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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次最小二乘在高精度曲面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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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高精度曲面建模方法（ＨＡＳＭ）曲面方程出发，结合数据平差理论，建立了基于独立单元的计算模

型，并且采用逐次最小二乘法对计算方程进行分组求解。对 ＨＡＳＭＡＤ和几种经典方法的精度进行了交叉

验证，结果表明，该算法模拟误差的均方根差远小于其他空间插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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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插值方法被广泛应用在ＧＩＳ、ＣＡＤ等系统

中进行曲面建模，常用的有Ｋｒｉｇｉｎｇ、ＩＤＷ、Ｓｐｌｉｎ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等方法，其精度一直是研究的重

点。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等
［１］的研究表明，这些方法计算结果

的精度相当，均方根误差值（ＲＭＳＥ）接近。Ｃｈａｐｌｏｔ

等［２］认为，当采样点密度很高时（实验采样率最高

为９６９２×１０６／ｋｍ２），这些方法的精度没有明显差

异，与模拟区域、采样数据的变异性和数据的空间

结构无关；而当采样点密度、数据空间结构和数据

变异性发生变化时，这些方法的精度会有所差异。

Ｇｅｏｒｇｅ等
［３］提出了适应性的ＩＤＷ方法，数据交叉

验证表明该方法的精度优于定参数的ＩＤＷ方法。

即使采样数据的空间结构无法以函数关系进行描

述时，其精度也高于普通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

高精度曲面建模（ＨＡＳＭ）方法是以微分几

何的曲面论为基础，根据曲面的决定因素———第

一、二类基本量，在ＧａｕｓｓＣｏｄａｚｚｉ曲面方程的约

束下进行建模［４１４］。所完成的数据实验表明，高

精度曲面建模方法 ＨＡＳＭ 具有比 Ｋｒｉｇｉｎｇ、

ＩＤＷ、Ｓｐｌｉｎｅ和ＴＩＮ等ＧＩＳ传统空间插值方法更

高的模拟精度［８，１０１１］。

１　基于曲面约束高精度曲面建模的

最小二乘犎犃犛犕犃犇算法

　　根据微分几何中曲面论，空间曲面由其第一

基本形式和第二基本形式唯一确定，曲面的第一

类基本量和第二类基本量可以唯一确定一个空间

曲面。而ＧａｕｓｓＣｏｄａｚｚｉ方程是曲面的第一类基

本量和第二类基本量必须满足的相容方程［８］。

高精度曲面建模方法（ＨＡＳＭ）前期的计算

模型是以位于网格上的采样点数据作为约束条

件，对计算域内的网格点数据进行求解。在实际

计算过程中，ＨＡＳＭ的数值模拟问题被转化为等

式约束的最小二乘问题来求解［８］。

从高斯曲面方程的有限差分形可知，在一个

独立的５×５格网数据的单元内，可建立３＋犝 个

约束条件，解算模型系数阵的最高阶数也为３＋

犝。犝 为计算域网格化后，计算单元内位于网格

上的实际采样数据点数（０≤犝≤９），其最大值为９

（即独立计算单元上所有采样点都位于网格上，在

这种情况下，单元内的网格点数据不需要进行求

解）。计算模型对位于单元中心的９个网格点数

据进行求解；而单元边界上的１２个网格数据只是

参与曲面基本量的计算，如图１所示。

对于一个独立计算单元而言，其解算方程的

最高阶数不超过１２；整个计算区域内所能建立的

数值方程组，由区域中所有的计算单元列立的方

程组成。

按上述方法计算的结果，在满足 Ｇａｕｓｓ

Ｃｏｄａｚｚｉ曲面方程和实际采样约束下，与实际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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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计算单元内解算点与边界点

Ｆｉｇ．１　Ｐｏｉｎｔ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ａＵｎｉｔａｎｄＩｔ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偏离最小。随着计算区域的增大，计算区域内所

形成的计算单元数将快速增加，其数量约为１５×

（狀－１）×（犿－１）＋狀×犿≈１６狀×犿（狀，犿 为区域

横向及纵向不重叠单元个数），待解算的方程个数

也增为４８×狀×犿＋犽（犽为高精度的实测点个

数）。当处理区域规模较大时，对所有的数值方程

进行整体求解将变得十分困难。

２　计算中的分组逐次解算

ＨＡＳＭＡＤ的计算过程中采用新的方法，在

不损失模拟结果精度的同时，降低计算过程中对

计算资源的占用，降低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提高计

算速度。对大型数值方程组求解一般可通过分

组，将其分割为多个小型方程组进行解算。数据

平差理论中的逐次最小二乘估计正是利用矩阵分

块法则，将数值方程分为两组或多组，对各分组内

的方程进行求解。对每个分组求取解向量，并将

其作为虚拟观测值；对下一分组方程进行解算，得

到后续解，直至方程的最终解；而分组解算的结果

与整体解算的结果相同。

如图２所示，在指定的计算域中，所有１６个

分组的中心起始坐标位于图中标注圆圈的１６个

格网点上。而在同一分组中，相邻的计算单元中

心间隔相同，因此，可以根据每个分组中起始单元

的中心位置和偏移量对整个分组中的单元进行处

理。图２中标注三角形的格网点，为同一分组中

相邻计算单元的中心位置。

对每个分组的求解可简化为对该分组内各个

独立计算单元的求解，与分组内各计算单元的解

图２　各分组计算单元中心起始点所处位置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Ｕｎｉｔｓｆｏｒ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ｓ

向量线性无关。因此，ＨＡＳＭＡＤ方法在计算过

程中，无需将所有数值方程的计算数据输入计算

机，而是以独立计算单元为单位进行实时读取、处

理，从而大幅降低计算过程中对内存空间的占用。

对每个分组的解算，被转化为对该分组中所有独

立单元的计算。对整个区域的模拟，可按图２所

示的分组方法，转化为对１６个分组的逐次求解。

ＨＡＳＭＡＤ的模拟过程可根据上述的分组原则

对计算域进行分组解算。

ＨＡＳＭＡＤ算法在模拟过程中，对计算方程

进行分组处理，其计算时间应为所有分组处理时

间之和，而每个分组的计算时间等于该分组内所

有独立计算单元的处理时间之和。因此，ＨＡＳＭ

ＡＤ算法的计算时间应为模拟区域中所有计算单

元的处理时间之和，即犜＝∑
犖

犻＝１

狋犻（犖 为模拟区域

所有计算单元数目，狋犻 为第犻个计算单元的处理

时间）。所有计算单元法方程的秩没有太大差异，

处理时间接近，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犗（犖）。对

于一个犿×狀的区域，其中所包含的计算单元数

犖≈（犿×狀）／１６。因此，ＨＡＳＭＡＤ算法的时间

复杂度与模拟区域的格网点数相关，为犗（狀）（狀

为计算区域中所包含的格网数）。与高精度曲面

建模方法（ＨＡＳＭ）前期所使用的整体迭代算法

相比（时间复杂度一般为犗（狀３）），ＨＡＳＭＡＤ方

法显著降低了计算的时间复杂度。

使用不同计算区域、不同规模的数据对该方

法的时间复杂度进行验证，采用ＳＰＳＳ统计分析

软件对数据规模及计算时间进行了线性和二次回

归分析，如表１、表２所示。

表１　不同规模计算数据和处理时间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ａｔａ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Ｃｏｓｔ

规模 ２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２５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５００×３５００４５００×４５００５０００×５０００

计算时间

／ｓ
２１ ５３ １８６ ４０７ ５９６ １２１１ １９４６ ２６２１ ３６５１ ４０２７

７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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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回归分析参数估计

Ｔａｂ．２　ＭｏｄｅｌＳｕｍｍａｒｙ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类型
模型 参数估计值

犚方差 犉 ｄｆ１ ｄｆ２ Ｓｉｇ． 常数项 犫１ 犫２

线性模型 ０．９７６ ３３１．００１ １ ８ ０．０００ ９５．８１９ ０．０００

二次模型 ０．９９３ ５１０．６４７ ２ ７ ０．０００ －９５．８９０ ０．０００ －３．３３８×１０－１２

　　从表２可看出，虽然二次曲线模型的拟合精

度要高于线性模型，但二次曲线模型中时间消耗

的回归系数数值极小且为负值，这与实际情况不

符合，因此，二次曲线模型不可采纳。数据实验证

明，该方法的时间复杂度与模拟区域的格网点数

相关，为犗（狀）（狀为计算区域中所包含的格网

数）。

ＨＡＳＭＡＤ方法将整体求解转化为对所有

计算单元的逐次计算，降低了计算的时间复杂度。

同时计算过程是基于解向量相互独立的计算单

元，因此，在实际计算中，无需为所有计算数据开

辟存储空间，而只需将当前处理单元导入内存即

可。采用实时读取方法对数据进行动态操作，则

在计算过程中空间复杂度与数据规模无关。理论

上该方法的空间复杂度为犗（１）。但为了提高处

理效率，实际编程中，设立了数据缓冲区以降低频

繁读取数据。故该方法的实际空间复杂度与数据

缓冲区的大小相关，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为犗（槡狀）。

３　数据验证和结果分析

３．１　实例验证

空间插值方法的精度通常使用交叉验证的方

法进行检验［２２］，它能有效地消除冗余数据信息。

对于空间插值的所有采样数据，通过计算估计值

和实际值的差异，对不同的方法进行精度检

验［２３，２４］。本实验通过实地采样数据，使用不同方

法模拟真实地形表面，并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对

不同方法的模拟结果进行验证。实验区域位于北

京市通州区（图３），为矩形区域，东西长０．５ｋｍ，

南北约０．４ｋｍ，验证区域面积为０．２ｋｍ２。北运

河从北向南流经该区域，将该区域分为东西两个

部分。区域地形较为平坦，高程介于１４～２２ｍ。

采用全站仪对该区域进行实地采样，获得采样点

３９５个，数据精度为±０．０１ｍ。使用３４７个采样

数据进行模拟，将剩余的４８个点对拟合结果进行

精度检验。在验证过程中，使用５ｍ和１０ｍ的

两种数据分辨率对采样数据进行了模拟、验证。

５ｍ分辨率模拟结果精度检验的统计数据如

表３所示。

图３　研究区域位置及采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ｒｅ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ｄＰｏｉｎｔｓ

表３　５ｍ分辨率模拟结果统计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５ｍ

方法 ｍｉｎ ｍａｘ Ｍｅ ＲＭＳＥ

Ｓｐｌｉｎｅ －１．０２ １．２７ ０．０５４ ０．３５

Ｋｒｉｇｉｎｇ －０．９９ ０．９４ －０．１０８ ０．３６

ＩＤＷ －１．０１ １．１６ －０．０３２ ０．２４

ＨＡＳＭＡＤ －０．２９ ０．３８ －０．００３ ０．１１

　　５ｍ分辨率数据的精度检验结果表明，传统

的空间插值方法中，ＩＤＷ 方法模拟的结果优于其

他两种方法，具有最小的误差均值和均方根差。

基于地学统计理论的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与Ｓｐｌｉｎｅ方法

模拟结果精度相当，而Ｓｐｌｉｎｅ方法模拟结果具有

最大的误差分布区间。较传统的空间插值方法而

言，ＨＡＳＭＡＤ方法综合考虑了数据邻域相关性

和采样点数据精度对模拟结果的影响，获得了与

实际空间曲面符合最好的模拟结果。其模拟结果

在误差分布区间、平均误差和均方根差统计指标

上均优于传统的空间插值方法。１０ｍ分辨率模

拟结果精度检验的统计数据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１０ｍ分辨率模拟结果统计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０ｍ

方法 ｍｉｎ ｍａｘ Ｍｅ ＲＭＳＥ

Ｓｐｌｉｎｅ －１．７４ １．７４ ０．０１１ ０．４３

Ｋｒｉｇｉｎｇ －０．９１ ０．９４ －０．０９２ ０．３０

ＩＤＷ －０．８３ １．４７ －０．０２６ ０．２７

ＨＡＳＭＡＤ －０．３２ ０．４８ －０．０２０ ０．１５

　　１０ｍ分辨率数据的精度检验结果跟５ｍ分

辨率数据的结果相同，基于数据邻域相关性的方

法ＩＤＷ 方法模拟精度优于Ｓｐｌｉｎｅ和 Ｋｒｉｇｉｎｇ方

法。１０ｍ分辨率接近于数据平均采样间距（３０

８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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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的一半，数据空间连续性的增强，使其空间结

构得以加强，因此，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的模拟精度得到

提高。而对于ＩＤＷ方法而言，由于实验区域地形

平坦，起伏较小，高程的变化趋势平缓，增大数据

处理的分辨率对模拟曲面的变化趋势影响不显

著。因而，该方法１０ｍ分辨率结果的精度与５ｍ

分辨率结果相当。分辨率的增大使地形细节被均

化，从而造成局部地形变化偏差，Ｓｐｌｉｎｅ方法的模

拟结果在高程极值区域偏离了实际地形，其模拟

精度低于其他的方法。同样，对于 ＨＡＳＭＡＤ方

法，数据分辨率变大降低了模拟结果的精度，使误

差的分布区间变大，但该方法模拟结果的精度仍

高于传统的空间插值方法。

在本实验中，由于采样区域地形平坦，高程变

化趋势平缓，数据的空间结构较弱，因此数据邻域

相关性对模拟结果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也正是在

两种不同数据分辨率下，考虑数据邻域相关性的

方法模拟结果优于基于弹性力学机制和地学统计

理论方法的原因。

从图４中可看出，在所比较的方法中，Ｓｐｌｉｎｅ

和ＨＡＳＭＡＤ方法很好地模拟出了区域地形，尤

其这两种方法都较好地模拟出了河流的基本形

状，而ＩＤＷ和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的模拟结果没能反映

出河流的基本位置和形状。对不同方法的模拟结

果进行对比，发现Ｓｐｌｉｎｅ方法在两种分辨率下，

其模拟结果都出现了对高程极值低估的现象。

Ｓｐｌｉｎｅ方法用于模拟地形时，需注意该方法对峰、

谷等高程极值区域的低估。使用ＩＤＷ和Ｋｒｉｇｉｎｇ

方法虽然获得了较高精度的模拟结果，但却未能

模拟出河流的形状，这或许是因为用于检验的点

都位于陆地上，使精度偏离实际。在本实验中，由

于对河流支流的采样点较少，所以几种方法都未

能有效地模拟出支流的形状。

图４　不同方法模拟结果的三维图

Ｆｉｇ．４　３ＤＰｌｏｔｓ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效率验证

使用ＳＲＴＭ３′×３′分辨率数据作为数据源，

对ＨＡＳＭＡＤ与ＧＩＳ经典插值方法的计算效率

进行验证。数据文件编号为ＳＲＴＭ＿５７＿０６，数据

区域范围为１００°Ｅ～１０５°Ｅ，３０°Ｎ～３５°Ｎ，栅格数

据为６０００×６０００。数据区域位置如图５所示。

图５　计算区域位置

Ｆｉｇ．５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ｒｅａ

数据区域位于青海、甘肃和四川三省交界的

地方，区域西北部为青藏高原东缘，经岷山山脉和

横断山脉，地势从４０００ｍ左右下降到海拔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ｍ左右。区域中部地形起伏显著，沟壑

纵横，相对高差较大，串状盆地和小盆地广泛分

布。在区域东南部横断山系，其东南侧是地形舒

坦的川西平原，地形地势变化平缓，并逐渐向丘陵

地带过渡。区域东北部则是甘南高原向黄土高

原、陇南山地的过渡地带。

表５　不同方法计算时间消耗

Ｔａｂ．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方法 处理时间

ＩＤＷ １７ｈ３ｍｉｎ３３ｓ

Ｓｐｌｉｎｅ １２ｈ５０ｍｉｎ１３ｓ

Ｋｒｉｇｉｎｇ ９０６ｈ１６ｍｉｎ（估算）

ＨＡＳＭＡＤ １ｈ３６ｍｉｎ３８ｓ

　　在相同的计算平台上对不同方法进行了效率

检验，计算机配置为：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ｄｕｏ主频为２．６７，

内存２Ｇ，主板处理芯片为 Ｐ３５ ，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ＸＰ，．ＮＥ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２．０。

表５中数据表明，在进行比较的几种经典内

插方法中，ＩＤＷ 方法和Ｓｐｌｉｎｅ的计算速度相当，

处于同一量级水平。而基于地学统计理论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其计算过程时间消耗巨大，处理时

间远高于其他几种方法，由于６０００×６０００数据

规模较大，计算时间是根据其对１２００×１２００数

据规模的处理情况进行估算而得。

基于逐次最小二乘的 ＨＡＳＭＡＤ，由于将计

算过程转化为对不同分组中独立计算单元的逐个

计算，大幅提高了计算速度，其处理时间优于其他

方法。同时，算法采用对数据进行动态读取、存

储，降低了计算过程对计算资源的占用，可对大规

模数据集进行有效处理。

９４２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参　考　文　献

［１］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Ｔ Ｐ，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ｔＧ．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

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ｏｉ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６（５０）：９７１０８

［２］　ＣｈａｐｌｏｔＶ，ＤａｒｂｏｕｘＦ，ＢｏｕｒｅｎｎａｎｅｃＨ，ｅｔａｌ．Ａｃ

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ｒｉｖａ

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Ｌａｎｄ

ｆｏｒｍ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ＤａｔａＤｅｎｓｉｔｙ［Ｊ］．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７７）：１２６１４１

［３］　ＬｕＧＹ，ＷｏｎｇＤＷ．Ａ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８（３４）：１０４４１０５５

［４］　岳天祥，艾南山．冰斗形态的数学模型［Ｊ］．冰川冻

土，１９９０，１２（３）：２２７２３４

［５］　岳天祥，刘纪远．第四代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的尺

度转换数字模型［Ｊ］．中国图像图形学报，２００１，６

（９）：９０７９１１

［６］　岳天祥，刘纪远．多源信息融合数字模型［Ｊ］．世界

科技研究与发展，２００１，２３（５）：１４

［７］　岳天祥，刘纪远．生态地理建模中的多尺度问题

［Ｊ］．第四纪研究，２００３，２３（３）：２５６２６１

［８］　岳天祥，杜 正 平，刘 纪 远．高 精 度 曲 面 建 模

（ＨＡＳＭ２）与误差分析［Ｊ］．自然科学进展，２００４，

１４（２）：８３８９

［９］　岳天祥，杜正平．高精度曲面建模：新一代ＧＩＳ与

ＣＡＤ的核心模块［Ｊ］．自然科学进展，２００５，１５（３）：

７３８２

［１０］岳天祥，杜正平．高精度曲面建模与经典模型的误

差比较分析［Ｊ］．自然科学进展，２００６，１６（８）：９８６

９９１

［１１］岳天祥，杜正平．高精度曲面建模最佳表达形式的数

值实验分析［Ｊ］．地球信息科学，２００６，８（３）：８３８７

［１２］岳天祥，杜正平，宋敦江．高精度曲面建模：ＨＡＳＭ４

［Ｊ］．中国图像图形学报，２００７，１２（２）：３４３３４８

［１３］Ｙｕｅ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ｇ，ＤｕＺｈｅｎｐｉｎｇ，ＳｏｎｇＤｕｎｊ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Ａ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Ｄ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９１：１６１１７２

［１４］易大义，李有法．计算方法［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１５］柯正谊，何建邦，池天河．数字地面模型［Ｍ］．北京：

中国科技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６］ＧｏｌｄｍａｎＲ．金字塔算法———曲线曲面几何模型的

动态编程处理［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第一作者简介：王世海，博士，主要从事高精度曲面建模应用算法

及其可视化研究。

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ｓｈ．０５ｂ＠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犲狇狌犲狀狋犻犪犾犔犲犪狊狋犛狇狌犪狉犲犻狀犎犃犛犕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

犠犃犖犌犛犺犻犺犪犻１　犢犝犈犜犻犪狀狓犻犪狀犵
１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Ｓ，Ａ１１ＡｎｄｉｎｇｍｅｎｗａｉＳｔｒｅｅ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Ｈｉｇｈ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ＨＡＳＭ）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ａｃｃｕｒａ

ｃｙｉ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ｌｅｄｔｏ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ｄｏｐｔｅｄｉｎＨＡＳＭ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ｈｉｇｈ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ａｎｄｈｕｇｅｍｅｍｏｒｙｕｓａｇｅｕｓｕａｌｌｙ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Ｃ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ｓｏｔｈａｔｉｔｂｅｃａｍ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ｐｕｔＨＡＳＭ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ｎｔｏ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ａｎ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ｉ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ｕｎｉｔｓ．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ｐｐｌｉｅｓ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ｔｏ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ｄｉ

ｖｉｄ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ＨＡＳＭ

Ａ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ｄｏｔｈｅ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ＡＳＭＡ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ｈａｓ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ｕ

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ｒｅｌｉｅｖｅｄｍｅｍｏｒｙｕｓａｇ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ｒｏｋｅｎｕｐｔｈ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ＡＮＧＳｈｉｈａｉ，Ｐｈ．Ｄ，ｅｎｇａｇ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ＨＡ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ｓｈ．０５ｂ＠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０５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