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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球上的测地变换和犞狅狉狅狀狅犻图的生成
———地理空间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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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地理空间的度量不宜再采用借助地图投影转换到欧氏空间内的近似解决途径，在定义了大地线尺度

作地理空间度量的基础上，采用地图代数完成了全形态（点、线、面）图形在地球尺度空间的精密距离变换，并

生成了相应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为地球上相应于距离的各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严密、合理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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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空间是一个物理空间，各种物理作用通

过空间传递，其中距离函数是大多数物理作用中

的基本因素；同时，地球空间又是一个度量空间，

有距离、方向、面积、体积等度量性质。因此，空间

的距离变换是空间分析的基础问题。对于欧氏空

间中距离变换和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生成已有较多相关

的研究，本文主要阐述地球及周围空间中地球椭

球面上的距离变换和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生成。

１　犌犐犛空间的测地变换———大地线

尺度下的空间度量

　　测地变换意指地球椭球面上各图形间的全面

距离分析。它给出了各图形的基本量度，包括对

图形自身的量度，即内距变换，和对图形外空间的

量度，即外距变换。ＧＩＳ中传统的矢量方式解决

这一问题目前相当困难，并且很难进一步适应气、

液、固、等离子体等多体态地理要素交互作用和集

成的分析，很难描述它们的时空特征和动力学机

理。地图代数［１］以人们所需分辨率的点集形式讨

论了上述问题。

１．１　基础定义

定义１　距离变换：计算并标识空间点对最

近参照体距离的过程。

定义２　点犪到点集犅 的大地线距离为：

犱犲（犪，犅）＝ｍｉｎ｛犱犲（犪，犫）｝，犫∈犅 （１）

其中，犱犲（犪，犫）为犪、犫两点间的大地线距离，它是

由在全球或全部椭球面某范围内足够精确、不产

生二义的大地线尺度函数所定义的，如白塞尔公

式。

定义３　指定两定点犪、犫所属栅格中心间的

距离定义为犪、犫间的栅格距离，而距离类型是由

尺度函数定义的。显然，随栅格分辨率的相应提

高，犪、犫间的栅格距离可逼近犪、犫间尺度函数所

定义的距离到任意程度。

在上述定义下，地球椭球空间的大地线距离

变换类似欧氏空间距离变换［２］。

１．２　测地变换的类型

１．２．１　内距变换

其基本的概念是标识二维空间（犅，犔）中图形

上各点到最近非图形点集的大地线距离。这里，

“点到最近非图形点集的大地线距离”指该点到各

最近非图形点集中各点大地线距离中的最小者。

为此，① 赋所有图形点为一足够大的正数犕，并

赋所有非图形点为０值。② 顺序访问，即行号、

列号均由０、１、２、…递增，按下式改写各点的距离

值：

犱犌（犻，犼）＝ｍｉｎ（犱犌１（犻，犼），犱犌２（犻，犼），犱犌３（犻，犼），

犱犌４（犻，犼），犱犌（犻，犼）） （２）

其中，犱犌（犻，犼）表示地球椭球面栅格中第犻行、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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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栅格中心（图形点）距其最近的某非图形点

集的大地线距离；犱犌犻（犻＝１，２，…，８）表示相邻栅

格中心距最近的非图形点集的大地线距离，如图

１所示。③ 逆序访问并改写各点的距离值：

犱犌（犻，犼）＝ｍｉｎ（犱犌５（犻，犼），犱犌６（犻，犼），犱犌７（犻，犼），

犱犌８（犻，犼），犱犌（犻，犼）） （３）

式（２）、式（３）中的犱犌及犱犌犻 均是依据大地线尺

度计算的。

８ ７ ６

１ ０ ５

２ ３ ４

图１　栅格平面上一点及其８邻域栅格

Ｆｉｇ．１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ｓｏｆａＰｏｉｎｔｉｎＲａｓｔｅｒ

　　由于栅格特性，按式（２）、式（３）进行很小计算

量的有序计算和８数值比较后，可对每一点计算

出到各非图形点集中各种大地线距离中的最小

者，也即计算和标记出该点到最近非图形点集的

大地线距离，矢量方式目前尚难实现这一度量。

显然，式（２）、式（３）计算的时间复杂性是

犗（狀），狀为计算规模，这里是全空间栅格数。

１．２．２　外距变换

类似内距变换，外距变换仅把其图形点集与

非图形点集对调，将①改为赋所有非图形点为一

足够大的正数犕，并赋所有图形点为０值。

１．３　方法的精度

上述方法对于栅格中心点而言，其精度即是

式（１）的精度，它在２万ｋｍ的范围误差小于数

ｃｍ
［３］，也即在全球范围内可用。顾及整个栅格及

舍入误差，显然，则可能有不大于０．５栅格单元的

长度（这一数值在全球各点相异）。并且可随人们

的需要设定所需栅格的大小，也即可精确到所需

的程度。

１．４　计算基础

以上计算是基于（犅，犔）数据基础的，实际使

用必须顾及实际可视状态下的度量方法。一般测

地变换采用以下三种可视化方式表达：① 球等距

圆柱投影；② 墨卡托（Ｍｅｒｃａｔｏｒ）投影；③ 等距方

位投影。其他地图投影状态下的方法类似。已知

的各种具有地图投影的数据必须经地图投影反变

换为（犅，犔）数据，然后进行测地变换，再把结果化

为所需的地图投影表达。但若为使用上述三种投

影状态下的度量，必须把已有的数据投影变换为

上述三种投影之一才可，这三者的直角坐标和大

地坐标有较为直接和简单的联系。

２　椭球面上犞狅狉狅狀狅犻图的生成

在计算几何中，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是对欧氏空间的

离散点的生成元定义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本质是到

某一生成元距离最近的空间点集。在 ＧＩＳ中可

扩展其生成元为任意点集（离散的、连续的及它们

的组合），还可扩展到一般的量度空间。

当完成测地变换后，二维空间（犅，犔）中每一

点都标识有到最近生成元点集的大地线距离，这

时生成元点集中点的值为０。

既然每一生成元点集都具有离自己最近的并

标记了距离值的点集，这些点集即是该生成元点

集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其边界上的点均具有到该生

成元点集距离的极大值。因此，取出这些点集的

边界点（其四邻域具有非本点集），并重新以颜色

或符号（该生成元点集特有）标识这些点集是不困

难的。

由于栅格的特点，该边界上的栅格有时是单

个，其中心点离两生成元距离相同（相差小于

０．５）；有时是双栅格，各自离两生成元距离相同，

而各距另一生成元距离又较之大１。

相类似，可依据内距变换后的点值提取图形

内部件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这是图形内部的轴线，轴

线的形态和结构相应于图形形态的复杂性。

３　椭球面上犞狅狉狅狀狅犻图的若干应用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最主要的用途在于空间结构，并

且由于局部生成元的增删或位置、形状的改变，只

影响局部区域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具体讲，只影响该生

成元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相邻的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

相邻边。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将在

动态ＧＩＳ中发挥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将在

最为困难的空间关系和空间结构中发挥重要作

用。此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应用。

３．１　图形间与图形部件间的广义中轴

上述方法生成椭球面上（点、线、面）全形态图

形间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大大扩展了以往几何（二维）

中可解算和标绘点与点间、点与直线间、平行或相

交直线间的等距点轨迹的概念，即还可扩展到点

与曲、直线段间、点与曲、直边多边形间、曲、直线

段与曲、直线段间、曲、直线段与曲、直边多边形

间、曲、直边多边形与曲、直边多边形间等各种情

况，这也即解算图形及图形部件间的广义中轴，并

且适合地球椭球上的各种图形。

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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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图形的形态定义、衡量及其特征点、线

形态是地球空间对象的重要空间特征，其准

确描述至今尚未成熟。但形态是度量的产物，是

对实体空间图形的全面度量。

如上述内距变换中，任一图形中其内距最大

值称之为图形半径。具有内距极大值的点称为

心，心可能有多个，相应的极大值称为心半径。有

内距最大值的点称为形心。并且在内距变换后抽

取了轴线，轴线的度量则由它的长度、宽度和伸展

方 向而定。图２是南美洲图形大地线尺度的内

距变换，图中条纹为标记有距海距离的等距线。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形心和轴线。在几何中基

本的点、线、面、体形态中，点本身无方向、大小，是

没有什么量度的，而实际世界却是个度量世界，故

先可在二维平面中约定：① 点。当图形半径小于

某一约定数，并且无轴线，或者有轴 线但长度均

小于另一约定数时，可认定它为点，并抽象为定于

该图形形心的点。② 线或线段。当图形半径小

于某一约定数，有轴线，但只有一轴线长度大于另

一约定数时，可认定它为线或线段，并抽象为定于

该图形该轴线的线或线段。③ 面或有限面（多边

形）。当图形半径大于某一约定数，可认定它为面

或有限面（多边形），并抽象为定于该图形的面。

同样，可用三维空间中的量度来定义点、线、面、

体。同一图形、不同度量空间，其形态并不一样。

图２　南美洲测地内距变换

Ｆｉｇ．２　ＩｎｎｅｒＧｅｏ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

由以上的基本形态，可定义由若干点、线、面

组成的复杂形态，如网络和复杂图形。

有限面（多边形）的形态是复杂的，从最高分

辨率而言，实体图形的形态各异，可采用其轴线的

层次、结构、数量及长、短、宽、窄和伸展方向、心的

个数和相应极大值大小等数量予以衡量。这种衡

量可分成若干层次、数量和级别。实验表明，在某

一层次（分辨率）上，依据这些数据可恢复该图

形［１］。这些基本有别于以形态变量大小、间距、纹

理、形状等描绘形态的观点。至于形态如何抽象

和比较，尚需另行讨论。

３．３　海洋上的缓冲区和等距线、比例线精密绘制

此问题实质与前述中轴的概念一样，只是应用

于海洋必须从大区域出发，并且海上界线（海上国

界和海上专属经济区）划分的技术大都以等距线或

等比距线结合一定宽度的缓冲区线技术为基础，它

们是椭球面上的测地变换和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生成的典

型问题。图３表明了墨卡托投影上以大洲陆地为

实体单元的２００ｎｍｉｌｅ缓冲区及中等距线例图，

其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界线即是各陆块严密的等距

线，当距离为加权距离时，即相应为等比例线。

图３　墨卡托投影下的各陆块大地线尺度的

２００ｎｍｉｌｅ缓冲区变换

Ｆｉｇ．３　Ｂｕｆｆｅｒｗｉｔｈ２００ｎｍｉｌｅｉｎ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ｎｔｈｅＭｅｒｃａｔｏｒ’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欧氏空间关于多边形中轴解算的严密方法可

见文献［４］。它对于多边形的中轴定义为“与多边

形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边等距离点的轨迹”。而对

于普遍形式为曲线与折线混合的地图海岸基线，当

然原则上可采用上述定义相应的矢量算法解决，但

曲线上节点太多（相应距离方向、长度太多，会产生

质变），而且“多边形”往往不封闭或是混合形式，

计算就变得十分复杂，并有可能不是有效算法。这

样相对而言，对于各种闭、开及其混合形式的自然

曲线间，探索式的方法显然不够严密，缺少可信和

算法收敛保证。而对于地球椭球面上除采用上述

大地线度量空间大地线度量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生成方

法外，至今尚未见其他严密、实用的方法。

４　结　语

本文认为，空间度量在ＧＩＳ中的基础作用应

予高度重视。ＧＩＳ的发展表明，在地球信息科学

的发展中，时间、空间及其他数据最大规模的集

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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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处理与分析是核心，也表明局限于欧氏空间度

量和分析，理论上已不全面，实践上也不准确。同

时，本文提出的椭球面上的测地变换是地理空间

上的基础量度，涉及大区域各种数量指标的处理

和各种空间分析的正确性及可视化，其实验已可

从圆球进展到复杂的椭球［５，６］，说明了类似欧氏

空间准确的度量和分析在地球空间也是可以准确

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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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胡鹏，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ＧＩＳ理论和

方法、新型３Ｓ集成软件工具、地理信息系统工程等理论和技术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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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ＰＯＳ数据用于立体模型恢复时的上下视差分析　　　　　　　　　　袁修孝，等

 粒度计算概念下的Ｈｏｕｇｈ变换及其在遥感影像直线检测中的应用 巫兆聪，等

 一种基于星形的星图识别算法 江万寿，等

 多基线摄影测量前方交会方法及精度分析 张剑清，等

 有色噪声作用下的抗差卡尔曼滤波 赵长胜，等

 线要素化简算法的传递误差模型 朱鲲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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