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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ＨＡＳＭ，提出了一种由等高线建立ＤＥＭ 的新方法 ＨＡＳＭＯＣ。ＨＡＳＭＯＣ方法保证地形曲面

的整体光滑性，保证ＤＥＭ最大程度上忠实于原始等高线数据。实际等高线案例结果表明，ＨＡＳＭＯＣ方法

与基于薄板样条原理的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方法的ＤＥＭ模拟结果及其回放的等高线差相比，前者比后者保留更多的

地形特征信息，前者的回放等高线比后者回放等高线更忠实于原始数据。

关键词：等高线树；ＨＡＳＭ优化控制；薄板样条；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方法；等高线回放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尽管新一代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如ＩｎＳＡＲ、

ＬｉＤＡＲ和数字摄影测量等技术）可快速获取

ＤＥＭ数据，但是传统的由人工解译地形得到的等

高线仍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用于建立ＤＥＭ 的数

据源［１］。广泛应用于科研与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测

绘局１∶２５万、１∶５万及１∶１万ＤＥＭ 数据，就

是基于等高线和离散点通过建立ＴＩＮ （ｔｒｉａｎｇｕ

ｌａｔｅｄ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后线性插值得到的
［２］。

等高线数据是通过对地形（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的抽象理

解和概括而获得的一种数据，是从摄影测量立体

像对模型中自动生成的，蕴涵着大量地形特征信

息［１］，包括河流线和山脊线等。等高线蕴涵着大

量地形信息，所以在基于等高线建立ＤＥＭ 时应

选择具有针对性的方法，而不是选择通用的空间

插值方法，如反距离权重（ＩＤＷ）法、样条（ｓｐｌｉｎｅ）

法和克里金（Ｋｒｉｇｉｎｇ）法等
［３］。近２０多年来，国

外对由等高线构建 ＤＥＭ 的方法进行了诸多研

究［３４］。

ＨＡＳＭ（ｈｉｇｈ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是

我国学者２１世纪初提出的基于微分几何曲面论

的曲面建模新方法［５７］。ＨＡＳＭ 需要对研究区域

内每个待模拟网格点建立两个方程，故 ＨＡＳＭ

最后需要求解一个巨大（百万阶以上）的线性方程

组。目前，ＨＡＳＭ 主要用于由离散点模拟曲面，

已有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ＨＡＳＭ 用于由离散点

建立ＤＥＭ得到的结果比地理信息系统中传统方

法的精度高许多倍［５６］，但是对除离散点外的其他

类型数据的 ＨＡＳＭ 方法应用研究却很少
［３］。为

了提高 ＨＡＳＭ在模拟离散点外的其他类型数据

时的精度，更多的蕴含在原始数据中的地形信息

需要被利用，需要建立更多的约束方程，于是，提

出了优化控制（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ＨＡＳＭＯＣ 方

法。等高线树是用于表示等高线空间拓扑关系的

一种数据结构［８］，等高线拓扑关系主要包括父子

的隶属层次关系或包含关系，以及邻接或兄弟并

列关系，闭合等高线树的构建方法有很多。通过

对等高线树数据结构的遍历，可以获得区域内任

意一个网格点高程的上下界（为包围该网格点的

所有等高线高程的最小值与最大值，开区间）。文

献［３］直接将等高线上的点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

离散化，结果有不少不理想的地方，这是因为等高

线的很多有用信息未被利用。优化控制方法应用

广泛，但是运用优化控制方法进行ＤＥＭ 构建的

研究几乎没有，本文利用等高线树来计算任意点

的高程上下界，运用优化控制理论，提出了构建

ＤＥＭ的 ＨＡＳＭＯＣ方法。

ＡＮＵＤＥＭ是专业建立高精度ＤＥＭ 的软件

包，其功能已经集成到ＡｒｃＧＩＳ系统中，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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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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ＡＮＵ

ＤＥＭ 的 核 心 算 法 是 由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首 先 提

出［９１０］，故称为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方法。由于在处理等

高线时ＴＩＮ方法产生“平三角”等不合理的现象，

故ＴＩＮ 方法不适合用于由等高线数据构建

ＤＥＭ，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方法是目前很多文献推荐使用

的处理等高线数据的方法［１１］，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方法采

用ＡｒｃＧＩＳ９．２中的默认参数。

１　犎犃犛犕 优化控制方法（犎犃犛犕

犗犆）

１．１　犎犃犛犕犗犆的基本原理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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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ＨＡＳＭ主方程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边界问题的有限差分

迭代形式可用矩阵形式表达为：

犃犉狀＋１ ＝犫
狀

犅犉狀＋１ ＝犮｛ 狀
（１）

式中，犃和犫狀、犅和犮狀 的详细结构信息可参见文

献［５６］。假设：

犆＝ ［ ］犃
犅
，犱狀 ＝

犫狀

犮
［ ］狀 （２）

则ＨＡＳＭＯＣ方法可表达为：

ｍｉｎ‖犆犉
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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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１
＜

｛烅

烄

烆 狌

（３）

式中，等式约束来源于等高线离散化后的采样数

据；上下界约束来源于等高线间的区域。

等高线（结合图廓边界）将研究区域分成各子

区域。对于每个子区域内的网格点，根据包围的

等高线，可以确定网格点高程值的范围。如图１

所示，等高线的间距为２．５ｍ，等高线高程范围为

１１７．５～１３２．５ｍ，等高线的高程值用数字标注，

方格代表一个栅格单元，带编号（３１～６６）的点表

示该栅格的中心点除了等高线数据外，还有１个

采样点 犃（三角点）位于网格点 ４６ 上，高程

为１３４ｍ。

由于网格点５１处于等高值为１１７．５和１２０

之间，所以对网格点５１的高程，应该满足不等式

犾（５１）＜犳（５１）＜狌（５１），其中犾（５１）＝１１７．５和

狌（５１）＝１２０。网格点４６所在的子区域为山峰，其

中有一个离散采样点犃，高程为１３４，一般可以近

似地认为是该山峰的高程最大值点。对网格点

４６，其高程应该满足不等式犾（４６）＜犳（４６）＜

狌（４６），其中犾（４６）＝１３２．５，狌（４６）＝１３４。若网格

点４６所在山峰没有采样点，则其高程所满足的不

等式中，上界值狌（４６）可以取为１３５，即为围成这

片区域等高线的等高值加上１倍的等高距。对于

洼地区域，也作类似处理。

对于每个网格点，可以根据其所在的子区域

获得其高程范围，其高程都可以建立不等式，从而

得到不等式组，而且在 ＨＡＳＭＯＣ迭代过程中，

曲面应该一直满足这一不等式组，即

犾＜犉
狀＋１
＜狌 （４）

　犾＝（犾１，１，犾１，２，…，犾１，犑－１，犾１，犑，犾２，１，犾２，２，…，犾２，犑－１，

犾２，犑，…，犾犐－１，１，犾犐－１，２，…，犾犐－１，犑－１，犾犐－１，犑，犾犐，１，犾犐，２，

…，犾犐，犑－１，犾犐，犑）
Ｔ

　狌＝（狌１，１，狌１，２，…，狌１，犑－１，狌１，犑，狌２，１，狌２，２，…，

狌２，犑－１，狌２，犑，…，狌犐－１，１，狌犐－１，２，…，狌犐－１，犑－１，

狌犐－１，犑，狌犐，１，狌犐，２，…，狌犐，犑－１，狌犐，犑）
Ｔ

式中，犾犻，犼、狌犻，犼分别表示网格点（狓犻，狔犼）（０＜犻＜犐＋

１，０＜犼＜犑＋１）高程的两个控制值。值得注意的

是，当等高线正好穿过或者非常接近网格点时，可

以把这个网格点当成采样点。设定一个参数ε，

对某个网格点（狓犻，狔犼），当最近的等高线与其距离

小于ε时，则将这个网格点定义为采样点，如图１

中网格点编号为４３、５６、５７和６２等等网格点，高

程值为对应的等高线高程值。

图１　根据等高线确定离散网格点

上下界约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ＢｏｕｎｄｏｆＧｒｉｄ

Ｐｏｉｎｔｆｒｏｍ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１．２　任意点的值范围的确定方法

图２（ａ）是等高线，共有１３条等高线，形成３

个山峰，在图２（ｂ）对应的等高线树中则形成３个

叶子结点。由等高线树确定格网点的过程如下。

１）两条父子关系的等高线之间的网格点高

程上下界为包围该点的两条等高线的高程值；

２）马鞍处的网格点高程值上下界为包围该

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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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所有等高线高程值的极大值和极小值；

３）山峰点的高程值上下界为包围该点的等

高线（只有１条）加上１倍的等高距，类似地，还可

以获得山谷点的高程值上下界。

图２　等高线及等高线树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ｔｏｕｒＴｒｅｅｓ

将所有网格点的高程值约束代入式（３）中的

约束条件中，求解式（３）即可获得忠实于原始等高

线数 据 的 ＤＥＭ。为 方 便 求 解，本 文 在 利 用

ＨＡＳＭＯＣ方法进行实际模拟ＤＥＭ 时，将采样

数据的等式约束方程转换为在采样值附近（上下

界为采样值±一个微小量），这样，所有网格点的

等式约束都转换为上下界约束。整个 ＨＡＳＭ

ＯＣ用于由等高线构建ＤＥＭ的流程如图３。图３

中的犆表示等高线集合，．ａｔｔ表示等高线的高程

值。

图３　由等高线构建ＤＥＭ的 ＨＡＳＭＯＣ流程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ＨＡＳＭＯＣＭｅｔｈｏｄ

本文求解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７．８中的ｌｓｑｌｉｎ函数，

ｌｓｑｌｉｎ主要用于解决不等式约束的最小二乘的曲

线拟合问题：

ｍｉｎ
狓
‖犆·狓－犱‖

２
２，满足

犃·狓≤犫

Ａｅｑ·狓＝ｂｅｑ

ｌｂ≤狓≤

烅

烄

烆 ｕｂ

（５）

狓＝ｌｓｑｌｉｎ（犆，犱，犃，犫，Ａｅｑ，ｂｅｑ，ｌｂ，ｕｂ，狓０，ｏｐ

ｔｉｏｎｓ），这里的犆是一个犿×狀的稀疏矩阵；ｌｂ和

ｕｂ表示从等高线中求得的变量的上下界，狓０ 是

待求量的初始值，ｏｐｔｉｏｎｓ是关于优化求解参数

的选项，本文的约束优化求解的参数皆为默认参

数。约束条件方程犃·狓≤犫与Ａｅｑ·狓＝ｂｅｑ表

示地形特征线和湖泊等约束条件。本文只研究了

最简单的情形，未考虑地形特征等情况，故这两个

约束条件在 ＨＡＳＭＯＣ模拟中皆设为空。

本文的计算时间主要耗费在计算每个格网点

的上下界和最后求解 ＨＡＳＭ 约束优化方程过程

（即函数ｌｓｑｌｉｎ），前一部分的计算时间是与待模

拟格网点数犖 成线性关系，后者在最坏情况下与

犖２成线性关系，实际的时间复杂度为犗（犖ｌｏｇ犖）。

２　计算案例

江西省千烟洲生态试验站位于江西省中部，

隶属于吉安市泰和县，是一个由约８０个小山丘、９

条沟谷组成的小山村，总面积为２．０４ｋｍ２，海拔

高程６０～１５０ｍ左右。地貌类型主要是低丘，丘

顶浑圆，海拔多在１００ｍ 以下，最高达１４７ｍ，相

对高度２０～５０ｍ，丘坡坡度以１０～３０°居多。试

验数据是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纸质地形图的基

础上，针对千烟洲生态试验站附近的地形图扫描

然后人工矢量化得到的数据，等高距２．５ｍ（原图

看不清）。在原始２．５ｍ等高线下，由于 Ｈｕｔｃｈｉ

ｎｓｏｎ方法和 ＨＡＳＭＯＣ方法建立ＤＥＭ 之间的

差异很小，需要局部放大后才能看到差别。为较

好地显示两种方法构建ＤＥＭ 的差别，从２．５ｍ

等高距的等高线中抽取了２０ｍ等高距（共计７６

条）（图４）进行模拟试验，验证了 ＨＡＳＭＯＣ方

法在稀疏等高线情况下的有效性。

图４　千烟洲扫描矢量化原始等高线数据

（２０ｍ等高距）

Ｆｉｇ．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ｏｎｔｏｕｒＶｅ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ｆｒｏｍＭａｐｓ

利用图４中的等高线，分别使用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和ＨＡＳＭＯＣ方法建立５ｍ分辨率ＤＥＭ（图５），

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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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据的有效范围为等高线的凸包，故只显示

了与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和ＨＡＳＭＯＣ方法凸包范围内

的ＤＥＭ。从图５可看出，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保证了山

顶的峰值，但是将山峰周围的区域压低，形成多个

孤岛，遗弃了很多地形细节；而 ＨＡＳＭＯＣ方法

则保留了地形细节，地形细节丰富，地形曲面连续

光滑、自然。特别在多处 “弯月”型山谷中，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方法将多个弯月型的山谷连接了起

来，得到变形了的地形曲面。在马鞍处也出现很

大变形，而这些地形信息在 ＨＡＳＭＯＣ方法构建

的ＤＥＭ都得到了较好的保留。

图５　ＤＥＭ结果比较图

Ｆｉｇ．５　ＤＥＭｆｒｏｍＭｅｔｈｏｄ

通过回放等高线、可视化叠加分析可以发现

（图６），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方法出现许多等高线缠结在

一起的现象，许多分离的等高线被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方

法连接在一起，在马鞍处出现等高线振荡现象

（图６（ａ））。ＨＡＳＭＯＣ回放的等高线与原始等高

线吻合得十分好（图６（ｂ）），ＨＡＳＭＯＣ方法回放

的等高线与原始等高线条数相同（７６条）没有出

现振荡，而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方法回放的等高线（１０９

条）与原始等高线（７６条）相差非常大。类似地，

从２．５ｍ等高距的等高线中抽取了１０ｍ等高距

的等高线进行模拟试验，得到类似的结果，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方法回放的等高线（１４３条）与原始等

高线（１５２条）相差非常大，而 ＨＡＳＭＯＣ方法回

放的等高线条数则仍与原始等高线条数相等。

图６　回放等高线与原始等高叠加图

Ｆｉｇ．６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ｎｄＤｅｒｉｖｅ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ｆｒｏｍＭｅｔｈｏｄ

３　结　语

ＨＡＳＭＯＣ方法模拟得到的ＤＥＭ 能保留更

多的地形信息，回放等高线与原始等高线十分吻

合；相对来说，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方法的回放等高线与

原始等高线差别较大。从模拟的 ＤＥＭ 来看，

ＨＡＳＭＯＣ保留了大量的地形细节，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方法遗失很多地形细节，这可能是由于 Ｈｕｔｃｈｉｎ

ｓｏｎ方法中的“地形强化”这个步骤出现了问题，

特别是在“马鞍”处和“弯月”处，地形特征一般很

难提取。另外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方法基于薄板样条，不

可避免地会产生振荡，如文中出现“孤岛”现象。

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包括从等高线中提取地形

特征点与特征线，并将地形特征点与特征线作为

ＨＡＳＭＯＣ方法新的（等式或不等式）约束条件，

构建更高精度Ｄ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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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６项成果获２０１１年度国家科技奖励

日前，武汉大学有６项成果获２０１１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主持完成４项。

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统计，此次该校获国家三大科技奖励通用项目数位列全国高

校第七，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三大科技奖励通用项目数位列全国高校第五。其中，

我刊编委、国家卫星定位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施闯教授主持完成的“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精密定轨定位数据处理理论、方法和软件系统”、测绘学院李建成院士主持完成

的“基准和空间信息快速获取关键技术及其在灾害应急测绘中的应用”两项成果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６７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