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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坡向生成的等高线束矢量合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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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地图数据库系统中的精确开窗功能，将所研究地区作适宜密度的网格开窗，形成独立的基于网格

单元的等高线束，以此为基础信息源计算地形网格单元的坡向。其基本原理是矢量合成，当把每个矢量都用

坐标表示后，窗口中的每条等高线的总方向归结为等高线各条边的矢量合成，坐标差的加法（第１次矢量合

成）；而小窗口地形的总体坡向则表现为各条等高线总体方向的矢量合成（第２次矢量合成）。由于等高线的

疏密程度不同，网格系统中不可避免地有空值网格的存在，故需要研究坡向矢量的内插问题，此问题的解决是

使用空值网格周边非空值网格作矢量合成（第３次矢量合成）。由于在整个过程的三个主要阶段中，使用同一

种算法（矢量合成法），故本方法具有最简洁性。

关键词：坡向；密集网格；开窗检索；矢量合成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Ｐ２８３．１

　　坡向（ａｓｐｅｃｔ）是ＧＩＳ中的主要地形因子之一。

在ＧＩＳ中是以栅格式的ＤＥＭ作为表达地形特征

的基本手段，其最大优点是便于与其他图像式的专

题层进行叠加分析。这就导致诸如坡度、坡向等地

形因子都是以ＤＥＭ为基础通过局部曲面拟合或

数值微分（通常用二阶差分［１］）来进行计算［２］。有

多种算法，其中最为简单的是最大坡降法，即利用

中心网格的８邻域的高程来计算坡度和坡向，取其

中最大坡度值作为该网格中心的坡度值，最大坡

度所在方向就是该网格中心处的坡向［３］。经验证

明，曲面拟合是求解坡度的最佳方法［４］。

根据地形图的等高线信息获取栅格式ＤＥＭ

是最为常用的手段，即 ＤＥＭ 是一种派生信息。

若从像素的概念来理解ＤＥＭ 单元，它的每个单

元的高程是它所代表的地表单元的一个平均高

程。根据一个单元的一个高程信息无法生成坡向

信息，必须依赖其四周毗邻单元的高程信息。尽

管像素很小，但它总是代表一个地形小“面块”，而

面块与地图数据库的“开窗检索”相联系。

坡向的概念通常被理解为地表单元的法向量

在犗犡犢的投影与犡 轴之间的夹角，这表明坡向

的最终计算是在平面上进行。本文旨在寻找简单

的方法仅依赖平面信息来计算坡向，免除以往的

对三维空间信息的依赖和进行复杂的计算。

基于上述考虑，在本研究中首先对数据库中

的等高线进行密集开窗（３２×３２或６４×６４），形成

独立的基于网格单元的等高线束［５］，以此为基础

来直接从地形等高线信息计算 ＤＴＭ 的主要因

子———坡向。由于在计算坡向时，首先生成了基

于网格的独立的等高线束，所以，ＤＴＭ 的其他因

子，如ＤＥＭ网格单元的坡度的计算也成为较为

简单的问题。

１　等高线密集网格的生成

在ＧＩＳ、地图数据库中、甚至仅在等高线数据

文件的条件下，可进行简单的数据库密集开窗（剪

裁），为每一个小窗口（如栅格数据中的ＤＥＭ 单

元）形成一个等高线窗口子集。笔者是在地图数

据库系统支持下用３２×３２＝１０２４个网格所划分

的密集窗口，通过剪裁程序所得到的独立的网格

单元等高线束（图１），作为生成网格单元坡向矢

量的信息源。

２　网格单元的地形走向

　　网格单元中通常包括若干条等高线线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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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密集网格等高线束（原图的四分之一）

Ｆｉｇ．１　ＤｅｎｓｅＧｒｉ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Ｂｕｎｃｈ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ｍ

些等高线线段的总体走向就反映着网格中小块地

表斜坡的走向。而斜坡的面向，即所谓“坡向”，与

斜坡的走向成９０°，其方位取决于等高线方向的

取定（图２）。

图２　等高线与坡向线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

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

２．１　等高线的方向及其统一取定

等高线不只是等高点的轨迹，而且还包含着

地形的坡度与坡向信息，因为若等高线的某一侧

较高，则另一侧相对较低。究竟哪一侧高、哪一侧

低，在地形图上是用示坡线来表示，特别是对于孤

立的封闭等高线，是洼地还是小丘，这时就要求助

于示坡线了。通常似乎有个默认：对于孤立的封

闭等高线，都默认为小丘，只有当它是洼地时，才

加示坡线。在数字环境下，左侧与右侧问题的确

定显然依赖于等高线方向的取定。等高线坐标串

走向的统一约定可视为空间信息表达规范化条款

之一，它为地形信息的后续处理（如等高线树结构

的生成等）提供了隐式的坡度与坡向信息，排除了

斜坡的倾斜方向和封闭等高线可能属正地貌或负

地貌形态的二义性。若约定等高线的前进方向的

左侧朝高，则反时针走向的封闭等高线所表达的

是正向地貌形态，犹如物理学中的右手法则那样。

反之，则表达的是负向地貌形态。因此，可以简单

地遵循惯用的反时针方向取为正向的约束，在等

高线数据的获取与存贮时，顾及其约定的方向。

２．２　等高线线段的总方向矢量

在数字环境下，等高线属于矢量数据类型，其

特征一方面表现在它是用一串有序坐标点来表

示；另一方面表现为由每相邻两点构成的有向线

段（矢量）序列。

２．２．１　单段等高线线段的总方向矢量及其坐标

化表示

当在网格中一条等高线线段为仅由两点构成

的有向线段时，则等高线线段的总方向就是有向

线段（矢量）本身的方向。

矢量方法与坐标系无关，因而可对问题作直

观简明的陈述或推导，但这种方法在计算上却不

方便。因此，需要建立坐标系，把矢量用一组坐标

来表示，从而使矢量运算转化为纯数量的运算。

这涉及到矢量分解问题。

在平面坐标系中，一个矢量犪可分解为任意

多个分矢量，但最为有用的是把给定的矢量分解

为沿两个坐标轴的分矢量，分矢量的底矢（或基

矢）犻、犼的系数（矢量在坐标轴上的坐标差犪狓，犪狔）

就成为给定矢量的坐标分量，这样，矢量就被坐标

化了，矢量的坐标等于其末点与首点坐标之差

（图３）：

犪＝ （犪狓，犪狔） （１）

式中，

犪狓 ＝狓犜－狓犛

犪狔 ＝狔犜－狔犛
（２）

其意义就是：

犪＝犪狓犻＋犪狔犼 （３）

图３　矢量的坐标

Ｆｉｇ．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ｏｆ犃Ｖｅｃｔｏｒ

　　　
图４　两个矢量的合成

Ｆｉｇ．４　Ｖｅｃｔｏｒ犆ａｓｔｈｅＳｕｍ

ｏｆＶｅｃｔｏｒｓ犃ａｎｄ犅

２．２．２　两段等高线线段的总方向矢量及其坐标

化表示

当在网格中一条等高线线段为由不共线的三

点构成的两个有向线段（矢量犃和矢量犅）时，由

物理学知，若把犃和犅看作是作用在同一点处的

两个力，则这两个力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可用犆来

表示其大小和方向。这称为矢量合成的三角形法

则，如在图４中由折线１２和２３组成的等高线

０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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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段的总方向矢量可用其首末端点所构成的合成

矢量１３来表示（图４）。

由矢量运算法则，矢量的加减可归结为它们

坐标的加减。由于

犃＝ （犃狓，犃狔）＝ （狓２－狓１，狔２－狔１）

犅＝ （犅狓，犅狔）＝ （狓３－狓２，狔３－狔２）
（４）

所以有：

犆＝犃＋犅＝ （犃狓＋犅狓，犃狔＋犅狔）＝

（狓２－狓１＋狓３－狓２，狔２－狔１＋狔３－狔２）＝

（狓３－狓１，狔３－狔１）＝ （犆狓，犆狔） （５）

其含义是：

犆＝犆狓犻＋犆狔犼 （６）

即对于由两个线段犃、犅 构成的等高线线段的总

方向矢量为其合犆 的方向，后者的坐标表示为其

首末点的坐标差。

２．２．３　任意多等高线线段总体方向矢量及其坐

标化表示

在网格单元中，当一条等高线由犖 个点构成

犖－１ 个首尾相接的矢量 （犃１犃
→
２，犃２犃

→
３，…，

犃犖－１犃
→
犖）表示时，则根据矢量合成法则，其总体方

向矢量犌为此犖－１个矢量的合矢量：

犌＝犃１犃
→
犖 ＝犃１犃

→
２＋犃２犃

→
３＋，…，＋犃犖－１犃

→
犖

（７）

亦即网格中的该条等高线的总体方向矢量为其首

末点连线的矢量犌（图５）。

图５　多于两个矢量的合成

Ｆｉｇ．５　Ｖｅｃｔｏｒ犌ａｓｔｈｅＳｕｍｏｆＶｅｃｔｏｒｓ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Ｔｗｏ

根据矢量的坐标表示方法，此处，合成矢量犌

可通过其首末点的坐标差来表示为：

犌＝犃１犃
→
犖 ＝ （犌狓，犌狔）

犌狓 ＝犡（犃犖）－犡（犃１）

犌狔 ＝犢（犃犖）－犢（犃１）

（８）

２．２．４　网格中等高线束的总方向矢量及其坐标

化表示

当在一个网格单元中有犕 条等高线线段链，

如图６所表示，根据矢量的合成法则，可有 犕 个

组合矢量犌１，犌２，…，犌犕：

犌１ ＝犃１１犃１犖
→
１
，犌２ ＝犃２１犃２犖

→
２
，…，犌犕 ＝犃犕１犃犕犖

→
犕

　　为了求出网格中这 犕 个合成矢量（犌１，犌２，

…，犌犕）的更高层合成矢量，根据矢量合成法则和

矢量的坐标表示法，可先对这犕 个矢量作坐标化

表示，然后进行坐标求和：

犌＝犌１＋犌２＋…＋犌犕 ＝ （ｄ犡１＋ｄ犡２＋…＋

ｄ犡犕，ｄ犢１＋ｄ犢２＋…＋ｄ犢犕）

此处，

ｄ犡犻＝犡（犃犻犖犻）－犡（犃犻１）

ｄ犢犻＝犢（犃犻犖犻）－犢（犃犻１）
，１≤犻≤犕 （９）

图６　网格中等高线束的总体方向

Ｆｉｇ．６　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

ＢｕｎｃｈＷｉｔｈｉｎａＧｒｉｄ

３　坡向矢量的生成

３．１　坡向矢量犖 与地形斜坡走向（等高线总方

向）犌的关系

当约定所有等高线为有向线，如上所述，规定

其前进方向的左侧朝高，则可计算出网格中犕 条

等高线线的总方向矢量犌 的方位角，且把后者定

义在０～３６０°范围内。这时，可把坡向矢量犖 定

义为等高线线段的总方位角ＡＺＩＭ加９０°（图７）。

３．２　坡向β的确定

网格单元的坡向β可看作是网格中所有等高

线合成矢量犌 加９０°，即所有等高线线段的总体

方位角α：

α＝ａｒｃｔａｎ（犇犢／犇犡）

犇犡 ＝∑
犿

犻＝１

ｄ犡犻

犇犢 ＝∑
犿

犻＝１

ｄ犢犻

（１０）

１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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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等高线总方向矢量Ｇ与坡向矢量Ｎ的相互关系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ｔｏｕ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犌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犖

　　由于落入网格中的各条等高线线段的长度并

不一样，因而它们对坡向角值β的贡献是不一样

的，为此，可用加权平均法计算网格中的坡向值。

β＝∑
犿

犻＝１

α犻犔犻／∑
犿

犻＝１

犔犻＋
π
２

（１１）

式中，α犻为网格中第犻条等高线的方位角；犔犻为网

格中第犻条等高线的长度；犿 为网格中等高线段

的条数。用此方法所计算的网格坡向如图（８）所

示。图９是对图８去网格线和去各个网格等高线

线束的独特颜色后用单色来表示地形等高线和坡

向线矢量。

３．３　坡向线矢量的插补

由于等高线的密度有稀有疏，因此，用本文中

所述的密集网格法会出现一些无等高线束的空网

格，对于这此空网格无法直接得到所需的坡向线矢

量，如图８中的空格和图９中无箭头符号的区域。

对于这些空网格，此处采用四邻域搜索非空

网格，在不少于二个非空网格条件下，对这些非空

矢量求其合矢量作为当前空网格的坡向矢量。在

一次循环中只能使非空网格边沿扩充一层，因此，

需要进行多次循环，直到空网格被填满为止。如

图１０和图１１所示。

图８　由等高线束总方

向矢量求斜坡方向

Ｆｉｇ．８　Ａｓｐｅｃ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ｏｎｔｏｕｒＢｕｎｃ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ｚｉｍｕｔｈ

　

图９　图８的去网格和去

等高线束颜色的单色表示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Ｍｏｎｏｔｏｎ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ｇ．８

ＷｉｔｈｏｕｔＧｒｉｄ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ＢｕｎｃｈＣｏｌｏｒｓ

　

图１０　空网格坡

向矢量的插补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ｓｐｅｃｔＶｅ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ＥｍｐｔｙＧｒｉｄｓ

　

图１１　图１０去网格和去等

高线束颜色的单色表示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Ｍｏｎｏｔｏｎ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ｇ．１０

ＷｉｔｈｏｕｔＧｒｉｄ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ＢｕｎｃｈＣｏｌｏｒｓ

　　在图１０和图１１中，原坡向矢量用黑色表示，

而空网格的插补坡向矢量用灰色表示。

４　更高密度的坡向单元的生成

根据需要，可生成密度更高的地形坡向图，如

网格密度比上述坡向图高一倍的坡向图：６４×６４

＝４０９６个单元的坡向图，其生成方法与前述３２

×３２＝１０２４个单元的坡向图完全相同。对于网

格中有等高线束的单元，可计算其坡向矢量，如图

１２中的箭头所示。

从图１２中看出，有更多网格单元为空单元，

为此需要作坡向矢量插补。

网格加密插补时，插补结果与执行顺序有关：

先入为主，且后果犹如“近亲繁殖”一样，会迅速蔓

延。为在最大程度上减弱这种不良后果，笔者提

出“正反时针嵌套矩形回路法”，从四个方向同步

进行插补，以代替通常使用的单向顺序扫描法。

该方法的原理如图１３所示。用此法对空网格进

行插补结果如图１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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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未插补前

的高密度坡向图

Ｆｉｇ．１２　ＡｓｐｅｃｔＭａｐ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ｒｉ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图１３　正反时针嵌套

矩形回路法插补

Ｆｉｇ．１３　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

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Ｇｒｉｄ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ｓｐｅｃｔＶｅｃｔｏｒｓ

　　

图１４　插补后

的高密度坡向图

Ｆｉｇ．１４　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Ｍａｐ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ｒｉ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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