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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曲面论为理论基础的高精度曲面建模模型（ＨＡＳＭ）从理论上解决了曲面模拟的误差问题，但是计

算量大，存储要求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用多重网格法（ＭＧ法）来求解 ＨＡＳＭ模型离散得到的线性方程

组。数值试验结果表明，ＭＧ法在保持求解精度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了 ＨＡＳＭ模型的模拟速度，同时解决了

ＨＡＳＭ模型存储要求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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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ｖａｎｓ研究发现，坡度、坡向和曲率是曲面

分析的重要变量［１］，受此启发，笔者建立了基于

曲面论基本定律的冰斗形态表面模型［２］，此模型

后来被发展成为地球表层系统变化探测模型［３］。

事实上，根据曲面论基本定律，曲率、坡度和截

距是曲线的决定要素［４］；曲面由第一基本量和第

二基本量惟一确定［５］，据此建立了高精度曲面建

模 方 法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ＨＡＳＭ）
［６，７］。虽 然 ＨＡＳＭ 较 ＴＩＮ、ＳＰＬＩＮＥ、

ＩＤＷ 和 ＫＲＩＧＩＮＧ等经典方法的精度提高了多

个数量级，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ＧＩＳ和计算机辅

助系统曲面建模的误差问题，但模拟过程中求解

偏微分方程组时，存在高运算量和高存储量两大

难题。在计算数学领域，多重网格法（ｍｕｌｔｉｇｒｉｄ，

ＭＧ法）是公认的求解椭圆型微分方程组的有效

方法［８１１］。本文引入 ＭＧ法对 ＨＡＳＭ 模型进行

了改进。

１　高精度曲面建模模型的 犕犌法

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曲面狕＝狌（狓，狔）在空

间采样的基础上，ＨＡＳＭ 模型对如下方程进行

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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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珔狌犻犼｝是狌在采样点｛（狓犻，狔犼）｝的采样值，

｛珘狌犻，犼｝是根据｛珔狌犻犼｝的插值结果，狌
０
犻犼＝珘狌犻犼，犺为模拟

步长，则 ＨＡＳＭ的表达式可转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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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 为狓方向或狔方向的内部栅格个数。

方程组（２）的矩阵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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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２
狀分别为系数矩阵和右端向量。

设犣＝［犃１　犃２］
Ｔ，犙

狀＝［犅１
狀
　犅２

狀］Ｔ，为了

保证在采样点的模拟值等于采样值，建立如下的

最小二乘问题：

ｍｉｎ‖犣犝
狀＋１
－犙

狀
‖２，ｓ．ｔ．　犆犝

狀＋１
＝犇 （４）

其中，犆（犽，（犻－１）·犕＋犼）＝１；犇（犽，（犻－１）·犕

＋犼）＝珔狌犻，犼。也就是说，第犽个采样点的采样值为

珔狌犻，犼。

对足够大的参数λ，求解无约束的最小二乘

问题：

ｍｉｎ
犉
‖［犣　λ犆］

Ｔ犝狀＋１－［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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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犃犺＝ 犣Ｔ，λ犆［ ］Ｔ 犣，λ［ ］犆 Ｔ，犅狀犺＝［犣
Ｔ，λ犆

Ｔ］

· 犙
狀，λ［ ］犇 Ｔ，则问题转换为求解线性代数方程

组：

犃犺犝
狀＋１
＝犅

狀
犺 （７）

　　以往的 ＨＡＳＭ 模型只使用了栅格大小为犺

×犺的单一网格层，得到方程组（７）直接求解。而

多重网格法需要建立多层网格，在不同网格层间

传递信息。用 ＭＧ法求解 ＨＡＳＭ 模型（ＨＡＳＭ

ＭＧ）的全过程可分成构建各层网格上的系数矩

阵和求解方程组两大阶段，其一般步骤如下。

１）建立一系列粗网格层，其栅格大小分别为

２犺×２犺、４犺×４犺、…，重复犺×犺网格层上建立方

程组（７）的过程，得到犃２犺、犃４犺、…。

２）在最细的网格层上的方程为犃犺犝
狀＋１＝

犅犺
狀，以犝０犺＝珟犝为迭代初值，使用ＧａｕｓｓＳｅｉｄｅｌ迭

代法迭代狏１步，得到近似解犝
１
犺。

３）计算犚０犺＝犅犺－犃犺犝
１
犺。

４）用插值方法将犚０犺的信息传递到下一层网

格，令犅２犺＝犐
犺
２犺犚

０
犺为下一网格层线性方程组的右

端向量 ，其中，犐犺２犺是插值方法的符号表达。

５）重复步骤２）～４），直到已经达到最粗的网

格层。设最粗网格层的栅格大小为犎×犎，此网

格层的方程组为犃犎犝
狀＋１＝犅犎

狀，精确求解这个方

程组，得到犝１犎。

６）用插值方法将犝１犎的信息传到上一层网

格，设上一层网格的栅格大小为犡×犡，那么令

犗犡＝犘
犡
犎犝

１
犎，犘

犡
犎是插值方法的符号表达。令犝

０
犡＝

犝１犡＋犗犡，犝
１
犡是向下传递过程中计算得到的近似

解。

７）以犝０犡为初值，对方程组犃犡犝
狀＋１＝犅犡

狀进

行狏２步ＧａｕｓｓＳｅｉｄｅｌ迭代，得到近似解犝
２
犡。

８）重复步骤６）～７），直到返回到最细的网格

层，得到最细网格层上的近似解犝２犺。

９）以犝０犺＝犝
２
犺为初值，重复步骤２）～８），不断

更新犝２犺，直到得到满意的精度为止。

根据网格间信息传递的路线，多重网格循环

有Ｖ型循环和 Ｗ型循环等，本文使用 Ｗ型循环

（见图１）。图１中，●代表ＧＳ迭代，犚代表向下

传递，犘代表向上传递，■代表直接法求解。

图１　用多重网格法求解 ＨＡＳＭ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ｕｌｔｉＧｒｉ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ＨＡＳＭ

以往的 ＨＡＳＭ模型需要存储最细的网格层

的系数矩阵犃犺，因而占用大量的内存。使用 ＭＧ

法，针对系数矩阵非零元素的分布规律，只需要

存储犃犺、犃２犺、犃４犺、…的对角线元素，从而大大减

少了存储量。

２　数值曲面模拟及结果分析

选择高斯合成曲面作为标准曲面：

犳（狓，狔）＝３（１－狓）
２ｅ
－狓
２
－（狔＋１）

２

－

１０（狓／５－狓
３
－狔

５）ｅ
－狓
２
－狔
２

－ｅ
－（狓＋１）

２
－狔
２

／３ （８）

研究区域设置为［－３，３］×［－３，３］，在研究区域

内，－６．５５１０＜犳（狓，狔）＜８．１０６２。

ＨＡＳＭＭＧ的模拟过程没有改变 ＨＡＳＭ 模

型的迭代方程，在求解阶段，停机标准只要足够

小，就不会降低 ＨＡＳＭ 模型的精度。用 ＨＡＳＭ

模型模拟高斯合成曲面，均匀采样２５６个，将模

拟区域划分为 ７６×７６ 个栅格，模拟误差为

０．０５０４。使用相同的采样点，ＨＡＳＭＭＧ 模拟

时，将研究区域划分为１２０１×１２０１个栅格，模

拟误差为０．０１４３，比 ＨＡＳＭ 精度提高了３．５

倍，可见，ＨＡＳＭＭＧ不会降低在 ＨＡＳＭ 模型

的精度。

原有的 ＨＡＳＭ模型在模拟大规模问题时既

耗时，又耗内存，栅格总数为１５００×１５００时，需

要１０ｈ的计算时间，而用 ＭＧ法求解 ＨＡＳＭ 模

型时，运算时间优势明显，所以本文不再与原有

模型进行时间对比。将模拟区域划分成 犖×犖

个栅格，依次选取 犖＝１２９、２５７、５１３、１０２５、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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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９、４０９７，并记录构建阶段和求解阶段总的计

算时间，运算时间与模拟区域栅格总数的线性回

归方程可表达为：

狋＝０．０００１犵狀－１２．１１８ （９）

其中，狋为运算时间；犵狀 为计算区域的栅格总数；

相关系数犚２＝０．９９９７。则对不同的犖 值依次求

得的运算时间分别为１．８２８ｓ、７．３９１ｓ、２９．３４４ｓ、

１２０．６９ｓ、５１６．７７ｓ、２２２８．６ｓ。

高精度曲面建模的超大计算量问题来自微分

方程系统的模拟和代数方程组的求解，其中代数

方程组的求解是主要原因。用 ＭＧ 法求解

ＨＡＳＭ模型时，代数方程组求解过程的计算时

间随着栅格总数的增加而呈线性增长，所以可以

说，ＭＧ法解决了以往ＨＡＳＭ模型的运算量随栅

格总数呈几何增长的问题，大幅度提高了模拟速

度，解决了高运算量的瓶颈问题。

３　犎犃犛犕犕犌数字高程模型试验

试验使用的高程数据由南方全站仪测量获

得，在约１．３ｋｍ×１．３ｋｍ 的范围内采样近

３０００点，经过整理后保留２５２０点用于计算，

采样点高程在１２２１．２１～１３５６．１０ｍ之间。在

测量期间，庆阳市水土保持管理局提供了大量

的资料，包括甘肃省测绘局１９８３年７月调绘的

地形图，图２（ａ）为人工矢量化后的董志乡部分

１０ｍ等高线。据当地居民介绍，该地几十年来

地形变化不大，因此可以用地图数据与模拟结

果进行对比。

模拟地形时，采用１ｍ×１ｍ的分辨率，约

１３００×１３００个网格点，分别用 ＨＡＳＭＭＧ和

ＡｒｃＧＩＳ９．０的３ＤＡｎａｌｙｓｔ模块进行模拟，然后利

用３ＤＡｎａｌｙｓｔ模块将模拟结果转换成１０ｍ间距的

等高线。ＡｒｃＧＩＳ９．０的３ＤＡｎａｌｙｓｔ中的空间插值

模块参数均采用默认参数：ＩＤＷ方法的搜索类型

半径是可变的，最大点数为１２，点的权重为２；

ＳＰＬＩＮＥ方法使用规则样条，权重为０．１，搜索点

数为１２；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的变异模型使用球型模

型，搜索半径是可变的，最大点数为１２。

从生成的等高线可以看出，与矢量化后的等

高线相比，模拟结果在区域中部梁头处误差较

大，这是因为实地测量时受植被和地形的限制无

法进行采样；左中河沟等高线稀疏，是因为１９８３

年调绘地图时没有下游的淤地坝；左上等高线稀

疏是因为采样数据只有塬面边缘的数据，河沟底

部无法测量。ＨＡＳＭＭＧ的模拟结果和ＴＩＮ的

模拟结果最接近矢量化得到的等高线；ＫＲＩＧ

ＩＮＧ方法模拟结果的等高线分布不规律，出现大

量的陡坎，在沟底缺失很多等高线；ＳＰＬＩＮＥ的

模拟结果中部分区域的等高线密集，说明模拟结

果出现了局部震荡；ＩＤＷ 模拟结果的等高线与

ＫＲＩＧＩＮＧ结果相近，除了有大量卵形等高线外，

在塬面边缘和梁头处的等高线密集。

图２　小崆峒等高线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Ｘｉａｏｋｏｎｇｔｏｎｇ

从图２可以看出，ＨＡＳＭＭＧ明显比 ＴＩＮ

之外的插值方法的精度高；ＨＡＳＭ 模型与 ＴＩＮ

模型相比，只是模拟结果更光滑一些。为进一步

对比模拟精度，分别使用５倍、１０倍和２０倍交叉

验证法进行比较，用 ＲＭＳＥ作误差检验的标准

（见表１）。由表１可见，ＨＡＳＭＭＧ的精度最高，

ＫＲＩＧＩＮＧ次之。随着验证点比例的增加，参与

计算的点数越少，经典模型模拟的精度明显降

低，ＴＩＮ模型的精度受影响最大，验证点比例为

２０％时，平均均方误差最大；ＨＡＳＭＭＧ模拟的

精度变化不大，１０％比例的验证点模拟结果的平

均均方误差甚至比５％比例时要高。在验证点比

例为５％时，ＨＡＳＭＭＧ的精度较经典方法平均

提高了２．５７倍；为１０％时，平均提高了２．８４倍；

为２０％时，平均提高了４．０５倍（见表２）。

表１　小崆峒高程模拟交叉验证结果／ｍ

Ｔａｂ．１　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ａｏｋｏｎｇｔｏｎｇＤＥＭ／ｍ

验证点比例

２０％ １０％ ５％

ＨＡＳＭＭＧ ０．９４２７ ０．８８６３ ０．９０１１

ＴＩＮ ５．２１１７ ２．２６９３ １．９７０７

ＳＰＬＩＮＥ ３．２６７６ ２．４６３６ ２．２５７７

ＫＲＩＧＩＮＧ ２．９４２２ ２．０５１４ １．９４５４

ＩＤＷ ３．８４５３ ３．２７９６ ３．０８３２

３１７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６月

表２　小崆峒高程模拟交叉验证传统方法结果

与犎犃犛犕犕犌结果比值／ｍ

Ｔａｂ．２　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ａｏｋｏｎｇｔｏｎｇＤＥＭ

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ＫＲＩＧＩＮＧｔｏＨＡＳＭＭＧ／ｍ

验证点比例

２０％ １０％ ５％

ＴＩＮ ５．５２８２ ２．５６０５ ２．１８７０

ＳＰＬＩＮＥ ３．４６６１ ２．７７９８ ２．５０５６

ＫＲＩＧＩＮＧ ３．１２０９ ２．３１４６ ２．１５９０

ＩＤＷ ４．０７８８ ３．７００４ ３．４２１７

４　结　语

基于多重网格的高精度曲面建模法的计算量

与栅格总数呈线性比例增长，与传统的 ＨＡＳＭ

相比，大大提高了模拟速度。同时，模拟精度也

有提高，而且解决了大存储量的问题，但是在模

拟效率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的改进潜力。基于多重

网格的高精度曲面建模法的并行计算问题是下一

步研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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