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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等高线数据提取山脊（谷）线算法研究

靳海亮１，２　康建荣１　高井祥２

（１　徐州师范大学国土信息与测绘工程系，徐州市铜山新区上海路２９号，２２１１１６）

（２　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徐州市泉山区翟山，２２１００８）

摘　要：在对现有的山脊线和山谷线自动提取算法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简单实用的自动提取山

脊线和山谷线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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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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在地学领域，如

何从数字化等高线数据和数字地面模型（ＤＥＭ）

数据中自动提取隐含在其中的山脊线和山谷线，

一直是一项很重要的研究工作。在以往的文献

中，中外学者提出了许多适用于不同研究目的的

特征信息自动提取方法。例如，从数字化等高线

数据中提取山脊线和山谷线进行等高线成组综

合［１］，提取ＤＥＭ中自然水系的Ｄ８法
［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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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从ＤＥＭ 中提取山脊线

和山谷线的剖面识别和多边形裂开方法［５］，从

ＤＥＭ中提取山脊线和山谷线的频率域一阶方向

导数方法［６］等。

山脊线和山谷线的提取算法从其设计原理上

上归纳为基于地形表面几何形态分析和基于地形

表面流水分析算法两类，前者用于数字化等高线

资料，后者用于ＤＥＭ 数据。而从精度和实用性

来看，基于等高线数据的山脊线和山谷线提取的

意义更大些。基于等高线数据的山脊线和山谷线

的提取过程一般分为两大步：① 地形特征点（山

脊点、山谷点）的确定；② 地形特征线（山脊线和

山谷线）的连接。基于地形表面几何形态分析的

算法主要有等高线曲率最大判别法［１］、等高线骨

架化法［７］等。基于地形表面流水分析的算法主要

有三维地形表面流水数字模拟法［８］与等高线垂线

跟踪法［９］。

１　搜寻山脊点、山谷点

１．１　特征点提取算法

山脊线和山谷线上的点在等高线上的特征表

现为等高线局部曲率的最大点，即等高线弯曲变

化的特征点［１］。等高线上特征点的确定与线段的

简化、压缩算法的原理相近，故几乎所有的曲线简

化算法均可用于特征点的确定。曲线特征点的提

取算法有多种，其中较为成功的就是 Ｓｐｌｉｔ方

法［１０～１２］（或称ＤＰ算法）。该方法从原理上讲属

于整体算法，同时考虑整个曲线，它所提取的曲线

特征点能够保证曲线变形在规定的限差之内。

Ｓｐｌｉｔ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先用曲线的最左边和最

右边的两个点作为起始点（对于闭合曲线），将闭

合曲线分为两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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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该点处等

高线张角小于给定的阀值（本文采用１６５°，如果

张角大于１６５°，则等高线在此处近似于直线，弯

曲变化小），则该点为特征点。它将原曲线分为两

部分，对每一部分确定新的起始点，即用该点分别

与原两个起始点构成两对新的起始点，用相同的

方法对这两段曲线找出各自的特征点。

１．２　山脊点、山谷点识别算法

应用Ｓｐｌｉｔ方法，即可找出其特征点。找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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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点后，还要对其进行分析判断，找出哪些特征点

是山脊点、哪些特征点是山谷点。

最直观判断山脊点、山谷点的方法如图１所

示，即计算特征点犆处等高线张角范围内某点犇

的高程，并与犆点高程比较，如果犇 点的高程大

于犆点高程，则犆点为山脊点；反之，犆点为山谷

点。此种方法看似简单，但由于计算犇 点高程算

法复杂，计算量大，影响判断效率。本文利用直线

与曲线中的折线求交的方法（等高线由若干折线

构成），简化了算法。为减少计算量，提高算法效

率，选用了一个距离阀值（本文采用的是等高距的

１２倍），这样就把求交判断限定在很小的一个范

围，从而减少了计算量，提高了算法效率。山脊

点、山谷点的判断分以下３种情况进行。

图１　识别山脊点、山谷点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ＶａｌｌｅｙＰｏｉｎｔｓ

１）如图２所示，等高线为常规的规则形状，犆

点为应用Ｓｐｌｉｔ方法找出来的一个特征点，犃 点、

犅点为与犆点同一条等高线上犆点左右两侧与犆

相邻的点（曲线拟合的点或数字化点），犇 点为由

犃犅 连线的中点向犆点相反方向所作垂线与相邻

等高线的交点，犇 点的高程为该等高线的高程。

如果犇点的高程大于犆 点高程，则犆点为山脊

点；反之，犆点为山谷点。

图２　 规则等高线

Ｆｉｇ．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ｓ

２）如图３、图４所示，按第一种情况所述方法

得到的犇点为同一等高线上的点，则犇点的高程

与犆点的高程相等，无法判断，说明特征点位于

山顶或山谷底处，或者特征点处的等高线为极不

规则的等高线。对于此种情况，由犃犅连线的中

点向犆 点相同方向作垂线，得到与相邻等高线的

交点犇′（如图３、图４所示），犇′点的高程为该等

高线的高程。如果犇′点的高程小于犆点高程，则

犆点为山脊点；反之，犆点为山谷点。

图３　山顶或山谷底　　　　图４　不规则等高线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ｓＬｏｃ　　　Ｆｉｇ．４Ａｂｎｏｒｍｉｔｙ

ａｔｉｎｇ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ｏｐｏｒＶａｌｌｅｙ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ｓ

　　３）如图５所示，由第二种情况得到的犇′点

的高程与犆点的高程仍然相等，但是此时犇′点与

犆点分属于不同的等高线，则特征点位于地形鞍

部处。

图５　特征点位于地形鞍部处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ｓ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ＴｅｒｒａｉｎＮｅｋ

这样，就可找出所有的山脊点和山谷点。为

了方便而快速地生成山脊线和山谷线，应将山脊

点和山谷点用不同的链表分别存放。

２　山脊线、山谷线的自动生成

得到山脊点和山谷点后，接下来的任务是根据

山脊点和山谷点自动生成相应的山脊线和山谷线。

２．１　生成山脊线、山谷线的原则

生成山脊线、山谷线应遵循如下原则［１１，１３］：

① 参考点与待判断点间的距离在一限值内；

② 待判断点与参考点的连线应处于等高线在参

考点所张的夹角内；③ 等高线在参考点与待判断

点处的张角方向应基本相同；④ 山谷线、山脊线

待判断点的转向角在一限值内。

从以上原则可以得出生成山脊线、山谷线时

对应的４个判断因子：① 距离因子犛，待判断点

与参考点间的距离；② 夹角因子α１，待判断点与

参考点连线和参考点处等高线张角角平分线的夹

角；③ 夹角因子α２，待判断点与参考点两点处的

等高线张角角平分线的夹角；④ 夹角因子α３，当

前连接特征线段与前一连接完毕的特征线段间的

转向角。

２．２　山脊线、山谷线自动生成算法

在生成特征线之前，应先对山脊点、山谷点按

其高程值大小进行排序，山脊点由小到大，山谷点

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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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到小。

连接山谷线是由高向低逐条线来搜索的，其

搜索过程如下：

１）先从所有未连线的山谷点中找出高程最

高的山谷点（当前参考点）。

２）从比此点高程低且高差最小的那条等高

线上找山谷点。若山谷点不满足上面提到的４条

原则中的任一条，则此点不予考虑，继续考察下一

点；从所有山谷点找出满足上面提到的４条原则

的那一点，则此点为此特征线上的点。

３）将刚找出的这点与当前参考点相连结，组

成此山谷线上的一个线段。

４）从刚找出的那个山谷点（此时，该点为当

前参考点）开始，重复步骤２）、步骤３），继续向下

一条等高线寻找。

５）若在某山谷点搜索到的山谷线下一点已

是别的山谷线上的点，或者在该山谷点处由于距

离超限或角度超限，总之找不到山谷线的下一点

时，说明此山谷线到此结束。

６）重复以上５个步骤，继续提取下一条山谷

线，直到结束。

连接山脊线是由低向高逐条线来搜索的，其

搜索的原理和方法与连接山谷线时的相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连接山谷线时，在某点

找不到下一点的原因可能是此山谷线到达了封闭

的盆地底部或谷底线流入湖泊或海洋，另一种可

能是等高线在这一部分分布太稀，数字化点太少

而不能足够详细地描述地貌形态；在连接山脊线

时，在某点找不到下一点的原因可能是此山脊线

到达了山顶。在某点搜索到的山谷线（山脊线）的

下一点是别的山谷线（山脊线）上的点的原因是两

条山谷线（山脊线）汇合在此点。

３　实　验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出的算法的正确性和有效

性，笔者用 ＶｉｓｕａｌＣ＋＋编写了相应的程序，并选

取某一地区的数字化地形等高线图进行实验。提

取特征线是从等高线数据中提取出特征点，进而

将特征点连成线来实现的。因此，本实验采用的

数据是只有等高线的数据文件。本文采用的距离

因子犛为等高距的１２倍，夹角因子α１、α２ 为４５°，

α３ 为６０°。图６为用本文所提供的算法检测到的

实验区域等高线特征点图，图７为用本文所提供

的算法得到的实验区域特征线图。从图６和图７

所示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用本文所提出的算法

所提取到的山脊线和山谷线是较为准确的，与实

际地形的变化情况也是相符合的。

图６　实验区域特征点图（圆点为山脊点，

圆圈为山谷点）

Ｆｉｇ．６　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

图７　实验区域特征线图（粗线为山脊线，

细线为山谷线）

Ｆｉｇ．７　ＦｅａｔｕｒｅＬｉｎｅｓ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ｅａ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

及其广泛应用，以数字地形资料取代传统的纸质

等高线地形图已成为现实。因此，研究从数字化

地形资料中自动、正确地提取隐含在其中的山脊

线和山谷线的技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实验证

明，本文所用的从数字化等高线数据中提取地形

特征点并追踪提取山脊线和山谷线的算法理论上

是正确的，实际应用中是可行的，能够有效地提取

隐含在数字化地形中的山脊线和山谷线，与实际

地形变化也是相符合的，具有较大的实际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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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灏教授逝世

本刊讯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冯文灏教授，于２００５年８月９日因病逝

世，享年６８岁。

冯文灏教授自１９６０起从事摄影测量教学和研究，专长于近景摄影测量和高精度特殊工业测

量，专长于用摄影手段或摄像手段确定各类物体外形或运动状态，对我国近景摄影测量的起步和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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