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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常规格网ＤＥＭ地形模拟的失真问题，借鉴面向对象技术，提出了“矢量化模拟，栅格化组织”方

法，构建了融合地形场特征与对象特征为一体的特征嵌入式数字高程模型———ＦＤＥＭ（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Ｄ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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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高程模型的技术优势得到人们普遍认

可，尤其是规则格网 ＤＥＭ，其应用遍布测绘、交

通、军事、水利、农业、环境、资源管理、规划与旅游

等众多领域。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不仅建立了

覆盖本国的多种尺度的ＤＥＭ，同时也开始推进高

精度、高分辨率ＤＥＭ以及全球尺度ＳＲＴＭＤＥＭ

的建设，ＤＥＭ 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全球战略实施

的核心支持系统。我国也已经完成１∶１００万、

１∶５０万、１∶２５万、１∶５万和部分地区１∶１万

ＤＥＭ的建设，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大量的应用实例表明，

这些格网ＤＥＭ虽能较好地反映山地和丘陵地区

的地形自然起伏特征，但由于其规则格网结构自

身的特点，使其在复杂突变地形的精细表达上具

有很大局限性。对于自然突变地形和人工修整地

形等地形的模拟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失真问题，集

中表现在空间位置的失真、局地形态的失真、地貌

特征的失真、空间关系的失真和多尺度表达的

失真［１］。

格网ＤＥＭ数据结构自身的局限是造成其地

形模拟出现区域性失真的主要原因之一。邹豹君

指出［２］，大小地貌，无论平原、谷底、高山都是由单

一的坡面组成，地貌的变化完全导源于坡面的变

化，地面形态的变化是地形信息的根源。地形形

态的变化部位在空间的分布是多种多样的，很少

出现严格的规则格网分布，而格网ＤＥＭ 是按严

格的规则格网进行地形采样，这就直接导致对地

形变化部位描述的非精确性，不仅造成削峰填谷、

地形特征移位、变形等，而且随着ＤＥＭ 格网的增

大，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地形描述误差［３］。

Ｅｂｎｅｒ提出在一般地区采用规则格网ＤＥＭ

结构，沿地形特征处附加ＴＩＮ数据结构的 Ｇｒｉｄ

ＴＩＮ混合结构
［４］。随后，许多学者对矢栅混合结

构或矢栅一体化结构展开广泛研究，出现了一些

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５９］。龚健雅等以格网

数据模型为基础，提出多级格网数据结构，该模型

利用在粗格网上进一步进行格网细分技术，实现

对局部精细地形的描述，通过线性四叉树实现对

多级格网数据的高效索引［１０］。多级格网数据结

构对于二维平面信息的表达具有显著优势。德国

斯图加特大学的ＳＣＯＰ程序将断裂线引入了格网

ＤＥＭ，实现了格网ＤＥＭ 对地形突变部位形态的

精细描述［１１］，但其使用的数据结构、数据组织方

式、数字地形分析模型及应用情况均鲜有资料可

参阅，因此，该模型鲜有应用于实际ＤＥＭ 建设的

案例。

１　犉犇犈犕的提出

ＧｒｉｄＴＩＮ 结构试图通 过 把 ＴＩＮ 和 格 网

ＤＥＭ 的优势融为一体，实现地形的高保真模拟，

然而由于一些关键技术的制约，还难以应用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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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地形建模。如图１所示，ＧｒｉｄＴＩＮ以规则格

网为基础，在需要进行精细地形表达的地方嵌入

不规则三角网，并充分顾及精细地形的特征点、特

征线和特征面，确定三角形的大小和形状，实现对

各类复杂地形的细部刻画。在数据组织上，Ｇｒｉｄ

ＴＩＮ把地形的矢量描述（ＴＩＮ）和栅格描述（格网

ＤＥＭ）混合在一起，以独立特征地形或连片特征

地形为局部ＴＩＮ的基本地形单元，优点是能方便

快速地检索特征地形，缺点是必须进行两种不同

地形描述机理之间信息的协调与共享，这就不得

不打破原有格网ＤＥＭ数据结构的完整性和简洁

性，给全局数据的高效组织与处理带来很大困难。

图１　ＧｒｉｄＴＩＮ数据结构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ｒｉｄＴＩＮ

地形的对象特征不仅表现在连续起伏地形表

面嵌有大量多姿多彩的特征地形，而且任意形状

平面区域的局部地形也具有完整的对象特征。具

体的表现就是把地形曲面分成一系列局地面片，

每一个局地面片都会保持自身形态的独立性与稳

定性，当再次把它们拼接在一起时，它们又会重新

再现原始整体地形。地形形态的这一独特特征给

新型ＤＥＭ数据结构设计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可以把整体地形分割为一系列规则格网的局地对

象，每一个局地对象用ＧＩＳ矢量数据进行精细描

述，而在全局数据组织上可以采用栅格数据结构，

这就是本文提出的特征嵌入式数字高程模型Ｆ

ＤＥＭ的基本思想。

如图２所示，ＦＤＥＭ 把ＤＥＭ 格网４个角点

围成的矩形区域和其内的特征地形聚集为格网局

地地形对象，采用面向类对象技术，按“格网局地”

进行地形形态的管理和处理，不仅简化了地形在

总体形态上的复杂多样性，同时实现了格网局地

地形的矢量化精细表达和全局地形的栅格化高效

组织，为实现大范围地形精细描述与高效数据组

织与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ＦＤＥＭ通过“矢量化

模拟，栅格化组织”技术，实现数字地形的高保真

模拟和数据高效组织与处理。矢量化描述指在格

网局地内对地形进行矢量点、线、面的精细重构。

栅格化组织指把地形分割为相互独立的规则格

网，借助局地地形的形态自组织特性实现整体地

形的高保真重构。在这一点，ＦＤＥＭ可以看作是

扩展型栅格数据，与传统 ＤＥＭ 不同的是，传统

ＤＥＭ格网点存储的是单一类型的数值型信息，Ｆ

ＤＥＭ格网存储的是格网局地地形对象信息。

图２　ＦＤＥＭ格网局地地形对象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ＦＤＥＭ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２　特征地形的类对象表达

特征地形指对地形形态描述具有重要意义的

点、线、面（ｐｏｉｎｔｓ，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ａｒｅａｓ，ＰＬＡ）。在不

同的地貌类型，ＰＬＡ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如在

黄土残塬地形，沟沿线是典型的特征地形；在黄土

丘陵地形，沟谷网络是其典型的特征地形；在平原

地区，围堰、塘坝、导水渠等是其典型的地貌特征。

ＦＤＥＭ是地形形态的数字化模拟，关心的主要是

ＰＬＡ的形态特征，因此，单纯在形体特征上，ＰＬＡ

可以概括为点、线、面３种类型。

１）点状ＰＬＡ。可以抽象为数学点的地形特

征，主要包括地貌特征点，如山顶点、洼地点、鞍部

点等；局部地形特征点，如极大值点、极小值点、拐

点等；以及测绘控制点，如三角点、水准点等。

２）线状ＰＬＡ。在空间呈线条状分布的普通

线状地形特征或规则几何线状特征地形。普通线

状地形特征又分为三维线状 ＰＬＡ 和等高线状

ＰＬＡ。三维线状ＰＬＡ的节点的高程可以是不同

的值，如山脊线、山谷线、陡崖线等。等高线状

ＰＬＡ的所有节点是同一个高程值，主要出现在一

些人工修整的地形，如边坡线、水渠沿等。

规则几何ＰＬＡ指存在明显的主线（简称基

线），其他边线（简称对线）和基线具有相同的形态

特征，可以用简单的几何参数进行表达，如形状规

则的围堰、稻田田埂、导水渠等。如图３所示，规

则几何ＰＬＡ横断面通常呈上凸梯形或下凹梯形。

通过对边与基线的几何关系推算对边的空间位置

与形态。规则几何ＰＬＡ按其基线节点的高程取

值分为三维规则几何 ＰＬＡ 和等高规则几何

０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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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三维规则几何ＰＬＡ三维线状ＰＬＡ的节点

的高程可以是不同的值，等高规则几何ＰＬＡ的所

有节点是同一个高程值。

规则几何的形态信息描述有以下两种方式：

① 通过对线与基线的相对距离关系，参数主要是

犔１、犚１、犔２、犚２ 和犇狕；② 通过与基线共水平面的

对线与基线的相对距离关系及边坡与基线平面的

夹角，参数主要是犔１、犚１、犪犔２、犪犚２。

图３　规则几何ＰＬＡ形态特征与描述参数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ｒ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ＰＬＡＯｂｊｅｃｔ

３）面状ＰＬＡ。指以完整平直面状形态分布

的区域性地块。随着人类平田整地、城市建设、道

路建设、水利建设等的大规模发展，平直面状地形

越来越多地存在于地形表面，它们是地形的独特

景观，对它们形态的准确描述具有重要的实际意

义。面状ＰＬＡ主要类型有水平面状ＰＬＡ、倾斜

面状ＰＬＡ和垂直面状ＰＬＡ。水平面状ＰＬＡ的

坡度等于０，倾斜面状ＰＬＡ 的坡度大于０小于

９０°，垂直面状ＰＬＡ与水平面垂直。

垂直面状ＰＬＡ从其形态特征，又分为普通垂

面ＰＬＡ（ＰＬＡ的上下边界线都是三维线）、平行垂

面ＰＬＡ（ＰＬＡ的上下边界线平行）、等高垂面ＰＬＡ

（ＰＬＡ的对线高程是同一个值）和等高平行垂面

ＰＬＡ（ＰＬＡ的基线、对线的高程是一个常数值）。

表１是ＰＬＡ空间位置与形态数据的分类记

录格式。

虽然各类ＰＬＡ的空间坐标的实际记录格式

不同，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很大的相似

性，可以抽象成以下格式：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１犻｝｛狏２犻｝（１）

式中，｛狓１，狕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是基线节点平

面坐标，点状 ＰＬＡ 视为节点数等于１的线状

ＰＬＡ；｛狕１犻｝是基线高程信息，根据基线类别取不

同长度的值；｛狏２犻｝是对线的高程或参数信息，没

有对线的取空集｛｝。

表２是基于式（１）格式的ＰＬＡ空间位置与形

态数据的统一记录格式。

ＰＬＡ不仅辅助ＦＤＥＭ实现地形表面的高保

真重构，而且决定着ＦＤＥＭ 高程内插计算的模

型，因此，ＰＡＬ除了具有空间位置和几何形态数

据外，还必须有完整的形态属性。形态属性主要

包括软硬性、光滑性、内插性、方向性及ＰＬＡ类

型，表３是ＰＬＡ空间形态属性说明。

ＰＬＡ形态属性采用１０位整型数值编码进行

描述。图４是ＰＡＬ形态属性编码格式说明。

表１　犘犔犃空间位置与形态数据的分类记录格式

Ｔａｂ．１　ＲｅｃｏｒｄＦｏｒｍａｔ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Ｏｂｊｅｃｔ

类别 名称 坐标格式

点状ＰＬＡ 所有点状ＰＬＡ ｛狓，狔，狕｝

三维线状ＰＬＡ ｛狓１，狔１，狕１，狓２，狔２，狕２，…，狓狀，狔狀，狕狀｝

等高线状 ＰＬＡ｛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

线状ＰＬＡ 三维规则几何ＰＬＡ
｛狓１，狔１，狕１，狓２，狔２，狕２，…，狓狀，狔狀，狕狀｝｛犔１，犚１，犔２，犚２，犇狕｝或者｛狓１，狔１，狕１，狓２，狔２，狕２，…，

狓狀，狔狀，狕狀｝｛犔１，犚１，犪犔２，犪犚２｝

等高规则几何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犔１，犚１，犔２，犚２，犇狕｝或者｛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犔１，

犚１，犪犔２，犪犚２｝

三维边线水平面状ＰＬＡ ｛狓１，狔１，狕１，狓２，狔２，狕２，…，狓狀，狔狀，狕狀｝｛狕｝

等高边线水平面状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１，狕２｝

倾斜面状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１，狔１｝｛狕１，狕２，狕３，狕４｝

面状ＰＬＡ 普通垂面ＰＬＡ ｛狓１，狔１，狕１１，狕２１，狓２，狔２，狕１２，狕２２，…，狓狀，狔狀，狕１狀，狕２狀｝

平行垂面ＰＬＡ ｛狓１，狔１，狕１，狓２，狔２，狕２，…，狓狀，狔狀，狕狀｝｛犇狕｝

等高垂面ＰＬＡ ｛狓１，狔１，狕１，狓２，狔２，狕２，…，狓狀，狔狀，狕狀｝｛狕２｝

等高平行垂面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１，狕２｝

１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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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犘犔犃空间位置与形态数据的统一记录格式

Ｔａｂ．２　ＵｎｉｔｅＲｅｃｏｒｄＦｏｒｍａｔ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Ｏｂｊｅｃｔ

类别 名称 坐标格式

点状ＰＬＡ 所有点状ＰＬＡ ｛狓，狔｝｛狕｝｛｝

三维线状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１，狕２，…，狕狀｝｛｝

等高线状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

线状ＰＬＡ 三维规则几何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１，狕２，…，狕狀｝｛犔１，犚１，犔２，犚２，犇狕｝或者｛狓１，狔１，狓２，狔２，…，

狓狀，狔狀｝｛狕１，狕２，…，狕狀｝｛犔１，犚１，犪犔２，犪犚２｝

等高规则几何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犔１，犚１，犔２，犚２，犇狕｝或者｛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

｛犔１，犚１，犪犔２，犪犚２｝

三维边线水平面状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１，狔１｝｛狕１，狕２，…，狕狀｝｛狕｝

等高边线水平面状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１，狔１｝｛狕１｝｛狕２｝

倾斜面状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１，狔１｝｛狓１，狔１，狕１，……，狓４，狔４，狕４｝｛｝

面状ＰＬＡ 普通垂面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１１，狕１２，…，狕１狀｝｛狕２１，狕２２，…，狕２狀｝

等高垂面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１，狕２，…，狕狀｝｛狕２｝

平行垂面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１，狕２，…，狕狀｝｛犇狕｝

等高平行垂面ＰＬＡ ｛狓１，狔１，狓２，狔２，…，狓狀，狔狀｝｛狕１｝｛狕２｝

表３　犘犔犃空间形态属性表

Ｔａｂ．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ａｂｌ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Ｏｂｊｅｃｔ

名称 信息内容 取值含义

软硬性
ＰＬＡ在其切线方向是硬折边还是圆弧边，即ＰＬＡ在其切

线方向是否可以进行光滑处理

０：硬边，不可以光滑

１：软边，可以光滑

光滑性 描述ＰＬＡ在其垂直面方向是否可以进行光滑处理
０：不可以光滑

１：可以光滑

内插性

描述ＰＬＡ的高程信息是否参与ＤＥＭ格网点高程计算，比

如在ＤＥＭ生产中，有些人工建筑的高程不能参与 ＤＥＭ

格网高程的内插计算

０：不参加高程内插计算

１：参加高程内插计算

方向性
描述ＰＬＡ的是否是方向性线，方向性ＰＬＡ一般为面域特

征地形的边界线

０：非方向线；１：左边是ＰＬＡ面域；

２：右边是ＰＬＡ面域；３：左右都是ＰＬＡ面域

ＰＬＡ类型 描述ＰＬＡ在形态上属于哪一类ＰＬＡ

１０：点状ＰＬＡ；

２１：三维线状ＰＬＡ、２２：等高线状ＰＬＡ

３１：三维规则几何ＰＬＡ；３２：等高规则几何ＰＬＡ

４１：三维边线水平面状ＰＬＡ；４２：等高边线水平面状ＰＬＡ；

５１：倾斜平直面状ＰＬＡ；

６１：普通垂面ＰＬＡ；６２：等高垂面ＰＬＡ；６３：平行垂面ＰＬＡ；

６４：等高平行垂面ＰＬＡ

１ Ｘ Ｘ Ｘ Ｘ ＸＸ ＸＸＸ

↑ ↑ ↑ ↑ ↑ ↑ ↑

占位符 软硬性 光滑性 内插性 方向性 ＰＬＡ类型 备用码

图４　ＰＬＡ形态属性编码格式

Ｆｉｇ．４　Ｃｏｄ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ｏｆ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ｏｆＰＬＡＯｂｊｅｃｔ

　　表４是统一格式的ＰＬＡ类对象结构。经过

对ＰＬＡ空间位置和形态属性的形式统一化处理，

ＰＬＡ就可以方便地用类对象来表达。通过ＰＬＡ

的类对象ｓＰＬＡ，就可以实例化ＦＤＥＭ中的所有

ＰＬＡ。此时，ＦＤＥＭ的单个格网局地内虽然可能

会同时包含矢量结构的点、线、面数据，但借助统

一格式的ＰＬＡ类对象ｓＰＬＡ，就不需要对它们再

进行分层分文件组织，这就简化了数据结构，为

ＦＤＥＭ借助栅格数据结构实现简洁高效数据组

织奠定了很好基础。

３　犉犇犈犕数据结构与地形模拟

图５是ＦＤＥＭ数据结构图，ＦＤＥＭ 数据由

头文件、数据体和元数据文件三部分构成。

头文件是ＦＤＥＭ 格网结构信息的说明，内

容与传统格网ＤＥＭ的头文件信息相同。数据体

文件包括ＤＥＭ数据和ＰＬＡ（地形特征）数据，均

按常规格网ＤＥＭ的规则二维矩阵存储（图６），不

同的是 ＤＥＭ 格网单元值为定长值（格网高程

值），ＰＬＡ格网单元值为变长值（长度取决于ＰＬＡ

２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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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统一记录格式的ＰＬＡ类对象结构

Ｔａｂ．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Ｌ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ｌａｓｓ

ｏｆ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ｅｔｈｏｄ

／／ＰＬＡ的数据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ｓＰＬＡ

｛

ＩｎｔＰｏｉｎｔｓＣｏｕｎｔｅｒ；　　　／／ＰＬＡ节点个数，取１表示是特

征点

ＩｎｔＣｏｄｅ； ／／ＰＬＡ的地形属性代码，备用属

性，ＦＤＥＭ构建并不需要

Ｉｎｔ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ＬＡ空间属性

ｓ２ＤＰｏｉｎｔＰｏｎｉｔｓ［］； ／／ＰＬＡ节点平面位置坐标

Ｄｏｕｂｌｅ狕１［］； ／／ＰＬＡ基线节点高程

Ｄｏｕｂｌｅ狕２［］； ／／ＰＬＡ对线信息

｝

／／ＰＬＡ节点平面位置坐标数据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ｓ２ＤＰｏｉｎｔ

｛

Ｄｏｕｂｌｅ狓，狔；／／平面位置坐标｛狓，狔｝

｝

个数、节点数）。元数据文件记录了ＦＤＥＭ 数据

空间信息（范围、空间参考信息）、数据统计特征、

质量、版本等信息，方便用户了解和正确使用

数据。

图７是ＦＤＥＭ 和常规格网ＤＥＭ 地形模拟

的三维对比图。“矢量化描述，栅格化组织”是Ｆ

ＤＥＭ 数据结构的典型特色。如果不含任何

ＰＬＡ，ＦＤＥＭ就退化为常规格网ＤＥＭ，因此常规

格网ＤＥＭ可以看作是ＦＤＥＭ 的特例。ＦＤＥＭ

不仅克服了常规格网ＤＥＭ 难以精确描述地形结

构和突变地形的缺憾，而且充分维护了常规格网

ＤＥＭ地形描述与处理的简洁高效优势。

图５　ＦＤＥＭ数据结构

Ｆｉｇ．５　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ＤＥＭ
　　　　　

图６　ＦＤＥＭ数据体二维矩阵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ＭａｐｏｆＦＤＥＭＤａｔａｂｙ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图７　地形模拟的三维对比图

Ｆｉｇ．７　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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