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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等高线特性的三维表面重建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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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相邻等高线形状的变化规律，得出相邻等高线形状变化具有相似性的结论，而决定这种相似性

的根本因素是相邻等高线之间的三维地形高程起伏变化的自然情况。以该规律为理论依据，研究出了一种基

于等高线相似性变化特性的三维表面重建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充分利用等高线所含有的地形高

程信息，较好地实现三维表面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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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地面模型（ＤＥＭ）的建立主要包括地形

数据采样点的获取和内插点的获取。从现有的等

高线地形图上获取地面点坐标是建立ＤＥＭ 常用

的数据点获取方法之一［１，２］。分析现有的三维地

形重建内插点获取的算法可以知道，这些内插算

法在获取内插点的高程值时大多只采用与该点相

邻近的少数几个采样点进行计算，而没有顾及数

据点的特性和内在联系［１～４］。这样所获得的内插

点只能够顾及地形变化的局部规律，而忽略了地

形变化的整体规律。它使得重建后的三维地形的

准确性和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甚至会出现错误。

本文在深入研究等高线特性后，指出等高线自身

的形态、形状以及相邻等高线形状的变化规律含

有丰富的地形高程变化信息。并以此为基础，提

出了一种基于等高线特性的三维地形重建方法。

１　等高线相似性特性分析

等高线作为一种常用的地图符号用于描述和

记录三维地形高程起伏变化。等高线自身的形

态、形状以及相邻等高线形状的变化规律含有丰

富的地形高程变化信息［３，４］。理论上来说，地表

曲面可以用一个三维函数表示（见图１），其解析

表达式为：

狕＝犳（狓，狔） （１）

　　根据等高线的定义可以知道，等高线是水平

面与地表曲面的交线在水平面上的投影。假设一

水平面为：

狕＝犺 （２）

　　根据式（１）、式（２）可得高程值为常数犺的等

高线的解析表达式为：

犺＝犳（狓，狔） （３）

　　当式（３）中犺取不同的值时，可以得到不同高

程值的等高线（见图２）。当犺分别取值为犺１和犺２

时，可以得到两条等高线。由三维地形曲面变化的

连续性可以知道，当这两条等高线高程值的差异较

小时，它们之间的差异（形状和大小）也较小；反之，

它们之间的差异（形状和大小）较大。

同理，对两条相邻等高线之间的地形进行分析

可以知道，当水平面的高程值犺从犺１逐渐变化到

犺２时，等高线（水平面与地表曲面的交线）的形状从

等高线Ｉ（高程值为犺１的等高线）的形状逐渐变化

到等高线Ⅱ（高程值为犺２的等高线）的形状。在其

变化过程中，等高线的形状与两条等高线各自的形

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且这种相似性关系随它们

之间高程差异的增加而减弱，随高程差异的减小而

增加。不难理解，相邻等高线之间的三维地形高程

起伏变化是决定等高线形状相似性变化的主要因

素。因此，研究相邻等高线形状的变化规律对三维

地形重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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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三维地表曲面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ｔｉｏｎＴｅｒｒａｉｎ
　　　　　　　　　　　　　

图２　等高线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

２　基于等高线特性的三维表面重建

方法

２．１　等高线相似性变换模型

由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等高线不仅依靠自身

的形态和形状变化记录描述地形起伏变化，而且

还通过相邻等高线之间的形状相似性变化规律传

递着区域整体地形的起伏变化状况。因此，利用

相邻等高线形状的相似性变化规律实现三维地形

重建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设已知两相邻等高线为犘（狆犻（狓犻，狔犻）∈犘，犻

＝１，２，…，狀）和犙（狇犻（狓犻，狔犻）∈犙，犻＝１，２，…，犿

），位于等高线犘、犙高程之内的任一中间等高线

为犜（狋犻（狓犻，狔犻）∈犜，犻＝１，２，…，狌）。根据相邻等

高线的形状相似性变化规律可知：

犜＝犠犘＋犠′犙 （４）

式中，犠、犠′为权函数。

式（４）描述相邻等高线形状相似性变化的关

系。直接用组成等高线的各个点的平面坐标表示

等高线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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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犽＝１，２，…，狌，狑为描述相邻等高线形状相

似性变化关系的系数。

式（５）表示，位于等高线犘、犙高程之内的任

一中间等高线的任一点的位置均与组成等高线

犘、犙的各个点的位置有关，即两相邻等高线各自

的形状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着它们之间的三

维地形的起伏变化情况。

２．２　基于等高线特性的三维表面重建方法

若能够正确选择一组描述相邻等高线形状相

似性变化关系的系数狑，由式（５）可以得到位于等

高线犘、犙高程之内的任一中间等高线，再通过一

个映射函数将所获得的二维空间的等高线映射到

三维空间中去，从而实现相邻等高线之间的三维

地形重建。但是，仅仅根据两条相邻等高线很难

精确确定描述它们形状相似性变化关系的系数

狑。因此，实际工作中只能采用近似算法（如局部

算法）［１，２］。

虽然不能够利用式（５）精确获取位于等高线

犘、犙高程之内的任一中间等高线，但是可以借助

相邻等高线形状的相似性变化这一特性实现三维

地形重建之目的。

设场源曲线为犮，由物理学知识知道，距场源

犮为狉处任一点狆（狓，狔）处的广义势能场（电势能

场、重力势能场等）的强度为［５，６］：

狏犻＝∫
犽
狉
ｄ狉 （６）

式中，犽为与场源有关的常数。

由式（６）可以知道，广义势能场的强度分布仅

与距离的变化有关，且与距离成反比，亦即广义势

能场的强度随距场源的距离增加而减弱，可以证

明广义势能场的强度分布与场源的形状有关，其

反映在广义势能场强度分布的等值线（势能场强

度相同的点所构成的曲线）形状变化上是等值线

形状与场源的形状的相似程度随距场源的距离的

增加而减弱。

狏犻＝∫
犮

犽
狉
ｄ狉－∫

犮′

犽′
狉′
ｄ狉′ （７）

式中，犽、犽′为与场源有关的常数。

若将两条相邻等高线视为两个极性相反的带

电体，位于犮、犮′内任一点狆（狓，狔）处（见图３）的广

义势能场（电势能场、重力势能场等）的强度可由

式（７）计算获得。用式（７）所计算出来的等高线

犮、犮′之间区域的电势能场的场强度的分布具有单

调性，其场强度的等值线是闭合的，并互不相交

（见图４）。此外场强度的等值线的形状与两条相

邻等高线的相似程度随距离变化而变化，即当等

值线逐渐远离等高线犮而趋近等高线犮′时，其形

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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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与等高线犮的形状的相似程度愈来愈弱，而与

等高线犮′的形状的相似程度愈来愈强。

图３　相邻等高线

Ｆｉｇ．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Ｃｏｎｔｏｕｒ

图４　广义势能场三维模型

Ｆｉｇ．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ｅｌｄ３ＤＭｏｄｅｌ

　　对广义势能场的场强度分布模型进行分析可

以知道，两条相邻等高线之间区域内电势能场的

强度的等值线形状变化与其中三维地形变化有着

相同的性质。但是，广义势能场的强度随距离的

变化关系是不均匀的（见图４）。对式（６）进行分

析可以看出，当距离较小（狉＜狉０）时，广义势能场

的强度变化较大；而当距离较大（狉＞狉０）时，广义

势能场的强度变化较小（见图５）。它反映在广义

势能场强度模型上就是距等高线近的区域广义势

能场强度变化很大，而距等高线远的区域广义势

能场强度变化很小（见图４）。其反映在广义势能

场强度等值线的形状变化上就是等值线的形状在

其距两条相邻等高线及其邻近区域处保持很强的

相似性，而大部分区域（非邻近处）的等值线的形

状与相邻等高线的形状的相似程度较弱，即等值

线形状变化具有不均匀性。

为了实现三维地形重建，需要对电势能场模型

进行修改，使得场强度能够与相邻等高线之间的三

维地形高程起伏变化的实际情况相符合［７，８］。研究

得出，由式（８）所计算出的距离场的强度分布除具

有广义势能场相同的特性外，其场强度随距离变化

的均匀性较广义势能场好。因此，该距离场等值线

的形状与等高线的形状更加接近。

狆犻＝∫
犮

犽

狌狉
ｄ狉 （８）

　　式（８）随距离的变化规律由图６表示。从图

６可以看出，选择适当的参数狌可调节该距离场

的强度随距离变化关系的均匀性。分析式（６）和

式（８），可以证明常数狌应满足１＜狌＜１．４５
［７］。

图５　广义势能场模型

Ｆｉｇ．５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

图６　三维重建场模型

Ｆｉｇ．６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

　　同理，参照式（６）和式（７），可构建由距离场模

型解求等高线犮、犮′之间区域的距离场的场强度模

型：

狆犻＝∫
犮

犽

狌狉
ｄ狉－∫

犮′

犽′

狌狉′
ｄ狉′ （９）

式中，狌、犽、犽′为常数。

由于两个相邻等高线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

因此它们对选择式（９）中的参数狌的影响很难精

确地定量描述。选择合适犽、犽′，可使得距离场的

强度模型与相邻等高线之间的三维地形高程相

符。

３　实　验

实验所采用的两个相邻等高线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等高线犮与犮′的差异较为显

著，说明该两个相邻等高线之间的地形变化较为

复杂。用原方法（局部算法）重建的相邻等高线之

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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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地形曲面在四个方向上的三维立体图见图

７。由本文提出的基于等高线特性的三维表面重

建方法所重建的相邻等高线之间的地形曲面在四

个方向上对应的三维立体图见图８。

实验中，式（９）中的参数狌取值范围为１＜狌＜

１．４５
［７］，犽、犽′的初始值为１。由式（９）计算出等高线

犮、犮′之间区域的距离场的场强度之后，可获得该区

域内的场强度最大值狆１和最小值狆２。假设等高线

犮、犮′的高程值分别为犺１、犺２，用式（１０）可以将距离

场强度模型转换为描述等高线犮、犮′之间区域的地

表曲面高程起伏变化的数字高程模型数据。

犺１ ＝犺２＋（狆犻－狆２）（犺１－犺２）／（狆１－狆２）　 （１０）

　　从图７、图８可以看出，由原方法重建的相邻

等高线之间的地形曲面较为平滑，地形细部信息

不够丰富。而由本文提出的方法所重建的相邻等

高线之间的地形曲面所含地形信息十分丰富，地

形细部清楚，能够较好地描述相邻等高线之间的

地形情况。对实验结果进行理论分析可知道，造

成这一结果的根源是原方法采用局部算法及光滑

约束等条件，使得等高线数据所含有的地形信息

丢失；而本文提出的方法以等高线形状的相似性

变化规律为依据，它能够充分利用等高线数据中

所含有的地形信息。因此，它能够较好地实现相

邻等高线之间的三维地形表面重建。

图７　原方法重建的地形曲面

Ｆｉｇ．７　Ｔｅｒｒａｉ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Ｌｏ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图８　利用本文方法重建的地形曲面

Ｆｉｇ．８　Ｔｅｒｒａｉｎ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

４　结　语

ＤＥＭ内插算法应顾及数据点自身的特性，在

内插算法设计上应充分利用原始数据点中含有的

地形信息，这样才能够较好地实现三维地形表面

重建。根据该思想，本文对从等高线数据重建三

维地形表面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了一种基

于等高线特性的三维表面重建方法。该方法以相

邻等高线具有相似性为理论依据，它能够充分利

用等高线数据点中所含有的地形信息。实验结果

表明，由该方法重建的三维地形表面所含地形信

息十分丰富，地形细部清楚，能够较好地描述相邻

等高线之间的地形情况。该方法用于区域三维地

形表面的重建正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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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培之，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数字制图、地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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