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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犞狅狉狅狀狅犻内邻近的等高线树生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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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等高线树现有几何计算生成法和区域扩张生成法在判断包含关系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利用

Ｖｏｒｏｎｏｉ内邻集来判断父等高线与子等高线之间“一对多”的直接包含关系，发展了一种基于 Ｖｏｒｏｎｏｉ内邻近

的等高线树生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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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高线在人们阅读地形图的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人们在使用地形图时，往往是通过分析、

解译等高线空间关系来达到认识地表形态的目

的。因此，在各种基于等高线图的应用中，经常需

要对等高线空间关系进行表达。目前，这方面最

常用的工具是图论中的树，一般称其为等高线树

（ｃｏｎｔｏｕｒｔｒｅｅ）
［１，２］。它是根据等高线图形的分布

特点和高程信息而建立的一种树型结构，反映了

等高线之间的拓扑关系及相对高差等信息。

等高线树生成的关键因素是等高线包含关系

的判别。现有的几何计算生成法和区域扩张生成

法各自存在不足。笔者研究发现，父等高线与子

等高线之间“一对多”的直接包含关系可以利用

Ｖｏｒｏｎｏｉ内邻近来识别，即一条等高线的大多数

子等高线属于其一阶内邻集，其他子等高线可由

一阶 内 邻 集 识 别 出，从 而 发 展 了 一 种 基 于

Ｖｏｒｏｎｏｉ内邻近的等高线树生成方法。

１　等高线树构建的现有方法分析

等高线树由结点和边两类元素构成。当给定

一幅等高线图时，其中的等高线的标识号是确定

的，从而，等高线树中的各结点也是确定的。此时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各结点之间是否有边

相连。在等高线树中，由一条边相连的两个结点

代表的等高线之间具有直接包含关系。因此，如

何正确识别等高线之间的直接包含关系即是等高

线树生成的关键所在。

综观现有生成等高线树的方法，按照识别等

高线直接包含关系的方式，可分为两类：① 直接

利用几何方法判断包含关系，称为几何计算法；

② 利用等高线邻近关系间接地识别，称为区域扩

张法。

１．１　几何计算法

这类方法的核心是在根据高程将等高线分层

的基础上，利用几何算法直接识别等高线包含关

系［１～７］。具体地讲，此方法大致可分为两步：首

先，以等高线高程值为依据将等高线归入不同的

层；然后识别等高线直接包含关系。

尽管几何计算法实现的过程容易理解，但是

其存在如下问题：① 当等高线高程未知或错误时

无法按高程进行分层；② 确定包含关系时效率较

低。

１．２　区域扩张法

相比几何计算法，其他学者使用另外一种思

路来间接识别等高线直接包含关系。Ｒｏｕｂａｌ和

Ｐｏｉｋｅｒ提出根据等高线邻近关系来确定包含关

系［８］，其基本思路是：首先将等高线图像进行扩

张，如果扩张边界相交，则说明两条等高线邻近。

将公共边界的长度作为邻近关系的权重，这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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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值最大的等高线被视为具有直接包含关系。然

后，从局部高程极值等高线开始，构造若干由可能

为包含关系的等高线组成的序列，即树的各个可

能的分支。最后经过一些规则的判断找到正确的

分支，汇总生成等高线树。

在区域扩张法中，等高线高程值不再是一个

必要条件，从而克服了前一种方法的不足。然而，

这种方法仍然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① 利用邻近关系的权重识别包含关系存在理

论缺陷，利用邻近关系的强弱来识别等高线的包

含关系会产生一些错误的判断；② 识别包含关系

的效率较低。

２　用犞狅狉狅狀狅犻内邻集间接判断包含

关系

２．１　等高线的犞狅狉狅狀狅犻内邻集

众所周知，等高线为彼此相离的线目标，这种

相离关系可视为一种邻近关系。区域扩张法正是

利用这种邻近关系来识别包含关系。事实上，这

种方法在识别等高线邻近关系时，采用的原理与

利用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表达空间目标邻近关系的原理是

一致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是根据目标的最邻近原则而对空

间目标所在的整个空间的一种剖分［９，１０］，等高线

相互之间的邻近关系可以在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基础上加

以定义。图１显示了等高线及其生成的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由图 １ 可以看出，每条等高线对应一个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每条等高线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是一

个环（不包括等高线自身）。笔者将等高线犔犻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定义为犔犞犻。等高线犔犻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

区域一般包括两部分：①犔犻所包含区域的外部，

图１　等高线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虚线代表Ｖｏｒｏｎｏｉ边）

Ｆｉｇ．１　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ＶｏｒｏｎｏｉＥｄｇｅｓ）

称为“外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记作犔犞
－

犻 ；②犔犻所包含

区域的内部，称为“内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记作犔犞
０

犻 。

因此，等高线犔犻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可表述如下：

犔犞犻 ＝犔
犞
０

犻 ＋犔
犞
－

犻 （１）

式中，犔犞
０

犻 犔
０
犻，犔

犞
－

犻 犔
－
犻 ，其中犔

０
犻、犔

－
犻 分别指犔犻

的内部和外部。

两等高线间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的个数反映了它

们之间的邻近程度，由此可得到如下等高线

Ｖｏｒｏｎｏｉ距离的定义
［１１］：设犔是地形图上等高线

犔１，犔２，…，犔狀的集合，犔犻，犔犼∈犔（犻≠犼，犻，犼＝１，

…，狀），在其剖分后所形成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犞（犔）

上，将犔犻与犔犼之间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的最少个数犽

称为空间目标犔犻与犔犼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距离，记为狏犱

（犔犻，犔犼），且有狏犱（犔犻，犔犼）≥０；当犔犻＝犔犼时，狏犱

（犔犻，犔犼）＝０。

Ｖｏｒｏｎｏｉ的距离值与其区域的大小无关，只

与两等高线间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的个数有关，其值

的大小反映了两等高线间的邻近情况，可以用于

细致地区分等高线之间的不同邻近程度。

在 Ｖｏｒｏｎｏｉ距离的基础上，等高线 犔犻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犽阶邻居可定义为：

犖犽（犔犻）＝ ｛犔犼狘狏犱（犔犻，犔犼）＝犽，犽＞０｝（２）

　　显然，一个等高线犔犻的某阶邻居包括三类：

犔犻所包含的邻居；包含犔犻的邻居；与犔犻为相离或

并列关系的邻居。如前所述，等高线树生成的关

键问题是直接包含关系的识别，因此，必须对那些

被给定等高线所包含的等高线邻居进行处理，将

这些等高线邻居的集合定义为等高线犽阶内邻集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ｓｅｔ，ＩＡＳ犽）
［１２］：

ＩＡＳ犽（犔犻）＝ ｛犔犼狘狏犱（犔犻，犔犼）＝犽，犔犼犔犻，

犽＝１，２，…｝ （３）

　　特别地，定义等高线犔犻的一阶内邻集（ｔｈ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ｓｅｔ，ＩＡＳ１）如下：

ＩＡＳ１（犔犻）＝ ｛犔犼狘狏犱（犔犻，犔犼）＝１，犔犼犔犻｝（４）

　　显然，等高线犔犻的一阶内邻集就是位于犔犻内

部且与其直接邻近的等高线的集合。

２．２　利用一阶内邻集间接识别包含关系

等高线犔犻的一阶内邻集中的等高线与犔犻之

间是一阶包含关系，即直接包含关系。因此，这些

等高线即是犔犻的子等高线，可以利用一阶内邻集

来间接确定等高线的直接包含关系。

在原有的等高线树生成法中，确定直接包含

关系都是以“一对一”的方式：几何计算法每次只

能计算两条等高线之间是否具有包含关系。区域

扩张法中利用邻近关系间接识别包含关系时，是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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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嵌套的内层向外层方向识别。由于一条等高线

至多只能被一条等高线包含，所以这种方法也是

以“一对一”的方式来识别包含关系。相比之下，

识别等高线一阶内邻集是通过Ｖｏｒｏｎｏｉ内邻近在

给定等高线内部一次性地求取所有与此等高线一

阶邻近的等高线，相当于以“一对多”的方式识别

出直接包含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一条等高线的一阶内邻集并

非包括了此等高线的全部子等高线，而是此等高

线的全部子等高线集合的子集。在犔犻的全部子

等高线中，还有一些子等高线与犔犻的邻近阶数大

于１。犔犻的全部子等高线可表述如下：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犔犻）＝ＩＡＳ１（犔犻）＋∪
狀

犽＝２

｛犔犿狘犔
犞
－

犿 ∩

犔犞
－

狀 ≠ ，犔犿 ∈ＩＡＳ犽（犔犻），犔狀 ∈ＩＡＳ犽－１（犔犻）｝

（５）

２．３　基于一阶内邻集构建等高线树

由上述可知，利用等高线一阶内邻集可以间

接地识别等高线直接包含关系，从而确定给定等

高线的子等高线。在具体执行时，有以下两个问

题需要解决：① 在等高线犔犻的相邻等高线中求取

其内邻集时，需要排除包含犔犻的等高线和与犔犻相

离或并列的等高线。实际上，如果从地形图上最

外层的等高线开始，按由外至内的顺序搜索各等

高线的一阶内邻集，则可很自然地做到这一点。

② 根据犽阶邻近的有序性
［１１］，与给定等高线犔犻

为犽阶内邻近的每条等高线，至少与ＩＡＳ犽－１（犔犻）

中的两条等高线相邻。可以利用此性质，逐个搜

索那些至少与两条已识别出的子等高线为一阶邻

近的等高线，渐次搜索出那些与给定等高线为多

阶邻近的子等高线。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要识别出那些与此等高

线为Ｖｏｒｏｎｏｉ犽阶邻近（犽＞１）的子等高线，然而，

这些子等高线通常只出现在地图上等高线较密集

的区域，因此，求取这些等高线并不会消耗太多的

程序运行时间。

综上所述，当采用从整体到局部的策略，从地

形图上最外层的等高线开始，按由外至内的顺序，

利用一阶内邻集可以识别出地形图上各等高线的

全部子等高线，从而可以准确、快速地构建等高线

树。需要指出的是，在生成等高线树之前，要对地

形图上的非闭合等高线进行闭合处理［３］。

新方法的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１）生成等高线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２）识别等高线基于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一阶邻近

关系；

３）从地形图上最外围等高线开始，逐个识别

每条等高线的全部子等高线，作为树的各个结点。

为了验证本节提出的基于Ｖｏｒｏｎｏｉ内邻近的

方法，以实际等高线数据生成其树结构。图２（ａ）

中等高线的比例尺为１∶５００００，图幅面积为５

ｋｍ×５ｋｍ，等高距为２０ｍ。图２（ｂ）中显示了利

用基于Ｖｏｒｏｎｏｉ内邻集方法生成的等高线树。两

幅图相比较，可知生成的树结构准确地反映了等

高线之间的空间关系。

图２　实际等高线数据及其树结构

Ｆｉｇ．２　Ｒｅａ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ｒｅｅ

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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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结构是表达等高线空间关系的一种良好工

具，正确、快速地生成等高线树是从大数据量等高

线数据库中挖掘地形信息的前提之一。针对现有

等高线树的生成方法中在判断包含关系上的不

足，本文提出了一种生成等高线树的新方法———

基于Ｖｏｒｏｎｏｉ内邻近的方法。此方法充分考虑了

等高线Ｖｏｒｏｎｏｉ邻近与包含关系之间的联系，利

用Ｖｏｒｏｎｏｉ一阶内邻近判断父等高线与子等高线

之间“一对多”的包含关系，克服了现有生成方法

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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