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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形特征建立犇犈犕的犎犃犛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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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曲面建模方法（ＨＡＳＭ）用于处理河流线和离散点的情形，给出了甘肃省庆阳市董志塬崆峒沟

的扫描地形图案例。为简单起见，本文只研究其中的河流线和离散点等两种数据的情形，并通过可视化的手

段比较了 ＨＡＳＭ的结果与河流线约束ＴＩＮ及薄板样条方法的结果，发现 ＨＡＳＭ的结果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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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特征是地形的基本信息，地形特征对于建

立高精度的ＤＥＭ非常重要
［１，２］，而高精度ＤＥＭ对

于水文学、精准农业和军事航迹规划来说也非常重

要。由于地形特征依赖于人们观测世界的尺度［３］，

故地形特征对于多尺度的地形表示和地形简化来

说非常关键［４，５］。由于地形特征数据的广泛应用，

因此从原始地形图中如何提取地形特征的方法有

很多，如规则格网ＤＥＭ
［６，７］、等高线［８１０］和不规则

三角网 ＴＩＮ
［６，１１］，它们分别被当作点、线和面。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广泛应用于由离散点和等高线构

建ＤＥＭ的过程中
［１１］。基于微分几何曲面论的曲

面建模方法 ＨＡＳＭ（ｈｉｇｈ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目前主要用于处理离散点数据
［１２，１３］、土壤ｐＨ

曲面的模拟［１４］。本文研究了 ＨＡＳＭ如何处理河

流线和离散点的情形，给出了甘肃省庆阳市董志塬

崆峒沟的扫描地形图案。为简单起见，本文只研究

其中的河流线和离散点等两种数据的情形，并通过

可视化方法比较了 ＨＡＳＭ的结果与河流线约束

ＴＩＮ及薄板样条（ＴＰＳ，ＡｒｃＧＩＳ９．０中执行命令为

ＴｏｐｏＴｏＲａｓｔｅｒ）
［１５］方法的结果。

１　方　法

１．１　犎犃犛犕及其求解

ＨＡＳＭ 方法
［１２１４］可以表示为如下等式约束

的最小二乘问题：

ｍｉｎ‖犃犉
狀＋１
－犫

狀
‖２

ｓ．ｔ．　犆犉
狀＋１
＝

烅
烄

烆 犱
（１）

其中，犃＝［犃１，犃２］，犫＝［犫１，犫２］，犃１ 和犫
狀
１ 及犃２ 和

犫狀２ 分别为 ＨＡＳＭ 方程组中第１个方程、第２个

方程的系数矩阵和右端项向量；犆是采样系数矩

阵，它是稀疏矩阵，也是布尔矩阵；犱是采样右端

项向量；犉 是待求变量。对于充分大的λ，方程

（１）可以转换为无约束的最小二乘逼近问题：

ｍｉｎ
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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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程可以使用预处理共轭梯度方法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ｅｄ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ＰＣＧ）
［１６］来进行求解。

这里ＰＣＧ的容差是１×１０－１０，最大迭代次数为

４００次。不同预处理子的速度是不一样的，遵循

Ｍａｔｌａｂ的矩阵运算符号习惯，本文使用的预处理

子犆如下：

犘＝ ［
犃

λ犆
］［犃

λ犆
］，犆１ ＝ｔｒｉｌ（犘）

犇＝ｄｉａｇ（ｄｉａｇ（犘）），犆２ ＝ｉｎｖ（犇）ｔｒｉｕ（犘）

犆＝犆１犆２

式中，ｔｒｉｌ（犘）表示获取矩阵犘的下三角部分；ｔｒ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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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表示获取矩阵犘 的上三角部分；ｄｉａｇ（ｄｉａｇ

（犘））表示获取矩阵犘的对角线部分，并形成一个

对角矩阵；ｉｎｖ（犇）表示求取矩阵犇的逆。由于矩

阵犘是有规律的稀疏矩阵，故矩阵犘不用存储，

预处理子犆也不用存储。理论和实际数值模拟

表明，预处理子犆能加快整个求解过程。

１．２　预处理河流线

为了利用河流线中的定性信息，需要做一些

预处理工作。首先是河流线的“矢量方向”需要设

置正确，即河流线的下游应该是“矢量”中的结束

点，如图１中编号为１２的河流段的下游在上，上

游在下，所以该河流段的结束点在上。如果需要

调整“矢量方向”，在ＡｒｃＧＩＳ中，使用“Ｆｌｉｐ”命令

即可将方向调过来。然后需要选择一种数据结构

来表示和操作河流线数据，本文使用树结构来代

表河流线，河流段除了自身的三维坐标外，还拥有

双亲、子女和兄弟，流入的河流段为双亲，被流入

的河流段为子女，同时被某河流段流入的两条河

流段之间为兄弟关系。因为一般情况下河流线只

会有一个流向，一条河流可以有多条河流流入，但

一条河流最多只能流入一条河流，故树结构可以

处理一般情况，而如果河流网络纵横，则需要更复

杂的数据结构来表示。

一条河流段指的是除端点外不与任何其他河

流段相交的独立的一段河流线段，本文中共计有

１９条河流段，见图１，图中标注的数字为河流段的

编号。基于河流段的二维坐标信息，根据河流树

结构中的双亲、子女和兄弟定义求出每条河流段

的双亲、子女和兄弟等信息。没有双亲的河流段

为最上游的河流段。流水路线（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ｆｌｏｗ，ＷＣＦ）的定义为水在所有河流段中可能流

经的组合路线。无双亲的河流段的数目即为

ＷＣＦ的条数。每条 ＷＣＦ可以由一条或多条河

流段组成，为了进一步了解每条 ＷＣＦ，可以统计

组成 ＷＣＦ的河流段的数目及总长度。在本文的

案例中，共计有１０条 ＷＣＦ。

表１是崆峒沟所有 ＷＣＦ的集合列表，ＷＣＦ

按其总长度的降序排列。对河流线预处理完毕

后，由离散点建立 ＴＩＮ（见图２），并通过搜索

ＴＩＮ，获得所有 ＷＣＦ的起始点的高程值，保证每

条 ＷＣＦ中至少有２个已知点，如最上游的起始

点和最下游的结束点，图２中原点即为 ＷＣＦ需

要通过搜索得到的点。这样基于表１就可以每次

取出一条 ＷＣＦ，通过寻找该 ＷＣＦ中的至少２个

已知点，对其中的未知点进行线性插值，然后将插

值结果返回到河流段树结构中。通过逐条 ＷＣＦ

的线性插值后，就完成了对所有河流段的线性插

值，插值结果的颜色梯度图见图３，搜索ＴＩＮ得到

的已知离散点见图３中的黑色实三角形。

河流线数据和离散点数据的采样和栅格化过

程指的是将河流线和离散点数据当作采样数据进

行处理的过程。首先需要给定模拟的分辨率（本

文为１０ｍ），建立研究区域的格网矩阵，然后根据

河流线经过的格网矩阵位置，将河流线上的点的

高程值赋给该格网点，如果河流线上的点较稀疏，

必要时则需要加密河流线上的点。如果既没有河

流线经过该网格，也没有离散点落在该网格上，那

么该网格值被默认设置为０。

图１　编号的河流段及河流线附近的

已知高程点（黑实三角形）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ｅ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ｏｓ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

图２　搜索ＴＩＮ获得所有流水路线起始点的高程值

Ｆｉｇ．２　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ＴＩＮｔｏＧｅｔ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

Ｌｉｎｅｓ’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ＷｈｏＨａｓｎｏＰａｒｅｎｔ

图３　加密后并沿流水路线线性插值

后的河流线上的点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ａｒ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Ｌｉｎｅａｒｌｙ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ＫｎｏｗｎＰｏｉ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ｅｉｇｈｔ

４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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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所有可能的流水路线和对应的河流段

Ｔａｂ．１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Ｆｌｏｗ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Ｌｉｎｅｓ

ＷＩＤ 组成的河流段编号 流水路线长度／ｍ 河流段数目／条

１ １５，１７，１９，１４ ６２７９ ４

２ １，３，５，７，９，１１，１３，１４ ５９０１ ８

３ １６，１７，１９，１４ ５２９０ ４

４ ２，３，５，７，９，１１，１３，１４ ２８６２ ８

５ １８，１９，１４ ２８３３ ３

６ ４，５，７，９，１１，１３，１４ ２７５５ ７

７ ６，７，９，１１，１３，１４ ２３９１ ６

８ １０，１１，１３，１４ ２３４９ ４

９ ８，９，１１，１３，１４ １９８７ ５

１０ １２，１３，１４ １４４３ ３

２　数　据

崆峒沟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董志塬镇，是典型

的黄土高原沟壑地貌，该地区面积约４ｋｍ×５

ｋｍ，通过扫描比例尺为１∶１万地形图可以获得

包括离散点、等高线、河流线和陡坎等数据要素。

为简单起见，本文只研究其中的河流线和离散点

两种数据的情形。

预处理河流线后，得到带高程值的河流线，将

河流线离散后即可使用 ＨＡＳＭ 进行模拟，并将

结果与河流线约束的ＴＩＮ方法和生成水文意义

上正确的ＴＰＳ方法的结果进行比较。ＡＮＵＤＥＭ

是专业建立高精度ＤＥＭ 的软件包，其功能已经

集成到常用的ＧＩＳ软件 ＡｒｃＧＩＳ系统中，执行命

令为ＴｏｐｏＴｏＲａｓｔｅｒ＿ｓａ。ＡＮＵＤＥＭ 的基本算法

由插值、数据平滑、地形强化等组成，其基本原理

是薄板样条（ｔｈｉｎｐｌａｔｅｓｐｌｉｎｅ，ＴＰＳ）方法。由于

ＡＮＵＤＥＭ已经广泛应用于全球，故主要比较

ＴＰＳ方法与 ＨＡＳＭ方法。

为了比较 ＨＡＳＭ 与ＴＰＳ、约束ＴＩＮ方法的

结果，这里使用了相同的分类设色法（自然分类间

隔法），另外也将原始的离散点和河流线数据叠加

在一起，见图４。约束ＴＩＮ方法具有明显的洼地

附近都被填平的问题，即将所有河流线经过的地

方的值都设置得特别小，而在河流线的边界处变

成是悬崖。ＴＰＳ的结果较约束ＴＩＮ有所改善，但

是ＴＰＳ明显地忽略了很多河流线的约束作用，如

图４（ｂ）中用黑方框标注的地方，而在图４（ｃ）中用

黑方框标注的地方，ＨＡＳＭ都考虑了河流线的作

用。虽然 ＨＡＳＭ 出现了一些震荡，将本应是高

的地方变得较低（如图４（ｃ）中用黑圆圈标注的地

方），但是ＴＰＳ却出现了多处震荡，将多处的高程

值变得特别高（如图４（ｂ）中用黑三角形标注的地

方）。

图４　模拟结果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地形特征建模方法，该

方法丰富了ＨＡＳＭ 方法的功能。比较分析说明

了ＨＡＳＭ方法获得的ＤＥＭ 更加忠实于原始地

形特征数据，也更加合理和符合人们的要求。

ＨＡＳＭ 方法用于地形特征建立ＤＥＭ 能获得更

加合理的ＤＥ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① 是有效利

用了离散点中的信息，通过构建 ＴＩＮ，并通过搜

索河流线流水线（ＷＣＦ）的起始点，并对 ＷＣＦ经

过的栅格单元中无离散点（采样点）的栅格单元进

行线 性 插 值，这 一 步 确 定 了 地 形 的 轮 廓；

② ＨＡＳＭ主要用于离散点的曲面建模，在离散点

的数值模拟结果中，ＨＡＳＭ 较传统方法的结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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