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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套全球30 m分辨率土地覆被产品区域尺度精度评价
——以河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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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数字地理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封 475004；4.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对全球首套 30 m 分辨率土地覆盖产品 GlobleLand30 进行区域尺度
精度评价。首先，以中国 1∶10 万土地利用数据（CHINA-2010）为参考，分析两种产品的空间一
致性；而后，通过 Google Earth 样本分析 GlobleLand30 在空间不一致区域的制图精度；最后，利
用野外实地考察样本对 GlobleLand30 进行总体精度评价，并从土地覆被复杂度、高程等方面分
析影响精度的原因，结果表明：① GlobleLand30 与 CHINA-2010 空间一致性达 80.20%。两种产
品对耕地、林地、人工地面一致性高，对草地、水体、灌木、湿地、未利用土地的一致性低。② 在
空间不一致区域，GlobleLand30 的总体分类正确率略低于 CHINA-2010，但两者对不同地类的
优势不同。③ 经野外实地考察验证可知，GlobleLand30 的总体精度达 83.33%。④GlobleLand30 与 CHINA-2010 的空间一致性随土地覆被复杂度的增加而降低，
并在高程过渡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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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是地表各种物质特征及属性的综合体，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影
响因素之一 [1,2]。因此，精确的土地覆被数据在提高碳循环、水文循环、气候变化监测、
土壤退化等多种科学研究的准确性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5]。
目前，常见的全球土地覆被数据库分辨率在 300~1000 m，这些中低分辨率产品在中
国区域精度低，空间一致性在 53%~57%，空间细节不足，不能满足全球及区域气候变化
模拟等应用的需要 [6]。2014 年中国适时推出了首套全球 30 m 分辨率土地覆被数据产品
GlobleLand30[7-9]，该产品将全球土地覆被产品的空间分辨率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具有空
间范围广、分辨率高、数据时相新、以自动化分类为主等优势，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10]。
据不完全统计，来自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0 多名用户下载了该数据[11]。
Chen 等对该产品在全球范围进行了精度评价[12]；Brovelli 等对该产品在意大利地区的
精度进行了评价 [13]；孟雯等利用样本评价法研究了 GlobleLand30 在陕西省的精度 [14]。可
以看到，以上精度检验主要来源自生产方针对其他国家和中国部分局部区域的自评估结
果，GlobleLand30 在中国其他局部区域的精度还有待第三方进行更为详细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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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覆被产品精度评估方法主要有样本评价和比较评价两种。样本评价法具有较高
的置信度[15]，Clark 等利用实地考查或目视解译样本评价了产品精度[14,16-18]。但由于目前标
准、可共享的样本难以获得，样本评价法存在成本高，样本数量不足的问题。比较评价
法则通过分析待评价产品和已有土地覆被产品的空间一致性，衡量制图精度，空间一致
性越高则制图精度越高。该方法具有自动快速、成本低的优点被研究者广泛使用[19-21]。但
这种方法仅能获得产品的相对精度，当待评价数据与参考数据分类不一致时，简单的认
为待评价数据分类错误，无法进一步评价不同土地覆被产品在空间不一致区域的优势与
不足[22]。
为全面反映首套全球土地覆被产品 GlobleLand30 在中国区域的特点，克服比较评价
法的不足，以河南省为研究区，采用比较评价与样本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从三方面对以
2010 年为基准年的 GlobleLand30 进行评价。第一，空间一致性分析。利用比较评价法以
精度较高的 CHINA-2010[17]为参考，分析 GlobleLand30 与参考数据的空间一致性。第二，
空间不一致区域精度评价。利用 Google Earth 样本，进一步分析 GlobleLand30 在空间不
一致区域的制图精度。第三，总体精度分析。根据野外实地考察数据，分析 GlobleLand30 的总体绝对精度。此外，从土地覆被类别空间分布、数据源、数据时相、制图方
法、分类系统等多角度深入分析探讨地类混淆的原因，并对土地覆被复杂度与产品精
度、高程与产品精度的关系进行探讨。对 GlobleLand30 的精度评价不仅为使用者提供选
择依据，并且为数据研制者提高产品精度提供参考及建议。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河南省地处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地区，110°21′E~116°39′E，31°23′N~36°22′N，面
积约 16.5 万 km2，地势自西向东逐级急剧降低，平原、山地、丘陵、盆地等地貌类型俱
全，黄淮两大水系贯穿其中。由于阶梯地形和气温降水的多种组合，土地覆被类别丰富
多样，是研究中国区域尺度土地覆被产品的典型地区。
2.2 数据来源
2.2.1 GlobleLand30 数据 GlobleLand30 是由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中国科学院遥感应
用研究所、国家气候中心等有关单位共同制作的世界首套 30 米分辨率全球土地覆被数据
集。该数据集包含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期，于 2014 年制作完成，并捐献给联合国组织。本
研究对 2010 年的 GlobleLand30 进行精度评价。该产品采用“像素分类—对象提取—知识
检核”方案研制而成[7,12]，以 2009-2012 年间的 9907 景 Landsat TM/ETM+影像为主要数据源，
并使用 2640 景中国环境减灾卫星（HJ-1）影像数据进行补充[9]。
2.2.2 参考及样本数据 2010 年 1∶10 万土地利用数据是由全国各地区遥感专家通过人机交
互、
目视解译制作完成。两产品数据源基本相同，
但在分类方法方面，
CHINA-2010 采用目视
解译方法，而 GlobleLand30 以自动化分类为主、人工核验为辅。野外实地调查验证表明，
CHINA-2010全国尺度精度达94.3%以上[17]。GlobleLand30和CHINA-2010的特征如表1所示。
为克服比较评价仅能获得相对精度的缺陷，选取 Google Earth 影像样本 233 个对空间
不一致区域进行精度评价，野外实地考察样本 114 个对研究区总体精度进行评价。
2.3 数据预处理
GlobleLand30 与 CHINA-2010 的存储格式、空间范围、空间分辨率、投影方式、分
类系统均不相同，因此，在进行比较评价前需要进行以下数据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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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leLand30 和 CHINA-2010 的特征

Tab. 1 Characteristics of GlobleLand30 and CHINA-2010
产品特征

GlobleLand30

CHINA-2010

输入数据

Landsat TM/ETM+、HJ-1、生态区划等

Landsat TM/ETM+、HJ-1、地形图等

数据时相

2010 基准年

2010 基准年

分类方法

像素分类—对象提取—知识检核

目视解译

数据格式

栅格

矢量

空间尺度

30 m 分辨率

空间范围

全球

投影

WGS84 坐标系、UTM 投影

GCS Krasovsky 1940 坐标系、Albers 投影

制图单位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等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1∶10 万比例尺

中国

首先，为统一数据存储格式和空间分辨率，将 CHINA-2010 从矢量数据转换为栅格
数据，并重采样为 30 m 分辨率。而后，为保证土地覆被数据无面积变形和投影一致性，
选择阿尔伯特等积投影作为基准投影，进行投影变换。
统一的分类体系是土地覆被数据比较评价的前提。GlobleLand30 分为 10 个一级类，
未分二级类。CHINA-2010 则将土地划分为 6 个一级类，25 个二级类[17]，两者的分类体系
存在一定差异。例如，GlobleLand30 包含“裸地”和“苔原”两个类别，而 CHINA-2010
则没有区分“裸地”和“苔原”。为解决类似问题，将土地覆被类别聚合为 9 类。不同土
地覆被分类系统间类别的对应关系如表 2 所示。
利用表 2 进行分类系统转换后，GlobleLand30 和 CHINA-2010 的土地覆被空间分布如
图 1 所示。由于在研究区并未出现永久冰雪，因此该地物类型不参与精度评价。
表2

不同土地覆被分类系统间的类别对应关系

Tab. 2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of types in different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system
统一类别

CHINA-2010

GlobleLand30

1 耕地

10 农业、园艺用地

11 水田 12 旱地

2 林地

20 覆盖度>30%和 10%~30%的林地

21 有林地 23 疏林地 24 其他林地

3 草地

30 覆盖度>10%，以自然草地覆盖为主 31 高覆盖度草地 32 中覆盖度草地 33 低覆盖度草地

4 灌木

40 覆盖度>30%的灌木林

5 湿地

50 湿地植物和湿地水体

64 沼泽地 45 滩涂 46 滩地

6 水体

60 内陆水体

41 河渠 42 湖泊 43 水库坑塘

7 未利用土地 70 苔原 90 裸地

22 灌木林

61 沙地 62 戈壁 63 盐碱地 65 裸土地 66 裸岩石砾地 67 其他

8 人工地面

80 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土地改变

51 城镇用地 52 农村居民点 53 其他建设用地

9 永久冰雪

100 终年积雪、冰川

44 永久性冰川雪地

3 研究方法
3.1 比较评价
3.1.1 空间一致性评价 在将 GlobleLand30 与 CHINA-2010 按地类进行面积汇总比较的基
础上，利用一致性比率定量评价两种产品的空间一致性。一致性比率越高，则 GlobleLand30 与参考数据越相似，相对精度越高。两种产品不同地类的一致性比率 Ai 及总体一
致性比率 B 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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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统一分类系统的 GlobleLand30 与 CHINA-2010

Fig. 1 GlobleLand30 and CHINA-2010 with a common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system

Ai =

Ti
× 100%
( Ni + Mi ) 2

∑T

（1）

k

i

× 100%
（2）
S
式中：Mi、Ni 分别为土地覆被产品 M 和土地覆被产品 N 中第 i 种土地覆被类别的像元数；
Ti 为在相同位置两种产品都为土地覆被类别 i 的像元数；由于参与比较评价的两种数据空
间范围及分辨率相同，因此 S 为任一土地覆被数据的总像元数；k 为不同土地覆被类别个
数，此处 k=8。
3.1.2 空间混淆评价 尽管一致性比率可以从统计角度评估 GlobleLand30 与 CHINA-2010
的空间一致性，但无法描述两种土地覆被产品类别的混淆程度及空间分布。在进行土地覆
被空间混淆评价时，首先，以 CHINA-2010 为参考数据计算混淆矩阵，定量分析两种产品不
同地类的混淆程度。而后，将 GlobleLand30 和 CHINA-2010 叠合分析，以确定地类混淆的
空间位置，并从数据源、制图方法、分类系统、光谱特征等多方面深入研究地类混淆原因。
3.2 样本精度评价
在上述评价方法中，通过 GlobleLand30 与 CHINA-2010 的空间一致性来描述 GlobleLand30 的精度。尽管研究表明 CHINA-2010 的总体精度较高，满足参考数据的精度要
求。但由于在目视解译的过程中，不同的解译专家可能会对相同的影像分析获得不同的
解译结果，人工操作也会引入一定误差，因此 CHINA-2010 与实际地物类别仍有一定
差别。
为进一步分析 GlobleLand30 的总体绝对精度，2015 年在研究区范围进行野外实地考
察。野外考察采样过程包含了选点、坐标定位、照片拍摄、记录和修正五部分。采样过
程根据土地覆被类别构成，随机选取实地考察样本。同时，考虑到 GlobleLand30 数据基
准年为 2010 年，与考察时间具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利用时间轴在 2009-2015 年的
Google Earth 影像对考察样本进行核验，以降低由于样本质量造成的评价误差。通过以上
步骤，共获得野外考察样本 114 个。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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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针对比较评价法在待评价数据与参考数据分类不一致时，无法为数据使用者
提供精确选择依据的不足，结合样本评价法，进一步评估产品在空间不一致区域的制图
精度。由于空间不一致区域地形复杂，实地野外考察采样受到交通因素、成本因素的限
制较多，在针对空间不一致区域进行精度评价时，选择 Google Earth 影像作为样本。
Google Earth 影像由于其定位准确、时相丰富、分辨率高、获取方便、覆被广泛等优势，
是精度评价的主要数据源之一[14-16,23]。为减少定位误差及解译误差对样本质量带来的不利
影响，在进行样本选择及解译时需遵循以下原则：① 由于 Google Earth 影像样本的定位
误差在 15 m 左右，GlobleLand30 的空间
分辨率为 30 m，为减少定位误差的影
响，样本点选择区域大小为 7 像元×7 像
元即 210 m×210 m 均质区域的中心点。
② 为减少数据时相带来的解译误差，主
要使用和待评价数据时相一致的 20092011 年间的遥感影像，并参考其他年间
的多时相数据。③ 对于部分解译难度较
大样本，结合参考其他信息辅助解译。
例如，结合其他地图信息区分裸地和人
工地面，利用志愿地理信息平台 Geo-wiki[24] 辅助解译等。④ 采用多人独立解译
方式，并在解译结果经商议无法统一
时，舍弃该样本。在遵循以上原则的基
础上，针对空间不一致区域，按类别混
淆面积大小，分层随机采样，确定样本
图 2 野外考察样本及 Google Earth 样本分布
位置，并由不同专家利用 Google Earth
Fig. 2 The distribution of validation samples from
进行目视解译。野外实地考察及 Google
field survey and Google Earth
Earth 样本分布情况如图 2 所示。
在样本评价过程中以总体精度和制图精度为指标衡量产品的质量，公式[25]如下：
OA = T × 100%
（3）
X
T
PAi = i × 100%
（4）
Xi
式中：OA 为总体精度，是所有被正确识别的样本数 T 与总样本数 X 的比值； PAi 为某地
类 i 的制图精度；Ti 为被正确识别为第 i 类地物的样本数；Xi 为实际为第 i 类地物的样本
数。判断样本分类是否正确时，为降低分类系统转换误差，认为土地具有多类型特征，
当分类结果具有土地某一特征时，即认为分类正确。例如，GlobleLand30 定义“苗圃”
为“耕地 （10） ”，CHINA-2010 定义“苗圃”为“其他林地 （24） ”，当实际地类为
“苗圃”时，若 GlobleLand30 分类为“耕地”即分类正确，CHINA-2010 分类为“林地”
也同样正确。
3.3 高程分带
高程、地表起伏度等地形因素是土地覆被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26]。在 SRTM DEM
90 m 数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地貌相关划分标准[27]，同时考虑到研究区内平原、盆地的
高程多在 200 m 以下[28]，丘陵的高程多在 500 m 以下，高程>2000 m 的地区面积不足全区
0.01%的实际地貌情况，将研究区划分为 ≤ 200 m、200~500 m （含 500 m）、500~10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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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1000 m） 和>1000 m 四个高程带，研
究区高程带分布如图 3 所示。通过统计
两种产品空间一致性在不同高程带的变
化，分析高程与 GlobleLand 30 分类精度
之间的关系。

4 结果分析
4.1 比较评价
4.1.1 空间一致性评价 图 4 描述了 GlobleLand30 与 CHINA-2010 在研究区的土
地覆被类别面积构成及空间一致性。从
全局分析，GlobleLand30 与 CHINA-2010
面积构成相似，总体一致性较高。第一，
图 3 研究区高程分带图
两土地覆被产品面积构成基本相同，均能
Fig. 3 Zoning map of elevation in the study area
够刻画河南省以耕地为主，林地、人工地
面、草地为辅，其他土地覆被类别较少的
格局。第二，公式（2）计算结果表明，两种
产品总体一致性比率为 80.20%，具有高
度一致性。
尽 管 GlobleLand30 与 CHINA- 2010
总体空间一致性较高，但是从细节来看
两种产品在不同土地覆被类别的空间一
致性差别很大。其中，耕地一致性比率
88.88%，空间一致性最高，并且两种产
品对耕地的识别面积几乎相同，约占全
省 面 积 的 64% ； 林 地 一 致 性 比 率 为
图 4 土地覆被类别面积比率与空间一致性比率
74.96%，其中，GlobleLand30 林地面积
Fig. 4 Area ratio and spatial consistency ratio of land cover types
较大，占 19%，CHINA-2010 林地面积
较小，占 14%；人工地面的一致性比率为 69.92%，但两种产品对人工地面的识别面积几
乎相同，这说明漏分和错分现象同时存在；产品对水体和草地的空间一致性较低，一致
性比率分别为 56.24%和 28.34%；对湿地、灌木和未利用土地而言，空间一致性极差，一
致性比率分别为 8.75%、1.56%和 0.01%，但这些类别面积比率仅在 0.1%~3%，因此，并
未对总体的空间一致性造成明显影响。
综上所述，GlobleLand30 与 CHINA-2010 总体空间一致性高，但不同地类的空间一
致性差别较大。其中，核心土地覆被类别耕地、林地、人工地面空间一致性较高，水
体、草地次之，面积构成比率小的灌木、湿地、未利用土地空间一致性低。
4.1.2 混淆矩阵评价 利用叠加分析法，获得两种产品在相同位置的土地覆被类别对应关
系，并在对叠加结果统计汇总的基础上，建立 GlobleLand30 与参考数据的土地覆被类别混
淆矩阵，获得地类混淆情况如图 5 所示。在图 5 中，横坐标代表参考数据的地物类别，纵坐
标代表参考数据中属于某个地类的像元在待评价数据 GlobleLand30 中被标记为各地类的
百分比。当横坐标描述的参考数据地物类别与纵坐标标示的土地覆被分类类别不一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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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认为出现了地类混淆。由图 5 可以
看到，在参考数据中识别为耕地的像
元，约有 10%被混分为林地、草地及人
工地面。在参考数据中识别为水体的
像元，约有 40%在 GlobleLand30 中被
混分为耕地，少部分被混分为林地、草
地、湿地和人工地面。在参考数据中
识别为人工地面的像元，约有 30%在
GlobleLand30 被混分为耕地。对于湿
地、灌木和未利用土地，GlobleLand30
混分情况严重，几乎全部被混分为耕
地、林地、草地等主要地类。结合不同
图 5 GlobleLand30 和 CHINA-2010 土地覆被类别混淆
土地类别所占面积可知，耕地—林地
Fig. 5 Confusion of land cover types between
—草地混分，人工地面—耕地混分，水
GlobleLand30 and CHINA-2010
体 — 耕 地 混 分 现 象 是 影 响 GlobleLand30 精度的主要原因。
4.2 样本精度评价
4.2.1 总体精度评价 野外实地考察精度评价
表 3 空间不一致区域 Google Earth 验证样本
共选取野外实地考察样本 114 个，其中耕地 51
Tab. 3 Google Earth validation samples
个，林地 31 个，人工地面 11 个，其他土地覆被类
in spatially inconsistent areas
别 21 个。野外实地考察评价结果表明，Globle面积(km ) 样本个数
混淆地类名称
82
10973.66
Land30 正确分类的样本数目 95 个，由公式（3） 耕地—人工地面
46
耕地—林地
6192.77
可 知 ，样 本 正 确 识 别 比 率 即 总 体 精 度 为
30
耕地—草地
3945.84
83.33%。
37
草地—林地
5006.21
4.2.2 空间不一致区域精度评价 在对空间不
12
耕地—水体
1617.98
一致区域进行精度评价时，为保证样本数据质
灌木—林地；灌木—耕地；
26
3475.79
量，依据样本选择原则，按混淆地类面积大小， 灌木—草地
分层随机选取符合条件的 Google Earth 验证样
233
31212.25
合计
本 233 个。各种混淆地类的样本情况如表 3 所
示。其中，评价区域总面积约为 31212 km2，占
空间不一致区域总面积的 90%以上，是类别混
淆的关键区域。此外，由于湿地和未利用土地
存在分类系统转换误差，且所占面积比率小，
不再对其针对空间不一致区域做精度评价。
利用公式 （3） 和公式 （4） 获得空间不
一致区域制图精度和总体精度结果如图 6 所
示。整体而言，GlobleLand30 在空间不一致区
域 的 总 体 精 度 略 低 于 CHINA- 2010， 其 中 ，
GlobleLand30 在空间不一致区域的总体精度为
45%，CHINA-2010 在空间不一致区域的总体
精度为 50%。对单一地类而言，两种产品在不 图 6 空间不一致区域的制图精度与总体精度
Fig. 6 Producer's accuracy and overall accuracy
同土地覆被类别的识别能力上各有优势。其
2

in spatially inconsisten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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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GlobleLand30 对林地的制图精度较高，为 70%，CHINA-2010 对林地的制图精度较
低，仅为 21%。但 GlobleLand30 在灌木、水体、草地、人工地面和耕地的制图精度分别
为 17%、18%、27%、34%和 46%，均低于 CHINA-2010，仍有精度提升空间。
由比较评价可知，两种产品空间一致性区域占 80.20%，若假定空间一致则分类正
确，结合空间不一致区域的精度分析结果可知，GlobleLand30 主要地类的分类精度仅略
低于 CHINA-2010。此外，GlobleLand30 在林地的制图精度高于 CHINA-2010，更适用于
森林变化监测领域。
4.3 空间混淆分析
在精度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类别混淆空间分布情况、土地覆被复杂度、高程分带
等多方面分析类别混淆出现的原因。
4.3.1 类别混淆情况分析 图 7 直观描述了研究区内 GlobleLand30 与 CHINA-2010 主要土
地覆被类别混淆空间分布情况。结合土地覆被空间分布情况（图 1）可以看到，Globle-

图7

主要土地覆被类别混淆的空间分布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confusion for main land cover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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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30 和 CHINA-2010 均能描述分布在平原地区的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地区的林地，流
经省内的黄河、淮河、汝河等多条干流和零散分布在全省各地的人工地面。但两种产品存
在不可忽略的差异，例如，CHINA-2010 的水体脉络明显，而 GlobleLand30 的水体较少；在
CHINA-2010 中灌木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东南边界及西部山地丘陵地区，而在 GlobleLand30
中则主要分布于研究区西北地区，空间位置存在巨大差异；植被类别混分现象主要分布在
平原与山地的过渡区域；人工地面与耕地的混分区域则零星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平原地区及
南阳盆地。对主要地类混淆，分析原因如下：
（1） 耕地、林地与草地的混淆情况如图 7a 所示。可以看出，在耕地广泛分布的平原
和盆地、林地广泛分布的山地丘陵地区，空间一致性较好。但在山地与平原、山地与盆
地的过渡地带，存在明显的耕地、林地、草地混分现象，混分面积约 15152.39 km2，占
研究区总面积的 9.15%。分析原因，该区域多见耕地、林地、草地交错现象，三者在光
谱上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增加了识别难度。
（2） 水体混淆情况空间分布如图 7b 所示。参考数据识别水体 3505.75 km2，GlobleLand30 仅识别 1943.30 km2，水体漏分现象明显。水体的土地覆被类别混淆主要出现在水
体和耕地之间。从空间分布来看，水体识别一致性区域主要分布于河流干流和大型水
库，识别不一致地区，主要分布于河流支流。在 1∶10 万比例尺下查看水体混分情况空间
分布图谱，并结合 Google Earth 影像进行细节分析发现，水体—耕地类别混淆原因有以
下两方面：一方面，参考数据由目视解译完成，结合了大量专家知识，因此河流脉络完
整，水体识别能力强。而 GlobleLand30 受单时相数据源影响显著，只反映某一特定时间
的水体状况 [29]。若选择的影像数据正处于枯水期，会降低水体识别能力。另一方面，
GlobleLand30 更能反映由于环境影响造成的水资源流失情况。对不一致区域抽样分析发
现，存在部分区域，水资源流失严重，尽管河道存在，但水体变窄甚至消失，而这些现
象在 CHINA-2010 中表现不突出。综上，水体受年际、季节变化影响较大，但理想多时
相 30 m 分辨率 Landsat 影像获取困难，需要进一步结合多源数据提高制图精度。
（3） 人工地面混淆情况空间分布如图 7c 所示。该地类混分现象零星分布于平原和盆
地，主要出现在人工地面和耕地之间，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6.63%，混分现象明显。对
斑块较小的村庄、城市边界区的识别错误是造成分类误差的主要原因。
（4） 灌木与其他土地覆被类别混分情况如图 7d 所示。两种产品对灌木空间一致性极
差，其中，参考数据识别灌木 3218.54 km2，而 GlobleLand30 仅识别 346.19 km2。地类混
分主要以灌木—林地混分为主，也存在灌木—耕地、灌木—草地的混分现象。灌木与其
他植被混分的主要原因有产品分类判定标准差异和灌木—林地—草地之间光谱相似两方
面。第一，GlobleLand30 和 CHINA-2010 在灌木的郁闭度和高度定义上存在一定的差
异，这会造成分类标准有所不同。对土地覆被类别定义的理解差异也造成了分类结果的
不同。例如，研究区南部山区存在部分区域，GlobeLand30 识别为耕地，CHINA-2010 识
别为灌木，结合 Google Earth 影像进行目视解译发现，该区域主要地类为灌木茶园；西
北部太行山区丘陵地带存在一较大斑块，GlobleLand30 识别为灌木，CHINA-2010 识别为
草地，经目视解译和野外实地调查采样可知，该区域以灌木、草地交错分布为主。第
二，灌木—林地、灌木—草地的光谱较为相似，存在“异物同谱”的现象，单纯利用光
谱信息区分，容易产生错分现象，需结合物候信息、地形信息、纹理信息进一步提升分
类精度。
（5） 研究区内湿地面积较小，两种土地覆被产品湿地面积仅占全省面积的 0.1%~
0.3%，一致性比率仅为 8.75%。首先，湿地生态系统复杂，且界定无统一标准规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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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遥感湿地分类难度较高。CHINA-2010 中并未定义单独的湿地类型，文中将和湿地相
关的沼泽地、滩涂和滩地合并为湿地，而在 GlobleLand30 中湿地不仅包括以上三种还包
括森林/灌木湿地等，两者定义有所不同，分类标准亦不统一。再者，湿地位于陆地和水
域的交汇处，土壤湿润，部分有表层积水，在进行土地覆被分类时难以与水体区分。目
前，利用遥感信息进行自动湿地分类的精度较低，仍有较大提高空间。
（6） 未利用土地的识别一致性几乎为 0%。除了分类定义不完全一致的原因外，未利
用土地斑块小，面积不足河南省面积的 0.1%，也是未利用土地分类混淆的主要原因。
4.3.2 土地覆被复杂度对类别混淆影响分析 利用 ArcGIS 10.2 的焦点统计功能，以矩形分
析窗口内不同土地覆被类别的个数，为该窗口中心像元的土地覆被复杂度。研究区共 8 种
不同地类，土地覆被复杂度在 1~8。
根据土地覆被复杂度进行分级划分，
当某像元的土地覆被复杂度为 n 时，
代表以该像元为中心的矩形区域内，
有 n 种不同的土地覆被类别，即该像
元属于 n 级区域。矩形分析窗口大小
不同，土地覆被复杂度的结果亦不相
同。为全面分析土地覆被复杂度对
空间一致性的影响，分别以多种分析
窗口计算 GlobleLand30 产 品 的 土 地
覆 被 复 杂 度（300 m × 300 m，600 m ×
600 m，900 m × 900 m，1200 m × 1200
m，1500 m×1500 m）。当窗口大小为
1200 m×1200 m 时，研究区土地覆被
复杂度分级情况如图 8 所示。
对土地覆被复杂度专题图与土
地覆被类别混淆空间分布图叠加分
图 8 土地覆被复杂度分级图(1200 m×1200 m)
Fig. 8 Hierarchical map of land cover
析，依据式 （2） 计算不同土地覆被
复杂度级别区域的空间一致性比
率 （图 9）。在不同的分析窗口下，
GlobleLand30 和 CHINA-2010 的空间
一致性，均随土地覆被复杂度的增
加而下降。在土地覆被复杂度为 1 级
的均质区域，空间一致性比率高达
90%，而随着土地覆被复杂度的增
高 ， 空 间 一 致 性 比 率 下 降 至 10% ~
52%。这表明在某个区域土地覆被类
别越丰富，复杂度越高，识别难度
越高，空间一致性越低。即土地覆
被复杂度是影响精度的重要因素之
一。在后续的分类研究中，可着重
图 9 不同土地覆被复杂度级别的空间一致性
针对土地覆被复杂度较高的区域，
Fig. 9 Spatial consistency at different land
cover complexity levels
进一步提升分类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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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高程对类别混淆影响分析 两种产品空间一致性在不同高程带的分布如表 4 所示。
① 在高程 ≤ 200 m 的区域，一致性比率达 85.56%（分类一致面积占该高程带总面积比例，
下同）。该地带地势平坦，光谱可分性强、分类一致的耕地（72.57%）和人工地面（10.83%）
占绝对优势，但由于 GlobleLand30 对部分乡村居民点的漏分和两产品在城镇边界分类不一
致问题造成了约 8.53%的耕地—人工地面混淆。② 在 200~500 m 高程带，一致性比率仅为
63.81%。该区域耕地分类一致性较高（37.79%），林地（17.58%）次之。混淆地类主要包括：
耕地—林地混淆（9.00%），草地—林地混淆（8.29%），耕地—草地混淆（7.32%），灌木—其他
植被混淆（5.07%）和耕地—人工地面混淆（4.43%）。③ 在 500~1000 m 高程带，一致性比率
亦较低，为 69.69%。该区域分类一致的林地上升至 48.06%，耕地比率下降为 17.35%，耕地
—林地—草地—灌木之间的植被混淆情况和 200~500 m 高程带较为相似，共占该区域的
28.38%。④ 在高程>1000 m 的高程带，一致性比率较高，为 85.57%。分类一致的林地高达
81.50%，混淆主要包括草地—林地混淆（7.07%），耕地—林地混淆（2.96%）和灌木—林地混
淆（2.35%）。该区域海拔较高，人类影响较少，
土地覆被类别单一，
因此空间一致性较高。
表4

不同高程带的空间一致性

Tab. 4 Spatial consistency at different elevation zones
≤ 200

高程带 （m）
面积 （km2）

111794

一致性比率 （%）

85.56

200~500

500~1000

27927

17596

63.81

69.69

> 1000

7996
85.57

优势地类

耕地>人工地面>水体

耕地>林地>草地>灌木

林地>耕地>草地>灌木

林地为主

主要混淆地类

耕地—人工地面

耕地—林地—草地—灌木
耕地—人工地面

耕地—林地—草地—灌木

林地—草地

研究区内 200~500 m、500~1000 m 高程带主要地貌为低海拔丘陵，小起伏山地和较
少部分的中起伏低山组成，处于人工生态和自然生态组合区域，土地覆被复杂度高，林
地、耕地、草地、灌木交错分布，且四种土地类型光谱较为相似，因此空间一致性低。
在 ≤ 200 m 和>1000 m 的高程带，优势地类较少且地类间光谱可分性强，因此空间一致
性较高。综上所述，研究区内空间一致性随高程增高呈现先降低后提升的变化趋势，且
在 200~1000 m 高程过渡地带较低。

5 结论与讨论
为给数据使用者合理使用 GlobleLand30 提供科学依据，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利用精
度较高的 CHINA-2010 对 GlobleLand30 进行空间一致性交互验证，并采用 Google Earth 样
本数据对不一致地区做进一步分析，最后利用野外实地考察样本对 GlobleLand30 进行总
体精度评价。虽然，本文的精度评价是基于区域尺度的，但该评价方法对全国尺度同样
适用。综合研究区评价结果，主要结论如下：
（1） GlobleLand30 在区域尺度具有较高的总体精度。通过比较评价可知，GlobleLand30 与 CHINA-2010 的空间一致性为 80.20%，均能描述研究区以耕地为主，林地、人
工地面、草地为辅，其他土地覆被类别较少的格局。通过野外实地考察样本验证可知，
GlobleLand30 在研究区总体精度高达 83.33%。就全局而言，无论是采用比较评价还是通
过野外实地考察样本评价，结果均表明，GlobleLand30 在研究区的总体精度在 80%以上。
（2） 在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将研究区划分为分类一致区域和分类不一致区域。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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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一致性分析可知，GlobeLand30 与 CHINA-2010 在不同土地覆被类别的空间一致性差异
较大。其中，耕地一致性高达 88.88%，林地、人工地面和水体一致性依次减少在 56.24%
~74.96%，草地、灌木、湿地、未利用土地的一致性最差在 0.01%~28.34%。为明确 GlobleLand30 的优势与不足，对空间不一致区域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当两种产品分类结
果不一致时，GlobleLand30 的总体制图精度 （45%） 仅略低于 CHINA-2010 （50%），且
在林地的制图精度 （70%） 上高于 CHINA-2010 （21%），但 GlobleLand30 在耕地、草
地、人工地面、水体和灌木的制图精度均低于 CHINA-2010。由于 GlobleLand30 对不同
地物的精度差异较大，在使用单一土地覆被类别数据时，应根据精度科学选择。
（3） GlobleLand30 的精度随土地覆被复杂度的增强而迅速下降并且在高程过渡区精
度较低。但高程仅是影响土地覆被分类的地形因素之一，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可进一步
关注坡度、坡向、高程起伏度等其他地形特征对土地覆被分类精度的影响，为土地覆被
分类过程中的特征选择提供参考。
综上所述，GlobleLand30 在中国省级区域尺度具有较高精度，仅略低于 CHINA2010，可在区域尺度为气候变化等相关研究领域提供基础数据。但遥感土地覆被制图是
长期的工作，在未来的高分辨率土地覆被产品建设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提高制
图精度。第一，针对光谱相似带来的林地—草地—灌木混分问题，建议在结合地形特征
的基础上，引入区域植被物候特征数据，以减少“异物同谱”带来的误差。第二，针对
水体、耕地混分问题，考虑引入多源、多时相数据，以改善由于 Landsat 多时相数据不理
想带来的分类误差。例如，引入重复观测周期短的中分辨率 MODIS 时序数据，以增加水
体丰水期和植被关键物候期的信息。第三，针对高程过渡区域精度较低问题，考虑高
程、地形起伏度、坡度、坡向等地形特征，提升识别能力。第四，利用数据分析与融合
技术，在保留现有产品精度较高部分的基础上，对空间不一致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需要指出的是：① 比较评价法利用空间一致性描述产品的相对精度，具有快速、低
成本、逐像元检验的特点。但参考产品与真实地表覆被仍有不同，尽管利用 Google Earth
样本对不一致区域进行了补充分析。然而两产品分类一致，仅能以较高置信度描述产品
的准确性，和野外考察获取的绝对精度仍有一定差距。在未来的研究中，建立具有合理
分类体系、标准统一、可重用、可共享的训练样本和评价样本数据库，是提高中国土地
覆被分类精度及评价置信度的重要工作。② 在比较评价过程中，根据评价产品和参考数
据的分类系统定义，进行了映射转换和类别归并，但由于 GlobleLand30 和 CHINA-2010
在灌木、湿地和未利用土地的定义存在差距和模糊性，会给一致性评价带来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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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accuracy assessments of the first global land cover
dataset at 30-meter resolution: A case study of Henan province
HUANG Yabo1,2,3, LIAO Shunbao1,3,4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Henan, China;
2. College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Henan,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Technology for Middle & Lower Yellow River Regions of Minist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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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urate global land cover datasets are key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for research
on global changes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ch as global climate change,
ecosystem assessmen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showing spatial and thematic details for the existing global land cover products at medium
and low resolutions (300-1000 m). Recently, GlobeLand30, a global land cover product based
on Landsat images at a 30- m resolution, was produced and released by China. The product
made a breakthrough in enhancing spatial resolution of global land cover products, and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 prospects. As with any land cover products,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accuracy evaluation of GlobeLand30 in global, regional or local scales before it is widely
applied. This study aims at assessing the accuracy of GlobleLand30 in Henan province with
cross- comparison analyses and sampling methods respectively. Firstly, the national land use
database of China at a 1∶100000 scale (CHINA-2010) was used as a reference data to analyze
the spatial consistency between these two products. Secondly, validation samples collected
from Google Earth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producer's accuracy in spatially inconsistent areas.
Finally,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GlobleLand30 was assessed by field survey. Moreover, sever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ccuracy of GlobleLand30 were also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uch as
land cover complexity and elevatio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a) Spatial
consistency between GlobleLand30 and CHINA-2010 reached up to 80.20%. There was high
spatial consistency for croplands, forests and artificial surfaces, and low spatial consistency for
grasslands, water bodies, shrubs, wetlands and unused lands. (b)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GlobleLand30 was slightly lower than that of CHINA-2010 in spatially inconsistent areas. As
for forests, producer's accuracy of GlobleLand30 was relatively higher than that of CHINA2010. (c) It was found by field survey that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GlobleLand30 was 83.33%.
(d)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mplexity of land cover types, spatial
consistency between GlobleLand30 and CHINA- 2010 decreased;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elevation, spatial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two products decreased first and then
rose, and became lower in the elevation transition zones.
Keywords: land use/land cover; accuracy assessment; spatial consistency; 30 m resolution;
GlobleLand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