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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山脊线和山谷线的一种新方法

黄培之1

(1　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深圳市南油大道 2336号 , 518060)

摘　要:在研究了现有的仅从山脊线和山谷线的几何特性或物理特性的单一方面设计的提取山脊线和山谷

线的算法后 ,提出了一种基于地形表面流水分析与等高线几何分析相结合的提取山脊线和山谷线的方法。该

方法把等高线几何分析的方法与地形表面流水模拟分析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能够克服各自所具有的弊

端。实验结果表明 ,用本文方法所提取的山脊线和山谷线与实际地形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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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自然长期作用所形成的山脊线和山谷线

不仅具有其自身的几何意义 ,而且还具有特定的

物理意义。从几何方面来讲 ,它构成了地形起伏

变化的分界线(骨架线),所以它在地形表示方面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山脊线具

有分水性 ,山谷线具有合水性 ,这一物理特性又使

得它在工程应用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

记录地形起伏变化的数字化资料———数字化

等高线数据和数字地面模型(DEM)数据中隐含

有山脊线和山谷线的信息 。如何从这些数字化资

料中自动提取隐含在其中的山脊线和山谷线并将

其应用于地形分析 、高逼真度 DEM 的建立 ,以及

为应用部门提供山脊线和山谷线数据是目前所面

临的一个课题。近年来 ,随着 GIS 技术的应用和

发展 ,自动提取山脊线和山谷线的技术和方法的

研究对于扩充 GIS 的应用功能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 。目前此项技术的研究较为活跃 ,同时 ,有关

山脊线和山谷线数据的应用领域也相当广阔 。在

自动化地图制图领域 ,费立凡
[ 1]
利用从数字化等

高线数据中提取的山脊线和山谷线进行等高线成

组综合 。陈晓勇[ 2]将从扫描等高线数据中提取

的山脊线和山谷线用于等高线高程的自动推算。

G.Aumann
[ 3 ,4]
等从数字化等高线数据中提取山

脊线和山谷线并将其用于高逼真度的地形表示。

在地形数据压缩方面 ,研究人员用高斯算子从

DEM 数据中自动提取山脊线和山谷线上的点 ,并

将其用于规则格网状的 DEM 数据压缩[ 5] 。在水

利工程方面 ,研究人员借助地形表面流水模拟的

方法从 DEM 数据中自动提取山脊线和山谷线 ,

并用于区域地形的水分析[ 6 ,7] 。

上述方法都是从山脊线和山谷线的几何特性

或物理特性的单一方面进行研究和设计算法 。它

不能够准确地提取隐含在现有资料中的山脊线和

山谷线的有效信息。本文将山脊线和山谷线所具

有的几何特性和物理特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用于

算法设计 ,以试图最大限度地从现有资料中提取

隐含在其中的山脊线和山谷线的信息 ,并从中得

到满足要求的数据。

1　山脊线和山谷线提取算法概述

已有的山脊线和山谷线提取算法从其设计原

理上可分为两类:基于地形表面几何形态分析的

算法和基于地形表面流水分析的算法。从算法所

适用的数据资料又可分为二维算法和三维算法。

前者用于数字化等高线资料 ,后者用于 DEM 数

据。基于地形表面几何形态分析的算法有等高线

曲率最大判别法[ 1] 、等高线骨架化法[ 2] 和地形断

面极值法[ 8] 。基于地形表面流水分析的算法有

三维地形表面流水数字模拟法
[ 6 , 9]
与等高线垂线

(坡向)跟踪法[ 4] 。

等高线曲率最大判别法和地形断面极值法都

是先从已有的数据资料中提取一些可能是山脊线

和山谷线上的点的候选点;然后再根据一定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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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这些候选点进行分析 ,从中提取每一条山脊

线和山谷线[ 1 , 8 , 7] 。在提取山脊线和山谷线上点

的候选点时 ,等高线曲率最大判别法是先计算每

一条等高线上各点处的曲率值 ,然后找出其局部

曲率最大值点。地形断面极值法是采用计算地形

断面和找出其高程极值点的办法。由于地形断面

极值法通常只采用两个正交方向上的地形断面 ,

因此 ,它会丢失某些方向的山脊线和山谷线上的

点[ 8] 。由于地形噪音的存在以及在判定山脊线

和山谷线上的点的候选点时采用同一阈值 ,因而

不能够顾及区域地形变化的特殊规律。当阈值选

择过大时 ,会遗漏一些山脊线和山谷线上的点;反

之 ,则会增加候选点中的噪音。这都会给后续山

脊线和山谷线的识别及归类带来困难。

骨架化方法又称为中心轴化法 ,近年来被广泛

用于图像 、图形处理。图形骨架就是二维图形边界

内距其两侧边界等距离点的集合所组成的线 ,即图

形的骨架线或中心轴是二维几何图形内各个不相

互包含的所有最大内切圆圆心的轨迹线 。图形骨

架化法用于提取山脊线和山谷线时 ,先求取每条等

高线弯曲部分的骨架 ,然后连接相邻等高线的骨架

以得到山脊线和山谷线[ 2] 。该方法是将山脊线和

山谷线两侧的地形视为对称变化。显然 ,这与多数

地形的实际变化不相符合 ,因此 ,用该方法所得到

的山脊线和山谷线有很大程度的近似性。

基于地形表面流水分析的算法有三维地形表

面流水数字模拟法与等高线垂线(坡向)跟踪法。

它们都是以山脊线和山谷线的物理特性为依据 ,

通过模拟和分析地形表面流水的运动状况以得到

分水线(山脊线)和合水线(山谷线)。在具体操作

上 ,它们都是先找出流水方向(坡向),然后计算汇

水量或跟踪流水线。不同之处是前者用数字计算

模拟地形表面流水 ,而后者则以几何分析即通过

跟踪坡向的方法得到山脊线和山谷线。由于地形

噪音的存在 ,这种流水模拟在地形破碎地区十分

困难且会出现错误 。为此 ,在进行这种流水模拟

之前需对地形数据进行噪音剔除 ,即对小的洼地

进行填平和挖去小丘[ 9] 。这种处理不仅费时 ,而

且十分困难。另一方面 ,由于这种方法通常采用

规则格网的数据资料进行流水模拟 ,当格网较密

时 ,不仅地形噪音增加而且计算量也成倍增加;而

当格网较稀疏时 ,所提取的山脊线和山谷线的精

度很差 。此外 ,由于流水的连续性及流水自高而

下的自然特性 ,使得处于地形高处的山谷线上的

点因其汇水量较小而常被遗漏 ,而处于地形低处

的点因其汇水量较大而被误判为山谷线上的点。

另外 ,由于该方法是将汇水区域边界线视为分水

线 ,因此它所确定的分水线皆为闭合曲线 ,显然 ,

这与实际山脊线不相符合 。这些都将影响所得到

的山脊线和山谷线的质量 。

2　基于地形表面流水分析与等高线
几何分析相结合的提取山脊线和

山谷线方法

2.1　算法的设计

先用几何分析的方法从数字化等高线数据中

提取可能是山脊线和山谷线上点的候选点;然后

再用流水模拟的方法提取区域内地形概略的分水

线和合水线;最后用得到的分水线和合水线辅助

对已得到的山脊线和山谷线候选点进行识别 、归

类 ,顺序提取各条山脊线和山谷线 。

2.2　算法的实现

2.2.1　山脊线和山谷线上候选点的提取

山脊线和山谷线上的点在等高线上的特征为

其局部曲率最大点 ,亦为等高线弯曲变化的特征

点。曲线特征点的提取是计算机图形 、图像处理

和模式识别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已研究出的

用于曲线特征点提取的算法有多种[ 10 , 11 ,12] 。本

文采用Split方法进行等高线特征点提取 。

Split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对于闭合曲线 ,先

用曲线的最左边和最右边的两个点作为起始点;

对于非闭合曲线 ,选择其两个端点作为起始点。

起始点确定后 ,顺序计算曲线上位于两个起始点

之间的每一个点距两个起始点连线的垂距 ,并找

出其最大垂距点。若该最大垂距值大于给定的阈

值 ,则该点为特征点 。再用该点分别与原两个起

始点构成两对新的起始点 ,用相同的方法找出曲

线的特征点 ,如图 1所示 。

2.2.2　概略分水线和合水线的获得

用数字化等高线数据建立概略的 DEM ,然后

再用所得到的 DEM 进行地形表面流水数字模拟

可得到区域地形概略的分水线和合水线 。用数字

化等高线数据建立概略的 DEM 的原理和方法参

见文献[ 13] 。

本文所设计的算法中流水模拟的目的仅仅是

为了获取概略的分水线和合水线 ,用于辅助对等

高线特征点进行识别 、归类 ,以从中提取山脊线和

山谷线 ,即用于解决原几何分析方法中的山脊线

(山谷线)的跟踪难题 。显然 ,采用较稀疏的 DEM

便可满足这一目的。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地形噪音

的影响 ,而且还能使计算量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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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地形表面流水模拟是先计算区域内每个

点的流水方向 ,它可以通过计算该点的 8个方向

上的坡度值 ,来找出其中坡度下降最大的方向。

获得区域地形流水方向后 ,依据流水自高向低的

自然规律 ,按高程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计算每点

的汇水量(可假设模拟前每点的水量为一个计量

单位)。区域内汇水量最大的那些点即为汇水线

的终结点。分别从每一个汇水线的终结点出发 ,

找出该条汇水线上与该点邻近的上一个点 ,这个

点的汇水量远小于汇水线的终结点的汇水量 ,而

远大于汇水线的终结点的其他邻近点的汇水量。

将最新所确定的汇水线上的点视为新的汇水线的

终结点 ,用相同的方法确定该条汇水线的下一个

点。依照上述方法直至所判定点的所有邻近点的

汇水量差异较小为止 ,这样便可获得矢量化的汇

水线数据。对已获得的各条汇水线 ,找出其汇水

区域的边界线 ,这些汇水区域的边界线就是分水

线。汇水区域的边界线的确定可通过计算流向该

汇水线的所有点所构成的区域的边界线获得 ,然

后再用跟踪算法便可获得矢量化的分水线数据。

2.3　山脊线和山谷线的确定

获得区域内地形概略的分水线和合水线后 ,

分别求出与每一条分水线和合水线相交的各条等

高线的交点 ,然后再在每个交点所在的等高线上

找出与该交点邻近的特征点作为山脊线和山谷线

上的点 。具体做法是以该交点为圆心和以 DEM

格网距的一半为半径画圆 ,对位于该圆内的该条

等高线上的特征点找出其距圆心最近的一个特征

点作为山脊线和山谷线上的点 。在上述处理过程

中 ,需参照相邻等高线邻近的特征点以保持同一

山脊线(山谷线)的弯曲一致。当所选的特征点使

得山脊线(山谷线)的走向出现突变时 ,应检查位

于该圆内的其他特征点 ,并从中找出能使得该条

等高线的走向较为合理的一个特征点作为山脊线

和山谷线上的点 。若在交点附近无特征点 ,并且

相邻等高线皆出现此现象 ,说明山脊线(山谷线)

已终止 。这是由于流水模拟方法的局限性所致 ,

它通常出现在汇水线的低处与分水线的两端 。对

于由流水模拟方法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处于高处的

山谷线丢失部分采用的处理方法是:在已获得的

每条山谷线的最高点 ,按其走向向外延伸 ,使其与

上一条等高线相交 ,然后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山谷

线的上一个点 。

3　实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笔者进

行了实验验证。图 2是实验区域的地形图 ,该区域

的三维地形透视图见图 3。对实验区域内的等高

线数字化后得到的等高线数据由 1 803个点组成。

用Split算法(阈值取 1.5时)所提取的曲线特征点

的个数为 259(见图 4)。从图 4可以看出 ,这些特

征点中含有该区域内山脊线和山谷线的丰富信息 ,

同时也含有大量的噪音。若能对这些特征点进行

正确的识别便可以从中得到区域内的山脊线和山

谷线。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对该区域地形表面进行

流水数字模拟所得到的概略分水线和合水线如图

5所示。从该图可看出 ,概略分水线和合水线含有

山脊线和山谷线的信息 ,同时也存在某些局部与等

高线不相匹配的地方。利用所得到的概略分水线

和合水线辅助进行山脊线和山谷线跟踪 ,即对由几

何分析所得到的山脊线和山谷线的候选点进行识

别 、分类可得到正确的山脊线和山谷线 ,其结果见

图6。在该实验结果中 ,组成山脊线和山谷线的点

数为 75 ,其中属于山脊线上的点的数目为 43 ,属于

山谷线上的点的数目为 32。从图 6所示的实验结

果中可以看到 ,本文算法所提取的山脊线和山谷线

与实际地形相符合。

　　对实验结果(见图 6)进行分析 、比较可以知

道 ,用 Split算法(阈值取 1.5时)所提取的 259个

曲线特征点(见图 4)中 ,只有 75 个点是山脊线上

的点和山谷线上的点(其中属于山脊线上的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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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实验区域地形图　　　　　　　　　　　　　图 3　实验区域三维地形透视图　　　

Fig.2　Terrain of Experimental Area　　　　　　　　　Fig.3　Perspective of Experimental A rea　　

　图 4　Split方法提取的特征点　　图 5　概略分水线和合水线　　　图 6　本文算法所提取的山脊线和山谷线

　Fig.4　Dominant Point Extracting　　Fig.5　Rough Skeleton Line of 　　　Fig.6 Ridge and Valley Ex tracted　　　　

　　from Contour　　　　　　　　　Experimental A rea　　　　　　　　　by the New Method　　　　

43个 ,属于山谷线上的点为 32 个)。通过计算可

以得出 ,文中所提取的曲线特征点中含有山脊线

和山谷线的有效信息占 29%,无效信息(噪音)占

71%。因此 ,仅仅依靠简单的推理很难从 259个

特征点中正确选取 43个山脊线上的点和 32个山

谷线上的点 。从图 5中可以看到 ,由流水数字模

拟分析方法所得到的分水线和合水线含有山脊线

和山谷线的信息 ,但它与山脊线和山谷线又有着

不同之处:①分水线皆为闭合区域(汇水区域)的

边界线 ,山谷线的两端与等高线不相符合 ,这是由

于分水线和合水线与山脊线和山谷线的概念不同

所引起的;②分水线和合水线与等高线的弯曲形

状符合得不好 ,这是由于在进行流水数字模拟分

析时所采用的 DEM 格网较稀疏所致。若采用较

密的 DEM 格网进行流水数字模拟分析 ,由于地

形噪音的增加使得这种模拟分析更加困难 ,更不

用说得到较好的结果了。

另外 ,从图 6所示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到 ,用本

文算法所提取的山脊线和山谷线与实际地形基本

上相符合 ,但是在边界区域会出现一些误判 。这

是由流水数字模拟分析算法中边界效应所引起

的 ,它可以根据山脊线和山谷线的走向进行识别

并剔除 ,即在边界区域中 ,当山脊线或山谷线的走

向出现突变(转角大于 90°)时 ,山脊线或山谷线

应终止。

4　结　语

山脊线和山谷线构成了地形起伏变化的骨

架。自动从地形数字化资料中正确提取山脊线和

山谷线在自动化制图 、工程应用领域有着特别重

要的意义 。本文用几何分析的方法从数字化等高

线数据中提取地形特征点 ,用流水数字模拟的方

法得到区域概略的分水线和合水线 ,并将它用于

山脊线和山谷线的识别。这样既能够保证所提取

的山脊线和山谷线的几何精度 ,又能够较好地解

决原几何分析方法中所存在的山脊线和山谷线的

识别 、跟踪问题 。另一方面 ,由于在算法设计上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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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稀疏的 DEM 数据进行流水模拟以及用概略

的分水线和合水线辅助进行山脊线和山谷线的识

别 、跟踪 ,所以该算法有着很强的抗噪音能力 。该

方法不仅把几何分析的方法与流水模拟的方法有

机地结合起来 ,使得它们能够相互取长补短 ,而且

还能够克服它们的其他弊端。对于算法中所涉及

到的特征点提取中的阈值的选取 、流水数字模拟

分析中的 DEM 格网大小的确定以及由于边界效

应所产生的误判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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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Method for Extracting Terrain Feature Lines from

Digitized Terrai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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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idge and valley are of essential important feature of terrain surface.They play an im-

po rtant role in the terrain representat ion because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errain is determined by

these terrain feature.Digitized contour data contains the information of these feature lines implicit-

ly.For many years , researchers have been w orking on the ex traction of terrain feature lines from

digi tized contour lines.Up to now , existing method for feature line ext raction is 2D geometrical

analy sis method ,which includes ext raction of feature points and feature line t racing.The former

can be w ell solved by 2D geometrical analy sis ,but the lat ter is very diff icult and remains unsolved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2D geometrical analysis.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 r investigates the problem of the derivation of terrain feature lines ,

and discusses the exist ing method for the derivation of terrain feature line .After analyz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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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method theoret ically , the author puts forw ard an idea for terrain feature line t racing in

w hich 3D terrain analysis technique is used.The new idea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vellay line is

the line into w hich falling w ater is merged and ridge line is the line which separates falling w ater.

The method for terrain feature line tracing developed by the new idea includes 3D terrain

analy sis and 2D geometrical analysis.Because 3D terrain analy sis means falling w ater analysis in

this paper , it is also called physical analy sis of terrain model.In the falling w ater analysis of ter-

rain , the lines into which falling water is merged and the line w hich separates falling water can be

roughly located by falling water simulation.Because the conception of valley line and ridge line dif-

fers f rom the conception of the lines into slight ly , some adjustment must be done before the valley

line and ridge line are determined.The adjustment includes that some problems are led by differ-

ences betw een conceptions , and the location is not accurate by falling w ater simulation.The former

means that there exist some mistakes at the two ends of the line into w hich falling w ater is merged

because the accumulation of falling w ater has close relation to elevation.I t leads to some part of

v alley line at higher posit ion loss because the accumulation of falling w ater is small , and some part

of the line into w hich falling w ater is merged at low er posi tion is taken as parts of valley line be-

cause the accumulation of falling w ater is larger.The lat ter is led by the lower accuration of the

data used in 3D terrain analy sis.In the new method , 2D geometrical analysis technique is combined

w ith 3D terrain analysis , and the rough results of falling water simulation are used to guide the se-

lection and ordering of feature points from 2D geometrical analysis results.In this w ay , the new

mathod can take the advantages of 2D geometrical analysis and 3D terrain analy sis , and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 s of them.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 the autho r gives an experimental result w hich

shows the valley and ridge ext racted by the new method is conco rd to the experimental terrain.

Key words:feature line;geometric analy sis;falling w ater simulat ions;dominan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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