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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论的树状河系结构化绘制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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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树状河系自身的结构特点和图论的思想 ,提出了基于图论的河系结构化绘制模型的建立 , 利用图

论的思想描述了河系的结构并建立其自动符号化模型 , 阐述了主流 、流向自动确定和结构化绘制实现的详细

算法 ,并对通用图形数据格式 DXF文件记录的河系数据进行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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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系的主流 、流向和支流等级关系等因素决

定着一个河系的整体结构。在以前相关的研究

中[ 1 ～ 3] ,都是在假设流向已知的情况下进行的。

通常 ,从遥感影像 、航片或 DEM 中提取出河系信

息 ,包括河流定位线的地理位置和河流之间的连

接关系 ,并通过明确的高程信息获得河流的流向。

在缺乏清楚的高程信息的平面地图上 ,还可以通

过常识和经验目视推测出河系的主流和大致的流

向。然而这种目测的过程对于计算机实现来说是

不稳定的。因此 ,对河系的主流和流向进行自动

判别是河系实现自动结构化绘制的前提和基础。

1　结构化绘制模型的建立

图论是河系结构建立的数学基础。一个有向

图包含了节点集和弧段集 ,每个弧段都是由一个

节点到另一个节点 。弧段的方向定义为:当它是

从起始节点到终止节点时 ,值为正 ,反之则为负。

一个节点的出度表示为所有以该节点为起始节点

的弧段的数量 ,入度则是所有以该节点为终止节

点的弧段的数量 ,节点的度则是其出度和入度的

总和 。一个有向图也可以表达为节点和节点之间

边的集合 ,弧段(边)的方向则用从起始节点到终

止节点的箭头表示。

1.1　河系结构

河网的连接关系可以用图论来形式化描述。

用节点和河道来描述河流汇入点(或端点)和汇入

点(或端点)之间的折线或曲线 ,河道上除两端节

点外 ,不存在其他的节点 。节点具有出度和入度

两个属性 ,河源是出度为 1 、入度为 0 的节点 ,河

口是出度为 0 、入度为 1的节点 ,汇入点是出度为

1 、入度大于等于 1的节点 。

树状河系较网格状 、辐射状等河系有其独特

的结构特征 ,如主支流成锐角相交 ,相邻级别河流

长度比变化大 、无环路 、支流源头高程不定等[ 4] 。

因此 , 河系的几何结构有两个最重要的界定:

①180-界定;②锐角-界定
[ 5]
。河系的主流是对

整个河系有最大影响的一条河流 ,它通常有以最

大的力量来继续它的流向的趋势 ,而其他的支流

则有可能随着它改变自身的流向 。因此 ,上游和

下游所成的角度最接近 180°的河流被称为主流 ,

而且通常主流也是各条河流中长度最大的一条河

流 ,其他的河流称为支流 。锐角-界定描述的是支

流以锐角汇入主流的规律。在树状河系中 ,当一

条河流汇入另一条河流时 ,在交汇点处形成了三

条河道 ,三条河道之间顺时针两两所成的三个角

中 ,一般形成的最小角的两条河道是上游 ,另一条

河道是下游。如图 1所示 。

河系结构的建立过程及自动绘制过程如下:

①将基线数据导入 ,分河流(弧段)、节点(河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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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 、汇入点)重新组织数据;②利用河系的几何

结构界定 ,确定整个河系的主流;③采用曲线与

曲线相交算法 ,确定各交汇点处的出度和入度 ,以

判断出各等级支流;④求出多条一级支流和主流

之间所成的角度 ,根据流向确定算法 ,判断河流主

流的流向;⑤根据主流的流向 ,确定各级支流的

流向;⑥根据河流绘制原则 ,确定各条河流的起

始宽度 、终止宽度及渐变方式;⑦符号化绘制各

条河流;⑧将符号化后的结果数据写成通用文件

格式 ,如 DXF 等 ,完成与其他软件的接口 。

图 1　河系

Fig.1　Example of River Netw orks

1.2　河流等级确定

在河流数据输入后 ,以河流作为最小的存储

单元重新组织数据。通过计算获得各河流的长度

及河流弧段之间的平滑程度 ,根据 180-界定 ,可

以判断出河流的主流。然后 ,递归判断主流的支

流(一级支流)以及支流的支流(二 、三…级支流)。

与主流有直接交点的是一级支流 ,与一级支流有

直接交点的是二级支流 ,依此类推。过程表示如

下。
River Netw orks:{riverA , riverB , riverC…}

GetBranch(A , B)

For All Edge[ i] (Node[ i] , Node[ i+1]) ∈ A (i

f rom 0 ～ MaxNodeSize)

　　For All Edge[ j] (Node[ j] , Node[ j+1] )∈ B (j

from 0 ～ MaxNodeSize)

I f( Edge[ i] Adjacent to Edge[ j])

Return A_IsBranchO f_B ;

Else

GetBranch(A , C);

1.3　流向确定算法

河系主流的流向就是整个河系的流向。河流

和河流之间在交汇点处的三条河道 ,任意两条河

道之间形成一个三元组(Channel1 , Channel2 ,

Node), Node 是两条河流的交汇点;Channel1 、

Channel2是与该节点邻接的两条河道 。对于树

状河系的流向确定 ,利用河道与河道之间的夹角 ,

则形成了一个四元组(Channel1 , Channel2 ,Node ,

Angle),支流以锐角汇入主流。文献[ 6]概括了树

状河系 9种河流和河流汇入的方式 ,讨论了两河

流以不同角度相交 ,各河流的下游方向的判断。

图 2显示的是图 1中河系的角度计算结果图 。通

常 ,计算结果都是一条河流各汇入点的流向是一

致的 。但当出现特殊情况时 ,如图 2的节点 D 处

出现了方向矛盾问题 ,此时就必须依据在大多数

据情况为正确的原则
[ 4]
,也就是说 ,由 ABCDEFG

节点组成的河流的正确流向是由 G 流向 A 。

图 2　基于河流的河系流向确定

Fig.2　P rocessing of Flow Directions of River Ne tw orks

1.4　绘制

通常符号化河流时 ,河流的绘制是宽度渐变

的 ,对应于河流的起始节点和终止节点设置起始

宽度和终止宽度 ,起始宽度小于终止宽度 ,主流和

支流顺着流向宽度逐渐变大;根据河流的等级不

同 ,河流的起始宽度和终止宽度不同 。河流的等

级越高 ,终止宽度越大。在交汇节点处 ,支流的宽

度不大于该点处主流的宽度。

河系的结构和流向确定决定着河流的绘制是

否正确 ,而绘制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河系符号是否

符合逻辑且美观 ,也是河系结构和流向判断正确

与否的体现。

2　河系结构化绘制模型的实现

本文的实验数据采用通用的数据格式 DXF

作为程序的输入数据格式 ,并以 DXF 格式输出最

后的图形数据 ,以完成与通用数字化软件如绘图

软件 CorelDraw 、MapGIS 等的接口 。

DXF 数据包含了头段 、表段 、块段和实体段。

在实体段中存储了河流的基线数据 ,实体段中包

含了多个折线段(polyline), DXF 格式把一条河系

各河流的基线数据按照其曲线的拐点分 Poly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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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 ,而并非是按曲线跟踪时的节点进行存储。

拐点体现的是曲线的起伏变化 ,两拐点之间的变

化是随坐标的 X 值或 Y 值单增或单减的 , 对

DXF 转换过来的数据进行重新组织 ,获得曲线的

拐点 ,曲线折线化为各拐点所连成的折线 ,即河系

是由多条河流组成 ,一条河流又是由多个拐点控

制的 Poly line 组合而成 ,这样有利于简化曲折的

河道与河道之间的计算。如图 3所示。

图 3　测试数据组织方式

Fig.3　Organization of Tested Data

对组织好的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后 ,通过河

流的绘制设置输出。人工绘制河流遵循两端变化

快 、中间变化慢的原则 。本文河流的渐变绘制分

两种方式:①逐渐渐变 ,也就是由宽度的最小值

逐渐渐变到最大值 ,且保持河流两端渐变速度快 、

中间渐变速度慢;②分段渐变 ,也就是将河流分

段 ,段与段之间不等长 ,河流两端的段较中间的段

短 ,每段的宽度维持在一个值 ,各段之间的宽度以

一定的增值变化到宽度最大值 。由于现有条件的

限制 ,人工绘制或半自动绘制的河流都是分段渐

变的 ,可以较明显地看到河流宽度在临界点的变

化 ,然而采用程序的方法实现逐渐渐变 ,变化更加

流畅自然 。如图 4所示。

图 4　河流绘制方式

Fig.4　Symbolizing Ways of a River

图 1中的水系经过结构化判断 ,利用上述方

式绘制的结果如图 5。

图 5　水系结构化绘制结果

Fig.5　Symbolization Result of a

Structured River Netw ork

3　结　语

本文介绍了河流自动结构化绘制的思路及涉

及到的算法 ,建立了河系的结构化绘制模型 。组

成树状河系的各条河流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等级结

构关系 ,而手工绘制河流也正是在这种等级关系

和河系的流向要素已知的前提下进行的 。自动符

号化模型正是以河流结构的判断并结合人工绘制

河流的经验进行计算机实现为基础的。通过河系

结构化绘制方法对多条河系的测试 ,88%以上的

树状河系都可以达到自动化绘制 ,简化了人工操

作 ,提高了工作效率 。随着算法的不断完善及对

其他河系结构更深入的研究 ,河系的结构化绘制

将会取代半自动绘制河流时过多的人工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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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irtual forest can provide a new w ay for forest management and research.Tw o key

problems about generating vi rtual fo rest w hich is t rue of law of stand structure have been solved in

this paper.One is to analyze and simulate forest spatial data , to research on how characters of tree

such as height , diameter and so on were dist ributed in stand.The o ther is to construct three-

dimensional geometric model of t ree with the interactive and parameterized modeling method if

forest spatial data are given.In las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generat ing process of the whole

vi rtual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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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idea of automatic design of river netw orks according to i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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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 netw orks in DXF fo rmat.The algori thms is proved to be feasible and 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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