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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断裂线在地表曲面中的数学性质，将断裂线分为硬断裂线和软断裂线，处理软断裂线时采用修改

采样点权值的方法，处理硬断裂线时采用直接划分两侧采样点的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思路简单、容易

实现，计算结果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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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ＤＥＭ构建是对地表进行简化与抽象的过程，

断裂线是对地表特征的数字化表达。ＤＥＭ 构建

过程中，断裂线的处理方法影响着ＤＥＭ 对地形

表达的真实性与精确性，也进一步影响着各种分

析结果的正确性与精度［１３］。

ＤＥＭ构建过程中，断裂线的处理方法有采用

图论技术寻找子区边界，对研究区域按照断裂线

进行划分的方法。采用间接法构建ＤＥＭ 时，将

包括山脊线、山谷线、陡坎和悬崖边界线等在内的

各种断裂线作为约束条件，进行带约束的三角剖

分［４６］。这两种方法是目前较典型的处理断裂线

的方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一

种方法的不足在于，当断裂线没有穿过整个研究

区域时，需人为延长断裂线，使得最终的ＤＥＭ 与

真实地表存在明显差别。第二种方法仅适用于不

规则三角网ＤＥＭ。

本文研究了采用移动曲面法构建ＤＥＭ 过程

中断裂线的处理方法，按断裂线在地表的变化特

征及其在地表曲面的数学性质，将其分为硬断裂线

和软断裂线，并且给出了两种断裂线的处理方法。

１　断裂线的处理

１．１　预处理

地表的特征线包括山脊线和山谷线，断裂线

包括人工建筑、湖泊、陡坎、雨裂、冲沟等的边界

线。本文为了表达方便，将断裂线和特征线统称

为断裂线。在ＤＥＭ 构建过程中，山脊线处高程

具有局部极大值，山谷线处高程具有局部极小值，

陡坎、人工建筑等边界线处具有突变性质。将地

表看成数学曲面：① 曲面在山脊线、山谷线处导

数具有极值，但整体导数连续；② 曲面在人工建

筑、湖泊、陡坎、雨裂、冲沟等断裂线处导数不连

续。根据该性质，将地表断裂线分为两种，第①种

为软断裂线，第②种为硬断裂线。

根据软断裂线、硬断裂线的数学性质，在散点

构建ＤＥＭ的过程中，选点时硬断裂线是不能跨

越的，只对异侧点的权函数进行处理。

预处理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有３个：① 判断

邻域与断裂线是否相交；② 确定邻域与断裂线相

交的形态，断裂线作为折线，与邻域相交部分的两

端点与圆位置关系的判断；③ 根据待插值点与断

裂线的关系，分段划分折线两侧的采样点。

预处理阶段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关于直线、折

线、圆之间的几何关系运算。本文所有几何关系

算法都采用向量代数运算，其中，点线的公式、求

交点的方法都采用文献［７］中的公式。

１．１．１　邻域与断裂线的空间关系判断

判断邻域与断裂线是否相交，即判断以待插

值点为圆心的圆与表示断裂线的折线是否相交，

问题也就转化为圆与折线空间关系的判断。根据

几何原理，计算圆心与折线中每条线段的距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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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最短距离以及对应的线段，若圆心与折线的

最短距离小于圆半径，则邻域与断裂线相交；若圆

心与折线的最短距离等于圆半径，则邻域与断裂

线相切；若圆心与折线的最短距离大于圆半径，则

邻域与断裂线相离。根据向量代数，计算圆心与

折线中线段距离的公式为：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犢，犛）＝

‖犢－犘０‖，珋狋≤０

‖犢－（犘０＋珋狋犱）‖，珋狋∈ （０，１）

‖犢－犘１‖，珋狋≥

烅

烄

烆 １

（１）

式中，珋狋＝犱·（犢－犘０）／‖犱‖
２；犱＝犘１－犘０；犢 为

圆心坐标；犛表示线段；犘０、犘１为线段端点坐标。

１．１．２　邻域与断裂线的相交形态判断

邻域与断裂线相交的情况有很多种，如图１

所示，本文将所有不同的相交情况分为３种，第一

种为图２（ａ）、２（ｂ）、２（ｃ），第二种为图２（ｄ）、２（ｅ），

第三种为图２（ｆ）。二维空间中圆表示为：

‖犡－犆‖
２
＝狉

２ （２）

式中，犡表示点；犆为圆心；狉为圆半径，即邻域半

径。将断裂线两个端点的坐标代入式（２），即可判

断端点与圆的位置关系，从而确定断裂线与邻域

的相交情况。

图１　邻域与断裂线相交形态

Ｆｉｇ．１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ｅｓ

１．１．３　邻域内采样点的划分

与邻域相交的断裂线可能为折线，也可能为

直线。对于折线，若要判断同侧采样点和异侧采

样点，并不像直线那么简单，如图２所示，不能单

凭折线中某条线段与采样点的位置来判断，那样

会造成遗漏和错误。有效的方法为将断裂线的端

点相连，并且将所有的点投影到直线上，对于每个

投影区间内的采样点，按线段与采样点的位置关

系判断。

　　线段用以下公式表示：

狀·犡＝犮 （３）

其中，狀为对应线段或直线的法向量。将待插值

点的坐标代入式（３）中，得到相应的值，该区间内

其他采样点代入式（３）也得到一个值。若两个值

图２　断裂线与采样点位置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符号相同，则在同侧；符号相异，则在异侧。当计算

两条线段的交点时，采用式（４）表示直线或线段：

犘０＋狊犱０，狊∈犚 （４）

式中，犱０ 为直线或线段对应的向量；犘０为线段的

一个端点。设两向量的数量值运算：

Ｋｒｏｓｓ（（狓０，狔０），（狓１，狔１））＝狓０狔１－狓１狔０（５）

设Δ＝犘１－犘０，当Ｋｒｏｓｓ（犱０，犱１）≠０时，两直线相

交于一点，且

狊＝Ｋｒｏｓｓ（Δ，犱１）／Ｋｒｏｓｓ（犱０，犱１） （６）

将式６）代入式（４）即可得交点。

上述步骤只对图２（ｆ）适用，当断裂线与邻域

不完全相交时，邻域中就会有一部分采样点不能

被处理，如图３中的阴影部分。因此，对图２中的

前５种情况，还需根据图３对邻域的分割情况，对

落入阴影部分中的剩余采样点进行处理。

将待插值点与断裂线端点相连，并判断剩余

采样点是在该线的哪一侧，将同侧的采样点与前

面划分所得的同侧采样点合并，异侧采样点与前

面划分所得的异侧采样点合并，完成整个邻域中

断裂线两侧采样点的划分。

图３　邻域未处理部分

Ｆｉｇ．３　ＵｎｈａｎｄｌｅｄＰａｒｔｓｏｆ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１．２　软断裂线的处理

采用移动曲面法构建ＤＥＭ时，主要是确定待

插值点邻域内各采样点的权值。当邻域中存在软

断裂线时，根据空间自相关性，与待插值点在同侧

的采样点的影响应该大于在异侧的采样点的影响，

因此，应适当减小异侧采样点的权值，削弱异侧采

样点对待插值点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各采样点

权值的计算是根据采样点与待插值点的空间距离

确定的，在实际计算中该距离即为权函数的自变

量值。若要削弱异侧采样点的影响，较简单有效

８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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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是增大采样点与待插值点的空间距离值。

由于权函数值随着自变量的增大而减小，当空间

距离增大时，权函数值减小，采样点的权值减小。

图４中，狓犐为已知采样点，狓为待插值点。若

不存在软断裂线，则狓犐与狓的距离即为权函数的

自变量，而当存在软断裂线时，主要考虑狓犐、狓连

线与软断裂线交点的距离。设狓犐、狓的连线与软

断裂线的交点为犆，则狓犐与犆 点的距离越大，节

点狓犐对未知点狓 的影响越弱，因此，将权函数自

变量的公式修改为：

犱（狓）＝犱０（狓）＋犪
犱犮
犱０（狓（ ））

γ

，γ≥１ （７）

式中，犱犮为节点狓犐与交点犆之间的距离；犪为权函

数影响域的半径。权函数的特性为采样点离待插

值点越远，则该点对待插值点高程值的影响越弱。

根据该公式，与待插值点在软断裂线异侧的采样

点所对应的权函数自变量值大于同侧的权函数自

变量值，则异侧采样点的权函数值越小，对待插值

点高程值的影响越弱。该方法的前提是软断裂线

所在的面仍然是连续曲面，因此，不能只考虑待插

值点与软断裂线同侧的采样点，异侧采用点同样

要考虑在内。同侧采样点的权函数自变量值即为

狓犐与狓之间的距离。

图４　权函数自变量的计算

Ｆｉｇ．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１．３　硬断裂线的处理

在硬断裂线异侧的采样点不能参与待插值点

的计算。对邻域中存在硬断裂线的情况，直接划

分邻域内的已知采样点，将硬断裂线异侧的点排

除。该过程主要包括几个步骤：① 确定邻域中应

包含的采样点数。② 以两倍的点数搜索邻域中

的采样点，以减少循环的次数。若直接以需要的

点数搜索，则删去硬断裂线异侧的点后，剩下的采

样点数显然不能满足要求，必须再次以更多的点

数重新搜索，再删除异侧采样点。③ 判断邻域中

硬断裂线的形态。根据邻域与断裂线相交的形

态，选择不同的划分方法。④ 根据待插值点所在

的位置，划分断裂线两侧的采样点。⑤ 删除异侧

的采样点。⑥ 判断剩余采样点数是否大于或等

于所需点数，若大于，则按距离从小到大选择所需

采样点，并计算邻域半径；若等于，则直接计算支

撑域半径，转到步骤⑦；若小于，则以比上一次多

一倍的点数继续搜索邻域中的采样点，并转到步

骤②。⑦ 选中的采样点即为参与计算的点，根据

移动曲面法计算待插值点的高程。

２　实验与分析

研究区域１中存在软断裂线，位于陕西省渭

南市白水县纵目镇，其待插值点和软断裂线分布

如图５所示，其中，散点数据包括基于地形图等高

线的离散点和特征点，研究区域基本情况见表１。

研究区域２中存在两条硬断裂线，其散点和硬断

裂线分布如图６，研究区域基本情况见表２。

实验中移动曲面法拟合的曲面形式为：

狕＝犃＋犅狓＋犆狔 （８）

式中，狓、狔、狕为点的坐标值；犃、犅、犆为待定参数。

权函数采用高斯权函数，公式为：

狑（狉）＝

ｅ－狉
２
β
２

－ｅ
－β
２

１－ｅ
－β
２
，狉≤１

０，狉＞

烅

烄

烆 １

（９）

式中，狉为已知点与待插值点之间距离与邻域半

径的比值，β为参数，取值为３．０。

表１　研究区域１概况

Ｔａｂ．１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

地貌类型 山地
坐标范围狓

３７６６３６．４６ｍ

相对高差 １５１ｍ ３７８３３１．４６ｍ

平均高程 ８５６．６ｍ
坐标范围狔

３９１７８０３．３７ｍ

平均坡度 １４° ３９２０１０３．３７ｍ

采样点数 ５８０２０ 待插值点数 ７５

图５　待插值点和软断裂线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Ｌｉｎｅｓ

表２　研究区域２概况

Ｔａｂ．２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

地貌类型 山地
坐标范围狓

５７０２５６．８７５ｍ

相对高差 ４．２３ｍ ５７０２７９．８７５ｍ

平均高程 ４４２．７９ｍ
坐标范围狔

１９２９３９．８７５ｍ

平均坡度 ２４．９° １９２９５７．６２５ｍ

采样点数 ５８１３ 待插值点数 ３１

９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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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采样点和硬断裂线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ｅｓ

　　对两个研究区域的数据进行相应处理，并计

算误差，图７、８为计算结果误差统计直方图。需

要说明的是，当研究区域中存在如图６所示的陡

崖边缘线时，要将已知采样点中上、下边界线上的

点删除。由于两条硬断裂线在二维平面的距离很

近，待插值点邻域中会存在两条断裂线，上、下边

界从空间投影到二维平面时，可能造成上边界超

出下边界。因此，上边的点插值时，会将下边界误

认为是邻域内的断裂线，如果下边界的点参与上

边界点的插值计算，会出现很大误差，而将两条断

裂线上的点删除后，上边界点的插值就不会涉及

下边界的点，不会出现错误。

图７　软断裂线区域误差统计直方图

Ｆｉｇ．７　Ｅｒｒｏｒ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

图８　硬断裂线区域误差统计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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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存在两种断裂线的两个研究区域待插值点

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两种情况下计算结果误差

都较小，存在硬断裂线的区域计算结果更好，主要

由于该区域数据分布均匀，不存在局部节点过于

稀疏的情况，且该地区除了存在陡崖之外，地形变

化比较平缓，因此，误差的最大最小值都较小。存

在软断裂线的区域中有一个点的误差较大，由于

该点附近局部节点非常稀疏，参与计算的点离该

点距离较远，因此，该点误差较大。但其他９３％

的点误差都在１ｍ之内，误差大于１ｍ的点仅为

５个。这５个点误差较大是邻域内采样点分布严

重不均所致。紧靠软断裂线的点大多数误差很

小，少数误差较大，因此排除了待插值点选点时跨

越了软断裂线这个因素。

３　结　语

根据实验结果发现，软断裂线有少数点误差

较大，硬断裂线总体误差较小，其根本原因在于待

插值点附近采样点的分布不同。当待插值点附近

数据分布稀疏，选择的采样点则是距离较远的点，

这样的点作为已知点参与运算，当该邻域内地形

变化较大时，会使得插值结果误差增大。邻近断

裂线的点少数误差较大，大多数误差较小，因此，

内插计算时选点跨越软断裂线并不是造成误差增

大的因素。硬断裂线区域由于采样点分布均匀，

因此误差都较小。从实验结果可以得出，该方法

对采样点的分布情况要求较高，在以后的研究工

作中，还需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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