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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利用等高线栅格化方法，逐行扫描原始等高线和重构等高线，并以不同数值分别填充原始等高

线与重构等高线区域，研究了基于不规则三角网和规则格网重构等高线的ＤＥＭ 精度评估，得出了等高线栅

格化时采用的格网间距与ＤＥＭ精度关系，评价ＤＥＭ与实际地形吻合的情况。

关键词：ＤＥＭ；不规则三角网；重构等高线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是对地球表面地形地

貌的一种离散的数字表达，是地理信息系统、遥

感、虚拟现实、数字化战场等领域赖以进行三维空

间数据处理与地形分析的核心数据，是国家地理

信息的基础数据之一［１，２］。目前，ＤＥＭ 在表面建

模、内插模型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３５］，

但ＤＥＭ精度的实验和理论研究，与应用和需求

相比还略显滞后。为了准确、客观地反映地球表

面的起伏变化，ＤＥＭ精度成为ＤＥＭ 研究的热点

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１　等高线栅格化的犇犈犕误差计算

等高线栅格化方法的具体算法如下。

１）逐行（列）扫描每条原始等高线，将该等高

线及其内部区域栅格化，并作标记。此时假设记

为犃犻，图１（ａ）为原始等高线的栅格化，图１（ｂ）为

原始等高线内部区域的栅格化，图１（ｃ）为原始等

高线及其内部区域栅格化的放大示意图。

２）同理，逐行（列）扫描上述原始等高线对应

的重构等高线，并将重构等高线及其内部区域栅

格化，另作标记，假设记为犅犻。

３）分析所有标记区域。若某一区域栅格既

有标记犃犻又有标记犅犻，则表明此区域为原始等高

线与重构等高线的公共部分，即 （犃犻∩犅犻）；否则，

当某区域栅格只有标记犃犻或犅犻时，表明此区域仅

为原始等高线区域或仅为重构等高线区域，即（犃犻

－犅犻）或（犅犻－犃犻），这两区域之和（（犃犻－犅犻）∪

（犅犻－犃犻））即为所求的原始等高线与重构等高线

的面积之差。如图１（ｄ）为原始等高线与重构等

高线的面积之差，图１（ｅ）和图１（ｆ）分别为原始等

高线与重构等高线的面积之差放大图。

４）分别计算原始等高线长度。将上述的原

始等高线与重构等高线的面积之差（（犃犻－犅犻）∪

（犅犻－犃犻））除以对应的原始等高线长度犾犻，即为

第犻条原始等高线与其对应的重构等高线的相对

误差ξ１，ξ２，…，ξ犻。

５）依次计算所有原始等高线与重构等高线

误差ξ１，ξ２，…，ξ犻。

６）求取上述所有等高线与重构等高线误差

ξ１，ξ２，…，ξ犻的平方和的算术根，即最终的相对中

误差为：

ξ＝
１

狀 ξ
２
１＋ξ

２
２＋…＋ξ

２
槡 犻 （１）

２　犇犈犕重构等高线

等高线数据是最常用、大面积区域的地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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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等高线栅格化实例

Ｆｉｇ．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Ｇｒｉｄ

据源，用其表示地形起伏，即位于同一等高线上

的点其高程相等［６］。从 ＤＥＭ 生成等高线是检

查地形结构的一种较为全面的方法。因此，本

文运用等高线回放模型，即在利用等高线上的

离散点生成 ＤＥＭ 的基础上，再用某一算法将

ＤＥＭ内插生成新的等高线，然后将原始等高线

与重构等高线进行比较，检查并分析两等高线

间的误差，最后选取适当的指标进行ＤＥＭ 精度

评估。

２．１　基于不规则三角网重构等高线

基于ＴＩＮ的等高线回放法一般包括回放原

有的等高线（如等高线高程点作为参考点时）和回

放中间等高线的方法（如当等高线高程为１００ｍ、

１２０ｍ、１４０ｍ、…，回放１１０ｍ、１３０ｍ、１５０ｍ、…

或１０５ｍ、１２５ｍ、１４５ｍ、…处的等高线），比较内

插处的高程值。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其他内插点处

的高程连续分布。

通过所有等高线构建ＴＩＮ的ＤＥＭ，然后用

ＴＩＮ重构等高线。由于重构等高线与原始等高

线完全重合，因此无法检验等高线构建ＴＩＮ的好

与坏。本文采用回放中间等高线的方法。新构建

的等高线一部分取自原始等高线，故与原始等高

线完全重合；而另一部分等高线是在原始等高线

基础上通过内插而生成的，所以与原始等高线之

间存在着误差，这些误差在一定意义上表示了

ＤＥＭ的精度。

如图２（ａ）所示，用颜色较深的等高线（即隔

条选取的等高线）来构建 ＴＩＮ。图２（ｂ）为基于

ＴＩＮ回放中间等高线后的效果图，从图中可以看

出，参与构网的原始等高线与重构等高线完全重

合，而回放的中间等高线与原始等高线存在着一

定的误差，这就是即将所求的ＤＥＭ误差。

图２　基于ＴＩＮ的ＤＥＭ回放等高线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ＩＮ

２．２　基于规则格网重构等高线

基于规则格网重构等高线，是将其中的每个

点视为一个几何点，而不是一个矩形区域，这样可

以根据规则格网ＤＥＭ中相邻的４个点组成四边

形进行等高线跟踪。对于等高线跟踪中出现的二

义性，即对于每个四边形有两条等高线的离去边，

进行取舍判断的方法一般是计算距离，距离近的

连线优于距离远的连线［７］。从规则格网ＤＥＭ 提

取等高线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一些网格

点的数值恰好等于要提取等高线的数值，将会使

判断过程变得复杂，并且会生成不闭合的等高线，

其解决办法是将这些网格点的数值增加一个小的

偏移量Δσ。

为了验证算法，笔者选择了一些实际地形的

等高线数据作为实验的基础数据，构建规则格网

的ＤＥＭ，然后基于ＤＥＭ重构等高线。图３（ａ）为

用等高线构建的规则格网ＤＥＭ。图３（ｂ）为基于

规则格网的ＤＥＭ 回放等高线的效果图，图中颜

色较浅的为原始等高线。颜色较深的为重构等高

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原始等高线与重构等高线能

较好地吻合。

图３　基于Ｇｒｉｄ的ＤＥＭ回放等高线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ｒｉｄ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基于犜犐犖重构等高线的犇犈犕精度评估

ＴＩＮ是建立在不规则离散点数据结构上的

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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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数字高程模型，这些不规则的离散点构成了

许多相互不交叠的相邻三角形。作为一个向量模

型，ＴＩＮ适用于基于点、线、区域的特征以获取或

表示曲面形态［８］。

为了验证算法，本文选择某一山区实际地形

（面积为４２．２ｋｍ２）的等高线数据进行实验，实验

数据如图４（ａ）所示。从所有等高线数据中抽取

其中一半（等高距为２０ｍ），并对这些等高线上的

离散点构建ＴＩＮ，然后通过ＴＩＮ重构等高线（此

时等高距改为１０ｍ），再将未参加构网的原始等

高线与内插出的等高线，采用栅格化的误差统计

方法统计出两者间的误差，进而对实验数据进行

精度评估与分析。实验中计算相对中误差ξ，得

到ＤＥＭ精度为５．７９９５ｍ，其中总的误差面积为

０．７３ｋｍ２。再重复以上实验步骤，不同的是对上

面实验中未参加构网的等高线进行构网，然后重

构等高线进行评价，计算相对中误差ξ′，得出的

ＤＥＭ精度为５．８４３５ｍ，其中总的误差面积为０．

８１ｋｍ２。另外，当改变栅格化等高线扫描格网

时，格网间距对ＤＥＭ 重构精度影响不大。图４

（ｂ）为图４（ａ）基于ＴＩＮ的ＤＥＭ重构等高线栅格

化的局部放大图。

图４　基于ＴＩＮ重构等高线的精度评估实验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ＩＮ

从实验过程可以知道，最后得出的误差和精

度是以整个验区中一半的等高线为基础的，具有

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如果最后只是简单地把上

面两次实验的结果进行简单的加法运算，将会得

到较大的误差和不正确的精度评定。

３．２　基于格网重构等高线的犇犈犕精度评估

基于ＴＩＮ重构等高线，无法一次衡量所有等

高线对应的误差。为此，考虑将ＴＩＮ转换为规则

格网，回放原始等高线，进而对所有的等高线进行

误差分析；或直接将原始等高线上的离散点构建

规则格网，来分析ＤＥＭ精度。

　　在等高线栅格化方法中，当逐行（列）扫描原

始等高线和重构等高线时，可设定不同的格网间

距进行扫描。在此，分别运用不同网格化方法，在

扫描等高线时采用不同的格网间距，利用等高线

栅格方法计算ＤＥＭ 精度，原始等高线与重构等

高线误差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网格化方法在不同格网间距

犇犈犕精度／ｋｍ２

Ｔａｂ．１　Ｖａｒｉ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ＤＥＭ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ｉ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ｖｓ

格网

间距

网格法

三角平

面插值

三角网内按距离

平方反比加权插值

按距离加

权内插

按方位取点

加权插值

２ １１９１０９ １７３４２６ ２５８５０１ ２０２２７６

３ ５３３０１ ７７５１７ １１５３４６ ９０３２７

４ ３０４８５ ４４３６７ ６４９２９ ５０８５２

５ １８７５６ ２７６６０ ４１７５３ ３２４９７

６ １３５３８ １９７７６ ２９１３０ ２２７１７

７ ９８９３ １４５９６ ２１３８５ １６８１２

８ ７７３７ １１１８３ １６３７１ １２８４３

９ ６０３１ ８９３９ １３０９７ １０２５８

１０ ５０８２ ７３５７ １０４８３ ８２０７

　　另外，用δ１、δ２、δ３、δ４ 分别表示运用上述不同

的网格化方法，在扫描等高线时改变格网间距，并

利用等高线栅格方法计算ＤＥＭ 精度评估指标，

即等高线回放误差，其检测结果如下：

δ１ ＝ ［１．０９３０１．１００５１．１１９０１．０７５７１．１１８１

　　１．１１２１１．１２６０１．１２０７１．１６６０］；

δ２ ＝ ［１．５９１２１．６００５１．６２８０１．５８６４１．５５１４

　　１．６４０７１．６４２０１．６６１１１．６８７８］；

δ３ ＝ ［２．３７２２２．３８２０２．３８３３２．３９４７２．４０５８

　　２．４０４０２．４０３７２．４３３８２．４０５０］；

δ３ ＝ ［１．８５６２１．８６５０１．８６６６１．８６３８１．８７６２

　　１．８８９９１．８８５７１．９０６２１．８８２８］

　　图５为分别运用上述不同网格化方法，在扫

描等高线时采用不同格网间距，ＤＥＭ精度与扫描

等高线时格网间距关系的折线图。

由图５可以看出，采用三角平面插值误差最

小，即ＤＥＭ精度最高；三角网内按距离平方反比

加权插值、按方位取点加权插值误差次之，即

ＤＥＭ 精度次之；按距离加权内插误差最大，即

ＤＥＭ精度最差。另外，从图中也可以看出，对于

同一种网格化方法，等高线栅格化时采用的不同

格网间距对ＤＥＭ精度影响很小，即ＤＥＭ精度较

为稳定，由此可以得出等高线栅格化时采用的格

网间距对ＤＥＭ精度影响不大。

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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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网格化方法与不同格网间

距ＤＥＭ精度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Ｖａｒｉ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ＤＥＭ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ｉ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参　考　文　献

［１］　李志林，朱庆．数字高程模型［Ｍ］．武汉：武汉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３

［２］　王家耀．空间信息系统原理［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３］　王淑萍，姚红，郑海鹰，等．基于双二次插值多项式

的ＤＥＭ传递误差模型［Ｊ］．测绘科学技术学报，

２００６，２３（１）：３３３５

［４］　王耀革，高际宇，朱长青．基于Ｃｏｏｎｓ曲面的格网

ＤＥＭ传递误差［Ｊ］．测绘科学技术学报，２００７，２４

（５）：３６１３６３

［５］　汤国安，龚健雅．数字高程模型地形描述精度量化

模拟研究［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１，３０（４）：３６１３６５

［６］　Ｔｏｕｔｉ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ｌｏｐｅａｎｄＡｓｐｅｃｔｏｎ

ＤＥＭ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Ｊ］．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２（５７）：２２８２４０

［７］　邬伦，刘瑜．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和应用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　Ｚｈｕ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Ｓｈｉ 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ａ

ＲａｎｄｏｍＥｒｒｏｒａｔｔｈｅＴＩＮＮｏｄｅｓ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

ｔｈｅＤＥＭ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５，２６（２４）：５

４９３５５０８

［９］　王耀革，王志伟，朱长青．ＤＥＭ 误差的空间自相关

特征分析［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３

（１２）：１２５９１２６２

［１０］王春，刘学军，汤国安．格网ＤＥＭ 地形模拟的形态

保真度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９，

３４（２）：１４６１４９

第一作者简介：王俊，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ＧＩＳ应用研究。

Ｅｍａｉｌ：ｇｉｓ＿ｊｓｊｊ＠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犈狊狋犻犿犪狋犲狋犺犲犃犮犮狌狉犪犮狔狅犳犇犈犕犅犪狊犲犱狅狀犚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犲犱犆狅狀狋狅狌狉狊

犠犃犖犌犑狌狀１
，２
　犑犐犃犖犌犉犪狀

３
　犣犎犝犆犺犪狀犵狇犻狀犵

４
　犣犎犃犖犌犢狌犲

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６６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ｎｇｈａｉＲｏａｄ，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５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ｃａｄｅｍｙ，１２２Ｌｕｏｊｉａｄｕｎ，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３５，Ｃｈｉｎａ）

（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ｃａｄｅｍｙ，１２２Ｌｕｏｊｉａｄｕｎ，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３５，Ｃｈｉｎａ）

（４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ＷｅｎｙｕａｎＲｏａ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ｒａｓ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ｌｉｎｅｂｙｌｉｎｅ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ｏｎｅ，ａｎｄｍａｒｋ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ｏｎｔｏｕ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ｏｎｅ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ｓ，ｗ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ＤＥＭｏｆＴＩＮａｎｄｇｒｉｄｗｈｉ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ｎｄｍａｋ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ｉ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ＤＥＭｓ，ｔｈｅ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Ｍｗａ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

ｒｅｌｉｅｆ．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ＥＭ；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ｅｄ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ｎｔｏｕｒ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ＡＮＧＪｕｎ，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ＩＳ．

Ｅｍａｉｌ：ｇｉｓ＿ｊｓｊｊ＠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５５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