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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概略讨论地面曲面本身特性的基础上，指出地面曲面本身并非是具有较高光滑度的单纯曲面，而应

看作为由结构线连接而成的低次曲面片组合；着重深入分析了地面已知数据的准确性，指出计算稳定性问题

是采用内插ＤＥＭ必须要重视的重要问题；同时还论述了内插方法必须要具有高程序同构特性的保证；相对

而言，各种内插方法都具有一定的逼近性，在实际数据较为密集的条件下较为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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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在指定格网上直接进行高程测量，否则

插值方法是建立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的必需方

法。不管是运用测量或内插途径，只要格网达不

到“足够”密集，前者必将“削峰填谷”，而导致去除

地面大部分极值点和各种方向极值线特征，格网

越大，“削峰填谷”程度越甚，这样必将从本质上危

及ＤＥＭ本身。文献［１］把这种现象称为ＤＥＭ的

“机械建模”。

内插计算方法是数学和计算数学的重要内

容，从经典线性内插、牛顿前、后插、白塞尔内插

起，到现代的样条内插、分块连续的各种曲面内插

等，有些方法仅从内插精度较高的单一因素出发，

提出了采用高次内插实现ＤＥＭ的方法
［２］。

数学和计算数学的理论分析和广泛实践表

明，内插计算方法的选择必须注意以下几个因素：

① 所研究实体对象本身的空间性质；② 所依据

已知空间数据的状况；③ 内插计算方法特性，如

计算效率、内插方法误差、高程序同构特性；④ 其

他要求（如计算机字长限制、平行或串行计算等，

本文不讨论）。

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应视要求而综合评估。

１　所研究实体对象本身的空间性质

ＤＥＭ所研究实体对象就是地面的高程，内插

计算模型应当尽量与其实体对象的性质一致或接

近，这是选择的首要因素。

１）地面基本是连续和单值的确定曲面。地

面可视为一个确定的曲面。尽管地面上有一些悬

岩和陡坎，但其高程基本连续和单值则是人们的

共识，最起码可说它是分块连续和单值。实际上，

它只是局部光滑，相当多的地方不光滑，光滑不能

说是地面的基本特性，也即地面曲面并不普遍具

有连续的一阶导数，更说不上有较高的光滑性，即

并不普遍具有连续的２阶、高阶导数或相应各种

偏导数。

内插计算模型采用连续的２阶、高阶导数的

较高次曲面或分块连续且有较高的光滑性曲面内

插计算，只适合那种具有较高的光滑性曲面特征

（如连续的二阶以上各方向导数）的局部区域，并

可在适合的区域内取得较理想效果，但并不广泛

地适合各种区城、各类范围的ＤＥＭ生成。

２）地面具有高程的准确性。地面作为一个

确定的曲面，在一段时间内形状、尺寸相对是固定

的，当然具有高程的准确性。所谓“测不准”原理，

与射击中“绝对靶心点打不准”否定不了“绝对靶

心客观存在性”一样，否定不了地面确定曲面客观

存在性和形体准确性。

３）地面具有高程的严密有序特性。地面高程

的严密有序特性决定了地面上水运动的基本规则

和特性，这种空间的序特性也相应地或多或少决定

或影响了土壤、温度、生物、水文等自然地理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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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以及经济、人文地理中的各种垂直有序的法

则，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和广泛意义的特性，而过去

被长期忽略。它对ＤＥＭ内插方法有决定性的制约。

４）地面形状上的各种极值和各种度量（几

何）特性。这包括地形的各种正、负结构线的结

构、形态、量度、类型和各种度量（几何）特征，也包

括各种统计量特征，有层次、大小、主次、本质和非

本质的差别。

２　所依据的已知空间数据状况

从数值逼近理论而言，内插计算模型不仅仅决

定于所欲逼近客观对象的性质，还决定于它所能提

供空间数据的状况和相应的数值计算特性———数

量、密度、数据精度。实施ＤＥＭ计算，假设其空间

数据的数量、密度是可以保证的，原始数据精度决

定了内插计算的稳定性。这是在ＤＥＭ规模计算

中必须保证的，有以下两种实际情况。

１）地面高程数据具有很高的数据精度时，高

次内插具有稳定性。在数值计算理论上，其各阶

数值微分都会精确，这时准确“通过”或“附近通

过”各已知点数据的各种“高精度曲面”，如２次、３

次或更高次单一曲面或组合曲面都可能构造出

来，当然也具有微分几何理论所要求的相应第一

类及第二类基本量，计算可以稳定进行。但是具

有很高数据精度的地面高程数据只有在很特定的

情况下才有，极稀少，并且成本极高。这种情况的

前提是它针对的地面本身就是足够光滑的曲面。

实际上，理想的高精度数据只有数学曲面或设计

曲面时才有，而数学曲面数据与实际地面高程数

据有极大差别。

２）地面高程数据不具有很高的数据精度时，

高次内插稳定性是其前提。这是实际地面高程数

据最普遍、最常见的情况，实际数据往往是地形测

量中精度最低的一类数据，或是通过地图的等高

线数字化的数据。它们一般都具有较大的偶然误

差，这时构造高次准确“通过”各已知点数据的各

种曲面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这些随机误差理论

上会产生著名的“龙格”现象［３］，也就谈不上逼近

效果。地面是一个光滑度较高的曲面并不为大多

数地学工作者认同；即使是一个光滑度较高的曲

面，文献［４］认为当狀趋大时，插值过程对于样点

的数据误差非常敏感，即高次插值具有数值不稳

定性。

大量观测数据的高次内插，在概念上可以，而

实际效果却很差，这是重要的数值计算稳定性理

论问题。

构造高次“附近通过”各已知点数据的各种曲

面，即最小二乘拟合曲面时，理论上可以计算，但

应给出偏离已知点的偏差估计。既然已知点的误

差已很大，拟合曲面的逼近误差与准确“通过”曲

面的逼近误差———“插值余项”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在能否全面套用方面还应有更多一些实验才

能说明问题。在实际应用中，主要是区分并汇集

确为同一地面单元内数据的困难，或者是各单元

曲面拓扑连续衔接的困难，而不是构造高次或低

次单元内插曲面本身的困难。

３）地面的特征点数据是海量的，它们往往不

可能在一个高次的、高光滑的曲面上。实践表明，

一个区域内各种面很多，性质差异很大。即使一

小块地面很光滑，也绝对不意味着包含它的一大

块地面更为光滑或同样光滑。

理论和实践证明，只要地形结构线上有足够

密集的点，在去除了“平三角形”缺点的三角形上

进行线性内插，ＴＩＮ内插效果就很好。即便高次

内插精度高很多，也难高于已知点本身的精度，而

绝大多地面已知点的精度很有限，也没必要那么

高；在满足必要精度的前提下，方法稳定性考虑占

主要地位，而无需一味追求高精度（图１）。

由于建立ＤＥＭ所依据的地面数据往往具有

较大的随机误差，因此，人们宁愿采用计算稳定性

较高的低次内插，以获得所需精度，而不愿采用计

算稳定性差的高次内插。

图１　同时适合于两相邻内插单元网格点往往

将有两不同高程（双像）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ＣｅｌｌｓＨａｖｅ

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ｉｄ

３　地面严密有序决定了内插方法必

须高程序同构

　　序集犃到序集犃′上的映射狆：犃→犃′，当若犪

＜犫则必有狆（犪）＜狆（犫）时，则称为序集的同态

（ｈｏｍ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或 序 同 态 （ｏｒｄｅｒｈｏｍｏｍｏｒ

ｐｈｉｓｍ），且当狆是一一对应而狆－１也是犃′到犃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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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同态时，狆称为同构（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或序同构

（ｏｒｄｅｒ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６］。

对照以上地面具有高程的严密有序特性，

ＤＥＭ的内插方法必须高程序同构。

１）对于地面点集，ＤＥＭ 的内插方法本质是

一个变换狆，其ＤＥＭ 中一个点的原像是地面上

一个点，反变换狆
－１存在（按垂线投影到地面上）；

地面上一个点的变换像，是ＤＥＭ中一个格网点。

２）理论上地面上任一点都可内插得到ＤＥＭ

中的像，仅仅人们只取指定间距上的点而已，并且

这个间距趋于零也无碍一般性，这样狆 是连续

的，且由于地面是连续和单值的确定曲面，故

ＤＥＭ理论上也应是（先假定）连续和单值的确定

曲面；故狆是１１对应，且双向连续的变换，按定

义，它是拓扑同构。

３）地面上任两点有高低，决定了全域各点水

流矢量的总和———流域和水流十分严密有序；

ＤＥＭ任两点序不真，流向即不对，水流及后续水

流立即紊乱，ＤＥＭ就没有作水文分析的资格。因

此，狆一定要是地面到ＤＥＭ（高程）序同态；反向

时狆
－１，若ＤＥＭ的（高程）序不同于地面，也不行，

一定要（高程）序同态，已知狆是一一对应的，因

此，狆是（高程）序同构。

４　高程序同构的特性

　　文献［１］按此法则论证了ＴＩＮ内插、地图代

数线性内插法———ＭＡＤＥＭ 和双线性内插法的

（高程）序同构特性。由于ＤＥＭ 中的序问题，至

今尚未见其他相应论述和提及，本文简单地论述

移动曲面法（ＩＤＷ）的（高程）序同构特性。

１）假设平面上非规则地离散分布了狀个已

知（高程）点，用双二次移动曲面依次找９点内插

（或找１０个以上点拟合）。

２）对图１的任一格网中心及其８个邻点中

若干，可能用了同一套９点，这时中心与若干点各

自均有像，若作为邻点仍还可以有另外一套９点

也可使用，但在同一平面点往往有两个曲面、两套

系数。

３）若得到高程都是一样的，顾及这个格网间

距的任意性，表明ＩＤＷ使地面上每一点都得到唯

一像，是一一对应关系，因而可再去考察其序特

性；然而两套系数，对于同一个点的犡、犢 坐标，内

插得到的高程往往不可能总是一样的，因而双２

次移动曲面ＩＤＷ 并不具备序同构特性。由于上

述论证并不以双二次移动曲面及９个数据点作为

必需条件，换成其他移动曲面及相应数据点也都

成立，因此，非规则的离散已知点数据上的ＩＤＷ

内插方法成立，同样，ＩＤＷ 拟合方法也成立。

假设在第一曲面中有一个高程，与其中心比，

序正确；第二曲面中该点有同一个高程，与其邻点

比较，序的比较才能源源不断地、逻辑一致地连续

传出；一旦一点有两个不同值，该点以后的序比较

就没有意义了。而在ＩＤＷ 方法中，并不能确保在

两个相邻的内插曲面共同边界上，内插结果总完

全一致，因此，两个曲面的高程序列正确比较不能

连续进行到区域边界而中断，而实际地面原像上

各点高程序列比较可严密进行和连续传递。

全局性内插方法本身也要严密证明这一点，

高次内插同样如此。“龙格”现象一般则明显表明

内插值不规则的摆动，往往意味着高程的序不同

构。一般情况下，严格避免或降低“龙格”现象的

影响是个意义很大的理论工作，它不仅对于内插

过程的稳定性有很高要求，而且对于序的同构有

明确的质量要求。

５　内插精度的提高

从所有内插方法的误差公式的比较中可以很

明显看到，除内插方法的次数和构造影响内插精

度外，原始数据的间距大小也是影响内插精度的

最重要的因素，间距越小，精度越高。因此为了

保障所需精度，在内插时，人们往往尽可能保留和

利用全部（也即最高密度）的已知数据，而不是删

去，嫌它们“太多”，也即获得尽可能最大密度（即

最小间距），以降低次数。

与此相应，效率首先与次数相联系，往往其他

同样情况下，次数高，效率就相对低；次数低，效率

就相对高一些。

从ＤＥＭ产生至今半个世纪历史中，尽管也曾

有数量繁多的各种方法，但沉淀下来的也仅有ＴＩＮ

为代表的少数方法。广泛使用的ＴＩＮ内插方法采

用一次平面逼近自然曲面，其主要缺点是“平三角

形”，是内插单元的结构构造，实质是高程的序同构

问题，而并非内插精度问题，实际上，也很少有文

献作为主要缺点提及其内插精度不高的问题。

６　结　语

ＤＥＭ的内插实质是建立一个与地面对应且

双向连续的人造面，它的误差总在一个限度之内，

且“高处仍高，低处仍低”。内插方法的选择，要考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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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诸多因素。

１）不仅仅要考虑内插方法精度必须满足

ＤＥＭ内插精度要求，并尽可能精度高一些，效率

也能高一些，也即不能仅一味考虑提高内插次数，

还应考虑采用尽可能小的间距，减少内插次数，而

获得同样精度和较高效率。

２）要考虑地面复杂函数的特点和地面已知数

据的特点，这是选择内插方法主要的考虑因素。由

于地面本身并非光滑度很高的曲面，并且地面已知

数据往往有较大误差，因而采用高次内插计算稳定

性差，往往并不适宜作为ＤＥＭ的内插方法。这些

因素可能更重要些，这方面定义于相对粗糙地面测

量数据上的高次内插有一些由来已久的缺点。

３）严密论证一个内插方法具有高程的序同

构特性，这是它是否是一个ＤＥＭ 内插方法的试

金石。比如ＩＤＷ方法，不管它是高次曲面或非高

次曲面内插，本文论证了一般情况下，它不具有高

程序同构特性，因此，从本质上，它并不适合具有

严密高程序同构要求的ＤＥＭ 同样，高次内插方

法也应提供具有高程序同构特性的论证。

高程的序同构是因地面是一个高程严密有序的

系统，而地面高程严密有序又是温度、水文、土壤、生

物等众多自然要素和现象垂直有序的缘由，可以说，

这是地面的一个本质特征，作为地面的一个模型

（ＭＯＤＥＬ），ＤＥＭ不能缺乏对这一本质特征的描述。

因此，仅仅从高次内插精度理论上可能会有

较高精度而判定采用，是不够恰当的，也许应该计

算出一些图幅的实际ＤＥＭ，比较它们的实际效果

和效率才更有说服力。同时，应在数值计算稳定

性方面有所突破，才可确定ＤＥＭ 高次内插的可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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