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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现有空间插值方法局部保形性差、边界处理困难等问题，利用 Ｖｏｒｏｎｏｉ空间剖分的结构特性，提

出了一种多维统一的局部保形空间插值算法。利用随机模拟数据及中国城市平均气温数据进行了实例验证，

结果显示，本插值算法可支撑不规则边界数据，在兼顾精度的同时，具有很好的局部保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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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插值作为地学分析的常用方法之一，在

气象、地理等学科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１，２］。多尺

度空间分析与数据表达需要具有全局和局部一致

性的空间数据插值方法的支撑［３］。现有的插值算

法多以整体插值误差最小作为插值规则构建准

则，对局部特征保形性考虑不多［４］。常见的空间

插值方法大致可从基于数据几何结构、基于既定

数学函数以及基于空间统计视角进行分类，对上

述方法的特点、前提及应用已有较多的分析。基

于几何结构的插值算法兼顾了数据的空间分布特

征，具有计算简单、插值精度高、适用性强等特点，

但边界处理往往较为复杂，易产生边界效应［５］。

基于数学函数（如样条函数、核函数等）的空间插

值多可生成连续、光滑的曲面，但由于需预先假定

函数形式，具有较强的数据分布假设［６］。基于空

间统计的插值方法具有较好的整体结构保形性，

如克里格插值法，兼顾了数据的空间自相关特性，

并可给出空间插值不确定性的大小，但由于构建

通用性和普适性强的局部空间统计量较为困难，

该类方法对空间异质性强、数据差异较大的数据

的适应性相对较弱［７］。而诸如基于人工智能等空

间插值的方法则多面向特定领域或特定问题［８］，

尚未得到普遍应用。本 文 利 用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和

Ｖｏｒｏｎｎｏｉ的几何特性，构建了基于几何结构的局

部保形插值算法。

１　算法构建

１．１　构建思路

局部保形插值算法可有效地利用原始待插值

点的空间结构信息，所构造的插值规则尽可能保

持甚至强化待插点所反映的结构信息。通过添加

表征原始待插点结构特性的控制点再现局部区域

中插值数据的精细结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和 Ｖｏｒｏｎｏｉ

剖分是反映点集分布特征的主要几何结构之一，

利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和 Ｖｏｒｏｎｏｉ对原始待插空间进行

剖分，并根据两者节点以及边相交获得的交点信

息进行插值，控制点的添加可以有效提升原始插

值点的信息量。

１．２　构型特征内蕴的插值控制点生成方法

对离散点集进行叠加剖分，可对区域内的控

制点进行局部范围限定，保证空间插值过程中局

部构型的保持。由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剖分具有唯一性

与最近邻特性，而 Ｖｏｒｏｎｏｉ边则给出了空间剖分

的确定性边界，两者相交的多边形可将原始点集

划分为更小局部区域的集合［９］。将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剖

分和Ｖｏｒｏｎｏｉ剖分叠加获得的相交多边形的顶点

作为该区域插值的控制点（图１（ａ）），所增加的控

制点可有效兼顾数据的分布格局与局部特征。以

基于共形几何代数（ＣＧＡ）的多维统一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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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Ｖｏｒｏｎｎｏｉ算法
［１０］为基础，对根据已知点生成

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和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的所有边进行求

交，并返回各子多边形的顶点与属性值。

１．３　插值点边界处理

原始数据边界的不规则与不连续性以及

Ｖｏｒｏｎｏｉ的边界无限延伸的特性使得边界附近的

插值控制点的属性赋值相对困难，容易导致误差

较大或难以进行，致使插值存在明显的边界效

应［１１］，因此，需对插值点不同的边界情况进行处

理。考虑到边界上数据可能缺乏属性值，因此仅

能根据边界附近的原始数据点与边界的空间位置

关系进行插值控制点生成与赋值，边界处理通过

确定位于边界处原始数据点的空间位置及其与邻

近点和新增插值控制点的空间关系计算新增插值

控制点的属性值。原始数据的边界可通过给定点

集的凸包确定。根据原始数据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和

Ｖｏｒｏｎｏｉ叠加剖分与插值点所处的位置关系可将

控制点分为凸包外、凸包内两大类情况，并可根据

插值点与周围控制点的关系作进一步细分（图

１（ｂ））。图１（ｂ）中的外围矩形为原始待插值数据

的实际边界，细实线不规则多边形为已知点构建

的凸包，粗实线为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或其部分边界，

细虚线则表示已知点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剖分。

当插值点位于凸包外时，根据插值控制点与

凸包及原始数据边界间的分布关系，可进一步细

分成三种情形：第Ｉ类，待插点在凸包以外，且未

落于任一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狓１），其属性值由控制

点狆１、狆２及凸包与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边的交点狊１确

定；第Ⅱ类，待插点位于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与凸包边

界相交空间内（狓２），此时仅考虑狊２、狊３和边界外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顶点狊４对待插点的影响；第Ⅲ类，

插值点位于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与外边界相交子区

（狓３），仅考虑狊５、狊６对待插点的影响。而后依次计

算各权重影响点（控制点）到待插点的空间距离，

进而基于反距离加权进行待插点数值求解。

当插值点位于凸包内时，情况相对单一，可以

直接通过剖分生成的小区域进行插值估计，此时

假设插值点仅受其所在子空间的控制点的影响，

依据插值点与各控制点间的距离分配权重。子空

间的检索包括以发生元点狆４为顶点的多边形区

域（狊７，狊８，狊９），也需要考虑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与原三

角网叠加形成的特殊子空间（狊２，狊３，狊１０，狊１１）。

１．４　基于反距离加权的局部插值规则

对于待插值小区域可假定其周围任意控制点

对其均具有影响，且影响的大小随距离的增大而

减小，从而可采用反距离加权算法进行插值估计，

进而可构建基于控制点的局部插值算法（图１（ｃ）

所示）。首先确定插值点所在的区域，根据该区域

的已知控制点计算待插点到各控制点的距离，按

反距离加权原则进行权重分配，即可实现局部区

域内基于最近邻加权的待插点估值。计算过程中

可利用方向属性通过对象间内积的符号进行点与

多边形的拓扑关系判定［１２］。由于无需进行数值

计算，使得判定采样点的空间剖分结构与样区相

交边界的过程更便捷，可有效降低计算的复杂度。

图１　基于Ｖ邻域结构的局部保形插值算法核心步骤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ｏｆＶｏｒｏｎｏ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　算法实例及特性对比

２．１　算法实例

采用２００５年中国城市平均气温数据（数据从

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提供的中国地面气

候资料月值数据集中选取）（图２（ａ））进行算法验

证，共计有１７９个气象观测站数据。测站站位的

空间总体分布较不均匀，东部密集，西部稀疏，尤

其是西藏地区观测站更少。利用所构建的局部保

形插值算法进行空间插值，将数据离散成１０×１０

的具有不规则边界的网格数据（图１（ｂ））。结果

表明，局部保形插值算法可揭示数据整体区域的

结构特征，较好地反映了全国平均气温的分布态

势。同时，本算法对各区域内更小尺度的局部特

征也具有较好的表现，基于反距离加权综合考虑

区域内有效点对待估点的权重影响也使得边界插

值结果平滑、合理。

２．２　不同插值算法对比实验

本文分别选取自然邻近法和ＩＤＷ 插值法与

本文算法进行了对比（图３）。三种算法在整体空

间结构上具有较好的对应性，反映了中国气温分

６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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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局部插值算法实现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ｏ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布的整体格局，但在局部细节特征上存在一定差

异。受Ｖｏｒｏｎｏｉ边界约束的影响，图３（ａ）中自然

邻近法插值结果具有明显的边界效应［１３］，受限的

插值点选取使得较大范围的插值区无法计算结果

（如西部边界地区）。ＩＤＷ 方法仅基于距离远近

进行权重计算，其插值准确度随样本点分布不均

匀程度的增加而降低。受极值点或数据点群的影

响，插值结果常出现“牛眼”现象［１４］（如图３（ｂ）中

反距离加权插值结果类似圆形的区域）。由于

ＩＤＷ方法要求全局已知点参与运算，其对局部特

征的保持效果较差。本算法在局部空间区域内进

行ＩＤＷ 插值，在兼顾原始数据整体空间构型的

同时，利用ＩＤＷ对区域内部控制点的权重进行分

配，提高了局部结构的保持性。

２．３　基于随机模拟的插值误差分析与对比

为验证本文算法插值的稳定性，采用从原始

数据中采样不同数目的样本进行随机模拟，通过

重复实验后进行误差对比与分析。随机选取１８、

３６、５４、７２、９０、１０８、１２６、１４４个点作为未知点进行

插值实验，每组数据重复以上过程４次，对比分析

每次实验以及每组实验不同采样点的相对误差和

绝对误差的均值、标准差，以确定该算法随机误差

的平稳性（图４）。各组实验内，不同采样点的插

值误差均值（柱状图）、绝对误差均落在（－９，８）

内，未表现出随采样点数增多而增大的趋势，标准

差（折线图）也未随采样点数的增加而增大，且不

同组实验间，标准差的整体变化趋势相似。各组

实验内，不同采样点的相对误差变化与绝对误差

类似，采样点数的多少与各组不同采样点插值的

相对误差大小无明显关系，均落在（０，０．８）内，起

伏较大的采样点的插值误差仍控制在较小范围

内。且各组实验间相对误差的标准差具有类似的

变化趋势。上述结果反映了本算法具有较平稳的

误差结构，且在控制点数量较小时仍具有较高的

插值精度。

图３　局部保形插值效果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２．４　空间结构的影响与对比

空间自相关结构是插值结构保形性与准确性

的重要判定指标之一［１５］。对不同采样情况的插

值结果与原始数据的空间结构进行对比，可验证

插值算法对数据空间结构特征的影响。以表征空

间自相关的 ＭｏｒａｎＩ指数为例（表１），虽然不同

采样情况下插值数据的最大、最小值存在一定差

异，但对数据的空间自相关影响较小。

图４　重复４次实验误差的各指标对比分析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ｅｓ

表１　空间结构统计指标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Ｉｎｄｅｘｅｓｆｏ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采样点数 原始数据 １８个点 ３６个点 ５４个点 ７２个点 ９０个点 １０８个点 １２６个点 １４４个点

ＭｏｒａｎＩ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８２ ０．８３ ０．８４ ０．８６ ０．８６ ０．８８ ０．８４

标准化犣值 ２７．１３ ２７．２８ ２７．３８ ２７．８３ ２８．２４ ２８．７１ ２８．６３ ２９．４１ ２８．２

最小值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２７ －２７ －４０ ８ －２８

最大值 ２５１ ２５１ ２５１ ２５１．０１ ２５１ ２５１．０１ ２５１ ２５１ ２２３

平均值 １０９ １０９．６４ １１０．６６ １１１．７３ １０９．６３ １０９．７３ １０８．４８ １１１．６１ １０２．３６

标准差 ６６．８７ ６６．２８ ６６．５８ ６２．９７ ６５．４７ ６４．８９ ６４．２８ ６０．９７ ６２．１３

７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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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基于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和 Ｖｏｒｏｎｏｉ算法，结合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和 Ｖｏｒｏｎｏｉ的几何结构确定叠加剖分

规则，提出了边界分类处理的计算方案以及基于

最近邻加权的插值规则，进而实现了基于Ｖ邻域

结构的局部保形插值算法。与自然邻近法和

ＩＤＷ法的对比结果显示，本算法较好地兼顾了空

间整体误差最小与局部细节结构的保形性。基于

模拟数据的误差分析及空间结构的特性显示本文

的插值方法误差结构稳定，较好地保持了原始数

据的空间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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