、公用设施管理、遥感工程、水利、

海洋、测绘勘察和城市与区域规划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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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的优势:

　　ENVI具有以下几个优势： 　　

     1.先进、可靠的影像分析工具——全套影像信息智能化提取工具,全面提升影像的价值。 　　

     2.专业的光谱分析——高光谱分析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3.随心所欲扩展新功能——底层的IDL语言可以帮助用户轻松地添加、扩展ENVI的功能，甚至开发定制自己的

专业遥感平台。 　　

    4.流程化图像处理工具——ENVI将众多主流的图像处理过程集成到流程化（Workflow）图像处理工具中，进一

步提高了图像处理的效率。 　　

    5.与ArcGIS的整合——从2007年开始，与ESRI公司的全面合作,为遥感和GIS的一体化集成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解

决方案。

ENVI功能概述:

　　ENVI提供了专业可靠的波谱分析工具和高光谱分析工具。还可以利用IDL为ENVI编写扩展功能。 　　

ENVI可扩充模块：

     •大气校正模块

　　（Atmospheric Correction）——校正了由大气气溶胶等引起的散射和由于漫反射引起的邻域效应，消除大气

和光照等因素对地物反射的影响，获得地物反射率和辐射率、地表温度等真实物理模型参数，同时可以进行卷云

和不透明云层的分类。

     •立体像对高程提取模块

　　（DEM Extraction）——可以从卫星影像或航空影像的立体像对中快速获得DEM数据，同时还可以交互量测特

征地物的高度或者收集3D特征并导出为3D Shapefile格式文件。

    •面向对象空间特征提取模块

　　(ENVI EX)——根据影像空间和光谱特征，从高分辨率全色或者多光谱数据中提取特征信息。包含了一个人性

化的操作平台、常用图像处理工具、流程化图像分析工具、面向对象特征提取工具（FX）等。

 　　

ENVI的背景 :　　

    创建于1977年的RSI（现为ITT Visual Information Solutions公司）已经成功地为其用户提供了超过30年的科

学可视化软件服务。目前ITT Visual Information Solutions的用户数超过200,000，遍布于80个国家与地区。2004

年RSI公司并入上市公司ITT公司，并于2006年5月正式成立ITT Visual Information Solutions公司。ENVI和IDL的发

展步伐更加有利与快捷，更多的新功能与算法加进到新版本中。 

    •正射纠正扩展模块

　　（Orthorectification）——提供基于传感器物理模型的影像正射校正功能，一次可以完成大区域、若干景影

像和多传感器的正射校正，并能以镶嵌结果的方式输出，提供接边线、颜色平衡等工具，采用流程化向导式操作

方式。

   •高级雷达处理扩展模块（SARscape）——提供完整的雷达处理功能，包括基本SAR数据的数据导入、多视、几

何校正、辐射校正、去噪、特征提取等一系列基本处理功能；调焦模块扩展了基础模块的调焦功能，采用经过优

化的调焦算法，能够充分利用处理器的性能实现数据快速处理；提供基于Gamma/Gaussian 分布式模型的滤波核，

能够最大程度地去除斑点噪声，同时保留雷达图像的纹理属性和空间分辨率信息；可生成干涉图像、相干图像、

地面断层图。主要功能包括：SLC像对交叠判断、多普勒滤波、脉冲调节、干涉图像生成、单列干涉图生成等；对

极化SAR和极化干涉SAR数据的处理；永久散射体模块能用来确定特征地物在地面上产生的mm级的位移。 　　

    •NITF图像处理扩展模块（Certified NITF）——读写、转化、显示标准NITF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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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rdas.com/Homepage.aspx     

ERDAS IMAGING：

    ERDAS IMAGINE 是美国ERDAS公司开发的遥感图像处理系统。它以其先进的图像处理技术，友好、灵活的用

户界面和操作方式，面向广阔应用领域的产品模块，服务于不同层次用户的模型开发工具以及高度的RS/GIS（遥

感图像处理和地理信息系统）集成功能，为遥感及相关应用领域的用户提供了内容丰富而功能强大的图像处理工

具，代表了遥感图像处理系统未来的发展趋势。 

    ERDAS IMAGING软件处理技术覆盖了图像数据的输入/输出，图像增强、纠正、数据融合以及各种变换、信息提

取、空间分析/建模以及专家分类、ArcInfo矢量数据更新、数字摄影测量与3维信息提取，硬拷贝地图输出（在3维

景观的绘图输出更是达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清晰大数量的纸质图）、雷达数据处理、3维立体显示分析。IMAGINE 软

件可支持所有的UNIX系统，以及PC机的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统。其应用领域包括：科研、环境监测、气象、

石油矿产勘探、农业、医学、军事（数字地理战场，解译等）、电讯、制图、林业、自然资源管理、公用设施管

理、工程、水利、海洋，测绘勘察和城市与区域规划等。通过与著名的GIS厂商ESRI公司的战略合作，ERDAS公司

在与GIS完整集成的IMAGINE系列软件之外，同时开发基于ArcView GIS V8.x 的图像分析模块——Image Analysis 和

Stereo Analyst 两个扩展模块，向用户提供GIS/RS 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ERDAS IMAGINE产品套件：它是一个用于影象制图、影象可视化、影象处理和高级遥感技术的完整的产品套

件。 　　

    •ERDAS IMAGINE扩展模块：ERDAS IMAGINE是以模块化的方式提供给用户的，可使用户根据自已的应用要求、

资金情况合理地选择不同功能模块及其不同组合，对系统进行剪裁，充分利用软硬件资源，并最大限度地满足用

户的专业应用要求。 　　  

     •ArcGIS Extensions：它是为ArcGIS用户提供的一个使用方便的地理影象分析和处理功能的扩展模块。 

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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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NVI的遥感数字图像处理
遥感影像数据的来源与元数据：

下载地址：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

元数据：

数据标识：LE71210372000203EDC00 

产品名称：L7slc-on 

卫星：LANDSAT7 

条带号：121  行编号：37 

行象元数：750  列象元数：825 

传感器：ETM+ 

接收站标识：EDC 

数据获取日期：20000721  白天/夜晚：DAY 

开始时间：2000-07-21 02:34:17  

结束时间：2000-07-21 02:34:44  

平均云量：0 

左上云量：0  

右上云量：0  

左下云量：0  

右下云量：0

太阳方位角：113.1468048  

太阳高度角：64.1565475

中心纬度：33.17800 中心经度：117.64190 

左上点纬度：34.12930 左上点经度：116.84490 

右上点纬度：33.83480 右上点经度：118.88150 

左下点纬度：32.50280 左下点经度：116.41840 

右下点纬度：32.21380 右下点经度：118.41810

Landsat E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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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段组合：

跟据不同的用途，可以选择不同波长范围内的波段作为RGB分量合成RGB彩色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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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段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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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校正：

辐射定标：

    辐射定标是指建立遥感传感器的数字量化输出值DN与其所对应视场中辐射亮度值之间的定量关系。

辐射定标分为三类：

1.实验室定标

　　在遥感器发射之前对其进行的波长位置、辐射精度、空间定位等的定标，将仪器的输出值转换为辐射值。有

的仪器内有内定定标系统。但是在仪器运行之后，还需要定期定标，以监测仪器性能的变化，相应调整定标参

数。 　　

    1光谱定标：其目的是确定遥感传感器每个波段的中心波长和带宽，以及光谱响应函数 　　

    2辐射定标

    绝对定标：通过各种标准辐射源，在不同波谱段建立成像光谱仪入瞳处的光谱辐射亮度值与成像光谱仪输出

的数字量化值之间的定量关系相对定标：确定场景中各像元之间、各探测器之间、各波谱之间以及不同时间测得

的辐射量的相对值。

2.机上和星上定标

　　机上定标用来经常性的检查飞行中的遥感器定标情况，一般采用内定标的方法，即辐射定标源、定标光学系

统都在飞行器上，在大气层外，太阳的辐照度可以认为是一个常数，因此也可以选择太阳作为基准光源，通过太

阳定标系统对星载成像光谱仪器进行绝对定标。

3.场地定标

　　场地定标指的是遥感器处于正常运行条件下，选择辐射定标场地，通过地面同步测量对遥感器的定标，场地

定标可以实现全孔径、全视场、全动态范围的定标，并考虑到了大气传输和环境的影响。该定标方法可以实现对

遥感器运行状态下与获取地面图像完全相同条件的绝对校正，可以提供遥感器整个寿命期间的定标，对遥感器进

行真实性检验和对一些模型进行正确性检验。但是地面目标应是典型的均匀稳定目标，地面定标还必须同时测量

和计算遥感器过顶时的大气环境参量和地物反射率。

    本例中是使用Landsat定标工具：ENVI/Basic Tools/Preprocessing/Calibration Utilities/Landsat Calibration, 

参数设置自动从元数据获取。

    不同的遥感数据图像需要不同的辐射定标方式，在ENVI中提供了Calibration Utilities工具，可以利用定标系

数完成AVHRR,MSS,TM,QuickBird,TIMS,WorldViw-1等传感器定标的具体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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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定标的数据格式是ENVI标准格式或者TIFF格式，一次只能定

标一个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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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校正：

    大气校正的目的是消除大气和光照等因素对地物反射的影响，获得地物

反射率，辐射率，地表温度等真实物理模型参数，包括消除大气中水蒸气，

氧气，二氧化碳，甲烷和臭氧等对地物反射的影响；消除大气分子和气溶胶

散射的影响。

FLAASH大气校正工具：

    FLASSH是基于MODTRAN4+辐射传输模型，MODTRAN模型是由进行大气校正算法研究的领先者Spectral 

Sciences,Inc和美国空军实验室（Air Force Research Laboratory）共同研发，ITT VIS公司负责集成和GUI设计。

FLAASH特点：

    •支持传感器种类多，包括多光谱的ASTER、AVHRR、GeoEye-1、IKONOS、IRS、Landsat、MODIS、SeaWiFS、 

QuickBird、RapidEye、WorldView等，高光谱HyMAP、AVIRIS、CASI、HYDICE、HYPERION(EO-1)、AISA等。可以通过

自定义波普响应函数支持更多的传感器。工程化应用价值比较明显。

    •FLAASH采用了MODTRAN4+辐射传输模型，该算法精度高。任何有关图像的标准

MODTRAN大气模型和气溶胶类型都可以直接使用。

    •通过图像像素光谱上的特征来估计大气的属性，不依赖遥感成像时同步测量的大气参数数据。

    •可以有效地去除水蒸气/气溶胶散射效应，同时基于像素级的校正，校正目标

像元和邻近像元交叉辐射的“邻近效应”。

   •对由于人为抑制而导致波谱噪声进行光谱平滑处理。作为结果，除了真实地表反射率外，还可以得到整幅图

像内的能见度，卷云与薄云的分类图像，水汽含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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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at FLAASH大气校正：

上述步骤已经完成了定标处理（注意：定标类型Calibration 

Type,Radiance辐射亮度值），但是得到的辐射亮度单位为

W/((m^2•μm•sr)), FLAASH要求的辐射亮度单位为uW/((m^2•μm•

sr))，两者差十倍关系，可以通过ENVI/Basic Tools/Band Math处

理。

然后使用ENVI/Basic Tools/Convert Data(BSQ,BIL,BIP),将原来储存顺序BSQ类型转化为BIL或者BIP类型。至此我们得到了可以

进行FLAASH大气校正的辐射亮度值。
部分参数设置可以在元数据中获得

FLASSH输入数据要求：

       1、波段范围：卫星图像：400－2500nm，航空图像：

860nm-1135nm。如果要执行水汽反演，光谱分辨率<=15nm，

且至少包含以下波段范围中的一个：

1050-1210 nm    770-870 nm    870-1020 nm

      2、像元值类型：经过定标后的辐射亮度（辐射率）数

据，单位是：（μW）/（cm2*nm*sr）。

     3、数据类型：浮点型（Floating Point）、32位无符号

整型（Long Integer）、16位无符号和有符号整型（Integer、

Unsigned Int)，但是最终会在导入数据时通过Scale Factor转成

浮点型的辐射亮度（μW）/（cm2*nm*sr）。

       4、文件类型：ENVI标准栅格格式文件，BIP或者BIL储存

结构。

     5、中心波长：数据头文件中（或者单独的一个文本文件）

包含中心波长（wavelenth）值，如果是高光谱还必须有波段宽

度（FWHM），这两个参数都可以通过编辑头文件信息输入（Edit 

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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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Z Profile(Spectrum)工具获得原始遥感图像和辐射校正（定标+大气校正）后图像的植被波谱曲线，校正

后的植被波谱曲线更加接近真实植被波谱。

    （ENVI中提供了Quick Atmospheric Correction工具，可以快速的做大气校正，自动从图像上收集不同物质的

波谱信息，获取经验值完成高光谱和多光谱的快速大气校正。结果精度近似FLAASH或者其他基于辐射传输模型的

+/-15%。目前支持的多光谱和高光谱波谱范围是0.4～2.5μm，输入数据可以是辐射亮度值、表观反射率、无单位

的raw数据。可以是任何数据储存顺序（BIL/BIP/BSQ）和储存类型，多光谱和高光谱传感器数据的每一个波段必须

有中心波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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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增强：

• 直接获取的遥感图像一般存在的问题：

遥感图像在获取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大气的散射、反射、折射或者天气的影响，获取的图像可能带有噪声、对比度

不够、图像模糊等目视效果不好因素；

对于分析目的所需要的信息不够突出，如线状地物或地物的边缘部分；

图像的波段较多，数据量较大，例如TM影像，各波段信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影响进一步的图像处理；

• 图像增强的主要目的：

改变图像的灰度等级和灰度范围，提高图像的对比度；

消除噪声平滑图像；

突出地物边缘和线状地物、锐化图像；

合成彩色图像；

压缩图像数据量，突出主要信息；

提高图像目视效果，方便人工目视解译，图像分类样本选取，满足特定的应用要求；

通过直接改变图像单个像元及相邻像元灰度值来增强图像，空间域增强的目的是突出图像上的某些特征，例如突

出边缘或线状地物。

1-空间域增强处理

卷积滤波Convolutions      ENVI/Filter/Convolutions and Morphology 

High Pass 高通滤波器
注：带有红色圆点标识的为辐射校正后的原始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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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滤波在保持图像高频信息的同时，消除了图像中

的低频部分。用来增强纹理，边缘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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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滤波保存了图像中低频成分，使图像平滑。

Low Pass 低通滤波器

Laplacian拉普拉斯算子

+拉普拉斯滤波是边缘增强滤波，运行不需考虑边缘的方向。

Directonal 方向滤波器

+方向滤波器是边缘增强滤波，有选择性的增强有特点方向的图像特征。

    ENVI提供的其他滤波：高斯高通滤波Gaussian High 

Pass, 高斯低通滤波Gaussian Low Pass, 中值滤波器Median，  

Sobel, Roberts, 自定义卷积核；

数学形态学滤波Morphology      ENVI/Filter/Convolutions 

and Morphology 

    包括：膨胀Dilate, 腐蚀Erode, 开启Opening, 闭合

Closing,数学形态学滤波Morphology 在增强二值图像和灰度

图像中各有特点。

纹理分析  ENVI/Filter/Texture

    纹理分析可以使图像纹理结构得以增强。

        Occurrence measures 基于概率统计的滤波

        Co-occurrence measures 基于二阶概率统计的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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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辐射增强处理  主图像窗口Enhance/...

通过对单个像元的灰度值进行变换来增强处理。

光谱增强处理是基于多光谱数据对波段进行变换达到图像增强处理。

3-光谱增强处理

波段比 ENVI/

T r a n s f o r m /

Band ratios

在这里使用band ratios 计算比值植被指数（RVI=ρnir/ρred(band4/band3)）和比值短波红外指数(RSI=ρnir/

ρswir(band4/band5)) 

波段组合方式为真彩色图像，用band ratios 计算的植被指数替换band2绿色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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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PCA） ENVI/Transform/Principal Components/Forward PC Rotation/Compute New Statistics and 

Rotate

    多光谱的各波段之间经常是高度相关，DN值以及显示出来的视觉效果往往相似，PCA能够有效地去除多余的信

息，将多波段的图像信息压缩到比原波段更有效地少数几个转换波段上。一般第一主成分（PC1）包含所有波段

中80%的发差信息，前三个主成分包含了所有波段中95%以上的信息量。由于各波段之间不相关，主成分波段可以

生成更多颜色，饱和度更好的彩色合成图像。

   从图像以及PC Eigen Values中可以明显的看到PC1，2，

3具有很大的特征值。PC4，5，6噪声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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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Basic tools/Statistics/View Statistics File 可以打开在进行PCA主成分分析获得的统计文件

统计文件包括：各波段的基本统计值Basic Stats, 协方差矩阵Covariance, 相关系数矩阵Correlation , 特征向量矩

阵Eigen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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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主成分分析（ICA） ENVI/Transform/Independent Components/Forward IC Rotation/Compute New 

Statistics and Rotate

    独立主成分分析（Independent Components Analysis，ICA)将多光谱或者高光谱数据转换成相互独立的部分

（去相关），可以用来发现和分离图像中隐藏的噪声、降维、异常检测、降噪、分类和波普端元提取以及数据融

合，它把一组混合信号转化成相互独立的成分，在感兴趣信号与数据中其他信号相对较弱的情况下，这种变换比

主成分分析得到的结果更加有效。ENVI中提供了独立主成分正变换和独立主成分逆变换。

注：ICA分析，需要占用较多内存，建议配置为64位系统，至少4G内存

色彩空间变换（ Color Transforms） ENVI/Transform/Color Transforms/ RGB to (HSV, HLS, HSV(USGS Munsell)

    ENVI支持将三波段红，绿，蓝图像转变为一个特点的彩色空间，并转换回RGB。在转换过程，通过对比拉伸，

可以生产一个色彩增强的彩色合成图像。

HSV：色度+饱和度+颜色亮度值

HLS：色度+亮度+饱和度

HSV（USGS Munsell）：用于土壤和地质学科描述土壤和岩石的颜色特征。



89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 | 

  第三部分 | 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_02 •基于ENVI的遥感数字图像处理

色彩拉伸（Color Stretch） ENVI/Transform/Decorrelation Stretch,Photographic Stretch, Saturation Stretch(HSV, 

HLS, HSV(USGS Munsell)

去相关拉伸 Decorrelation Stretch: 可以消除多光谱数据中各波段间的高度相关性，生成一幅色彩亮丽的彩色合

成图像；

Photographic Stretch:可以增强一幅真彩色输入图像，生成与目视效果吻合良好的RGB图像；

饱和度拉伸 Saturation Stretch:对输入的三个波段图像进行彩色增强，生产具有较高颜色饱和度的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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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ENVI/Transform/NDVI

ENVI的NDVI标准算法：

NDVI=(NIR-Red)/(NIR+Red)

NIR近红外波段，Red红光波段

NDVI值的范围为-1～+1，ENVI已经为AVHRR, Landsat MSS, Landsat TM, SPOT, AVIRIS数据预设置了相应的波段。 

    将多光谱数据变换为一个单独的图像波段，用于显示植被

分布。较高的NDVI值预示着包含较多的绿色植被;

NDVI 归一化植被指数法:

    植被指数是遥感监测地面植物生长和分布的一种方法。不

同绿色植物对不同波长光的吸收率不同，光线照射在植物上，

近红外波段的光大部分被植物反射，而可见光波段的光大部分

被植物吸收，通过对近红外和红波段反射率的线性或非线性组

合，消除地物光谱产生的影响。根据地物光谱反射率的差异做

比值运算可以突出图像中植被的特征，提取植被类别或估算

绿色生物量，能够提取植被的算法称为植被指数（Vegetation 

Index, VI）植被指数是代数运算增强的典型应用。在遥感应用

领域，广泛用来定性和定量评价植被覆盖及其生长活力。应用

于土地利用覆盖探测，植被覆盖密度评价，作物识别和作物预

报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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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利用植物叶子的细胞结构在近红外波段的

高反射性，叶绿素在红光波段强吸收性，可将多光谱数据变成一个单独的图像波段，用于显示植被分布。较高的

NDVI值预示包含较多的绿色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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缨帽变换 （Tassled Cap） ENVI/Transform/Tassled Cap

    Tassled Cap可以对Landsat MSS, Landsat TM, Landsat 7 ETM数据进行变换。对于Landsat MSS数据，缨帽变换

对原始数据进行正交变换，转换到一个四维空间，包括土壤亮度指数SBI，“绿度”植被指数GVI， “黄度”指数

YVI，以及与大气影响密切相关的 Non-such指数NSI(主要为噪声)。 对于Landsat5 TM数据 ，缨帽变化结果由三个

因子组成：亮度， 绿度， 第三分量（Third）。其中 亮度和绿度相当于 MSS缨帽中的SBI和GVI，第三分量与土壤

特征及湿度有关。 对于Landsat 7ETM数据 ，缨帽变换生成六个波段 ，包括亮度， 绿度， 湿度， 第四分量（噪

声 ）,第五分量，第六分量。缨帽变换与地物密切相关，特别是与植物生长过程和土壤有关。 可以压缩信息 ，帮

助解译分析农作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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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Filter/FFT Filtering

    在空间域中处理某些数字图像的问题，会比叫困难，甚至无法处理。这时可以尝试将图像从空间域转换到频

率域，在频率域下处理的时候，同样的问题用不同的描述方式和空间域的表示是等价的，但由于描述方式不同，

问题可能变得容易。傅立叶变换主要用于消除周期性噪声，还可以消除由于传感器异常引起的规律性错误。

4-傅里叶变换 （FFT）

工作流程 ： Forward FFT快速傅里叶变换→Filter Definition定义 FFT过滤器→Inverse FFT反向FFT变换

2- Filter Definition定义FFT过滤器

3- Inverse FFT反向FFT变换

5-图像增强组合案例

工作流程：

部分流程前文已经处理，在这里直接使用 Layer Stacking：

1- Forward FFT快速傅里叶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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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Layer Stacking波段组合后，需要首先

判断波段间相关性，使用工具ENVI/Basic 

Tools/Statistics/Compute Statistics

根据统计分析，B1，2，3具有很高的相关

性，B4相对比较独立。B5，6相关性较高。

波 段 组 合 方 式 选 择 ： R （ P C I ）

+G(NVDI)+B(B1)

    假彩色合成之后，可以明显的区分出植被（绿色），水体（红色到紫色）与城区裸地（蓝色）之间的关系，

易于选择样本或训练区，提高植被分类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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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类

    在利用遥感图像处理各类问题时，根据设计师使用目的的不同会采用不同分析处理的方式，例如，只想用增

强后的图像数据作为设计的底图是最基础的使用，但是通过遥感影像判读识别地物，进行地物信息的识别，提

取，分类，进行动态变化监测，以及专题地图制作，遥感图库的建立，设计初期各种格局指数的计算，以及安全

格局的建立，都要以图像分类为基础。

目前图像分类包括：

监督分类（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监督分类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又称训练场地法，是以建立统计识别函数为理论基础，依据典型样本

训练方法进行分类的技术。即根据已知训练区提供的样本，通过选择特征参数，求出特征参数作为决策规则，建

立判别函数以对各待分类影像进行的图像分类，是模式识别的一种方法。要求训练区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判

别准则若满足分类精度要求，则此准则成立；反之，需重新建立分类的决策规则，直至满足分类精度要求为止。

常用算法有：平行六面体（Parallelpiped）,最小距离（Minimum Distance）、马氏距离（Mahalanobis Distance）,

最大似然分析(Likelihood Classification)、神经网络（Neural Net Classification）、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e Classification）.

非监督分类（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也称“聚类分析”或“点群分类”。在多光谱图像中搜寻，定义其自然相似光谱集群的过程。不必对图像地

物获取先验知识，仅依靠图像上不同类地物光谱（或纹理）信息进行特征提取，再统计特征的差别来达到分类的

目的，最后对已分出的各个类别的实际属性进行确认。

面向对象特征提取（Feature Extraction）：

    面向对象分类技术集合邻近像元为对象用来识别感兴趣的光谱要素，充分利用高分辨率的全色和多光谱数据

的空间，纹理和光谱信息对图像分割和分类，以高精度的分类结果或者矢量输出。

工作流程：根据分析目的确定分类类别→根据分类类别处理原始图像数据→定义与评价训练样本→执行监督分类

→评价分类结果→分类后处理

监督分类（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根据分析目的确定分类类别：

本次实验中对区域的植被、水体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未来可以选取不同时间遥感影像，分析植被，水体，

城市在这个时间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并计算各种相关指数，监测，指导未来该区域的发展模式。

所以初定基本分类为：植被+水体+城区（含裸地）+其他

根据分类类别处理原始图像数据：

根据分类类别，使用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提取出植被信息，并结合PCA分析，和波段组合获得易于图像分类识别的

影像，操作过程为上文叙述。这里直接使用处理后的数据影像。

定义与评价训练样本：

ENVI/Display/Overlay/Region of Interest

ENVI/ROI Tool/Options/Compute ROI sepa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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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进行Compute ROI Separability时，需要在原始非增强处理的图像上加载ROI训练样本进行计算，否则会提示

异常。

    ENVI使用计算ROI可分离性（Compute ROI Separability）工具计算任意类别间的统计距离，这个距离用于确定

两个类别间的差异程度。类别间的统计距离基于Jeffries-Matusita距离和转换分离度（Transformed Divergence）

衡量训练样本（ROI）d的可分离性。两个参数的值在0～2.0之间，大于1.9说明样本之间可分离性好，属于合格样

本，小于1.8，需要重新选择样本，小于1，考虑将两类样本合成一类样本。

该实验，各样本间均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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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ENVI/ROI Tool/File/Export ROIs to n-D Visualizer中观察与调整训练样本

执行监督分类：

ENVI/Classification/Superv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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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使用Likelihood Classification最大似然法执行监督分类

    Data Scale Factor 需要输入一个数据比例系数，用于将整形反射率或辐射率数据转化为浮点型数据。比例系

数设为2^n-1，n为数据的比特数，对于8-bit数据，为 255；10-bit为1023；11-bit为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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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分类后图像可以在任意图像上进行叠加，以原

始真彩色图像为底叠加分类图形,能够更好的观察分析

分类后结果与原始图像之间的对应关系。

ENVI/Display/Overlay/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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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分类结果：

    执行监督分类后，需要

对分类结果进行评价，可

使用ENVI中提供的混淆矩阵

（Confusion Matrix）,ROC 

Curves处理。在执行评价分类

前，需要获得该区域的土地利

用图，其他高分辨率的遥感影

像数据或者实际GPS定位的真

实地物位置，以获取各个分类

的地表真实感兴趣区。

    这里因为数据获得的问

题，以Google Earth影像替

代 说 明 数 据 处 理 的 过 程 。

（Google EARTH的卫星影像，

并非单一数据来源，而是卫

星影像与航拍的数据整合。

其卫星影像部分来自于美国

DigitalGlobe公司的QuickBird

（快鸟）商业卫星与EarthSat

公司（美国公司，影像来源

于陆地卫星LANDSAT-7卫星

居多），航拍部分的来源有

BlueSky公司（英国公司，以航

拍、GIS/GPS相关业务为主）、

Sanborn公司（美国公司，以

GIS、地理数据、空中勘测等

业务为主）等。）获得的该区

域GE影像数据精度比Landsat 

ETM+30m低，实际上不符和评

价分类要求。（特别注意）

    从GE下载的图像为JPG格

式的图片，没有地理坐标，需

要首先在ENVI下做几何校正，

这里所使用的方法为Image to 

Image几何校正方法，ENVI /

Map/Registration/Select GCPs:

Image to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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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上显示了采集的地面控制点，一般选择特征比较明显的区域，如道路交点等。采集的方法，在配对了3个

以上点后，可以采用Predict工具，或者Ground Control Points Selection/Options/Automatically Generate Tie 

Points自动生成多个控制点。

将校正后的GE影像与ETM+影像地理连接Geographic Link，验证校正结果。目视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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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何校正后的GE图像上选择ROI真实感兴趣区。

Confusion Matrix混淆矩阵 ：

使用Confusion Matrix可以把分类结果的精度显示在一个混淆矩阵里，比较分类结果和地表真实信息。

ENVI/Classification/Post Classification/Confusion Matrix/Using Ground Truth ROIs

从分类结果可以获知：

    Overall Accuracy 总体分类精度：99.8091%  （注：在选取真实地物信息ROI时，参照了分类后图像数据，同

时选取的地物信息样本偏少，所以精度很高，实际工作过程中需要随机选取真实地物信息一定数量的样本进行评

价。获得真实的评价结果。）

     Kappa Coefficient Kappa系数：0.9972

    Kappa 系数是在综合了用户精度和制图精度两个参数上提出的一个最终指标，他的含义就是用来评价分类图

像的精度问题，在遥感里主要应该使用在精确性评价（Accuracy Assessment）和图像的一致性判断。如果两幅图

像差异很大，则其Kappa系数小。也可以通过计算标准Kappa值来更好的检验分类结果的正确程度。如简单Kappa系

数、加权Kappa系数以及总Kappa系数等等。

Kappa系数仅适用于行数和列数相等的方表。由Cohen在1960年提出，公式如下：

    Kappa=(P0-Pc)/(Pp-Pc)

式中，P0 是两期图件上类型一致部分的百分比，即观测值；Pc=Rn*Sn,期望值；Pp= P1+Pn,即真实值。  

简单Kappa系数的计算式：

    K=(P0-Pc)/(1-Pc)

    式中，P0为观测一致率，Pc为期望一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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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两个诊断完全一致时，Kappa值为1。当观测一致率时，Kappa值为正数，且Kappa值越大，说明一致性

越好。当观测一致率小于期望一致率时，Kappa值为负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比较少见。根据边缘概率的计

算，Kappa值的范围应在-1~1之间;Kappa>=0.75时，两者一致性较好，0.4<=Kappa<0.75时，两者一致性一般；

Kappa<0.4时，两者一致性差.

Commission 错分误差：指被分为用户感兴趣的类而实际属于另一类的像元。

Omission 漏分误差：指本身属于地表真实分类，没有被分类器分到相应类别中的像元数。 

Prod.Acc. 制图精度：指分类器将整个图像的像元正确分为A类的像元数（对角线值）与A类真实参考总数（混淆矩

阵中A类列的总和）的比。

User Acc.用户精度：值正确分到A类的像元总数（对角线值）与分类器将整个图像的像元分到A类的像元总数（混

淆矩阵中A类行得总和）的比。

分类后处理：

    分类后最初的结果，一般难于达到进一步的分析要求，需要使用诸如更改分类颜色，Majority/Minority分

析，Clump聚类分析，Sieve过滤处理，Class Statistics分类统计，Overlay Classes分类叠加,Vector矢量转换等方

式，进一步处理分类结果图像数据。

Majority/Minority 分析：Clump聚类分析：Sieve过滤处理

Majority/Minority 分析：

    Majority:可以将初始分类中不可避免产生的较小的图斑剔除或者重新分类。根据选择的Kernel Size的不同，

结果会有差异，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到，5×5的处理结果，较细小的水体被植被所替代，这时，可以不对水体波段

进行Majority处理，保持水体的连续性。

    Minority：是用变化核中占次要地位的像元类别代替中心像元的类别处理。

Clump聚类分析：运用形态学算子将临近的类似分类区域聚类合并。

Sieve过滤处理; 可以处理解决分类图像中出现的孤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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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nteractive Class Tool/Options/Stats 

for all classes，可获得部分的统计数

据。

或使用EN V I /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 P o s t 

Classification/Class statistics工具处

理。

分类后结果矢量化 ：

    可以使用ENVI/Classification/Post Classification/Classification to Vector 矢量化工具将分类后结果转为矢量

格式，这里选择两类水体进行该操作。

图中白色线显示即为矢量化后结果，矢量结果统计，如面积，长度可以即时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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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根据分类类别处理原始图像数据→执行非监督分类→类别定义→合并子类→评价结果

非监督分类（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ENVI提供了ISODATA，K-Means两种非监督分类方法。这里使用ISODATA的方式处理。执行非监督分类之前，

与监督分类一样需要处理原始图像数据，合并(Combine Classes)之前分类类别一般选择最终结果数量的2～3

倍。

ENVI/Classification/Unsupervised/ISOData, K-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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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监督分类与监督分类的最终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根据分

析目的的不同可以适当选择不同的方式进行分类处理。大概来

说，监督分类的结果相对更精准些。

    监督分类或者非监督分类也可以使用ENVI Zoom/Toolbox/

Classification处理，是流程化工具，引导分类处理的流程，该

扩展工具需要单独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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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特征提取（Feature Extraction）

    面向对象分类技术集合临近像元为对象用来识别感兴趣的光谱要素，充分利用高分辨率的全色和多光谱数据

的空间、纹理和光谱信息对图像分割和分类，以高精度的分类结果或者矢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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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基本流程图示（规则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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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规则分类中只提取水体，所使用的对象属性为

Saturation饱和度与Area多边形面积 ；



115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 | 

  第三部分 | 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_02 •基于ENVI的遥感数字图像处理



116 | ECO-AIDED DESIGN TECHNOLOGY

  第三部分 | 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_02 •基于ENVI的遥感数字图像处理

File Name: 1026.jpg

Segment Scale Level:     29.6

Merge Level:              90.2

Refine:                No Thresholding

Attributes Computed: 

      Spatial   Spectral   Texture   Color Space

      B a n d  1    B a n d  2     B a n d  3                   

             

      Band Ratio   Band 1   Band 2

      Classification: Rule-Based

Rule Set:

#1 (1.000): If saturation NOT < 0.2682 AND area 

NOT < 470.9694, then object belongs to "Lake".

Export Options: 

     V e c t o r  O u t p u t  D i r e c t o r y :  E : \ 0 1 -

DIssERTATIONPhase03\02-SpacePattern\SPImagesUsed\

     Feature Info: 

       Lake Type: Polygon

     Smoothing: Threshold o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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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动态监测

    遥感动态监测是从不同时间或在不同条件下获取同一地区的遥感影像数据，识别和量化地表类型的变化，空

间分布状况和变化量。遥感动态监测可以协助土地利用规划（例如城市扩张、国土资源等），生态环境变化（例

如湿地、森林变化等），洪涝灾害监测，耕地资源调查，甚至某种植被的变化情况，其在城市、生态规划领域的

作用逐渐增强，必然是未来规划设计师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例举数据采用2000/07/21号的Landsat ETM+与2007/05/14 Landsat TM遥感影像做遥感

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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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自原始遥感图像采取同一的辐射校正与图像增强处理方式，保持操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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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区域基本显示的是时间段内发生变化的区

域。尤其以水体变化区域显示显著。对该工具根据探

测变化的目的，也可以选择Percent difference对图

像进行比值运算。

Compute Difference Map工具（图像直接比较法）：

ENVI/Basic Tools/Change Detection/Compute Difference

这里使用Simple Difference 变化选项，对2000与2007年的DNVI归一化植被指数做差值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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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Difference 工具（图像直接比较法）：

ENVI Zoom/Toolbox/Image Difference 该工具需要单独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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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Difference 提供了一种计算特征指数，NDVI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WI的归一化水指数，NDBI的归一化建

筑指数，以及Burn Index的燃烧指数。根据分析的目的选择适当的计算参数。

    在输出方法上，使用Apply Thresholding可以设置阙值细分变化信息图像，或者使用Export Image Difference 

Only直接输出变化信息图像。输出的变化图像值在-1～1区间范围，可以使用ENVI/Display/Overlay/Density Slice 

重新设置阙值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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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Detection statistics工具（图像分类后比较法）：

ENVI/Basic Tools/Change Detection/Change 

Detection Statistics

使用该工具可以获得分

类图像各类别的变化情

况，以像元数量，百分

比 和 面 积 统 计 参 数 输

出：

首先需要将2007年的遥感

影像数据依照2000年遥感

影像数据处理方式进行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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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atic Change 工具（图像分类后比较法）：
ENVI Zoom/Toolbox/Thematic Change 该工具需要单独安装

使用该工具

可以获得分

类图像各类

别的变化情

况，以像元

数量，百分

比 和 面 积

统计参数输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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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Detection流程化图像处理工具：

ENVI/Spectral/Spear Tools/Change Detection

Change Detectiong工具是流程化的图像处理工具，将现有的一些图像处理技术集成在一个界面下，以流程化的向

导式操作，包含16个流程化图像处理模块：

OVERVIEW：

    Change Detection provides a way to compare imagery collected over the same area at different times 

and highlight features that have changed. There are two forms of change detection: absolute and relative. 

     Absolute change detection ：highlights specifically what has changed (e.g. forest to grassland).

     Relative change detection ：shows that something has changed but 

does not specify what that change is. Relative change detection provides a faster method for quickly 

comparing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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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Change Detection 工具可以探测不同时间同一区域的遥感卫星影像变化差异，并高亮标示，其有两种监测

方式: 绝对的absolute 和相对的relative

    绝对监测方式 Absolute change detection ：高亮显示哪种地物发生了变化(例如，森林变化为草地)；

   相对监测方式 Relative change detection ：显示地物的改变，但是并不指明是哪种地物。 相对监测方式提

供了一种快速比较遥感图像的方法。

• 异常检测

• 变化检测

• Google Earth连接工具

• 几何校正

• 独立主成分分析

• 道路信息提取

• 水体信息提取

• 元数据浏览

• 基于地形正射校正

• Pan Sharpening图像融合

• 水相对深度分析

• 波谱相似地物提取

• 图像分类工具

• 植被覆盖分析

• 图像垂直条纹去除

• 船只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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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1
地理信息数据的基本处理
：组织项目数据库_遥感影像与基础地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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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理数据库Geodatabase

A catalog

A folder connection.

A folder with geographic data.

Feature classes with simple 

geometry types and tables can 

be placed directly under a 

geodatabase or under a feature 

dataset.

A geodatabase

A raster dataset

A point feature class

A line feature class

A polygon feature class

An object class

A feature dataset

A junction feature class

An edge feature class

A geometric network

A relationship class

A database connection folder lets you access multiuser 

geodatabases served byArcSDE.数据库连接文件夹允许你通过    

    ArcSDE 访问多用户Geodatabase。

When you expand a database connection that represents a multiuser geodatabase, it contains 

the same types of datasets and feature classes as a single-user geodatabase.当展开一个多用户

Geodatabase时， 它将包含与单用户Geodatabase相同的数据集和要素类。

Behavior for feature classes and 

object classes is implemented by 

defining rules or extending a 

class and writing code.

Geometricnetworks and network 

feature classes must be in a feature 

dataset.

Relationship classes can be placed in 

a feature dataset or directly in a 

geodatabase.

文件夹链接

具有地理数据的文件夹

1

2

1-具有简单几何形体类型的要素类和表可以直接写入geodatabase 或要素集中。要素类和对象类的行为可以通过

定义规则、扩展类或编写代码来实现。

2-几何网络和网络要素类都必须在要素集中。关系类可以直接放到要素集或Geodatabas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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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odatabase is a store of geographic data organized into geographic datasetsand feature classes. A 

geodatabase under a folder is a single-user geodatabase.

Geodatabase地理数据以要素集或要素类的方式来存贮，文件夹中的Geodatabase是单用户Geodatabase。

A raster dataset represents imaged or sampled data on a rectangular

grid. It can have one or many raster bands.

栅格数据集表示的是图象或按规则格网采样的数据，它可以是单波段的，也可以是多波段的。

A point feature class is a collection of simple features with point or multipoint geometries.

点要素类是具有点形体或多点形体的简单要素的集合。

A line feature class is a collection of simple features with polyline geometries.

线要素类是具有折线几何形体的简单要素的集合。

A polygon feature class is a collection of simple features with polygon geometries.

多边形要素类是具有多边形形体的简单要素的集合。

An object class is a table with behavior. It is a matrix of rows that represent objects and columns that 

represent attributes.

对象类是具有一定行为的表，在它的矩阵中行表示对象，列表示属性。

A feature dataset is a collection of feature classes, graphs, and relationship classes that share a common 

spatial reference.

要素集是具有共同空间参考系的要素类、图表和关系类的集合。

A junction feature class contains simple or complex junction features that participate in a geometric 

network.

交汇点要素类包含那些参与几何网络的简单或复杂交汇点要素。

An edge feature class contains simple or complex edge features that participate in a geometric network.

边线要素类包括参与几何网络的简单或复杂边线要素。

A geometric network defines a set of junction and edge feature classes that collectively form a one-

dimensional network.

几何网络定义那些共同形成一维网络的一组边线和交汇点要素类。

A relationship class is a collection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features in two feature classes.

关系类是两个要素类中要素间关系的集合。

    Godatabase数据模型是一种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通过给要素添加更贴切的“自然”行为，使GIS数据库中的

要素更加智能化。在Geodatabase中，允许在要素之间定义几种类型的关联，而且数据的物理数据模型与逻辑数据

模型的概念联系更加紧密。

    Geodatabase中的数据对象大多都是用户在逻辑数据模型中定义的对象，如业主、建筑物、宗地和道路等等。

有了Geodatabase数据模型，可以在不需要编写任何代码的情况下，轻松实现大量的“自定义”行为——这些所

谓的“自定义”行为在以前的数据模型中，都是需要编写代码才可以实现。这些行为可以通过域、验证规则和

ArcGIS软件框架中为Geodatabase提供的其它功能来实现，只有在要素需求特别专业化的行为操作的时候才需要代

码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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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处理
  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获得基础地理文件（Shp格式），建立个人地理数据库Personal Geodatabase，装载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并存储在一个地理文件mxd中，将各层叠加获得全国基本的地理信息，坐标系统为经纬度单

位的大地坐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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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组织，显示较全面的地理信息，例如各级地

名、公路、铁路、及河流名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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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仅提取北京地区的信息，这时需要对数据进行提取与剪切：

   提取（Select）：使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上提供的Ploygon格式文件作为省界的划分，使用ArcMap/

ArcToolbox/Analysis Tools/Extract/Select工具提取出目标区域-北京市。

      目标区域数据的组织，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基本地理数据支持。

    在ArcMap中可以读取目标区域的经纬度范围精度115︒4＇～117︒5＇，纬度为39︒4＇～41︒1＇，当然可

以在Layer Properties中查看。

   裁切（Clip）：使用ArcMap/ArcToolbox/Analysis Tools/Extract/Clip工具（该工具适用于矢量数据的剪切)将所有

数据按提取的北京市边界进行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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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at ETM+遥感影像数据处理与加载
    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在该篇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使用ENVI处理的方法，本部分在遥感影像的处理过程中使用

ERDAS IMAGING协助处理，对于两个遥感影像处理软件工具，选择哪一种视使用者的偏好和处理数据的目的。

    在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获得的是Landsat 7 ETM SLC-on(1999-2003)的影像,Landsat7™，共计9个TIFF文件，

1，2，3，4，5，61，62，7，8波段。

元数据

数据标识：LE71230322003145ASN00 

产品名称：L7slc-on 

卫星：LANDSAT7 

条带号：123  行编号：32 

行象元数：750  列象元数：825 

传感器：ETM+ 

接收站标识：ASN 

数据获取日期：20030525  白天/夜晚：DAY 

开始时间：2003-05-25 02:41:58  结束时间：2003-05-25 02:42:26 

平均云量：2.12 

左上云量：4.98  

右上云量：2.88  

左下云量：.55  

右下云量：.07

太阳方位角：129.4504395  

太阳高度角：62.9660721

中心纬度：40.31520 中心经度：116.62800 

左上点纬度：41.28250 左上点经度：115.76530 

右上点纬度：40.95760 右上点经度：118.00470 

左下点纬度：39.65750 左下点经度：115.27640 

右下点纬度：39.34030 右下点经度：117.46380

    对于TM的波段，8波段为15m，6波段为

120m，其它各波段为30m。在开始融合之前选取

3，4，7波段合成RGB（根据不同分析使用目的选

择不同波段，见第三部分波段组合），R为红，G

为绿，B为蓝。具体操作程序使用ERDAS IMAGING/

Interpreter/Utilities/Layer Stack工具. 合成后

的RGB图像，可以在Viewer上打开，使用ERDAS 

IMAGING/Viewer/Raster/Band Combinations调整颜

色。

注：融合前需要辐射校正处理，本部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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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ENVI一样，ERDAS IMAGING中也有很多图像增强工具，例如辐射增强、空

间域增强、频率域增强、代数运算、主成份变换、缨帽变换、色彩增强等。

辐射增强：通过直接改变图像中相元的灰度值来改变图像的对比度，从而改善图像视觉效果的图像处理方法。原

始遥感数据的灰度值范围比较窄，通常比显示器的显示范围小的多。增强处理可以将其灰度范围拉伸到0～255的

灰度级之间来显示，使图像对比度提高，视觉效果得以改善。EADAS目前提供的辐射增强功能：查找表拉伸、直方

图均衡化、直方图匹配、亮度反转、去霾处理、降噪处理、去条带处理。

空间域增强：辐射增强主要是通过单个的运算在整体上改善图像的质量，而空间域增强则是有目的的突出图像上

的某些特征，如突出边缘或现状地物；也可以去除某些特征，如抑制在图像获取或传输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噪音。

空间域增强的目的性很强，处理后的图像从整体上可能与原图像差异很大，但却突出了需要的信息或者抑制了不

需要的信息，从而达到增强的目的。空间增强的方法强调了像元与其周围相邻像元的关系，采用空间域中邻域处

理的方法，在被处理像元周围的像元的参与下进行运算处理，这种方法也叫“空间滤波”。

空间域增强的几种处理手段：卷积增强、锐化增强、非定向边缘检测、聚焦分析、纹理分析、自适应滤波、统计

滤波。

频率域增强：在空间域上很难处理的问题在频率域上有可能变的容易。傅里叶变换（Fourier Analysis）是变换域

分析的一种，在图像处理中是一种有效而重要的分析手段。可以进行图像特征提取，空间频率域滤波，噪声的去

除，图像恢复，纹理分析等。经过各种傅里叶变换后的图像仍是傅里叶图像，需要对变化后的图像进行逆变换，

将频率域傅里叶图像重新变换为空间域的彩色图像。

代数运算：对于多波段遥感图像和经过空间配准的两幅或多幅单波段遥感图像，可以通过代数运算来突出特定的

地物信息，达到某种增强的目的。

进行代数运算，数值范围可能超出显示设备的范围，在显示的时候，需要进行灰度拉伸。代数运算按照像素进

行，相关的图像数据的空间坐标必须完全相同。对于图像文件，文件中的波段数目和顺序必须相同。

关于归一化指数：由于计算反应的矿物及植被的常用比率和指数与遥感图像类型（传感器）有密切的关系，进

行指数计算时，根据输入图像的类型选择传感器。ERDAS提供可选的传感器类型有SPOT XS, LANDSAT TM, LANDSAT 

MSS, NOAA, AVHRR几种。不同的传感器对应的指数计算有区别，ERDAS提供了各种与传感器对应的常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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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份变换：又称K-L变换或霍特林（Hotelling）变换，是基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尽量不丢失信息的前提

下一种线性变换的方法，主要用于数据压缩和信息增强。

缨帽变换：1976年，Kauth 和Thomas构造了一种新的线性变化方法—Kauth-Thomas变换，简称K-T变换，形象的

称为 “缨帽变换”。缨帽变换旋转坐标空间，但旋转后的坐标轴不是指到主成份的方向，而是指到另外的方向，

这些方向与地物有密切关系，特别是与植物生长过程和土壤有关。缨帽变换即可以实现信息压缩，又可以帮助解

译分析农作物特征，有很大的实际应用意义。目前这个变化主要用于MSS与TM两种遥感图像。

色彩增强：亮度值的变化可以改善图像的质量，但就人眼对图像的观察能力而言，一般正常的人眼只能分辨20级

左右的亮度级，而对彩色的分辨能力则可达100多种，远大于对黑白亮度值的分辨能力。不同的彩色变换可大大

增强图像的可读性。色彩变换（RGB to HIS）是将遥感图像从红（R），绿（G）,蓝（B）三种颜色组成的彩色空

间变化到以亮度（Intensity）,色度（Hue），饱和度（Saturation）作为定位参数的彩色空间。亮度（I），色度

（H），饱和度（S）模型不是基于色光混合再现颜色的，但它表示的彩色与人眼看到的更为接近。其中I表示整个

图像的明亮程度，取值范围是0～1；H代表像元的颜色，取值范围是0～360；S代表颜色的纯度，取值范围是0～1.

对合成的RGB影像使用直方图均衡化图像增强手段获得比之前更加清晰的图像

    融合的过程一般使用TM347与SPOT5（10m）（Spot5遥感影像现阶段一般需要购买) 。由于SPOT数据是全色单

波段数据，为提高目视解译的分辨能力，利用TM图像与SPOT图像互补性很强的特点（即TM图像可以弥补SPOT图像

波段分比率不足，SPOT图像可以弥补TM图像空间分辨率不足）。通过TM图像与SPOT图像复合，形成假彩色图像，

以增强图像的色彩差异，提高解译和识别效果。

    本案中使用TM8波段替代SPOT图像与TM347融合，使用工具ERDAS IMAGING/Interpreter/Spatial Enhancement/

Resolutino Merge处理,在融合之前，可以对TM8图像进行图像增强处理。

    为了比较融合前后图像的精细程度，选取局部进行比较，对于TM的波段，8波段为15m，可以看到融合后的分

辨率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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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前   融合后

    获得的第一幅用于目标区域分析的图像，并没有完全覆盖目标区域，首先需要检查第一幅遥感图像与目标区

域的叠合关系，从而进一步确定剩余的遥感图像区域范围。

打开VectorInfo获取目标区域基本的图像信息；已知所

获取的是以经纬度为大地坐标系统的Shp文件：

打开融合影像的信息：在Projection Info可以看到， Projection：UTM，Zone50； Spheroid：WGS 84； Datum：

WGS84



139地理信息数据的基本处理 | 

  第四部分-1 | 地理信息数据的基本处理_03 •Landsat ETM+遥感影像数据处理与加载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与Landsat遥感卫星数据坐标并不一致，需要要统一二者的坐标系统，再进行叠合，观

察数据的范围区域，确定尚未获得的影像数据。

    首先在ARC Gis中，利用ArcMap/ArcToolbox/Proje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Define Projection定义上文已

经进行裁切后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坐标系统，原下载文件只有经纬度显示，并没有定义坐标系统，需进行坐标

转换统一坐标系统，可以根据已有数据的坐标系统定义坐标，如果数据没有准确的定位，需要与其他具有准确坐

标系统的数据参考进行Georeferencing图像几何校正。本例中定义区域目标边界坐标系统为大地坐标WGS 1984.

prj。使用ArcMap/ArcToolbox/Proje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Feature/Project转换为Latsat遥感数据的坐标系统

Projection：UTM，Zone50； Spheroid：WGS 84； Datum：WGS84。

    将目标区域与遥感图像

叠加看到影像区域基本位于

目标区域之内，但是还需要

下部分数据资料。同时，可

以使用Google Earth协同分

析，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帮

助。打开Google Earth并利

用添加多边形工具可以根据

现有省会边界描绘出目标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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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透明灰白区域即为描绘的目标区域，将描绘的目标区域多边形右键存储为Kml文件格式导出。将待加载

的Kml文件格式先转化为Shp文件格式再在ArcGIS中的打开，可以使用FME或者Global Mapper打开kml的目标轮廓

文件进行转换。

关于Global Mapper：

    Global Mapper 是一款地图绘制软件，不仅能够将数据（例如：SRTM数据）显示为光栅地图、高程地图、矢

量地图，还可以对地图作编辑、转换、打印、记录GPS及利用数据的GIS(地理信息系统)功能，6.xx版增加了直接

访问USGS(美国地质勘探局)卫星照片TerraServer数据库和Global Mapper内部的地形图及以真实的3D方式查看高

程地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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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可以浏览、合成、输入、输出大部分流行的扫描点阵图、等高线、矢量数据集，可以编辑、转换、打印各

类地图图形文件，利用全球情报系统(GIS)信息资源。可以转换数据集的投影方式以符合项目的坐标系统，并可以

同时对数据集的范围进行裁剪。并提供了距离和面积计算，光栅混合、对比度调节、海拔高度查询、视线计算，

以及一些高级功能，如图像校正、通过地表数据进行轮廓生成、通过地表数据观察分水岭、对3Dpoint数据转换为

三角多边形和网格化等。同时通过内建的脚本语言或众多的批处理转换选项能够高效地完成重复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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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lobal Mapper中也能够查

看数据坐标系统或者进行坐标转

换。这里只是将Global Mapper作

为一个数据格式转换的平台，将

Kml文件格式转化为Arc Gis的Shp

文件格式。将转化后的Shp文件在

ArcGIS中读取，按前文叙述坐标

转换的方法，转化为与遥感图像

一致的坐标系统。

    将landsat遥感数据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下载的国家与省界数据，以及GE中粗略描绘的目标区域叠

合，目视观测，可以看到基本区域边界一致。

    根据目标区域与遥感图像的叠合，确定尚需要南部区域的数据。数据的时间尽量和前文遥感图像数据保持一

致，为数据获取日期：20030525  白天/夜晚：DAY；

元数据

数据标识：LE71230332003145ASN00 

产品名称：L7slc-on   卫星：LANDSAT7 

条带号：123  行编号：33 

行象元数：750  列象元数：825 

传感器：ETM+ 

接收站标识：ASN 

数据获取日期：20030525  白天/夜晚：DAY 

开始时间：2003-05-25 02:42:22  结束时间：2003-05-25 02:42:49 

平均云量：0 

左上云量：0    右上云量：0  

左下云量：0    右下云量：0

太阳方位角：126.6642761  

太阳高度角：63.636219

中心纬度：38.88680 中心经度：116.18130 

左上点纬度：39.85210 左上点经度：115.33450 

右上点纬度：39.53400 右上点经度：117.52790 

左下点纬度：38.22790 左下点经度：114.86010 

右下点纬度：37.91710 右下点经度：117.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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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样的方式对遥感影像数据进行基本处理

注：关于图像处理与拼接的先后并无固定顺序，多数在拼接前后均需要处理图像，以获得清晰的遥感数据，达到

使用的目的。

获得处理后的两幅遥感影像数据后，对数据进行拼接，工作在Erdas Imaging中完成。

    图像拼接最好是具有相同背景条件的遥感图像，例如同一种传感器，图像尽可能的选取成像时间和成像条件

接近的遥感图像，减少后期色调调整处理。拼接的图像可以具有不同的像元大小，但必须具有相同的波段数。遥

感图像的拼接工作主要是基于相邻像元的重叠区。同时，需要进行色调调整，拼接图像辐射水平不一样，图像

的亮度差异比较大，只有将色调调整一致，才能够很好的满足应用。工具位置ERDAS IMAGING/DataPreparation/

Mosaic Images/Mosaic Tool

    在使用Mosaic Tool 时，首先在view视图中使用AOI

对两个数据描出边界，并各自存为AOI格式文件，使用

Mosaic Tool 拼接时对Image Area Options的边界进行限

定



144 | ECO-AIDED DESIGN TECHNOLOGY

  第四部分-1 | 地理信息数据的基本处理_03 •Landsat ETM+遥感影像数据处理与加载



145地理信息数据的基本处理 | 

  第四部分-1 | 地理信息数据的基本处理_03 •Landsat ETM+遥感影像数据处理与加载

    因为使用了同等背景条件的数据图像，拼接后的图像基本看不到拼接的痕迹，可以提供后期分析设计的使

用。但是拼接后的图像，远远超出了目标区域，需要对图像进行裁剪。裁剪的工作在ArcGis中进行。（ERDAS同样

可以进行裁剪，但是最后的分析主要是在ArcGIS中完成，为了衔接的流畅性，所以在ArcGIS中处理）注：ERDAS也

可以处理部分GIS的分析工作，例如地形分析，GIS分析（邻域分析等）。

    栅格数据的裁切与矢量数据的裁切工具不同，这里使用：ArcMap/ArcToolbox/Spatial Analyst Tools/

Extraction/Extract by Mask工具提取：

    裁切数据图像后，希望能够把目标区域的基本地理数据叠加进来，包括行政中心，县级居民地，行政界限，

铁路，公路，河流等。每一种数据原始坐标系都是经纬度WGS84的大地坐标系，如果逐个重复操作，包括定义坐标

系统，转换坐标系统，虽然操作步骤还不是很多，但是依旧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碰到更复杂的地理处理，更应该

使用空间分析建模，简化不必要的重复性工作。

    模型以彩色显示，说明它处于准备运行状态，其参数值已经在每个工具的对话框中给定。当前执行的处理工

具以红色高亮显示，蓝色代表需要输入的数据，绿色为输出数据。在以地理处理的方式处理数据时最好先设置

ArcToolbox的环境设置Environment Settings, 确定General Settings中当前工作和缓存空间Current Workspace and 

Scratch Workspace的目录，确保处理数据输出的位置。处理完所有的基础地理数据就可以与2003年5月的遥感数据

叠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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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已经能够根据现有的地理信息对目标区域进行判断：河流与遥感影像数据的叠加位置，道路以及地

面信息。作为设计师最为关心的则是山，水，城市之间的关系，能够初步目视判断绿色区域的植物覆盖区，深黑

色的水域，以及紫色的城区，更进一步的地物判定和遥感动态监测在第三部分已详细阐述。







第四部分-2

地理信息数据的基本处理
：DWG格式文件的地理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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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拿到一个项目之后，不管是区域级别的城市，景观规划还是具体到地块的景观、建筑设计，都需要首先获

得尽可能全面的数据资料，例如区域气候数据、现状地形、道路、建筑、人口等情况，以及上位远景总体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资料。虽然最开始的时候并不能很好的判断哪些数据将会对不同等级，不同内容的设计有所影

响，但是随着设计的深入，条件也会不断明确。当待分析的数据资料较多时，例如需要将地形坡度，坡向，高

程，水文，植被生长特征环境做植被生长区域适宜性评价时，或者根据距水源地距离，供电线路的距离，与主要

道路，市场的距离，地形坡度等条件分析工业用地适宜性评价，条件的复杂性使得使用传统的分析方式难以保证

分析的进度与结果的精度。这个时候就需要地理信息系统去处理复杂的条件。

    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处理数据需要将过去常常使用的数据格式转换为ArcGIS中的数据，当然这种转化不是简单

的将传统中，例如Dwg格式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GIS中打开那样就可以了，地里信息系统不是像AutoCAD一样图像的

简单显示，而是纳入了更多的与图形、图像相关联的各种信息，例如土地利用、容积率、交通流、以及给水、排

水、电力、电信、燃气等物质、能量、信息传输交换网络信息等。

    在AUTO CAD中进行矢量化的绘图相对在ArcGIS中处理要方便的多，一方面因为AUTO CAD应该是设计师最早接触

的绘图软件；另外ArcGIS中因为要处理更多的地理信息，对绘图的要求比AUTO CAD高，需要更多地了解除了简单

绘图之外的知识，例如拓补，相关关系，网络等。在开始进行规划设计的时候，可以直接在GIS中处理规划设计，

也可以在CAD中处理再转换到GIS中。

    现在，拿到的是Dwg格式的规划图，当然，可以在GIS中直接打开，但是如果这样处理数据，与在CAD中处理显

示是没什么区别的，表示道路，建筑的矢量线和标注的文字，无法通过数据搜索查看地图，例如找到区域内所有

的学校，也无法参与到类似工业用地适宜性评价等分析中，因为简单导入的DWG文件，没有包含地里信息数据，只

能作为参考的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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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坐标系统；在GE中加载规划图
    AutoCAD系统提供了一个绝对坐标系，为世界坐标系（WCS, World Coordinate 

System）,这个坐标系存在于任何一个图形之中，并且不可更改。

    Google Earth 使用的是WGS 84(Lat-Lon)经纬度坐标系统。

    在后期的数据叠加时，不同的数据可能有不同的地理坐标系统，甚至尚未设

置坐标系，以及包含有坐标信息但是并不准确。根据规划设计的目的，一般选择一个坐标系统，往往是所有

数据中使用最多的那个，并且尽可能的与遥感图像的坐标系统一致，所以对于大多数项目，选择Geographic 

Coordinate System: GCS_WGS_1984；Projection: Transverse_Mercator，该地理坐标系统，投影坐标系统是

Landsat卫星等遥感影像使用的标准坐标系统。

    在开始对DWG格式的文件进行处理之前，希望能够在CAD空间中将图形与Googel Earth地理坐标系初步配准。

注: 一般地形图和规划图，尤其地形图具有明确的地理坐标系，应使用自身坐标系统，对于可能不规范的规划图

纸，则需要地理配准。

    使用GE WGS84 经纬度坐标初步配准CAD WCS世界坐标系。在GE中找到待地理信息化的区域，使用Google Earth/

Add Path或者Add Polygon工具，绘制主要用于配准的参考线，参考线的选择一般需要根据待配置的数据确定，本

例中Dwg格式文件有部分现状道路的中心线可以用于配准，另外自然河流的走向也可以帮助我们核对配准的基本正

误，不至于出现较大的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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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绘制的Path线右键保存为KML或者KMZ格式的文件，可以在ARC MAP中使用ArcMap/ArcToolbox/Conversion 

Tools/KML to Layer 将KML或者KMZ格式文件转化为ArcMap可以打开的文件格式，也可以使用其他的软件例如Global 

Mapper协助数据格式的转换。

    加载KML或者KMZ文件，使用GM/File/Export Vector Format工具选择Shapefile格式将文件转换为ArcGIS的Shp

格式文件。在GM中可以查看Metadata元数据，其坐标系统为经纬度的地理坐标系统，采用的是WGS84。在ArcMap

加载转换为Shp格式的文件，因为只有地理坐标系统，需要使用ArcMap/ArcToolbox/Data management Tools/

Projectionand Transformation/Feature/Project工具转化，结果为： 

Geographic Coordinate System: GCS_WGS_1984

Angular Unit: Degree (0.017453292519943295)

Prime Meridian: Greenwich (0.000000000000000000)

Datum: D_WGS_1984

Spheroid: WGS_1984

Semimajor Axis: 6378137.000000000000000000

Semiminor Axis: 6356752.314245179300000000

Inverse Flattening: 298.257223563000030000

Projection: Transverse_Mercator

false_easting: 500000.000000

false_northing: 0.000000

central_meridian: 111.000000

scale_factor: 0.999600

latitude_of_origin: 0.000000

Linear Unit: Meter (1.000000)

    在设置输出的坐标系统时，可以选择下载的该区域Landsat遥感影像直接导入坐标系统即可，并利用遥感影像检查

坐标系统变换后数据的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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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rcMap中使用ArcMap/ArcToolbox/Conversion Tools/Export to CAD工具将Shp文件输出为DWG文件在AutoCAD中打

开，作为DWG格式规划图的配置文件，直接以参考的道路中心线和河流为依据，移动规划图配准。一般拿到的DWG格

式的文件由于制图者的原因，往往存在各种问题，例如本来没有高程（Elevation）的线出现高程变化，需要在属性

中将Elevation调整为零标高；另外在三维或者立面中观察，往往也能看到很多线被拉伸，需要在属性中将线的厚度

（Thinckness）调整为零；其它的诸如表示地块的Polyline线不连续、不闭合，甚至地块间的线发生交叉、错误等严重

的错误，在地理信息化的过程中都需要重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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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加载的Polyline文件右键导出数据（Export Data）为Shp格式文件加载并在ArcMap/ArcToolbox/Data 

management Tools/Proj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Define Projection中定义坐标系统为Geographic Coordinate 

System: GCS_WGS_1984，Projection: Transverse_Mercator。再使用ArcMap/ArcToolbox/Conversion Tools/Layer To 

KML工具或者在GM中重新转换为GE可以打开的文件KMZ或者KML在GE中加载 。

  将规划图在GE加载后，设计师可以更加方便的实时三维动态观察规划设计与场地之间的关系，同时可以加载

经纬网格以及测量距离。

   如果只是作为地图，可以在ArcMap中直接加载CAD的Dwg格式文件即可，根据需要选择加载内容例如Annotation 

,Polyline, Polygone，Point, MultiPatch等.这里选择Polyline， 因为Polygone部分出现不闭合，地块加载后土地利

用会表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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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与GIS的数据转换

• CAD与GIS的侧重点

    CAD更多的强调图面表示效果，基本没有涉及到地物的属性，分层，编码，拓扑关系，只是以可视化的形式表

达在地图上，对数据的后期应用很少考虑；而GIS要求空间信息与属性信息关联管理，属性信息是与空间信息相关

联的数据库表达的，注重数据的应用与分析；

• 坐标系统

    CAD为WCS世界坐标系；GIS系统中需要定义坐标系统；

• 空间数据的转换

    目前空间数据转换过程中，由于CAD仅是视觉表达，所以对制图的要求较为宽松，例如看似封闭的多段线实际

并没有闭合，线段不连续，在CAD空间中放大无数倍看到线段交叉或断裂，而打印图纸却不受影响；使用线的种类

不统一，既有Polyline，Line又有Spline，以及图层混乱，诸多CAD制图的不规范必然增加了从CAD转入GIS数据库

的难度，有时不得不花费较多的精力调整CAD格式文件。

Arc GIS 使用的转换方法：

• 可以在Arc GIS中直接加载（Add Data）CAD格式文件；

• 使用ArcMap/ArcToolbox/Conversion Tools/To Geodatabase/Cad to Geodatabase工具入库；

• 表示土地利用的地块在GIS中以Polygon的方式表示，所以在CAD中首先要在属性中将所有表示地块的Polyline线

闭合（Close）；

• CAD中点、线、多边形在转换GIS过程中会根据空间数据特征（Feature）单独分出，在准备CAD格式文件时，需

要避免把点、线、多边形放入一个层中；

• 编辑的顺序遵循先主要地物要素后次要地物要素，先骨架要素后局部要素的原则，一般可以采用道路（土地利

用）→居民地→水系→地貌→植被→附属设施及其他要素的顺序.

• 属性数据的转换

    转换过程中需要在GIS下建立拓扑关系，例如土地利用分类中地块间不能重叠Must Not Overlap规则的建立；

    CAD图像中的注记转换到GIS系统中，注记的几何位置作为点记录在GIS图像库中，内容则记录在属性库中；

CAD中Polygon（土地利用地块等）闭合图形的转化：

    在CAD空间中调整土

地利用地块的Polygon图

形，属性数据用图层对应

城市建设用地分类，分类

标准参考《城市用地分类

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Code for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land use and 

Planning Standards of 

Development Land），同

时可以用颜色区分用地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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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AD中查看空间图形数据的属性数据。在调整空间数据的时候为了使所有的Polygon线闭合需要选择Misc/

Closed/Yes选项，可以一次选择所有图形修改该选项。也可以在Polygon多段线修改命令Pedit里处理。特性栏中显

示的CAD扩展属性，根据不同要素的不同特性会有不同对应的属性，例如文字内容有文字内容、大小、字体等，封

闭线有面积，等高线则有标高等属性。注：使用属性列表或者List工具查询的属性数据并不完全。

    先看一下直接使用AcrGIS加载的

Dwg文件中Polygon部分数据，Dwg文件

在GIS中加载时会根据数据的空间属性

分为Annotation、MultiPatch、Point、

Polygon、Polyline几种，可以根据加载的

目的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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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加载CAD数据，对于空间

数据而言，由于CAD文件本身操作

的不规范，例如出现弧形读取收

敛为直线等问题，对于数据量小

的文件可以逐一检查和修正，但

是大量数据的话就很难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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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中自动加载了部分的属性数据，含有后续数据处理需要的图层Layer属性数据。但是其它的Elevation，

LineWt等数据并不需要，使用直接加载的方式并不能对属性数据进行删选加载，同时空间数据，图形部分也容易

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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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ArcGIS/ArcToolbox/Conversion Tools/To Geodatabse/Cad to 

Geodatabase工具处理上述数据。与直接加载的方式一样，出现上述

图形空间数据错误的问题。同时属性数据基本加载了CAD中所有的属

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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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FME可以对已经拥有的各类空间数据实现高效的管理及应用：

•  利用FME提供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能够改善已有空间数据的质量；　

•  利用FME提供的数据加载和提取功能,将已有的各类空间数据加载到大型空间数据库进行集中管理,实现不同数据

的集成；

•  基于FME的数据集成和转换技术,在同一单位内部或不同单位之间实现跨越多个GIS或CAD系统的数据共享。

    在 FME Data Inspector中打开数据，目视检查数据是否有错误，同时可以查看属性数据（图中选择了同一个

地块查看属性数据）。

FME地理数据转换平台：

    FME Suite是一套完整的访问空间数据的解决方案,可用于读写存储和转换各种空间数据。能够实现各类GIS及

CAD格式的数据相互转换.

FME特点：

•  以FME为中心实现超过100 种GIS及CAD空间数据格式,如DWG、DXF、DGN、 ArcInfo Corvage、Shape File、

ArcSDE、Oracle SDO等数据相互转换；

•  独立地直接浏览各种格式的空间数据,同时浏览图形、属性和坐标数据；

•  提供为数据转换进行自定义的图形化界面,能够可视化定义从原始数据到目标数据的图形与属性的对应关系；

•  将数据转换与丰富的GIS数据处理功能结合在一起如坐标系统转换、叠加分析、相交运算、构造闭合多边形、

属性合并等；

•  提供FME Plug-in Builder API、FME Object API,可以为FME扩展新的数据格式,通过这些接口将FME嵌入到自己

的应用系统中,实现方便的应用集成；

•  支持海量数据处理,大型的数据转换通过编写脚本及批处理模式高效运行,输入数据多达数千个甚至上万个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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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确认数据包括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没有出入，可以使用FME Quick Tanslator转换数据。在转换过程中可

以设置一些参数（Parameters）,参数设置的不同转换的结果是有差异的，这里使用Group Entities By Geometry, 

在Schema Attributes下增加层（Autocad_layer）和层颜色(Autocad _layer_color)两个属性数据。转换完成后在

ArcGIS中加载。



163地理信息数据的基本处理 | 

  第四部分-2 | 地理信息数据的基本处理_02 •CAD与GIS的数据转换

    空间数据图形部分可以看到转换后无异常，属

性数据中除了基本的属性数据外包含了增加的层

（Autocad_layer）和层颜色(Autocad _layer_color)

两个属性数据，达到了转换的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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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数据量不大，也并不需要数据编辑的转换可以使用FME的快速转换方式。但是对于较大数据量，同时希

望能够自动化与流程化的处理一些基本的数据调整编辑时，则需要使用FME Workbench。 Workbench是FME进行数

据转换的主要工具，它自身的点击图形界面能够让转换过程以图示（即函数）的方式表现出来形成数据流进行操

作，对空间和属性数据进行编辑。这里对上述数据使用FME Workbench处理对比。

    对上述数据进行转换，在Workbench中仅需要readers and writers，操作相对简单，同时也可以调整属性数

据，读入函数Polygons，下方显示了其中一个属性数据autocad_layer属性，也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调整属性数据例

如由autocad_layer改为autocad_lineweight等都是可以的；写入函数CADToGIS部分，同样可以在属性下调整和增

加属性并与读入函数连接形成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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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增加了两个函数Layer_Color

和Layer_Name分别对应读入函数的

autocad_color和autocad_laye；

在ArcGIS下的属性列表，可以看到对应

的属性。

拓扑关系

    用地分类的地块部分已经转换为GIS的Shp文件格式了，接下来需要定义坐标系并对空间数据增加拓扑关系。

    定义坐标系统前文已有论述该处不再赘述，坐标系统与Landsat TM影像坐标系统一致。在GIS中已经加载了转

换的数据，但是只是依靠视觉判断空间数据的关系，例如该组数据为哪类用地，同时各地块间的关系不能够发生

重叠，在图形上即为各个多边形不能够重叠。这时就需要定义各多边形间的规则为Must Not Overlap，即多边形要

素相互不能重叠，多边形可以共享边和定点，但是一个区域不能属于两个或更多的多边形。通过定义规则，实际

上就定义了一种拓扑关系，通过拓扑校验可以检查违反拓扑规则的错误之处。

什么是拓扑？ 

    过去，拓扑被认为是一种空间数据结构，主要用于保证相互关联的数据能够形成一种一致简洁的结构。由于

面向对象的GIS的发展，人们对拓扑有了新的认识。地理数据库支持对不同要素类型的地理问题进行建模，也支

持不同类型的主要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拓扑就是一个规则和关系的集合，再加上一系列的编辑工具和技术，能

够支持地理数据库更为精确地模拟世界上发现的几何关系。从要素行为角度考虑理解的拓扑，比从数据结构角度

理解的拓扑，能支持更为灵活的几何关系。它甚至可以支持要素数据集中更多离散类型的要素之间存在的拓扑关

系。从这种角度看，拓扑被用于确保数据形成一个简洁、一致的拓扑结构；此外，它更广泛地是用于确保要素能

服从用来定义要素在数据库中作用的关键几何规则。 

为什么使用拓扑？ 

     拓扑最基本的用途是用于保证数据质量，同时也使地理数据库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地理要素。地理数据库提

供了一个框架，各个要素在其中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行为，比如图表类型、默认值、属性域、校验规则以及与其

它表格或要素建立起的相互关系。这些行为可以对世界进行更为精确的模拟，同时保持地理数据库中对象间的相

对完整性。拓扑可以视为针对行为框架的扩展，它可用来控制要素间的地理关系，同时保持它们各自的几何完整

性。与其它要素行为不同，拓扑规则需要在不同层次的拓扑和数据集中进行管理，而不是在各自的要素类中进行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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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拓扑？ 

    不同的人使用拓扑的方式不尽相同，这取决于他们在其组织内部的位置以及该组织的GIS设计和管理工作流

程。 

    首先，创建拓扑需要地理数据库的设计者在设计的初期阶段就对拓扑问题进行考虑。拓扑将对一系列要素类

中要素间的空间关系进行组织。设计者分析数据建模需求，明确地理数据库中最关键的拓扑关系，然后针对不同

要素的拓扑关系定义各种拓扑规则。 

    一旦参与的要素类已经加入到拓扑及其定义的各种规则之中，就完成了对拓扑的校验。在数据库创建并且进

行过编辑以后，数据质量管理者利用拓扑工具进行分析、可视化、报告、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对数据库的空间完

整性进行修复。拓扑为这些用户处理拓扑相关的要素提供了一系列的校验规则。同时，也提供了一系列的编辑工

具，允许用户自行查找并修复完整性。 

    在使用和维护地理数据库时，可以添加新要素或者修改已有要素。数据编辑者在数据库设计者制订的约束

下，对地理数据库中的要素进行更新，并且利用拓扑工具构建和维护要素间的关系。依据各用户组织工作流程的

不同，会在每个编辑阶段之后对拓扑进行校验，或者按照进度的安排。

    创建新的拓扑关系之前需要把要创建拓扑关系的要素类放入要素集中，这里为了便于数据的管理，先建立了

个人数据库Personal Geodatabase，然后在个人数据库PG中建立要素集Feature Dataset，把上文转换的用地分类放

入要素集中，使用ArcCatalog在要素集层级下建立拓扑关系。建立过程跟随向导即可。关键的几个参数设置包括

规则，分级和簇容限。

    规则：规则定义了要素间可以存在的空间关系。在拓扑中所定义的规则可以控制在同一要素类中允许的要素

关系，不同要素类中要素间的关系，以及要素子类间的关系。

    分级：分级是在拓扑校验过程中，当发生要素合并的时候，用来控制哪些要素被合并到其他要素上。在拓扑

中指定的要素类分级用来控制在拓扑校验的开始及其后续校验中当捕捉重合顶点时哪些要素类将被移动。当校验

拓扑时，拓扑中的要素类分级控制如何将要素捕捉倒一起。低等级的要素会捕捉到高等级的要素上去。同等等级

的要素捕捉到它们的几何平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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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不同的要素类存在不同程度的内在可信度时，比如一个是通过调查或微分GPS获取的数据，另一个是通过精

度较低的介质数据源数字化或者未校正的GPS获取的数据，利用分级可以保证准确定位的顶点不会被捕捉到定位不

太准确的顶点上。如果不同级别的顶点落入簇容限中，低等级的要素顶点将被捕捉到高等级的顶点位置上。如果

同一等级的要素落入簇容限中，它们将被捕捉到其几何平均位置进行合并。

    簇容限：簇容限定义了顶点间在接近到怎样的程度时可以视为同一个顶点，并且限制了在拓扑校验的过程中

要素可以移动的距离。簇容限是不重合的要素顶点间的最小距离。位于簇容限内的顶点被定义为是重合的而被捕

捉到一起。簇容限一般是一个很小的实际距离，用来使为正确放置要素所做的最小移动。

    加入拓扑关

系后，错误的区

域在拓扑层中会

标注出来，图中

红色的即为需要

修正的部分。加

载Topology工具

条 ， 使 用 其 中

的Fix Topology 

Error Tool工具

根据最初规划的

目的逐项进行修

改，其中三种错

误Area, Line and 

P o i n t在该文件

中都有出现，修

改后使用Er r o r 

Inspector再进行

检查，确定不再

存在拓扑错误的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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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Data Service Platform）或者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stration(NASA)）上下载遥感卫星图像，选取的图像为Landsat 4-5TM遥感卫星图像两幅，

时间是2010-08-29日根据竹山县界，在ENVI中进行拼接。元数据如下：

    因为分辨率为60m高度，所以局部到该区域范围分辨率不是很高。在GIS中加载Effect工具条，将上层图像数据设置

一定的透明度，观察叠加情况。

     建设用地分类地块

部分属性数据还没有进

一步处理，在CAD中通过

分层并对层按照建设用

地分类标准进行命名，

但是在不断地调整过程

中，或者由不同绘制人

员进行绘制标注有不同

个人标识部分，例如本

例中的R，需要在GIS平

台下对属性数据进行调

整，同时修改颜色值，

使其符合城市规划制图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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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数据的修改需要在Editor工具条上

启动StartEditing, 再打开Open Attribute 

Table进行属性数据的修改。数值的替换使用

Table表中的Find and Replace即可。对于格

式转换过程中自动加载的autocad_thickness, 

autocad_linetype等冗余的数据可以右键Turn 

Field Off，如果想彻底的删除使用Delete 

Field。 字段的名称改为习惯的命名方式例如

autocad_layer需要改为用地名称，并且加入

用地代号字段。

图层部分属性中Symbology需要移除并

重新加载一次，图层名称就会改正为修

改后的属性数据





第五部分-1
现状分析+网络分析+生物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颍州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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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一个项目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就勾画规划设计草图，而是要对场地有个彻底的理解，这包括实际的调

研，身临其境的体悟场地的特点，以及回到工作室后的案头工作，整理上位规划，收集与场地，设计相关的任何

资料，例如人文、地理、经济、历史、自然等等，任何对场地规划设计有所贡献的内容都不应该轻易的放过。对

于能够录入到地理信息数据库的内容都应该建立起基本的地理信息数据，将各种图纸的图形信息，表格文字的属

性信息在地理信息系统中进行规整，以及相关数据分析以获得进一步对场地的理解，例如现有道路系统的特点、

水系关系、基本设施的分布以及服务区范围，生物栖息地的适宜性评价，水安全格局，乡土人文的分布与安全格

局的建立等。

    前文已经讲述了地理信息数据的基本处理，本部分在结合GIS处理项目的过程中，进一步说明GIS在景观规划设

计中所起到的作用。场地的矢量现状图（目前所获得的基本是基于AUTOCAD的DWG格式文件），遥感卫星影像（可

以在前文论述的相关网站下载或者购买，包括GoogleEarth影像）是地理信息化的基本资料。

地理信息数据的录入与分析

    在具体深入到场地区域范围前，需要定位设计区域在国家版图上，省市范围，以及区县范围的地理位置。对

于该区域的定位可以使用前文论述的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区位

    阜阳，地理位置优越，是皖西北重要的门户，位于黄淮海平原南端、淮北平原的西部，是淮海经济区重要组成部分。西部与河

南省周口市、驻马店市相邻，西南部与河南省信阳市接壤，北部、东北部与亳州市毗邻，东部与淮南市相连，南部紧靠淮河与六

安市隔河相望。阜阳交通便捷，是华东二通道的起点。阜阳市面积占安徽省的7%，人口占安徽省的15%，城市建成区面积90平方

公里（2007年数据 不含三县、一市），仅次于合肥、蚌埠、芜湖，位居省内第四。阜阳人口974万（2007年），是安徽省人口最多

的城市，也是全国比较大的地级市之一。( 引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2991.htm）

    在GIS中定位了阜阳在国家级区域中的基本位置后，首先最想知道的是从阜阳出发，或者说从其它地区出发到

达阜阳的基本距离或者时间成本（包括，飞行时间，铁路运营时间或者驾车时间）,传统的方式往往是单纯的构建

各地区到阜阳点位的连线，再计算连线长度（距离），并根据所采取交通手段的不同计算时间成本。

    然而当点位很多时，逐一的构建各点之间的连线就相当繁琐了，ARCGIS提供了网络分析的手段，可以使用其

扩展模块Network Analyst完成有关交通方面的各项分析。对于该扩展模块的具体说明在下文给出。对于此处的

分析，同样需要建立地理数据库（Personal Geodatabase) -要素数据集（Feature datasets) -要素类（Feature 

classes)的数据结构：

阜阳点位

首都和省级行政中心点位

建立的Network analyst

分析结果中线元素的数据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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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Network analyst之前需要，需要把源要素（此处为阜阳点位和首都和省级行政中心点位）放入到要素数

据集中，使用ARC Catalog在要素数据集上右键新建Network analyst，根据提示逐一设置选项，建立网络数据集。

为了获得各地区到阜阳的成本路径，建立OD成本矩阵分析。

    通过分析，自动建立起始点（Origion）和目的地点（Destinations)的连线。因为并没有载入实际的公路，铁

路的线路，因此分析的过程更多的是强调一种概念性的空间距离，获得的距离虽然不是时间的距离以及由此计算

出的实际的时间成本，但是它们是空间最短距离，并且可以获得各地区相对的距离（时间）成本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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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获得基本的连线之后，虽然能够粗略的观察距离的大小，但是还并不能

明确的指示出距离关系。

    对数据空间统计分析的方法有多种，可以设置各线段的权重（距离或者时

间)来进一步明确数据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对线段的属性表进行编辑，获得线段

的几何长度(增加Distance字段，在属性表中右击字段选择Calculate Geometry) 

进行计算即可。对于时间成本的计算增加Drivetime字段，这里使用汽车运输，

选择速度为v=80km/h，使用FieldCalculator计算：Distance/v，获得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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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设置阜阳点位的4小时（320km）、8小时（640km）、16小时（1280km）的缓冲距离，根据各区域点落

入的位置，评估各区域距离阜阳的远近。落入４小时时间成本区内的省会城市包括：湖北省－武汉，河南省－郑

州，安徽－合肥，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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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位分析是由大到小的一个顺序，从国家区域到省份区域，进而到地区范围，所有信息都是在国家地理基础

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数据提取Select和裁切Cliｐ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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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区位分析完之后，对设计场地的地理位置已经有了基本的理解，接下来需要对场地本身现状进行深入的分

析。目前所拿到的现状图一般为基于AUTOCAD的dwg格式的矢量文件，测绘部分通常按照图层对地物进行分类绘

制，例如河流、农田、建筑、绿地、道路等。但是传统的dwg格式文件因为不包含地理信息数据，通常无法使用

该格式进一步进行地理分析。而对于其本身的图纸表达方式，如果希望能获得清晰的地图，在绘制过程中不仅费

力，也不宜修改，时刻跟踪地理信息数据的变化。

场地现状信息录入与分析

DWG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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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dwg格式的图纸可以看到各种信息叠加在一起后，不能够清晰的获得各地理信息之间的关系，例如水系、建

筑、道路、农田等地物等本身的分布，更不易分辨出各地物之间的信息关系。因此拿到现状图，并已经进行了实

际调研之后，做好将基于ｄｗｇ格式的地物信息转化为GIS的地理信息数据。根据地物表达的方式和最终分析的目

的，将水体以Polygon格式处理，而水的流向需要建立Geometric networks几何网络（以线为主），道路系统因为

需要建立Network Analyst网络数据集因此需要以线的方式处理，建筑一般是Polygon的方式，可以辅助部分线Line

的方式，对于地形部分需要结合高程点和等高线以及特征线进行处理，一般可以先在Civil3D中处理，具体处理方

法可以参考《生态辅助设计技术》分册水环境模拟部分。

    对于现状的了解只从DWG格式文件中理清思路看起来比较费力，可以先查看GoogleEarth的卫星地图，能够

更加清晰的辨别地物，对环境的理解就会容易很多。将加载与GIS下的镇界即规划范围导出为kml（kmz）格式在

GoogleEarth下加载（具体方法前文已述），可以使用Arctoolbox/Convertion tools/to KML。

    规划区域具有典型的华北平原土地景观机理特征，机理的形成是人工斑块与自然格局和自然过程高度结合的

产物，具有土地记忆的文化特征，因此机理的形成不仅承载着村落空间资源和景观资源，田园环境资源，还具有

民俗文化资源。

乡村景观具备的特点：

1-乡村土地利用是粗放的，农业，林业等土地利用特征明显；

2-小和低层次的聚落深刻揭示出建筑物与周围环境所具有的广阔景观相一致的重要关系；

3-乡村生活的环境与行为质量是广阔景观的有机构成，是特有的乡村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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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实地踏勘，影像记录，能够反映平面影像和现状图所不能反映的实际地物情况，尤其建筑材料、质量

等。对于自然衍生的村落空间格局具有其自身特点和典型性，能够与自然环境有较好的契合，自然洼地积水形成

的水生（湿生）植物板块，自然水塘，河滩湿地与自然板块，屋顶与山墙，流水与小桥都体现出村落格局的特

点，但是具体影像中也记录了建筑材料的现代化，水泥、瓷砖、劣质烧结砖的使用，使得建筑尤其突兀，割裂了

建筑材料与自然景观之间的视觉协调。

乡村景观的生态特征：

1-从乡村景观属性来看：乡村景观是介于自然景观和城镇景观之间的具有独特人地作用方式，依存关系和生产，

生活行为特征的景观类型，与城镇景观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

2-乡村景观生态格局中乡村聚落，农田植物，乡村行为构成乡村景观的主体：农田植物特有的空间存在方式和具

有的粮食生产价值区别于其他景观类型中植物景观的独特性；

3-从景观格局来看：乡村景观多形成聚落，以农田、果园、林地、湖泊等为主体的斑块群体，道路、河流、溪

流、谷底、高压走廊、农田电网、防护林带等构成的廊道体系，但以河流、高压走廊、防护林带最为典型。而基

质则因空间尺度的不同而不同，基质可以是成片的农田，农田内部的分化构成不同的农田斑块。在基质与斑块的

关系上，农田斑块通常都具有明确的界限，这是区别农田板块与自然斑块的重要特征；

4-景观格局的总体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不同大小的村落分散分布在乡村景观空间中，呈现出以村落

为中心具有一定农田围合腹地的镶嵌特征。与此同时，在村落内部则呈现出建筑物”小集中“的特征；

5-从景观生态过程来看：乡村景观生态过程包括自然过程和人工过程两种类型。乡村景观斑块多是在自然斑块上

通过人工过程分割形成的人工斑块，但人工斑块与自然斑块更多的形成交叉镶嵌格局，同时人工斑块的形成于自

然格局和自然过程高度结合，形成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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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廊道
    从景观生态学观看而言，交通廊道由于其线形空间的特性往往与植被或河谷廊道有极大的不兼容性。交通廊

道往往起到阻隔空间和妨碍生物运动的作用。交通廊道也很少成为除人类以外的生物移动廊道。此外，交通廊道

本身也会对环境造成噪声、污染、水文阻断、土壤流失等影响。从区域生态的观点来看，在路网布设的早期阶

段，就必须同时考虑交通廊道的规划对于区域景观上各种生物与生态过程，物质与景观格局等的影响，并需考虑

营建一个安全且高效的可达性的系统，特别需要处理廊道交错中空间节点问题。对于公路两侧需要保持一定宽度

的原生植被保护带以建立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网络，必要时可采取隧道和高架的方式，保证区域及景观空间内的

生态流动。交通廊道是人类土地利用模式中基本的循环系统。在区域与景观生态的基础上整合生态系统与交通廊

道是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中提高景观生态连接度的重要途径。



181现状分析+网络分析+生物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 

  第五部分-1 | 现状分析+网络分析+生物栖息地适宜性评价_01 •地理信息数据的录入与分析

    颍州西湖内的道路交通系统是典型的水域公园的规划系统连同暴雨管理，灌溉，堤坝建设所形成的，而外围

具有典型的村落景观特质，因此内外交通系统具 由明显的差异性。如果简化道路特征分析的分类，道路主要为省

道，联系村落的交通，堤岸路以及景区交通，也还有泉河的水上交通。

    交通廊道的地理信息化是使用获得的dwg格式的现状地形图结合遥感影像，在AUTOCAD中描绘出道路轴线，再

加载到ARCGIS中转化为Shp格式文件或者存储到地理数据库中（ Personal Database)， 并对属性数据进行编辑，此

处基于道路特征进行分类。或者在ARCGIS中加载dwg格式的现状图，在Catalog中建立Shp格式文件，直接在GIS中绘

制道路轴线。

堤路

塘堤

村落道路

省道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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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水环境
　　　　主要水域为颍州西湖区域，占据规划区域的主要部分，南北分别为泉河（具有运河交通功能）和草河(季

节性河流），以及星罗分布的池塘洼地，水渠。在乡村景观斑块体系中，由于农耕对资源利用的广泛性和深入

性，使自然斑块都多少出现人工化的趋势，自然斑块比较少见，即使存在斑块也多呈现出分散破碎的分布在农田

斑块之中。

1-自然洼地积水形成的水生（湿生）植物斑块。洼地汇集来自降雨，农田灌溉，地下水外渗，溪流等多种补给水

形成水深较浅和水面较阔的湿地区域。在丰富的营养物质和充足水分供给以及肥沃的土壤上发育形成湿地生态系

统成为乡村广泛存在的自然斑块类型。在乡村景观生态格局中不仅程序出景观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物避难所

等功能，而且是农田生态系统的辅助生态系统，有助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在生态规划中建议保护洼地等湿地

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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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河

草河

颍州西湖

鱼塘

2-自然水塘和湖泊。乡村自然水塘，人工水塘，水库和湖泊是以水体，水生动物，湿地植物等为核心的生态系

统。乡村水体不仅能够有效调节小气候，而且有效维持农田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效性，同时通过蓄水调节实现农

业生产对灌溉需求的时间差异，保障农田生态系统生产的稳定性和乡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3-河滩湿地与林地斑块。河道是乡村广泛存在的景观廊道，由于河流具有季节性和年际变化的水过程，河滩湿地

具有季节性变化的特点（草河湿地）。在季节性水体影响较小的河滩地多受年际变化的影响，具有比较稳定的生

态系统条件，从而能够能过形成河滩林地生态系统。河滩林地在河道中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平水年河滩

林地对河道具有保护作用，另外在洪水年，在保护堤岸的同时，对河道行洪造成阻碍。

    水域为Polygon格式文件，具体操作步骤可以参考前文CAD中Polygon（土地利用地块等）闭合图形的转化一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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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
    乡村的村落布局具有明显区别于城市格局的农耕特点，其集中与分散的格局，居民点的规模和空间组合由乡

村生活和生产的内在关系决定。乡村居民点是农民居住生活的场所，农田是农民工作和生产的场所，农田围绕居

民点的空间格局为农业生产和生活最合理的组合模式。其中围绕居民点形成蔬菜地、园地、粮食种植、经济作物

种植、水域、苗圃等农田以自然或人工边界为分割的各种形态斑块相互组合，形成乡村特定的农业景观格局。乡

村居民点的规模需要适度，规模过大形成的中心-腹地的距离过大，不适宜目前农业生产的方式，规模太小就使

乡村农田景观被居民点分割的破碎。保持居民点适当的规模才能使农村居民点呈现出合理的集中于分散的格局。

    村落斑块的编辑是由现状中居民点的dwg格式文件中的Polygon 转化为Shp格式文件使用ArcToolBox/

Cartography Tools/Generalization/Aggregate Polygons获得。

Aggregation Distance=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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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落为核心的步行距离分析
    乡村居民点的分散分布距离，以及自身的规模是与乡村生活，生产的内在关系决定的。步行速度以60m/

Minute的速度计算，可以看到分析结果以村落几何中心计算的覆盖范围，也就是说农田围绕村落的步行距离，使

得村民农耕劳作的工作距离处于一个适度的范围，适宜目前国内的农业生产方式。

    使用概念性的步行距离分析（不是基于实际道路的网络数据集）需要寻找不规则几何形状的几何中心（或者

质心）作为缓冲区建立的起始点，具体操作方法可以使用ArcToolbox/Data Management Tools/Features/Feature to 

Point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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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

    景观是空间异质性很强的景观单元在区域上由相互作用的斑块、廊道、基质以一定规律镶嵌而成的综合体。

1-斑块：是在外貌上与周围地区（本底）有所不同的一块非线性地表区域。斑块与斑块的区别表现在大小、边

界线、异质性、复杂性等多个方面，其中斑块面积大小是最基本而重要的特征，直接影响，控制着系统单元抗扰

动，过程及产生功能；

2-廊道：是两边均与本底有显著区别的狭带状土地空间。一方面它将景观不同部分隔离开，另一方面又将景观另

外某些部分连接起来，形成矛盾与统一的整体；

3-基质：是占面积最大，连接度最强，对景观的功能所起的作用最大的本底景观要素。基质的空间形态及特征取

决于其中斑块，廊道分布状况。基质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整个区域的发展方向和管理措施的选择。

    该区域的乡村景观具有典型的删格状镶嵌模式，是平原乡村景观镶嵌模式，村落呈现均匀分布，道路呈现出

几何网状结构分布。格局呈现均衡态势，农田林网与道路结合，基质表现为大面积的农田。

    前面已经将水体、村落建筑以及道路系统输入到了GIS中，进行了地理信息化，其中水体，村落建筑本身就是

Polygon模式，但是道路系统是线格式，在处理斑块-廊道-基质是需要将其处理为面结构，当然可以使用现状dwg

格式的道路以Polygon 的方式导入到GIS中，如果区域面积较大，数量较多，并不是对分析结果进行精细比较的

话，可以使用上文中的道路线网，增加道路宽度字段，根据现状图中道路宽度赋予字段数值，使用Arc Tool Box/

Analysis Tools/Proximity/Buffer选择字段（Field) 进行缓冲区设置。对于基质的处理，使用区域范围的Polygon减

去水体、村落、道路的区域即可，

    可以使用Arc Tool Box/Analysis Tools/Overlay/Erase工具处理。该四个图层需要合并，合并之前建议分别

对各图层进行编辑，在编辑状态下合并（Merge）图形元素。四个图层合并的方法可以使用Arc Tool Box/Data 

Management Tools/General/Merge工具或者Append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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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完的图层，在属性表中增加面积字段，使用Calculate Geometry计算面积，并使用属性表Table下的Create 

Graph Wizard创建图表，统计分析斑块，廊道与基质之间的面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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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空间特征分析
    当涉及大量数据的时候，如果没有统计分析的方法，往往很难发现数据间的联系。因此，ARCGIS也提供了部

分的统计功能，例如平均值、方差、标准差等，可以进一步揭示事物的特征和模式。常规数理统计方法一般不涉

及事物的空间位置，但在地理研究或者城市规划领域，事物空间位置的分布特征和模式往往是人们所关注的重

点，被称为空间统计Spatial Statistics。空间统计将事物的空间位置、分布特征、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内容，同

时考虑事物的非空间属性，以及属性和位置的关系。

    中位数中心Median Center为空间上的一个点，位于到所有点距离

之和最小的位置上，因此可以作为在一组村庄或景点中选择中心村或中

心服务区的一种方法。本例中在计算中位数中心时视景点权重一致，如

果需要区分景点的重要性，需要对景点属性表增加权重字段，再进行计

算。

    标准差椭圆Directional Distribution(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e.

可以检测空间事物分布的方向性，长轴方向是该组空间点最大离散方

向，也就是为空间分布的最多方向；短轴方向是空间点最小离散方向，

也就是空间分布最少的方向。同样可以使用该方法发现城市景点的分布

规律，发现其走向与城市道路的关系以及确定污染扩散的主要方向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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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t) -服务区分析Service Analyst
    在现实世界中，人流、物流往往借助网络状的设施而实现。例如，人的位置移动（客运交通、步行、自行

车、公共交通、小汽车等交通方式）必须依靠网络状的道路，轨道实现。物的位移移动，常称为货运交通，货

运车辆，船舶，飞机也是依靠道路，铁路，航道，航线才能实现。对于交通网络一般使用ARCGIS中的扩展模块

Network Analyst来实现对交通网络的分析。

    城市中的给水，排水，电力，电信和燃气等物质、能量、信息的传输和交换也靠专门的网络状管道和管线设

施来实现，对该类型的网络结构的分析一般使用ARCGIS中的Geometric networks几何网络来处理分析。

    按地理学的一般原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受到距离远近的影响，对依靠网络设施而实现相互联系的事物，

用直线长度表示距离，往往是近似而粗略的，用网络表示则相对精确。

    学习网络结构以及其它使用ARCGIS操作或者分析的方法最好的途径就是使用ARCGIS的帮助系统，可以在软件的

帮助文件下学习，也可以通过其网络帮助教程进行学习。

http://help.arcgis.com/zh-cn/arcgisdesktop/10.0/help/

    颍州西湖内部现有部分景点，使用Network Analyst/New Service Area

服务区分析，查看景点5分钟，10分钟，以步行60m/minute速度所覆盖的范

围。现有景点之间基本能够在该区域内联系在一起，沿湖的东岸串联。西岸

区域目前只有碑林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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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的服务区和缓冲区的功能相似，但是服务区对交通因素的考虑明显比缓冲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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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t) -路径分析Route Analyst
    将距离设置为阻抗，并不限制初始和结束停靠点（景点），允许重新组织停靠点以获得优化路径。在现状景

点路径分析中未考虑船行路线和各路径的等级。

关于规划管理信息服务：

    在规划设计阶段，可以有目的的根据设计团队分析的要求尽量优化景点分布，例如哪种游览方式可以有效的

串联起所有景点，或者根据游览目的不同（例如湿地科普旅游路线、水文化旅游路线、休闲度假游览路线或者游

览车路线，马道路线，自行车路线，步行路线，甚至综合各种游览方式的路线）选择不同的优化路线，这些都可

以在规划设计阶段进行处理。但是，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可能遇到多种情况，例如仅从景区服务中心出发到达宜远

桥的优化路径，或者从兰园到达碑林的优化路径，在规划阶段是不能全部给出的，即使给出也信息未必能够传达

到游客的手中。

     现在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已经改变了人们生活的习惯，对于旅游资讯的信息查询大约有42%来自网

络，对于一个自助游客，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安排自己的全部行程，完成从设计旅游行程，获取详细的旅游资讯，

享受线上预订服务，电子地图查询，虚拟现实体验到分享旅游经历的完全过程，实现全程的数字旅游新体验。

    因此对于景区而言有必要发展数字化景区，除了景区的网络营销，电子商务平台内容。在规划管理信息服务

方面，可以建设虚拟旅游景区，以全景虚拟现实为主要技术手段的虚拟现实技术，全面展示旅游景点风貌，给游

客以身临其境的感受。例如景区的3D虚拟动画、景区图库、720度景点全方位立体宣传等。

GIS下实现的优化路径查询（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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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网络（Geometric networks)  -路径分析Route Analyst

    几何网络一般是用于分析现实世界中的公用网络和基础设施构建模型。例如，配水、电气线路、煤气管道、

电话服务以及河流中的水流都是可以使用几何网络进行建模和分析的资源流。对于道路的环路分析也可以使用几

何网络来查找非环路的道路，对进一步的规划设计提供依据。

用于几何网络分析的工具条Utility Network Analyst

塘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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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远桥西端

欧堤

    列出了部分在网络环路

分析中，未构成环路系统的

实际图像，对于此类未构成

环路的区域在规划过程中将

结合周边景点进行梳理，采

取一定措施处理，以构成完

善的整体，可以采取陆路连

接，船行摆度，浮桥搭建，

或者维持断链以获得独特的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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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分析Elevation Analyst

    获得ARCGIS中栅格高程数据的方法：

  整个分析区域地势较低处均位于泉河、草河、西湖位置，同时泉河堤外较整个南部区域地势偏低，与泉河堤

内滩涂的高程基本一致，因此在未来规划中建议保护泉河堤外滩涂区域，恢复涵养林地；草河堤内滩涂与堤外高

程有明显差异，但是青年沟，以及其它河流与泉河交汇处地势均较周边低，可以保护与恢复其河流滩涂；西湖堤

外部分局部区域地势较低，可以考虑与西湖区内规划同时考虑，获得内为水系格局的联通，呼应与一致性，恢复

西湖堤外地势较低处的自然生态环境。



197现状分析+网络分析+生物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 

  第五部分-1 | 现状分析+网络分析+生物栖息地适宜性评价_01 •地理信息数据的录入与分析



198 | ECO-AIDED DESIGN TECHNOLOGY

  第五部分-1 | 现状分析+网络分析+生物栖息地适宜性评价_02 •生物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鸟类栖息地适宜性分析
    颍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共有3种典型生境——农田区、河流湿地和湖泊湿地。共有记录到的鸟类132种, 隶属于

15目34科75属。其中，留鸟27种, 夏候鸟22种, 冬候鸟34种, 旅鸟49种。鸟类区系组成: 古北种86种, 东洋种28种, 

广布种18种。鸟类区系分析表明该保护区所在的淮北平原应属于古北界与东洋界之间广泛的过渡地带。

    颍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3种生境中, 农田居民区内的物种数量为67种, 河流湿地内的物种数量为76种, 湖泊湿地

内的物种数量为85种, 3种生境内的物种数量以湖泊湿地最多, 河流湿地次之, 农田居民区内最少, 但差距均不是很

大。同时, 3种生境还有很多共有种, 农田居民区与河流湿地的共有种为46种, 与湖泊湿地的共有种为35种, 河流湿

地与湖泊湿地的共有种为45种。

生物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颍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鸟类留居状况：

    风景名胜区内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鹤，二级保护鸟类灰鹤，省级保

护鸟类鹭、雁、野鸭、灰喜鹊、黄鹂、啄木鸟、喜鹊等，野生动物以黄

鼠，刺猬为主，野趣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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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探讨生物生存、觅食、迁徙的自然过程，把握各类动物的水平扩散和垂直选择栖

息地的行为模式，可以分析人类对于潜在栖息地格局的干扰和影响，探讨生物保护在生境

破碎化严重的情况下得以实现的途径。对野生动物，不仅要保护其原有栖息地，还要对其

活动范围和路径进行空间分析。如果重大的建设活动破坏了其觅食、交配的路径和空间将

直接影响这些珍稀动物的生存。

    鸟类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生物多样性指标，因为它们广泛分布在地球的陆地生境，而

且对环境变化较敏感。有关鸟类分类和分布的详细历史资料也比任何其它的动植物种类齐

全，并且收集程序也比较完整和相对简单。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指示物种的出现并不一

定意味着有问题的生态系统正在好转，而一个指示物种的消失则常常意味着生态系统的健

康受到了威胁。

    一般根据待选物种的生活习性和生境信息，根据规划区域建设情况，对待选物种地理

分布的广泛性、生境特异性、对其他物种的指示性、对人类干扰的敏感性、对其生物特性

的了解程度以及迁徙特征等进行选择评价，从而确定作为研究对象的指示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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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鹭科（学名Ardeidae）在动物分类学上是鸟纲中的鹳形目中的一个科，也被称为

鹭类。本科的鸟类为大、中型涉禽，主要活动于湿地及附近林地，它们是湿地生态

系统中的重要指示物种。这里选择苍鹭（Ardea cinerea)作为该区域的指示物种。(维

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苍鹭栖息于江河，溪流，水塘，海岸等水域岸边

及其潜水处，也见于沼泽，稻田，山地，森林和平原荒漠上的水边和沼泽地上。

    苍鹭成对和成小群活动，迁徙期间和冬季集成大群，有时亦与白鹭混群。常单独

的涉水于水边浅水处，或长时间的在水边站立不动，颈常曲缩于两肩之间，并常以

一脚站立，另一脚缩于腹下，站立可达数小时之久而不动。飞行时两翼鼓动缓慢，

颈缩成‘Z’字形，两脚向后伸直，远远的拖于尾后。晚上多成群栖息于高大的树上

休息。叫声粗而高，似 ‘刮、刮’声。     

    苍鹭主要以小型鱼类、泥鳅、虾、喇蛄、蜻蜓幼虫、蜥蜴、蛙和昆虫等动物性

食物为食。多在水边浅水处或沼泽地上，也在浅水湖泊和水塘中或水域附近陆地上

觅食。觅食最为活跃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或是分散的沿水边浅水处边走边啄食。

或是彼此拉开一定距离独自站在水边浅水中，一动不动长时间的站在那里等候过往

鱼群，两眼紧盯着水面，一见鱼类或其他水生动物到来，立刻伸颈啄之，行动极为

灵活敏捷。有时站在一个地方等候食物长达数小时之久，故有‘长脖老等’之称。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而作为雁鸭类指示性物种的绿翅鸭，（学名：Anas crecca，小水鴨），又名小

凫、小麻鸭、巴鸭、小蚬鸭、小食鸭。绿翅鸭常集群栖息于平静水面，在湖泊、沼

泽、河流平缓处常能看到他们的群体；偶尔也见于海岸地区。常可见本物种与体形

接近的白眉鸭和其他雁形目动物混群。本物种常在晨昏活动，白天藏身于近水的草

丛和灌丛中睡觉，晨昏时结群飞往附近的水面觅食活动，小群飞行时，常排成有序

的人字型队列。(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

苍鹭栖息地生境适宜性分析： 绿翅鸭栖息地生境适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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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ARCGIS 9 到ARCGIS 10的变化可以明显感觉到它在引导使用者

尽量的使用地理处理来分析问题，一种节点式的处理数据的方法，目

前多数软件都在朝着此方向发展，例如RHINO的插件Grasshopper，以及

Houdini,MAYA的材质编辑，节点式操作方法能够更加灵活的组织功能组

件，对于ARCGIS地理处理通过提供一组丰富的工具和机制来实现工作流的

自动化操作，这些工具和机制能够使用模型和脚本将一系列的工具按照一

定操作顺序结合在一起，从而有助于执行任务和解决一些复杂问题。

    处理生物栖息地生境适宜性分析主要是采用扩展模块中的Spatial 

Analyst空间分析扩展模块。

ArcGIS空间分析提供了多种强大的空间建模与分析功能，例如可以从现有

数据中获取新信息（例如坡度、坡向、山体阴影等），查找适宜位置（例

如新建筑选址，分析洪水或泥石流高风险区域），执行距离和行程成本分

析，确定两个位置之间的最佳路径，根据当地环境，较小邻域或预先确定

的区域执行统计分析（例如森林的平均高程值），根据采样值为研究区域

插入数值（例如创建基于高程，污染或噪音采样点创建连续的栅格面），

清理各种数据以进一步分析或显示（例如错误数据，与当前分析不相关的

数据或，详细程度超出必须程度的数据）等。对于该部分具体的内容和处

理操作方法可以参考ARCGIS的网络帮助文件，对此有详细的介绍说明。

http://help.arcgis.com/zh-cn/arcgisdesktop/10.0/help/

    进行苍鹭栖息地适宜性分析，需要根据栖息地适宜性分析评价因子在

ARCGIS中调整用地分类，分为滩涂内外、鱼塘、河汊河网、主要水体、农

田、村庄、道路、鱼塘堤10类，并准备好单独的道路数据和主要水体数

据，在地理处理中构建模型。

    处理栖息地适宜性分析的主要思路是对于Polygon格式的用地分类使用

Feature to Raster转化为带有属性的栅格数据，并根据影响因子子项赋值

做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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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主要水体和道路，使用

Multiple Ring Buffer获得不同距离的

影响范围，并使用镇界（分析范围）

Erase掉缓冲区，获得缓冲区外分析范

围内的区域并与各自的不同距离缓冲

区Union合并为一个图层（注意保留属

性中的图层）根据影响因子子项赋值

进行重分类。将各个重分类的结果执

行加权叠加Weighted Overlay，根据评

价因子及权重确定Influnce影响程度，

Scale Value值应于影响影子子项赋值

一致，获得最终适宜性分析的结果。

创建用于栖息地适宜性分析的新模型

注 ： A r c T o o l b o x 工 具 箱 中 的 工 具

非 常 多 ， 查 找 使 用 工 具 可 以 使 用

Geoprocessing/Search for tools工具查

找。（因此前文未列出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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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高程分析，假定河堤外地势较低处恢复为滩涂进行生物栖息地适宜性分析，依据土地覆盖类型，影响生

物栖息主要元素的空间距离，获得高、中、低、不适宜区的苍鹭栖息适宜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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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绿翅鸭的栖息地适宜性分析不需要重新建立地理处理模型，可以直接使用分析苍鹭所建立的地理处理模

型，只需修改输入条件，分析条件，和修改文件存储路径，就能够快速的获得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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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阻力面分析生物保护安全格局
    基于阻力面分析的生物安全格局是根据指示物种的空间运动规律，模拟其在景观中克服阻力运动的过程，建

立阻力面，根据阻力面的特征判别核心栖息地外的景观安全格局元素，获得不同安全水平的物种保护安全格局：

1-确定物种栖息地（源）：根据栖息地适宜性分析，生物学特性，获得最适宜物种的栖息环境范围。然后根据各

物种的生态学特性，例如扩散距离、惊飞距离、摄食范围等初步筛选出适宜的斑块面积，剔除破碎化程度较高、

面积小的斑块。再结合现存的物种栖息地综合考虑最终确定该物种栖息地（源）。

2-确定阻力因子：考虑物种从源向外扩散过程中，不同的土地覆盖类型会产生不同的阻力。根据选定的指示性物

种的空间迁徙特性确定阻力系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阻力系数值和权重是由研究人员根据专家的意见和有关资

料得出的相对值，反映的是不同影响因素间相对的阻力大小，而不是绝对的阻力值。由于阻力面计算的目的主要

是反映相对的趋势，所以相对意义上的阻力系数和因子的权重仍然具有意义。

3-建立物种空间运动的阻力面：根据阻力因子与阻力系数表，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建立阻力面，通过费用距离分析

（Cost Distance）建立最小累积阻力面。

苍鹭空间迁移阻力因子与阻力系数

    不同安全水平的生物保护安全格局：对于生物迁移阻力面的分析，根据分析结果，以及分析目的可以重分类

等级，判别缓冲区、源间连接、辐射道以及战略点，从而构建生物保护安全格局。

生物迁移过程的安全格局：

﹒源：核心栖息地，为现状自然条件最好的乡土栖息地；

﹒缓冲区：源周围的低阻力区域；

﹒廊道和辐射道：连接多个源的低阻力通道，或生物向周边运动的低阻力通道；

﹒战略点：对生物过程具有关键意义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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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综合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以绿翅鸭尾代表的游禽类和以苍鹭为代表的涉禽类作为颍州规划区域生物资源适宜性分析的基础，对各类实

行重分类（Reclassify)后，加权叠加，一般为高适宜区〉中适宜区〉低适宜区〉不适宜区，苍鹭和绿翅鸭的影响

Influence值各占一半，获得生物综合栖息地的适宜性评价。

规划导则：

    根据生物栖息地适宜性评价和生物迁移阻力面分析，针对栖息地适宜性中源，缓冲区，廊道，辐射道和战略

点制定相应的保护和管理措施，在区域城市发展过程中，针对景观格局的优化设计提供指导。

1-源：建立绝对保护的栖息地核心区

    源的区域主要位于西湖，草河以及泉河区域，面对城市的开发进程，应对其河流，湿地，林地区域制定相应

的保护措施，对河滩涂为农田的区域应恢复为林地等自然原生环境，实现栖息地核心区的绝毒保护，杜绝城市开

发的破坏；

2-建立缓冲区：减少外围人为活动对核心区的干扰

    核心区外围相对核心区有一定程度的人为干扰，是生物保护的重要缓冲区。构成这一区域的主要是临近水体

的生物栖息地的中适宜区域；

3-建立廊道：增加景观的连通性

    面对未来城市化导致的景观破碎化的威胁，景观重建的关键条件是在景观破碎片周围提供缓冲区和建立廊

道，增加景观的连通性，提供更多的栖息地。河流以及沿岸的植被是廊道最佳的选择位置，因此要恢复和加强区

域内各自然河汊的连通性，使之具有生物保护，减缓灾害等多重作用。廊道植物应多选用乡土植物，并营建植物

的自然群落体系；

4-景观战略点：用高效的方法完善景观安全格局

    景观战略点的类型理论上有鞍部，中央，边缘，角落战略点和交汇处战略点等类型。对于颍州区域的发展，

城区的建设与生态栖息地之间的矛盾多体现在城区建设对生物廊道阻断的情况上。因此城市建设如果与生物廊道

相矛盾，对生物过程是不可替代的，应以保持生物和自然过程连续性为原则。如果发展道路建设（省道）

阻断了核心栖息地之间的联系，并且是战略性的不可替代位置，应避免这种人工建设选址在敏感位置，或建设生

物防护措施，例如动物天桥，地下通道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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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对于较大尺度区域，传统调研的方法基本是拿着地形图沿预计的路线行走以获得对规划环境的了解，到目

前，则可以使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 以获得实际调研路线和以及兴趣点坐标，并

结合GoogleEarth，GIS核实路线以及坐标点，协助设计师更加方便的了解和掌控场地属性。

调研者路线

    全球定位系统（英语：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通常简称GPS），又称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是一个中距离

圆型轨道卫星导航系统。它可以为地球表面绝大部分地区（98%）提供准确的定位、测速和高精度的时间标准。系

统由美国国防部研制和维护，可满足位于全球任何地方或近地空间的军事用户连续精确的确定三维位置、三维运

动和时间的需要。该系统包括太空中的24颗GPS卫星；地面上的1个主控站、3个数据注入站和5个监测站及作为用

户端的GPS接收机。最少只需其中3颗卫星，就能迅速确定用户端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及海拔高度；所能收联接到

的卫星数越多，解码出来的位置就越精确。

    该系统由美国政府于1970年代开始进行研制并于1994年全面建成。使用者只需拥有GPS接收机即可使用该

服务，无需另外付费。GPS信号分为民用的标准定位服务（SPS，Standard Positioning Service）和军规的精确

定位服务（PPS，Precise Positioning Service）两类。由于SPS无须任何授权即可任意使用，原本美国因为担

心敌对国家或组织会利用SPS对美国发动攻击，故在民用讯号中人为地加入选择性误差（即SA政策，Selective 

Availability）以降低其精确度，使其最终定位精确度大概在100米左右；军规的精度在十米以下。2000年以后，

克林顿政府决定取消对民用讯号的干扰。因此，现在民用GPS也可以达到十米左右的定位精度。

    GPS系统拥有如下多种优点：使用低频讯号，纵使天候不佳仍能保持相当的讯号穿透性；全球覆盖（高达

98%）；三维定速定时高精度；快速、省时、高效率；应用广泛、多功能；可移动定位；不同于双星定位系统，

使用过程中接收机不需要发出任何信号增加了隐蔽性，提高了其军事应用效能。( 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

org/wiki/）

调研者路线 
    GPS接收机使用Newsmy纽曼手持GPS Z600，精度3-15m，内置电子罗盘，可以查看目前的方向、

方位角、面积测量可以初步获得野外调查的目标区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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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航班：北京至阜阳

出发时间：18：20

到达时间：20：00

航程耗时：1h40min

201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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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阜阳市中心至颍州西湖

出发时间：8：00

到达时间：8：18

行程耗时：18min

201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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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船行路线）

    从阜阳市中心驱车至颍州西湖走阜临路102省道，消耗时间约为：18min。

使用GPS接收机可以记录航线，一般使用与GPS接收机配套的处理软件可以将航线存储为KML（KMZ）格式文件，在

ARCGIS和GoogleEarth中加载，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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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围绕阜阳市周边的的高速路，国道和省道以及水路航道情况，其中省道S102穿过颍州西湖，泉河航道在

颍州西湖北部经过。可以从GoogleEarth上获得交通的基本情况，并使用添加路径工具描绘现状交通路线，存储为

KML（KMZ）格式文件在GIS平台上加载，做进一步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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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载到GIS平台下的KMZ文件使用网络数据集Network Dstaset分析交通网络结构，需要做些前期处理工作，对

于要素的描述在属性表中增加字段，首先建立名称字段，然后使用Select将陆路交通autoway与水路交通waterway

分开，成为两个不同的SHP文件放置于个人地理数据库Personal Geodatabase下的要素数据集Feature Dataset中。

    前文阐述过网络数据集，但是并没有包含多种交通方式，即多方式的网

络数据集，对于不同的交通网络放置于不同的图层之后，需要建立陆路交通

与水路交通之间的链接transfer_streat_station线性通道，并增加两个点文

件，分别为Station和entrance作为陆路、水路与线性通道之间的枢纽。

    对陆路、水路交通增加速度字段velocity和道路等级字段class。速度字段

为一般规定的道路限速，例如高速公路一般限速为120km/h。等级字段可以根

据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分为1、2、3标示的数值等级。

    建立网络数据集时，连通性策略中包含端点连通End Point和任意折点连通Any Vertex两种方式。如果设置的

是端点连通性，则线要素将变成仅在重合端点处进行连接的边。构建具有端点连通性的网络是构建交叉式对象模

型（如桥梁）的一种方式。为构建此示例的模型，桥和街道被放置在了同一连通性组 (1) 中。街道源被指定了

“任何折点”连通性，以便街道要素可以与其他街道要素在重合折点处相连接。桥源被指定了端点连通性。这意

味着桥只可在端点处与其他边要素相连接。因此，从桥下方穿过的任何街道都不与桥相连接。桥将在端点处与其

他街道连接。（如果要用于构建天桥（桥）和地下通道（隧道）模型的网络中仅包含一个源，则可以考虑在平面

数据上使用高程字段）；如果设置了“任何折点”连通性，则线要素将在重合折点处分成多条边。如果构建街道

数据的目的是要让街道在折点处与其他街道相交，则设置这一策略非常重要。

    为了便于更好的连通性操作，在建立网络数据集前就使用拓扑结构中的Planarize lines将陆路交通各交叉处

打断，建立拓扑关系。并增加距离distance字段，计算各段距离和车行时间Drivetime字段（由距离除以速度获

得），用于网络建立时成本计算的使用。

Planarize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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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网络拓扑时需要强调的是station和entrance作为交汇点连接边时，连通性中有两个选择，交点连通性

honor和依边线连通override。添加交汇点的点位置后，该点是否可以成为交汇点将取决于交汇点连通性策略。对

于边，交汇点与边要么在端点处要么在折点处相连接，具体取决于目标边源的连通性策略。然而，当交汇点位于

边线中间区域时，即不在端点，也不在折点处，为了获得连通性需要选择override连通性策略。具体说明请参阅

ARCGIS官方网络教程或帮助文件。

未考虑水路航线的服务区情况

Station

Entrance

Transfer_street_station

Stop1

Stop2

    查找最佳路径New Route,从

停靠点S t o p 1到停靠点S t o p 2，

Transfer_street_station作为连接

陆路交通和水路交通的通道，可以

对其增加时间字段用于计算阻抗，

entrance位于陆路交通与连接通道交

点处，Station位于水路交通与连接

通道交点处，对它们均可以增加阻抗

字段，例如时间，用于计算访问该出

网络位置时所花费的时间。

gf 乒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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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用GPS配套的操作软件查看航线，航

点，并且可以将调研的实地照片与实际航线位置

匹配，航线上任意位置上都可以查看当日调研实

际路线行走时间，GPS高度，经纬度等信息，因

此可以计算任意路段行走的时间长度，有助于设

计师对场地尺度实际距离与行走时间的对照，强

化对场地感受的定量化。同时软件本身支持将航

线，航点直接在GoogleEarth中加载或者导出为

KMZ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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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RCGIS下加载的航线（KMZ）文件格式。选择了2012/02/19和2012/02/20日两天调研的路线。







第五部分-2
空间分析
：周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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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店是“北京人”的故乡，最初形成村落约在元代，其得名一是说因村子位于“周”字形的山口处，而称

“周口店”;二是说因有周姓人家最早在此开店，其位置处于山口处而得地名。

   

周口店

    周口店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北部，是世界上材料最丰富、

最系统、最有价值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遗址。1921年至1927年，考古学家先后三次在“北京人”洞穴遗址外

发现三枚人类牙齿化石，1929年，又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人工制作的工具和用火遗迹，遂成为震惊世

界的重大考古发现。1930年在周口店遗址还发现距今约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化石和文化遗物。但随之而来的连年战

乱，遗失了自1927年以来发现的全部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化石标本，迄今下落不明，这一事件成为20世纪考古史

上的世界之谜。新中国成立后，恢复了对周口店遗址的挖掘研究，获取了大量的宝贵资料，迄今为止，考古学家

们已经发掘出代表40多个尸体的头盖骨、下颌骨、牙齿等化石和丰富的石器、骨器、角器与用火遗迹。

研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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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ASTER GDEM 30米分辨率高程数据

﹒
A

ST
G

TM
_N

39
E1

15
C

_D
EM

_U
TM

﹒
A

ST
G

TM
_N

39
E1

16
O

_D
EM

_U
TM

在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上下载包含周口店区域的DEM高程数据：

﹒ASTGTM_N39E115C_DEM_UTM

﹒ASTGTM_N39E116O_DEM_UTM

在ArcScene中加载

    合并两个DEM数据，使用工具ArcToolbox/Data Managmement Tools/Raster/Raster 

Dataset/Mosaic To New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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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到研究区域，使用工具：ArcToolbox/Data Managmement Tools/Raster/

Raster Processing/Clip

    数字高程模型DEM是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数据库的核心数据库之一，是三维地形空间模拟，地形图生产的基

础，派生出的坡度、坡向、平面曲率、剖面曲率、汇水面积等地形因子，在水文模型建立，土壤侵蚀分析，水土

流失检测，地貌形态模拟，生态环境研究等地学分析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坡度、坡向是两个最为常用和重

要的地形因子。



227空间分析 | 

  第五部分-2 | 空间分析_02 •坡度问题

坡度问题

什么是坡度？

    坡度的差异，影响坡面的发育，降雨分配，土壤侵蚀等各种地理过程，是土地分级的重要指标。在对地貌，

土壤，农业，特别是土壤侵蚀方面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小于0.3%的坡度有利于地面

的排水和汇聚；地表坡度影响道路选线，纵坡的确定，土石方工程等；地表坡度在城市各项服务设施建设时，影

响土地的使用和建筑布置；水土保持法规定禁止在25°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坡度表示表面上某个位置最陡的倾斜度。计算坡度时，将对TIN中的每个三角面或栅格中的每个单元进行计

算。对于TIN而言，坡度是各个三角面之间最大的高程变化率；对于栅格而言，坡度是每个栅格单元与其相邻的8

个栅格单元中最大的高程变化率。

坡度的分级
1-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水土开发司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合作开展的2000年全球农业

生态区研究中坡度分级：

http://www.iiasa.ac.at/Research/LUC/GAEZ/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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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

    在全球农业生态区研究中有2个地域参考地形坡度数据来源：一是有关土壤图绘图单位扩展表中的地形坡度；

二是根据GTOPO30数据(EROS数据中心, 1998年)计算的地形坡度。后一类地形坡度数据是IIASA按照7个坡度级别、

利用尺度十进位计算坡度分布确定的。坡度级别是以GTOPO30数据库30弧秒间隔相互关系为基础的DSMW 土壤数据

每5分钟的间隔。

    根据30弧秒DEM计算得出的坡度分配给各土壤协会的土壤单位。这包括5个步骤： 

•确定GTOPO30每个30弧秒格段的坡度。结果按以下7个级别分类: 0-2%, 2-5%, 5-8%, 8-16%, 16-30%, 30-45% and 

> 45%; 

•分别按DSMW经纬度5分和各土壤协会绘图单位合并结果，得出每个格段和绘图单位的坡度级别分布；

•确定土壤单位/坡度关系；

•确定各土壤协会坡度/土壤单位的排列顺序；

•按照计算得出的坡度分布将各土壤协会绘图单位内的各土壤单位区分至DSMW5分格段。 

注具体参考：http://www.iiasa.ac.at/Research/LUC/GAEZ/index.htm

注：GTOPO30 DEM数据：是USGS以间隔30弧度（约1km）开发用以满足地理空间数据用户需求的区域和大陆尺

度地形数据，它于1996年公开发布,是全球覆盖。GTOPO30的高程基准是平均海水面(MSL),平面基准是WGS84。

GTOPO30的精度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它取决于各个局部区域的源数据的精度,一般不高于±30 m。此外,它不顾

及海面地形,GTOPO30在海洋上的高程一律取为零值。为了便于数据的分发，GTOPO30 被划分为33个小的区域

（tiles）。从南纬60度至北纬90度，西经180度至东经180度的地区被划分为大小为50（纬度）×40（经度）的27块

区域，南极洲（南纬90至南纬60度，西经180至东经180度的区域）被划分为6个区域（30×60）。

下载地址：：ftp://edcftp.cr.usgs.gov/data/gtopo30/global/

IIASA——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ppliedSystem Analysis），主要从事于全球、区域性的

生态、环境、人口等社会问题的研究，在复杂系统研究方面主要提出了一种适应性动力学网络（Adaptive Dynamics 

Network）的研究框架，其目标是开发和应用一种新的数学和概念上的技术来理解复杂适应系统的动力学行为和演

化，关注有限增长的适应性过程的长期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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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地理学会地貌调查与制图委员会提议的坡度分级：

http://maps.nationalgeographic.com/map

• 平原至微倾斜平原    

• 缓斜坡                

• 斜坡                 

• 陡坡                  

• 急坡                  

• 急陡坡              

• 垂直坡                

3-《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对耕地坡度分级：

    1984年中国农业区划委员会颁发《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依耕地所处地势的坡面坡度，按对耕地利用

的影响限制程度对耕地坡度分为五级：

0°～2°

2°～5°

5°～15°

15°～25°

25°～35°

35°～55°

＞55°

合并两个DEM数据

裁切边界

计算坡度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

规程》对耕地坡度的分级进行

重分类

栅格转化为Shapefile数据，

计算各坡度所占面积

    ArcGis10下，Spatial Analyst 工具

条预置的工具较ArcGis9.3有很大程度的

减少，建议更多的结合地理处理使用

ArcToolbox来完成相应流程化的操作。

Spatial Analyst工具内容一般集中在

ArcToolbox/Spatial Analyst Tools工具条

下。可在其中浏览，了解ArcGis提供的

更多操作分析工具。对于该部分的具体

讲解推荐参考帮助文件或者官方网络帮

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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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分析工具ArcToolbox/Spatial Analyst Tools/Surface/Slope

    将坡度的栅格数据转化为Shapefile文件格式数据，在属性表中增加Area字段，在该标签处右键使

用Calculate Geometry计算各坡度区域所占的面积。可以增加Classname字段，写入坡度区间作为图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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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表中提供了图表工具Create Graph可以结合使用,更加清晰的表达数据间的各种关系

    在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st和三维分析3D Analyst中，只是在ArcMap下并不能很好的观

察三维信息，一般结合ArcScene从三维空间角度进行观察和相应的操作，加载在ArcMap下

已经处理得到的坡度重分类数据。为了更好的获得三维视觉效果，使用ArcToolbox/Spatial 

Analyst Tools/Surface/Hillshade工具计算山体阴影，在3D Effects工具条中调整层和层之间

的显示关系，获得较好的视觉效果。

可以通过3D Effects调整层和层之间显示的关系

ArcScene下的加载的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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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Scene下的三维显示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相关规定：

第二十条 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种植经济林的，应当科学选择树

种，合理确定规模，采取水土保持措施，防止造成水土流失。

    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可以规定小于二十五度的禁止开垦坡度。禁止开垦的陡坡

地的范围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告。

第二十三条 在五度以上坡地植树造林、抚育幼林、种植中药材等，应当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在禁止开垦坡度以下、五度以上的荒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应当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具体办法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规定。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6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2010年1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5-《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tandards for classification and gradation of soil erosion》SL 190-2007 

（2008-04-04实施）：

面蚀（片蚀）分级指标

    坡面径流的形成是降水与下垫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降水是产生径流的前提条件，降水量、降水强度、降

水历时、降水面积等对径流的形成产生较大的影响。由降水而导致径流的形成可以分为蓄渗阶段和坡面漫流阶

段。

　　分散的地表径流亦可称为坡面径流，它的形成分两个阶段，一是坡面漫流阶段，二是全面漫流阶段。漫流开

始时，并不是普及到整个坡面，而是由许多股不大的彼此时合时分的水流所组成，径流处于分散状态，流速也较

缓慢；当降雨强度增加，漫流占有的范围较大，表层水流逐渐扩展到全部受雨面时，就进入到全面漫流阶段。最

初的地表径流冲力并不大，但当径流顺坡而下，水量逐渐增加，坡面糙率随之减小，促进流速增大，就增大了径

流的冲力，这也是坡地流水作用分带性产生的机制，终将导致地表径流的冲力大于土壤的抗蚀能力时，也就是地

表径流产生的剪切应力大于土壤的抗剪应力时，土壤表面在地表径流的作用下产生面蚀。虽然层状面蚀也可能发

生，但因自然界完全平坦的坡面很少，而地表径流又常常稍行集中之后，才具有可以冲动表层土壤的冲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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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分级方法

    在ArcGis中对坡度重分类不是难事，坡度的分级才是重分类的关键，在没有充分考虑数据，区域特征，分析目

的情况下，坡度分级往往是没有意义的。坡度分级的方法包括：

一般主观分级法：在分析研究中，根据分析的目的，主观的制定坡度的级别，例如仅仅是粗略的观察研究区域地

形坡度的变化情况，并对《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对耕地坡度分级中15°～25°，和＞25°的区域感兴

趣，则针对这两个坡度适当的分级，观察区域坡度变化情况；

临界坡度分级法：坡度对于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或应用目标往往表现出在特征上的差异性。临界坡度分级法是指根

据这种差异性在整个坡度范围上所表现的阶段性的特点,找出重要的临界坡度值,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坡度分级的方

法。临界坡度的获得往往需要经过大量的实验或依据某些重要的技术规范获得。例如,大量实验证明在黄土高原地

由地表引起的面蚀，主要是细沟状面蚀。

　　坡面侵蚀过程。坡面水流形成初期，水层很薄，速度较慢，但水质点由于地表凸起物的阻挡，形成绕流，流

线相互不平行，故不属层流。由于地形起伏的影响，往往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固定的路径，在缓坡地上，能量不

大，冲刷力微弱，只能较均匀地带走土壤表层中细小的呈悬浮状态的物质和一些松散物质，即形成层状侵蚀。但

当地表径流沿坡面漫流时，径流汇集的面积不断增大，同时又继续接纳沿途降雨，因而流量和流速不断增加。到

一定距离后，坡面水流的冲刷能力便大大增加，产生强烈的坡面冲刷，引起地面凹陷，随之径流相对集中，侵蚀

力变强，在地表上会逐渐形成细小而密集的沟，称细沟侵蚀。最初出现的是斑状侵蚀或不连续的侵蚀点，以后互

相串通成为连续细沟，这种细沟沟形很小，且位置和形状不固定，耕作后即可平复。细沟的出现，标志着面蚀的

结束和沟道水流侵蚀的开始。

区3°、8°、15°、25°、

35°分别是无、轻度、中

度、强度、剧烈土壤侵蚀的

临界坡度;25°是国家水土保

持法规定的临界坡度等。

注：实验样区位于陕西省甘

泉县城东南部洛河中游地区,

属 于 典 型 的 黄 土 丘 陵 沟 壑

区,地处东经109°30′00″

~109°37′30″,北纬36°

10′00″~36°15′00″。

海拔1 145~1 458 m,相对高差

313 m,平均坡度约为27°,地

表破碎程度大,地形复杂,样

区总面积100 km2。该实验采

用高精度的5 m分辨率DEM

为 信 息 源 , D E M 数 据 由 1 ：

10 000地形图等高线数字化

获得,由DEM提取坡度数据

层面作为实验数据。引自：

《基于DEM坡度图制图中坡

度分级方法的比较研究》汤

国安，宋佳。



234 | ECO-AIDED DESIGN TECHNOLOGY

  第五部分-2 | 空间分析_02 •坡度问题

模式分级法：模式分级法是以坡度数据的统计分布特征为基础进行的分级方法。根据统计模式的不同又可分为等

间距分级、分位数分级、等面积分级、标准差分级及自然裂点法分级等方法。

•等间距分级 是按某个恒定的坡度间隔来对地面坡度数据进行分级的方法。

•分位数分级 是把坡度数据划分为含有相等数据个数的方法。根据实际需要可选择四分位、五分位、六分位,……

十分位,并把处于分位数上的值作为分级值。

•等面积分级 使每个坡度级别所构成的图幅面积大致相等的分级方法。

•标准差分级 是以均值为中心,以标准差的倍数为级差,分别向大于和小于均值的两个方向进行分级的方法。

•自然裂点法分级 在获得地面坡度分布频数的基础上,以分布统计曲线的自然裂点为临界进行坡度分级的方法。

    在临界坡度分级法中涉及到了坡度的临界值，对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临界坡度值是不一样的，即使对于同一

个问题，例如坡地侵蚀研究，由于实验条件的差异，考虑问题角度的差异，侵蚀强度的最大值也是不一样的，

1936年雷默(Remer)在美国波依士河流域研究证明:在40°时地表侵蚀强度达到最大值,并向两端逐渐减少。霍顿

(Horton)于1945年由曼宁公式,经过很多简化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得出侵蚀的坡度转折角为57°，而中国科学院地理

研究所通过研究得出在黄土丘陵沟壑区,转折坡度大致在25°～28•5°之间。因此对于设计人员来说，在坡度问题

上，针对分析的目的可以查找相关的研究文献获得研究区域的坡度临界值，最好能够与水土保持专业的人员协同

合作，有针对性的分析研究区域，获得坡度的临界值，进行坡度分级。

坡度的临界值（临界坡度）

坡度与水土流失

•在坡度相同的条件下，由于坡段(坡地的上.中、下段)和坡型(凹坡、凸坡、和平直坡等)的不同，水土流失也有差

别.下段一般较上、中段水土流失严重;凸坡较平直坡、凹坡易受侵蚀；

•坡度对水力侵蚀作用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正比关系,而是有一个侵蚀临界坡度存在,超过这一临界坡度,侵蚀反而减

少。但临界坡度与土壤内在性质、植被、泥沙粒径、降雨特性、入渗等因素有关；

•坡度对水力侵蚀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溅蚀和径流量(侵蚀能力)而起作用的,所以为减少坡地的土壤侵蚀可从以下

几方面考虑:植树造林,增加坡面覆盖;改善土壤结构,使土壤入渗增加(如造林、种草、农地施用有机肥);农地采用垄

作或隔一定间距修水平阶地,种防护林(一方面减少沿坡面的径流积累,一方面拦截冲刷下的泥沙);坡地不宜深耕(表

土疏松更易于冲刷);接近临界坡度的坡面上要尽快修造梯田；

•面工程措施是坡地改良的主要措施,其中在坡地上修建梯田是第一位的水土保持措施。坡改梯后坡面坡度变缓,完

整的坡面被梯田分成阶梯状的水平田面,切断了坡面径流的流线,延长了径流在坡面上的滞留时间,坡面水流速度降

低,土壤入渗增加,坡面径流减少,径流冲刷力减弱,水流挟沙能力也显著降低。同时,梯埂的拦阻使得填洼水量增加,进

一步减少了径流量,从而有效地起到控制坡面侵蚀的作用。坡地改梯田是我国一种传统的水土保持措施,如单从水土

保持效益考虑,水平梯田在坡面上的适用范围很广, 25°以下的坡地均可以实施坡改梯；

•植物措施又称生物措施或水土保持林草措施,它包括的内容广泛,只要涉及到造林种草、封山育林育草的都可称之

为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目前,坡面等高种植植物篱、实行农林混交,是坡地农林复合经营中最典型的做法之一,也是

坡耕地利用与改良中最主要的植物措施。在坡面上合理配置植物篱,可以有效地增加地面覆盖、改善土壤质地、减

缓坡度、缩短坡长、降低径流速度,从而起到控制土壤侵蚀的作用；

    坡面侵蚀临界坡度是存在的,尽管这一坡度界限不是一个定值而是一个范围。国家目前进行的退耕还林工作中

规定退耕坡度为25°,将25°以上坡耕地进行退耕后,施行林草措施可以大大减少土壤侵蚀,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缩小

了产生水土流失的范围,而且也减少了由于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应根据 具体实际的情况

适时调整策略。



235空间分析 | 

  第五部分-2 | 空间分析_02 •坡度问题

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ode for Vertical Planning on Urban Field 》CJJ 83-9：

城市主要建设用地适宜规划坡度

坡比值 grade of side slope：

两控制点间垂直高差与其水平距离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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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上文同样的方法，获得适宜居住用地坡度的区

域；计算的精度受到DEM来源数据（该案例为30m）的影

响，根据分析的目的，获取更高精度的地形数据以达到

各项分析的要求。

5 坚向与平面布局

5.0.1 城市用地选择及用地布局应充分考虑竖向规划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中心区用地应选择地质及防洪排涝条件较好且相对平坦和完整的用地，自然坡度应小于15%；

2 居住用地应选择向阳、通风条件好的用地，自然坡度应小于30%；

3 工业、储用地宜选择便于交通组织和生产工艺流程组织的用地，自然坡度宜小于15%；

4 城市开敞空间用地宜利用填方较大的区域。

5.0.2 街区竖向规划应与用地的性质和功能相结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设用地分台应考虑地形坡度、坡向和风向等因素的影响，以适应建筑布置的要求；

2 公共设施用地分台布置时，台地间高差宜于建筑层高成倍数关系；

3 居地用地分台布置时，宜采用小台地形式；

4 防护工程宜与具用防护功能的专用绿地结合设置。

5.0.3 挡土墙、护坡与建筑的最小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居住区内的挡土墙与住宅建筑的间距应满足住宅日照和通风的要求；

2 高度大于2m的挡土墙和护坡的上缘与建筑间水平距离不应小于3m，其下缘与建筑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2m。

6.竖向与城市景观

6.0.1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应有明确的景观规划设想，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留城市规划用地范围内的制高点、俯瞰点和有明显特征的地形、地物；

2 保持和维护城市绿化、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有价值的自然风景和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地点、区段和设施；

3 保护和强化城市有特色的、自然和规划的边界线；

4 构筑美好的城市天际轮廓线。

6.0.2 城市用地分类应重视景观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用地作分类处理时，挡土墙、护坡的尺度和线型应与环境协调；有条件时宜少采用挡土墙；

2 城市公共活动区宜将挡土墙、护坡、踏步和梯道等室外设施与建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规划；

3 地形复杂的山区城市，挡土墙、护坡、梯道等室外设施较多，其形式和尺度宜有韵律感；

4 公共活动区内挡土墙高于1.5m、生活生产区内挡土墙高于2m时，宜作艺术处理或以绿化遮蔽。

6.0.3 城市滨水地区的竖向规划应规划和利用好近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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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竖向与道路广场

海拔3000-4000的高原城市道路的最大纵坡不得大于6%；

机动车车行道规划纵坡

    非机动车车街道规划纵坡宜小于2.5%。大于或等于2.5%时，应按表的

规定限制坡长。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道路，其纵坡应按非机动车车行

道的纵坡取值；道路的横坡应为1%-2%；

非机动车车行道规划纵坡与限制坡长（m）

7.0.4 广场竖向规划除满足自身功能要求外，尚应与相邻道路和建筑物相衔接。广场的最小坡度为0.3%；最大坡度

平原地区应为1%，丘陵和山区应为3%。

7.0.5 山区城市竖向规划应满足建设完善的步行系统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梯道按其功能和规模可分为三级：一级梯道为交通枢纽地段的梯道和城市景观性梯道；二级梯道为连接小区

间步行交通的梯道；三级梯道为连接组闭间步行交能或人户的梯道；

2 梯道每升高1.2-1.5m宜设置休息平台;二、三级梯道连续升高超过5.0m时,除应设置休息平台外,还应设备转折平台,

且转折平台的宽度不宜小于梯道宽度;

梯道的规划指标

8 坚向与排水

8.0.1 城市用地应结合地形、地质、水文条件及年均降雨量等因素合理选择地面排水方式，并与用地防洪、排涝

规划相协调。

8.0.2 城市用地地面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面排水坡度不宜小于0.2%；坡度小于0.2%时宜采用多坡向或特殊措施排水；

2 地城的规划高程应比周边道路的最低路段高程高出0.2m以上;

3 用地的规划高程应高于多年平均地下水位。

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公园设计规范-CJJ 48—92》CJJ 83-9：

各类地表的排水坡度：

    关于土壤的自然安息角：为了避免水土流失，或坡岸的塌方或崩落现象的发生，任何类型的幸地，其地面坡

度均不能超过该土壤的”自然安息角”。土壤的自然安息角，因土壤的类型不同而有差异，但一般为30°左右。

超过这个坡度的地形，不适宜铺设草地，一般采用工程施工加以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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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向问题

什么是坡向？+坡向的分类

    坡向是指坡面的朝向。它表示表面某处最陡的倾斜方向。它可以被认为是山体所面向的坡的方向或指南针的

方向。在计算坡向的过程中，对TIN表面的每个三角面或栅格图像的每一个像元进行计算。 

    坡向以度为单位，按逆时针方向从0度——从正北方向——到360度，即绕完

一圈以后的正北方向来度量，将坡向划分为八个方位:东、南、西、北、东北、东

南、西北、西南。坡向图中的每个栅格单元的值表明此栅格单元所在坡的朝向，

有南坡、北坡、东坡和西坡之分,相应的也有西南坡、西北坡、东北坡和东南坡之

分。水平的坡没有朝向，被赋值为-1。通常在我国将南坡作为标准的阳坡,它与东

南坡和西南坡一起被统称为阳坡。而将北坡作为标准的阴坡,它与东北坡和西北坡

一起被统称为阴坡。

    在之前计算坡度的地理处理程序中，继续增加计算坡向

的组件，完成坡向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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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向与小气候

1-阳坡与阴坡：

    丘陵、山地中朝向太阳的坡日照多，一般称为阳坡，而背向太阳的坡则为阴坡。由于一年中太阳只能直射在

南北回归线之间，北半球东西走向的山脉，南坡日照多，所以南坡是阳坡，北坡是阴坡。

    一般东西向山脉南北坡的阳坡和阴坡较明显，而南北向山脉可分为东坡和西坡，光照差别不是很大，其阳坡

与阴坡就不明显。二者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表现有：由于向阳坡日照时间长、气温高、霜冻情况比阴坡大为减轻，

故阳坡可以发展某些经济林木，阴坡则因冬季受到冻害而不宜种植。由于热量差别，同一自然带在阳坡的分布高

度一般比阴坡高。

    雪线是年降雪量与年消融量相等的平衡线，是长年积雪的下界，其高度若考虑消融量，阳坡热量高, 年消融量

大，所以雪线比阴坡高。

    迎风坡即迎着来自海洋、带来暖湿气流的风的一坡，另一坡则为背风坡。判断迎风坡还是背风坡，首先要判

断所在区域山地的走向和风的来向来源，山坡是否迎着暖湿气流。我国东部丘陵山地东侧迎着来自太平洋的东南

风，所以东坡为迎风坡，西坡为背风坡。西北内陆的天山由于距太平洋和印度洋遥远，加上山脉的重重阻挡，得

2-迎风坡与背风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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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坡向与降水：

    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在山脉的迎风坡受阻被迫抬升，山上海拔较高，气温低，水汽容易达到饱和，凝结而

致雨，这种雨就叫地形雨。若山足够高，随着高度继续增加，降水在达到最大降水带以前不断增加，但超过最大

降水带这一高度后由于水汽减少，降水也会减少。如喜马拉雅山脉迎风坡 1000～1500 米左右，降水达到最大，

而后降水量就随高度增高而减少。背风山坡因空气下沉，气温升高，降水就少，成为雨影区。所以迎风坡比背风

坡多雨。与海岸平行的太行山、武夷山，台湾山脉东侧为迎风坡，降水丰富，台湾的火烧寮地区成为我国降水最

多的地区。天山的北坡多地形雨，南坡降水很少。安第斯山南段处于西风带，西坡为迎风坡，东坡位于雨影区。

    而降雨又是滑坡最主要、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因为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盛行东南风和南风,而冬季盛行西北风,

在季风气候条件下,夏季潮湿多雨,冬季干燥少雨,而在夏季阳坡为迎风坡,阴坡为背风坡,迎风坡导致气流抬升而形成

大范围降雨,一般同一高度的阳坡降雨量总多于阴坡。阳坡连续的湿干交替(降水与蒸发)使土壤孔隙递增，一般经

过3次干湿交替的土体可形成大裂缝,斜坡非饱和带中的大空隙系统可使降雨以接近灌入的方式迅速补给含水层,引

起地下水浸润曲面短时间内的大幅抬升及斜坡应力环境的急剧恶化(尤其是在较长时间未降雨,斜坡地下水位较低

时),且阳坡储水能力较差,很容易达到它们的储水能力而饱和,从而使基质吸力急剧下降诱发滑坡灾害。因此,阳坡的

斜坡稳定性(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也弱于阴坡。

4-坡向与气温：

    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在山脉的迎风坡被迫上升，温度也就随之降低。空气每上升100米气温下降0.6℃，当

空气上升到一定高度时，水汽遇冷凝结，形成雨雪落下。然后翻过大的山岭沉降到山麓时，气温常会有大幅度升

高。迎风和背风两面的空气，即使高度相同，背风面空气的温度也总是比迎风面的高，背风坡这种炎热干燥的风

叫焚风。

    还会出现每当背风山坡刮炎热干燥的焚风时，迎风山坡却常常下雨或落雪。南美洲南端西岸，安第斯山的迎

风坡深受西风的影响，温暖湿润，而东侧位于背风坡，焚风效应明显，降水少，荒凉干燥。但当东西向的山脉既

是阳坡又是迎风坡，阴坡是背风坡，两者对比，光照和热量还是阳坡丰富。因迎风坡多云雾雨天气，白天大气对

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强，气温不会过度升高，夜晚大气对地面的保温作用强，气温不会过度降低，迎风坡气温的

日较差和年较差比背风坡的小。

5-坡向与雪线：

    雪线是年降雪量与年消融量相等的平衡线，若考虑消融量，阳坡雪线比阴坡高。但若考虑年降雪量，迎风坡

降雪量大，雪线低，背风坡降雪量小，雪线高。祁连山东段的年降水量大于西段，雪线由东（4600～4700米）向

西（5000 米）升高。天山的北坡既是阴坡，又是迎风坡，温度低、降雪量、大雪线低。喜马拉雅山南坡既是向

阳坡，又是迎风坡，面向印度洋，夏季西南季风带来丰沛的降水，年降水量在2000～3000毫米以上，雪线高度在

4500米左右；北坡位于西南季风的背风坡，年降水量一般只有 600～800 毫米，雪线大多在6000 米左右，个别地

区达6200米。降水量丰富的南坡比干燥少雨的北坡雪线高度低，水分条件的影响超过了热量条件的影响。

6-坡向与辐射：

    一般阳坡获得的太阳辐射高于阴坡，因此阳坡更干，更暖，有多变的小气候。

    ArcGis中通过太阳辐射分析工具可以针对特定时间段太阳对某地理区域的影响进行制图和分析。

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水汽少，北坡迎着来自于大西洋和北冰洋水汽。所以北坡为迎风坡，南坡为背风坡。安第斯

山南段处于西风带，西坡为迎风坡，东坡背风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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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两种方法对地表或特定位置进行太阳辐射分析：

•太阳辐射区域工具用于计算某处整个地表的日照。对输入地形表面中的每个位置都重复此计算，生成整个地理区

域的日照地图。

•太阳辐射点工具用于计算给定位置辐射能量的大小。可将位置以点要素或 x,y 坐标的形式存储在位置表中。只能

对指定位置执行太阳辐射计算。

    为了更加清晰的

识别太阳辐射程度

位置关系，在辐射

栅格下叠加山体阴

影图，并给辐射栅

格 层 一 定 的 透 明

度；

•输出辐射栅格数据将始终为浮点型，并且单位为瓦特小

时每平方米 (WH/m2)。输出直接辐射持续时间栅格数据是

以小时为单位的整型。

    太 阳 辐

射 的 最 大 值

16 0 9 . 8 0 k W·h ( m

²·a)基本位于阳坡

区域，按太阳能资

源丰富程度等级，

为资源很丰富，阴

坡太阳能辐射资源

一般。

Area Solar Radiation

太阳辐射区域

Time configuration: Whole year with monthly interval

Year:2012

太阳能资源评估过程中，常用单位换算：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气象行业标准　太阳能资源评估方法

　QX/T 8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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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辐射能量的计量：自然

界中的一切物体，只要温度在

绝对温度零度以上，都以电磁

波的形式时刻不停地向外传送

热量，这种传送能量的方式称

为辐射。物体通过辐射所放出

的能量，称为辐射能，简称辐

射。在单位时间内，太阳以辐

射形式发送的能量称为太阳辐

射功率或辐射通量，单位为瓦

(W)；太阳辐射到单位面积上的

辐射功率(辐射通量)称为辐射度

或辐照度(也可称光照强度)，单

位为瓦／平方米(W／㎡)。这个

物理量表示的是单位面积上接

收到的太阳辐射的瞬时强度；

而在一段时间内，太阳辐射到

单位面积上的辐射能量称为辐

射量或辐照量，单位为千瓦时

／平方米•年(kWh／㎡•y)、千瓦

时／平方米•月(kWh／㎡•m)或

千瓦时／平方米•日(kWh／㎡•d)

这个物理量表示的是单位面积

上接收的太阳能辐射量在一段

时间里的累积值，也就是某段

时间内的辐射总量。

春分（秋分）：

夏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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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Solar Radiation

太阳辐射区域

Time configuration: Special days

夏至日：

冬至日：

春分（秋分）：

冬至日：

    这里选择了植物生长

时间段4/1到10/31日，进

行太阳辐射量的计算，关

于太阳辐射的计算同时可

以参考《生态辅助设计》

分册‘日照+光环境’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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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s Solar Radiation太阳辐射点计算：获

得点要素类或位置表中的特定位置的入射太阳辐

射。可以用于评估特定点对农业、资源、气象、

土木、生态的影响。例如最适宜某种研究植物栽

植的位置。

7-坡向与蒸发和水分：

  由于南北坡下垫面热力状况不同，导致蒸发量具有明显的坡向性差异。南向坡坡面接收太阳辐射的强度及时

间要远远大于北坡，一般认为，山体的阳坡接收太阳辐射的强度为山体阴坡的3~5倍，对于陡峭的公路边坡来说

要更大一些，再加上气温日较差大，空气对流较北坡强烈，水分易随空气流动而扩散，这导致了阳坡(南向坡)蒸

发量要远远大于平地，更要大于阴坡(北向坡)，甚至在平地封冻之后阳坡还会存在水份的蒸发，造成土壤湿度随

着坡向由北向南迅速减小。阳坡的大蒸发量对植被的生长造成较大困难，导致南向坡植物返青率较低，影响第二

年的坡面植被覆盖度，久而久之，造成阳坡植被覆盖度较低、地表枯落物减少。

坡向决定的水分条件差异,充分反映在植被总覆盖度方面,一般在阴坡植物覆盖度明显高于阳坡。对于坡向与植

物群落的研究需要结合具体的区域位置和实际调研获得区域植物群落相关的种群，结构以及指数，进而指导在不

同坡度，坡向，海拔下采用哪种植物群落，更适合于该区域的植物群落的恢复，具体的研究建议与生物，植物专

业人员协同合作。

8-坡向与植被：

坡向决定的水分条件差异,充分反映在植被总覆盖度方面,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子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理解陆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而且还可为生物多样性的适应性保护管理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表明，景观格局与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分布存在密切关系,并对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地形

因素在景观格局变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它主要通过引起景观内部生境的异质性而对动物提供多样化的生存环

境，地形差异导致的环境异质性为小尺度范围内生物多样性的形成与维持提供了一种重要机制。

9-坡向与动物：

  不同坡向土壤动物群落的总密度和多样性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一般阴坡土壤动物的总密度和多样性指数均高

于阳坡。阴坡和阳坡在主要植物群落结构与组成、植被盖度、凋落物厚度以及土壤理化特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影响生境的生物和非生物因子组合特征而对大型土壤动物的空间分布格局产生影响的。对于动物的研究和植

物研究一样，需要与相关专业的人员协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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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向与影响的部分因素

水文分析
    ArcGis提供了水文分析的工具：ArcToolbox/Spatial Analyst Tools/Hydrology

为地表水流建立模型。对于地表径流的模拟，提取水流方向，汇流累计量，水

流长度，河流网络，河网分级，流域分割等信息，对于城市、景观、生态、水

土保持规划设计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暴雨管理，人工山体的排水横沟，纵沟

的位置确定，植被群落的构建，山体潜在雨水冲蚀位置，出水口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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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数字高程
水流方向

洼地提取

计算洼地的贡献区域

计算每个洼地所形成贡

献区域的最低高程

计算每个洼地所形成贡

献区域出口的最低高程

（洼地出水口高程）

计算洼地深度

sinkdep=("%ZonalFi_Wate1%" - 

"%ZonalSt_Wate1%")

    洼地区域是水流方向不合理的地

方，通过水流方向判断哪些地方是洼

地，但并不是所有的洼地是由数据误差

造成的，很多洼地是地表形态的真实反

映，在执行洼地填充前，计算洼地深

度，根据相关的地形资料核实洼地的真

实性，由洼地深度确定合理的填充阙值

进行洼地填充。

洼地填充
再次计算水流方向

洼地填充是个

反复的过程

汇流累积量

水流长度（顺流计算）

水流长度（溯流计算）

河网提取

栅格河网

矢量化

获得节点

连接信息

河网分级

流域盆地

集水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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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M数字高程

    描绘分水岭或者定义河流网络时，

需要按照一定的步骤进行操作，上图显

示的是从数字高程模型 (DEM) 中提取

水文信息（如分水岭边界和河流网络）

的过程。水文分析必须使用数字高程模

型，高程模型可用于确定哪些像元会流

入其他像元（流向）。但如果高程模型

中存在错误或者构建的是喀斯特地貌模

型，则某些像元位置可能比周围像元

低。如果存在此类情况，则流入像元的

水均将无法流出。这些洼地称为汇。通

过水文分析工具识别出汇并利用某些工

具填充这些汇，得到不存在洼地的高程

模型，进而以此为基础进行水文建模。

2-水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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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表面的水文特征的关键之一

是能够确定从栅格中的每个像元流

出的方向,如果选择了强制所有边缘

像元向外流动选项，则表面栅格边缘

处的所有像元都将从表面栅格向外流

动。

    存在八个有效的输出方向，分别

与流量可以流入的八个相邻像元相

关。该方法通常被称为八方向 (D8) 

流向建模.流向由来自每个像元的最

陡下降方向或最大下降方向确定。要

获取沿表面的流向的精确表示，应在

使用流向栅格之前填充汇点。

3-洼地（汇）提取

    汇是指流向栅格中流向无法被赋予八个有效值之一的一个或一组空间连接像元。在所有相邻像元都高于处理

像元时，或在两个像元互相流入以创建一个由两个像元构成的循环时，都会发生这种情况。汇被视为具有未定义

的流向，并被赋予等于其可能方向总和的值。例如，如果最陡下落及其产生的流向都是向右 (1) 和向左 (16)，则

会分配值17作为该像元的流向。

    要精确表示流向及其产生的累积流量，最好使用不含汇的数据集。经过处理已移除所有汇的数字高程模型 

(DEM) 被称为无凹陷点DEM。

    导致高程数据中出现汇的最常见原因是数据内存在错误。采样效果和将高程取舍为整数通常是产生此类错误

的原因。除了在冰川和卡斯特地貌区，在像元大小为 10米或更大的高程数据中出现自然产生的汇极其罕见 (Mark 

1988)，通常可将其视为错误。随着像元大小的增大，数据集中的汇数通常也随之增多。

    创建无凹陷点DEM时，将重复进行汇的识别和移除操作。填充汇时，填充区域的边界可能会生成新汇，随后还

需要对这些汇进行填充。

    有时，了解一个或一组汇的深度十分有用。此信息可用于确定将为填充工具的 Z 限制设置的适合的值，也可

用于了解数据中存在的错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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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填充汇的过程

   了解一个或一组汇的深度

十分有用。此信息可用于确定

适合填洼工具的z限制、了解

数据中存在的错误类型，以及

确定汇是否是合法的形态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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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洼地填充获得无凹陷点DEM

  没有汇的数字高程模型 (DEM)

（即无凹陷点 DEM）是流向处理

操作过程中所需的输入。如果存在

汇，则可能会生成错误的流向栅

格。某些情况下，数据中实际也可

能存在汇。清楚地了解区域的形态

对于明确哪些要素是地球表面上真

正的汇，以及哪些要素仅仅是数据

中存在的错误十分重要。

  填洼工具使用各种 ArcGIS 

Spatial Analyst 工具（包括之前

讨论的多种水文分析工具）来创建

无凹陷点 DEM。此工具需要输入表

面、填洼限制和输出栅格。填充汇

时，将填充到汇的倾泻点，即沿分

水岭边界的最小高程。创建无凹陷

点 DEM 时，将重复进行汇的识别

和移除操作。填充汇时，填充区域

的边界可能会生成新的汇，随后还

需要对这些汇进行填充。对于大型

DEM或具有许多汇的DEM来说，填充

汇可能需要数分钟到数小时不等。

6-使用无凹陷点

DEM计算水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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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汇流累积量

    流量工具可将累积流量计算

为流入输出栅格中的每个下坡像

元的所有像元的累积权重。如果

未提供任何权重栅格，则将权重 

1 应用到每个像元，并且输出栅

格中的像元值是流入每个像元的

像元数。

    高流量的像元是集中流动区

域，可用于标识河道。

    流量为 0 的像元是局部地

形高点，可用于标识山脊。

    对输入权重栅格使用流量工

具的示例用法可以确定给定分水

岭的降雨量。在这样的例子中，

权重栅格可以是表示给定暴风雨

期间的平均降雨量的连续栅格。

然后，该工具的输出表示流过每

个像元的雨量，假定所有雨水都

已流出，不存在地下水的截取、

蒸发或损耗。还可将其视为落到

表面（每个像元的上坡）上的降

雨量。

通过应用阈值选择高累积流量的

像元，可使用流量的结果来创建河流

网络。
每个像元中的流动方向 流入每个像元的像元数

关于雨水径流计算：

2.1.3 流量径流系数 discharge runoff coefficient: 形成高峰流量的历时内产生的径流量与降雨量之比：

2.1.5 雨量径流系数 pluviometric runoff coefficient:设定时间内降雨产生的径流总量与总雨量之比；

降雨强度 rainfall intensity:单位时间内的降雨量。其计量单位通常以 毫米/分钟 (或升/秒公顷)表示；

重现期 recurrence interval:经一定长的雨量观测资料统计分析，等于或大于某暴雨强度的降雨出现一次的平均间

隔时间。其单位通常以年表示;

主要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Engineering technical code for rain 

utilization in building and sub-district》GB 50400-2008；《给水排水设计手册》；

降雨历时 duration of rainfall:降雨过程中的任意连续时段。其计量单位通常以min表示;

地面集水时间 inlet time:雨水从相应汇水面积的最远点地表径流到雨水管渠入口的时间。其计量单位通常以min

表示。简称集水时间;

管内流行时间 time of flow: 雨水在管渠中流行的时间，其计量单位通常以min表示。简称流行时间;

汇水面积 catchment area:雨水管渠汇集降雨的面积。其计量单位通常以平方米或公顷表示;

暴雨强度 rainfall intensity:在某一历时内的平均降雨量，即单位时间内的降雨深度。工程上常用单位时间内单

位面积内的降雨体积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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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降雨强度计算：

使用网络给排水软件gpsrj：http://www.gpsrj.com/handbook/rain/

rain_formula.aspx，进行计算：

雨水径流计算：

•雨水设计径流总量计算：

W-雨水设计径流总量（m3）；

雨量径流系数；

设计降雨厚度（mm）；

F-汇水面积（hm2）；

•雨水设计流量计算：

雨水设计流量（L/s）；

流量径流系数；

设计暴雨强度（L/（s•hm2））；

注：降雨量根据当地近期10年以上降雨量资料确定（资料缺乏时

可参考全国各大城市降雨量资料《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

规范》附录Ａ）；

汇水面积应按汇水面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周口店雨水设计流量＝流量径流系数╳设计暴雨强度＝0.25╳

323.02升/秒•公顷=80.755升/秒•公顷=80.755╳10-7m3/s•m2

1L=1立方分米

1立方分米=0.001立方米

1L=0.001立方米

1 公顷 = 10 000 平方米(square meters)

1 公顷 = 100 公亩(ares)

1 公顷 = 15 亩

1 公顷 = 2.471 053 8 英亩(acres)

1 公顷 = 0.01 平方公里（平方千米）(square kilometers)

100 公顷 = 1 平方公里（平方千米）

0.40468564 公顷 = 1英亩

0.06666666 公顷 = 1亩

0.01 公顷 = 1 公亩

0.0001 公顷 = 1 平方米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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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网提取

    上述7个步骤已经完成了无洼地DEM的获得，并使用无洼地DEM利用最大坡降的方法得到每一个栅格的

水流方向，并根据水流方向计算每一个栅格在水流方向上累积的栅格数，即汇流累积量，代表在一个栅格

位置上多少个栅格的水流方向流经该栅格，假设每一个栅格处携带一份水流，那么栅格的汇流累积量则代

表着该栅格的水流量。每一个栅格实际的水流量大小，与栅格的精度，雨水设计流量相关，例如该例中的

DEM数据精度为30m，即栅格大小为30╳30m，计算的周口店雨水设计流量为80.755升/秒•公顷，即每个栅

格的设计流量为80.755╳10-7╳900=72.68╳10-4m3/s•m2。如果计算为5分钟的流量则乘以300秒，即每个栅

格单元（30╳30m），在5分钟内的水流量为2.1804立方米。当汇流量达到一定值时就会产生地表径流，

那些所有汇流量大于该临界数值的栅格就是潜在的水流路径，由这些水流路径构成的网络，就是河网。

注：该例中提取的河网不是实际的河流

网络，一般需要结合实际地表水流尝试

不同的阙值，真实河源与提取水系河源

的距离是随着阙值的变化而变化，通过

拟合阙值和距离误差的函数，可以得到

距离误差最小值时所对应的阙值，再通

过该阙值提取河网。这里仅是将阙值假

设为1000，将大于1000的数据赋值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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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栅格河网矢量化

使用工具：ArcToolbox/Spatial Analyst Tools/Hydrology/Stream to Feature

10-河网密度

使用工具：Ar c T o o l b o x /

Spatial Analyst Tools /

Density/Line Density

    提取了基于一定阙值的

河网，如果涉及到较广阔区

域的地带，在没有一定统计

分析的前提下，较难观察河

网的分布情况，例如河网主

要集中分布在哪个区域，因

此可以使用密度分析显示点

要素或者线要素较为集中的

地方。其中需要控制Search 

radius密度搜索半径达到密

度分析控制的程度，本次使

用的半径为2000m距离。

    密度分析可以应用在更

广阔的分析上，例如人口分

布，村落分布，污染源分布零售

店的分布等。

11-河网分级

    河网分级是对一个线性的河流网络以数字标识的形式划分级别。而地貌学中的河流分级一般依据河流的流

量，形态等因素进行。不同级别的河网所代表的汇流累积量不同，级别越高，汇流累积量越大，一般形成主流，

级别较低的河网则是支流。ArcToolbox/Spatial Analyst Tools/Hydrology/Stream Order提供了两种河网分级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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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hler 法

    在 Strahler 法中，所有

没有支流的连接线都被分为 

1 级，它们称为第一级别。

当级别相同的河流交汇时，

河网分级将升高。因此，两

条一级连接线相交会创建一

条二级连接线，两条二级连

接线相交会创建一条三级连

接线，依此类推。但是，级

别不同的两条连接线相交不

会使级别升高。例如，一条

一级连接线和一条二级连接

线相交不会创建一条三级连

接线，但会保留最高级连接

线的级别。

    Strahler 法是最常见的

河网分级方法。但是，由于

此方法只在同级相交时才会

提高级别，因此它并不考虑

所有连接线，且会对连接线

的添加和移除非常敏感。

Shreve 法

    Shreve 法考虑网络中的

所有连接线。与 Strahler 

法相同，所有外连接线都被

分为 1 级。但对于 Shreve 

法中的内连接线，级别是增

加的。例如，两条一级连接

线相交会创建一条二级连接

线，一条一级连接线和一条

二级连接线相交会创建一条

三级连接线，而一条二级连

接线和一条三级连接线相交则会

创建一条五级连接线。

    因为级别可增加，所以 

Shreve 法中的数字有时指的是

量级，而不是级别。在 Shreve 

法中，连接线的量级是指上游连

接线的数量。

12-河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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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Stream Link的计算能够获得河网中节点

之间连接的信息，“连接”是指连接两个相邻交汇

点、连接一个交汇点和出水口或连接一个交汇点和

分水岭的河道的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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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分水岭（集水流域）

流域边界

自然子流域河网

出水口（倾泻点）

排水流域分水岭

分水岭组成

    分水岭是将流体（通常是水）汇集到公共出水口使其集中排放的上坡区域。它可以是较大分

水岭的一部分，也可包含被称为自然子流域的较小分水岭。分水岭之间的边界被称作流域分界

线。出水口或倾泻点是表面上水的流出点。它是分水岭边界上的最低点。

    使用Stream Link工具获得的节点作为分水岭的出水口（倾泻点）输入，获得了每一段连接的

集水流域，即最小沟谷的集水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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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不同河网级别的集水流

域，可以重新设置河网提取的阙值，再使用

Stream Link工具获得的节点作为分水岭的出

水口（倾泻点）输入，获得每一段连接的集

水流域，即该阙值下最小沟谷的集水流域；

出水口也可以是要素类；

注 ： 蓝 色 线 为

阙 值 1 0 0 0 的 河

网 ， 集 水 流 域

为 阙 值 5 0 0 0 的

河网；

水流方向汇流累积量

河网提取，阙值5000

河流连接（获取出水口）

集水流域（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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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域盆地是由分水岭分割而成的汇水区域，利用水流方向确定所有互相连接并处于同一流

域盆地的栅格区域。通过定位窗口边缘的倾泻点（水将从栅格倾泻出的地方）及凹陷点，然

后再识别每个倾泻点上的汇流区域，来创建流域盆地。

ArcToolbox/Spatial Analyst Tools/Hydrology/Basin

13-盆域分析（流域盆地）

14-水流长度

    水流长度通常是指在地面上一点沿水流方向到其流向起点（终点）间的最大地面距离 在

水平面上的投影长度。水流长度是水土保持上的重要因子之一，当其他条件相同时，水 力侵

蚀的强度依据坡的长度来决定，坡面越长，汇聚的流量越大，其侵蚀力就越强，水流 长度直

接影响地面径流的速度，从而影响对地面土壤的侵蚀力。目前水流长度的提取方式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顺流计算，一种是朔流计算。顺流计算是计算地面上每一点沿水流方向到该点所

在流 域出水口最大地面距离的水平投影；朔流计算者是计算地面上每一点沿水流方向到其流

向起点间的最大地面距离的水平投影。 

ArcToolbox/Spatial Analyst Tools/Hydrology/Flow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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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流计算DOWNSTREAM

溯流计算UP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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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Analyst分析工具提供了在三维 (3D) 环境中创建、显示和分析GIS数据的工

具，其中部分的工具与Spatial Analyst下的工具一致，例如：

3D Analyst 3D Analyst
(Spatial Analyst/Surface)

创建等值线Create Con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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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遥感影像的空间分辨率与成图比例尺：

  遥感图像的分辨率指每个像元代表的地面实际范围的大小，即所能分辨地

面物体的最小单元。例如Landsat TM遥感影像的分辨率为30m（28.5m）代表一

个像元代表地面30m╳30m的面积。

  不同应用领域以及研究的层次对遥感图像的分辨率有不同的要求：（引自

《卫星遥感图像空间分辨率适用性分析》）

  地图比例尺是指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之比，一般用1/M表示，例如1：10 

000，1：5 000等。比例尺不但反映了空间尺度，还隐含了地图测量精度和内

容详细程度。对于地图比例尺与遥感空间分辨率的对应关系，首先需要确定人

的视觉分辨率，即人眼明视距离（25cm）能分辨空间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一般将人眼的视觉分辨率定为0.1～0.2mm，在测量工作中称相当于0.1～0.2mm

（人的视觉分辨率）的实地水平距离为比例尺的精度。一般换算公式：A=L/

（1M）

    A：比例尺精度

    1M：比例尺

    L：人眼的视觉分辨率

主要遥感信息源的应用范围：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数字高程模型（DEM）：

   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是在一定范围内通过规则网点描述地表高程信息的数据集，

用于反映区域地貌形态的空间分布。数字高程模型是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的主要组成部分。数字高程模型

的生产技术规程可以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行业标准，例如CH/T 1015—2007〈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1：10 

000  1：50 000生产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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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摄影测量法DEM数据采集作业流程

根据需要可以生产数字线划图DLG中的等高线

    数字线划图（DLG）是以点、线、面形式或地图特定图形符号形式，表

达地形要素的地理信息矢量数据集。点要素在矢量数据中表示为一组坐标

及相应的属性值；线要素表示为一串坐标组及相应的属性值；面要素表示

为首尾点重合的一串坐标组及相应的属性值。数字线划图是我国基础地理

信息数字成果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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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000～1：250 000

1：10 000

由1：10 000地形图获得的等高线，能够很明显的看到

大比例尺具有更加准确的细节，因此需要根据分析，设

计，工作范畴选择适当比例尺以满足其要求。

由30m分辨率DEM获得的等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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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坐标与投影

转化为栅格格式

洼地填充

由1：10 000地形图转化的栅格数据

同一位置30mDEM数据

由1：10 000的DWG地形图加载到ArcGis

中转换的Shapefile Feature Class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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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V变换

  首先，对RGB图像变换HSV颜色空间，用高分辨率的图像代替颜色亮度值波段，自动用最近邻或双线性或三次

卷积技术将色度和饱和度重采样到高分辨率像元尺寸；然后将图像变换回RGB颜色空间；

•Brovery变换

  对RGB图像和高分辨率数据进行数据合成，从而使图像融合，即RGB图像中的每个波段都乘以高分辨率数据与

RGB图像波段总和的比值。然后自动的用最近邻，双线性或三次卷积技术将3个RGB波段重采样到高分辨率像元尺

寸；

•Gram-Schmidt

  第一步，从低分辨率的波段中复制出一个全色波段；第二步，对复制出的全色波段和多波段进行Gram-

Schmidt变换，其中全色波段被作为第一个波段；第三步，用高空间分辨率的全色波段替换Gram-Schmidt变换后的

第一个波段；最后，应用Gram-Schmidt反变换得到融合图像；

影像叠加：

  将遥感卫星影像叠加在DEM表面，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影像中地物在地形表面中的位置和分布情况。这里使

用了LANDSAT-7SLC-on卫星数字产品(1999-2003) ，并对遥感影像做辐了射校正，图像融合，在第四部分：地理

信息的基本处理部分说明了使用ERDAS IMAGING做融合的方法。这里则使用ENVI的图像融合工具：Tansform/Image 

Sharpening/...进行处理。基本操作流程是对遥感卫星影像做辐射校正后，选择7，4，3波段获得模拟真彩色图像的

30m分辨率影像，融合高分辨率的第8波段。

    ENVI提供了几种融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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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图像波段的波普范围由波段中心波长和FWHM（full width-half maximum）值限定，这两个参数都可以在

融合图像的ENVI头文件中获得。

定义表面上浮动（高程）

•主成分（PC）变换

    第一步，先对多光谱数据进行主成分变换；第二步，用高分辨率波段替换第一主成分波段，在此之前，高分

辨率波段已被匹配到第一主成分波段，从而避免波普信息失真；第三步，进行主成分变换得到融合图像；

•Color Normalized（CN）变换

    也称为“能量分离变换（energy subdivision transform) ,使用来自融合图像的高空间分辨率（低波谱分辨

率）波段对输入图像的低高空分辨率（高波谱分辨率）波段进行增强。该方法仅对包含在融合图像波段的波普范

围内对应的输入波段进行融合，其他输入波段被直接输出而不进行融合处理。

图像融合后的Landsat（7，4，3）模拟真彩色图像（一般可以用于居民地和水体的识别）

黑色区域是不包含数据的影像部分，并且是使影像适合 terrain 的上一处理过程的结

果。





第六部分
关于地形图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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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单位和个人从事设计必然需要最基础的场地地形数据资料以获得场地的地物信息，分布状况等信息，这

些基础的资料一般都是由设计委托方提供，或者从测绘部门购买，在使用的过程中绝大部分设计师可能并没有意

识到地形图的涉密问题，毕竟关心的重点是对地物的理解和现状对设计的影响，因此往往会无意识的减少了对可

能涉密地形图的保管，造成了潜在的泄密问题。这里摘取部分国家涉密地质资料管理细则的内容，可以帮助个人

在使用地形图的过程中增强对地形图的保密意识。

《涉密地质资料管理细则》：

一、定密原则与密级确定

涉密地质资料密级应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

法》、《国土资源、测绘、海洋、环境保护、核工业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以下简称《保密范围规定》，

见附录5）定密，《保密范围规定》未明确的，按以下原则定密： 

（一）国土资源类资料定密原则。

下列地质资料定为机密：

1.1:2.5万、1:5万、1:10万、1:20万、1:25万区域性绝对重力资料以及物探重力Ⅰ级、Ⅱ级基点联测成果资料和小

面积大比例尺的重力测量平面图及剖面图。

2.比例尺在1:50万—1:100万之间，精度达到或超过±5毫伽的区域性绝对重力成果图件。

3.比例尺在1:100万—1:400万之间的区域绝对重力成果图件。

4.重力测量图及报告中的联测基点数据重力值、与全国网联测的布格重力异常图（进行了地形改造）、自由空间

图、均衡图、点位数据图。

（二）测绘类资料定密原则。

1.同时符合下述三个条件的重力异常成果定为绝密：

（1）点的密度高于5'╳5' 或者10千米╳10千米。

（2）精度高于±1毫伽。

（3）全国性测点。

2.面积大于、等于或接近一幅相近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面积的非国家基本比例尺图件按以下原则定密：

（1）比例尺在1:10万（不含）—1:50万（含）和1:5千（含）—1:2.5万（不含）之间的有涉密地理要素的各类地

质平面图定为秘密。

（2）比例尺在1: 2.5万（含）—1:10万（含）之间的有涉密地理要素的各类地质平面图定为机密。

3.不同年代形成，或用不同语种表示的，比例尺在1:5千（含）—1:50万（含）之间的，面积大于、等于或接近一

幅相近（相应）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面积的下列有涉密地理要素的地质平面图，属于非国家基本比例尺的，按

上述非国家基本比例尺图件定密原则定密；属于国家基本比例尺的，根据同比例尺的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密级

定密：

（1）符合上述规定的报告正文、附图册及其他附件中的插图。

（2）采用自定义坐标系或独立坐标系，能转换成国家大地坐标系的有涉密地理要素的各类地质平面图。

（3）从图和报告上无法判断是否属于独立坐标系或自定义坐标系的有涉密地理要素的各类地质平面图。

（4）简化后仍有未公开的自然地理要素、人工建设设施要素、图幅编号和接图表的各类地质平面图。

（5）用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作底图所做的有涉密地理要素的各类地质草图、简图、略图、示意图、目测图。

（6） 用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作底图所做的各类有涉密地理要素的地质平面图缩放后，按原比例尺定密，不清

楚缩放前比例尺的，按现比例尺定密，但复印缩小后用作报告正文、附图册及其他附件中的插图，且图中涉密信

息模糊不清的，可不定密。

（三）海洋及其他类资料定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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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密地质资料标志及著录入库

（一）资料装具上的标志。

所有涉密地质资料装具外部均应按以下要求标志：

1.装具内全部涉及国家秘密或部分涉及国家秘密的，应在装具的资料档号下方空白处加盖“全部涉及国家秘密”

或“部分涉及国家秘密”印章。装具内全部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其装具上可不加盖标志。

2.印章线框为30毫米（宽）×20毫米（高）的红色1毫米线框，字体为6毫米（字宽）×7毫米（字高）的红色二号

加粗黑体字。具体样式如下：

（二）原涉密标志的注销。

1.当密件的密级或保密期限发生变更时（密级变更包括解密、降密或升密），应当在原标志处加

盖注销印章（原为公开，现定有密级的资料除外）。同时，当出现解密情况时还应在加盖注销印

章后，

在注销印章右侧或附近空白处加盖“解密”印章。对于密件的密级和保密期限未发生变更的，可使用原密级和保

密期限的标志，无需加盖新印章。

2.注销印章外框为25毫米（宽）×10毫米（高），框内为三条等宽距离的1毫米深兰色横杠。“解密”印章无外

框，字体为6毫米（字宽）×7毫米（字高）的深兰色二号加粗宋体。注销印章及解密印章的具体样式如下：

（三）单件涉密地质资料的标志。

涉密地质资料要按件进行标志，具体方法执行《国家秘密文件、资

料和其他物品标志的规定》(国家保密局、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3号，见附录1)。密级和保密期限字体统一要求用

黑色二号加粗宋体字，并在国家秘密标识“★”下方用黑色三号加粗宋体字标志定密日期。

（四）涉密地质资料的著录入库。

涉密地质资料标志后，应用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涉密地质资料管理信息系统，将有关信息著入涉密地质资料管理数

据库。

三、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

(一)可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的单位。

下列单位可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

1.县（团）级（含）以上的中国共产党、军队、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政府及其组成部门。

2.县级（含）以上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举办的事业单位。

3.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

4.地（市）级（含）以上国家机关批准从事地质工作的单位。

1.渤海、北部湾的地质资料，按《保密范围规定》定密。

2.我国和印度、不丹边界的地质资料，以及我国东海、黄海、南海海域地质资料，根据国家批准立项时确定的国

家秘密密级定密；批准立项时没有确定国家秘密密级的，除国家批准对外合作区(东海除外)外，按秘密级国家秘

密（保密期限为长期）定密。

（四）密级确定。

1.新汇交的地质资料，由汇交人根据《涉密地质资料管理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的规定，对所汇交的地质

资料提出定密建议，由负责接收地质资料的保管单位对汇交人提出的定密建议进行复核，并确定密级。

2.对以往形成的地质资料密级，按已部署的全国涉密地质资料清理工作中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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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书的填写与盖章。

办理《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以下简称《证书》）的单位，应按本《细则》提供的格式自制或从国土资

源部网站（http://www.mlr.gov.cn）的“全国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栏目下载《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申请书》

（以下简称《申请书》，见附录2），填写相关内容，并按下列要求加盖申请单位的公章：

1.县（团）级（含）以上的中国共产党、军队、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应加盖本机关

公章，但正厅级（含）以上机关可只盖本机关内设机构的公章。

2.县级（含）以上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举办的事业单位，应加盖本单位公章，但正厅级（含）以上事业单位可只盖

本单位内设机构或具有法人资格的直属单位公章。 

3.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应加盖本企业或本企业具有法人资格的直属单位或子（分）公司公章，但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管部门管理的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可只盖本企业总部或子（分）公司组成部门的公章。

4.地（市）级（含）以上国家机关批准从事地质工作的单位，应加盖本单位公章。

（三）申请办理《证书》应提交的材料。

1.国家机关申请办理《证书》应提交内容齐全、并按要求加盖了申请机关公章的《申请书》。

2.非国家机关申请办理《证书》除提交内容齐全、并按要求加盖了申请单位公章的《申请书》外，还应按下列要

求提交有关材料复印件：

（1）事业单位应提交县级（含）以上政府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2）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应提交县级（含）以上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核发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复印

件。

（3）地（市）级（含）以上国家机关批准从事地质工作单位应提交有关机构批文复印件。

（四）《证书》的办理、制作和使用。

1.《证书》的办理。符合本《细则》规定可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的单位，向资料保管单位提交符合办理《证

书》要求的申请材料后，资料保管单位应当天为其办理《证书》（最多可办理5个）。

2.《证书》的制作。《证书》正面（样式见附录3）应为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用一号宋体加重字并居

中）、证书编号（用三号宋体加重字并居中）、发证单位名称和发证日期（用二号宋体加重字并居中），发证单

位名称和发证日期处应加盖发证单位公章，行距排版以美观为宜；《证书》背面应为持证单位《申请书》的影

印。《证书》用一张A4纸制作，并用透明塑料密封。

3.《证书》信息上传。发证单位办理、制作完《证书》后，应当天将该《证书》的发证日期、证书编号、单位名

称、联系人姓名和电话五项内容上传全国地质资料馆（以下简称“全国馆”）。全国馆应在收到发证单位上传信

息的当天，将其编录加载到全国馆网站的“证书信息”栏内，以便其他资料保管单位向外提供借阅复制服务时核

实借阅复制人的身份用。

4.《证书》的使用。省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地质资料保管单位印发的《证书》，在全国各省（区、

市）资料保管单位通用。

（五）涉密地质资料的借阅复制。

1.借阅复制秘密级、机密级地质资料，借阅复制人应出示《证书》，或本人工作证，或单位介绍信；借阅复制绝

密级地质资料，如果该资料不是本单位或其直接下属单位形成的，借阅复制人除出示上述证件外，还应出示地

（市）级（含）以上人民政府或其工作部门同意借阅复制该资料的批文。

2.资料保管单位工作人员审核借阅复制人出示的有效证件后，对于出示《证书》的，可直接向其提供借阅复制服

务；对于未能出示《证书》，只能出示单位介绍信等其他有效证件的，资料保管单位工作人员应根据借阅复制人

提供的工作单位信息，从全国馆网站的“证书信息”栏目中查阅该单位联系人和电话，并通过电话核实借阅复制

人确属于该单位可借阅复制涉密地质资料的人员后，向其提供借阅复制服务。

3.办理借阅复制服务时，资料保管单位工作人员和借阅复制人都应认真填写《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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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的内容。

附录（可以从网络获取《涉密地质资料管理细则》查看具体附录内容：

      1.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标志的规定

      2.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申请书

      3.《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证书》正面样式

      4. 涉密地质资料借阅复制登记表

     5.国土资源、测绘、海洋、环境保护、核工业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摘录，涉密，单独印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有关条款：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国家秘密，不够刑事处罚的，可以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已经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第13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

9月1日起施行。）有关条款：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

者上级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

　　（一）接收汇交的测绘成果副本或者目录，未依法出具汇交凭证的；

　　（二）未及时向测绘成果保管单位移交测绘成果资料的；

　　（三）未依法编制和公布测绘成果资料目录的；

　　（四）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后，不及时进行处理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汇交测绘成果资料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进行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测绘成果保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测绘成果资料的保管制度管理测绘成果资料，造成测绘成果资料损毁、散失的；

　　（二）擅自转让汇交的测绘成果资料的；

　　（三）未依法向测绘成果的使用人提供测绘成果资料的。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责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建立以地理信息数据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利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

　　（二）擅自公布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

　　（三）在对社会公众有影响的活动中使用未经依法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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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规划师来看待ARCGis的运用，往往会将其误读

为仅仅是用于分析地形、高程、坡度、坡向的工具，

这是非常狭隘的观念。如果针对规划师（城市规划、

风景园林规划和生态规划），实际上ARCGis可以带来两

个方面的重要应用：一个是制图；一个是分析。

　　使用传统不带有地理信息数据的AutoCAD往往会产

生繁琐重复性的工作，所绘制的规划图对后面的分析

工作也帮助甚微。而GIS强调数据的运用，是以数据的

方式看待图形，因此使用GIS最重要的一步工作就是数

据的录入，制图、分析都是以这些数据为基础再进一

步的操作，避免过多的手工处理直接干预图形形式。

　　同时在处理GIS时不能够忽略RS遥感部分内容以及

GPS部分，这三个方面是一同的、互相协助的关系，例

如一般在处理一个新项目时总是先处理目标区域的遥

感图像，初步判断地物情况，必要时可以进行分类及

不同年份的变化监测，然后录入现状以及规划数据与

之叠加，在此基础上根据规划条件和规划目的进行相

关分析，例如各种适宜性评价，网络分析等。

　　初学者刚接触GIS时会被其庞大的内容所影响，总

是无法找到适宜学习GIS的途径而无法入手，入门最好

的教程就是ARCGis公司ESRI出版的基础教程以及其帮

助文件。本书是针对规划人员所编写与学科紧密联系

的辅助手册，可以作为初学者了解GIS与该学科的关系

的入门书以及相关分析操作的教材，更是作为案头工

具，帮助在使用GIS处理规划时的查询手册。

　　GIS庞大的分支是本书无法全部涵盖的，而部分内

容与规划设计学科关系不大，这里将主要关键的，与

规划学科紧密联系的部分加以阐述，并抛砖引玉希望

能够挖掘出更多的应用以促进学科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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