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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基函数算法中插值参数对犇犈犕精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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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多重对数径向基函数插值算法中的插值参数为研究对象，选取了５种不同地貌类型的离散点数据，

使用中误差度量指标，研究光滑因子、搜索点数、搜索方向对ＤＥＭ 插值精度的影响，给出插值参数的“最优”

取值区间，消除插值参数选择的随意性，更好地指导ＤＥＭ建模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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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值算法通常由一系列影响插值函数性质的

参数控制，包括搜索方式和插值函数。但是正确

选择插值函数的参数对于用户来说是困难的，甚

至是不清楚的，直接导致空间插值变成了“黑箱

（ｂｌａｃｋｂｏｘ）”。因此，稳健的插值算法应提供可

以理解的插值参数，或者给用户尽可能多的插值

参数提示信息［１５］。Ｍｉｔａｓ也指出使用不合适的

插值方法或不合适的插值参数将导致空间分布的

扭曲模型，而基于错误的空间信息会做出潜在的

错误决策［６］。但关于插值参数是如何影响ＤＥＭ

插值精度的问题，研究相对薄弱。

本文以多重对数径向基函数算法中的插值参

数为研究对象，选取了５种不同地貌类型的离散点

数据，来研究插值参数对ＤＥＭ插值精度的影响。

１　径向基函数算法与插值参数

１．１　径向基函数算法

通常情况下，径向基函数算法为［７］：

狕狆 ＝∑
狀

犻＝１

λ犻φ（犱犻）＋∑
犿

犼＝１

犪犼犳犼（狓） （１）

式中，犳犼（狓）为“趋势”函数，是次数小于犿的基本

多项式函数，由于犳犼（狓）并不能显著提高插值精

度，因此，插值过程中不考虑“趋势”函数的影响［８］。

径向基函数算法存在多种不同的核函数：

多重二次曲面函数（ＭＱＦ）：

φ（犱）＝ 犱２＋犮槡
２ （２）

　　多重对数函数（ＭＬＦ）：

φ（犱）＝ｌｎ（犱
２
＋犮

２） （３）

　　反多重二次曲面函数（ＩＭＱＦ）：

φ（犱）＝
１

犱２＋犮槡
２

（４）

　　薄板样条曲面函数（ＴＰＳＦ）：

φ（犱）＝犮
２犱２ｌｎ（犮犱） （５）

　　自然三次样条曲面函数（ＮＣＳＦ）：

φ（犱）＝ （犮
２
＋犱

２）３／２ （６）

式中，犮取决于对插值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采样

点的数目、高程、空间分布等因素［９］。如何确定犮

没有普遍认可的方法，Ｈａｒｄｙ
［１０］使用犮＝０．８１５犱；

Ｆｒａｎｋｅ使用 犇／槡犖 替换犱，建议犮＝１．２５犇／

槡犖
［１１］
；Ｆｏｌｅｙ也做出了和Ｆｒａｎｋｅ类似的建议，

不过是使用数据集的最小外接矩形的边长代替最

小外接圆的直径［１２］；Ｒｉｐｐａ提出的使用递归算法

寻找使得插值表面全局误差最小的参数犮的方

法［９］；Ｍｉｃｈａｅｌ认为，在 ＭＱＦ和 ＭＬＦ中应使用

接近于零的犮，在ＩＭＱＦ，ＮＣＳＦ和 ＴＰＳＦ则应使

用非常大的犮，因为在ＩＭＱＦ，ＮＣＳＦ和 ＴＰＳＦ中

如果使用较小的光滑因子，则产生一个显著的数

值不稳定性［８］。

１．２　插值参数

１．２．１　搜索方式

绝大多数插值算法都是在局部范围内估计插

值点的高程信息，即以插值点为中心，确定某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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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范围（或邻域），选择邻域内的采样点，完成插值

计算，这一过程称为采样点的搜索方式。搜索方

式决定了采样点的选择，不同数量、不同分布方式

的采样点影响着ＤＥＭ的插值精度。

１．２．２　插值核函数

插值核函数是影响ＤＥＭ 插值精度的重要因

素，在整个插值过程中起着调节采样点权重分配

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相邻两个空间对象

的空间相关关系［１４］。径向基函数算法中的核函

数表达了解析意义上的距离函数。以 ＭＬＦ

式（３）的核函数为例，当犮＝０时，核函数表现为缺

值双曲面图形；当犮＞０时，核函数表现为平滑双

曲面函数（图１）。

２　实验方法

２．１　实验区域

选取江苏、山东、河南、贵州、西藏等５个地区

图１　核函数在不同光滑因子时的透视效果图

Ｆｉｇ．１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ｏｏ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１５ｋｍ×１５ｋｍ范围内的３０ｍ分辨率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作为基础源数据，图形特征如图２所示，

地形特征描述参数如表１所示。

同时对 ＡＳＴＥＲＧＤＥＭ 数据进行离散化处

理得到稀疏分布的离散采样点作为实验数据源。

由于本文单纯研究ＤＥＭ 插值参数的问题，因此

可以认为实验数据不存在源数据误差，都是“真

值”，这符合实验的假设和要求。

图２　不同地貌类型数据的透视效果图

Ｆｉｇ．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表１　不同地貌类型区域的地形描述参数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地形描述参数 平原 丘陵 低山 中山 高山

高差范围／ｍ ６０～１８０ １００～７６０ ２９０～１４４０ １２４０～２２５０ ３９４０～５７６０

平均坡度／° ２．１１８１ １０．３０２２ １３．３５７８ １６．６２９７ ２３．７７１９

平均坡度标准差 １．３３ ６．２８ １０．８ ９．０９ １０．７４

２．２　实验对象

实验对象包括插值参数中的搜索方式和插值

核函数。搜索方式选用搜索点数、搜索方向，其中

搜索点数选择１、２、４、８、１６（单位为点／象限）；搜

索方向选择无方向、四方向和八方向搜索。

插值核函数选择多重对数径向基函数算法中

的光滑因子，实验取值为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

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７００、８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０。

２．３　实验流程

１）根据光滑因子、搜索点数、搜索方向的不

同取值分别建立１００ｍ×１００ｍ 的规则格网

ＤＥＭ；同时将源数据中的每一采样点作为检查

点，计算其残差值，并生成残差中误差值；

２）分别研究单个插值参数对ＤＥＭ插值精度

的影响并确定各个插值参数的“最优”取值区间；

３）研究插值参数和ＤＥＭ中误差值的拟合函数

关系，建立基于插值参数的ＤＥＭ插值精度模型。

３　实验分析

３．１　单个插值参数对犇犈犕插值精度的影响

３．１．１　搜索方向因素

固定搜索点数、光滑因子，研究无方向、四方

向和八方向搜索对ＤＥＭ插值精度的影响（图３），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四方向和八方向搜索优于无方向限制搜

索时的插值精度；当搜索点数较少时，这种差异尤

为明显；随着搜索点数增加，可能出现四方向优于

八方向的情况；

２）随着搜索点数增加，搜索方向对插值精度

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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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逐渐降低并趋于一致。

图３　搜索方向对ＤＥＭ精度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ＤＥＭ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实验表明：搜索方向对的插值精度存在一定

的影响，原因在于径向基函数是对称性曲面函数，

均匀分布的采样点较非均匀分布的采样点更为有

利插值精度的提高。因此，应考虑使用适当的搜

索方向，如四方向。

３．１．２　搜索点数因素

固定搜索方向、光滑因子，研究搜索点数对插

值精度的影响，建立以搜索点数为横轴，ＤＥＭ 中

误差为纵轴曲线（选取了光滑因子为０、２０、４０、

６０、８０、１００），每一曲线代表不同光滑因子时搜索

点数对ＤＥＭ插值精度的影响（图４），可以发现：

１）对于任意一条曲线，随着搜索点数的增

大，ＤＥＭ中误差随之递减，并逐渐趋向一致；

２）参与 ＤＥＭ 插值的搜索点数越多，ＤＥＭ

中误差越小，按照中误差不能超过等高距的１／３

的ＤＥＭ精度标准
［３］，犘＝２４～３２是较好的选择；

３）不同地貌类型时，搜索点数和中误差的关

系、中误差递减率基本保持一致。

图４　四方向搜索时，搜索点数对ＤＥＭ精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ＤＥＭ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同时以透视显示方式分析插值得到的ＤＥＭ，

观察其对原始地形的刻划程度（图５），可以发现：

１）当参与插值计算的搜索点数较少时，插值

得到的ＤＥＭ对原始地形刻划较差，存在较为强

烈的高程波动，随着搜索点数的增加，对地形的刻

划逐渐逼近原始地形；

２）在插值区域内部，插值效果较好；在插值

区域边缘，即使使用较多的搜索点数，插值效果依

然较差，这主要由于采样点的非均匀分布造成的。

实验表明：搜索点数对算法具有重要影响，当搜

图５　不同搜索点数时的ＤＥＭ透视效果图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ＥＭｗｈ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ｉｎｔｓ

索点数较少时插值结果较差，随着搜索点数的增加，

插值结果对地形起伏的刻划逐渐逼近原始地形。

３．１．３　光滑因子因素

固定搜索点数、搜索方向，研究光滑因子对插

值精度影响，建立以光滑因子为横轴，中误差为纵

轴的曲线，每一曲线分别代表不同搜索点数时光

滑因子对插值精度的影响（图６），可以发现：

图６　 光滑因子对ＤＥＭ精度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ｍｏｏ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ｏｎＤＥＭ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１）对于任意一条曲线，随着光滑因子的增

大，ＤＥＭ 中误差随之增大，当光滑因子增大到一

定程度时，ＤＥＭ中误差的增大率逐渐趋于稳定；

２）不同地貌类型时，光滑因子和中误差的关

系、中误差增大率基本保持一致。

同样以透视显示方式分析插值得到的ＤＥＭ，

观察其对原始地形的刻划程度（图７），可以发现：

１）不同搜索点数时，光滑因子对ＤＥＭ插值精

度影响不一：当搜索点数较少时，较小的光滑因子

（如犮＝０）导致ＤＥＭ呈现强烈的波动性，较大的光

滑因子使ＤＥＭ对地形起伏形态的刻划和原始地

形较为相近，但高程值表现为向上的整体偏移，使

得中误差极度放大；当搜索点数较多时，较小的光

滑因子（如犮＝０）表现良好，较大的光滑因子类同；

２）在插值区域内部，插值效果较好；但是对

插值区域的边缘，即使使用较多的搜索点数，插值

效果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同样是由于采样点

的非均匀分布造成的。

实验表明：光滑因子有利于对地形起伏形态

的刻划，但是会造成插值误差的显著增大。对于

多重对数径向基函数插值而言，较合适的光滑因

子是０，但从地形起伏形态刻划角度来说，不增加

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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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光滑因子的ＤＥＭ透视效果图

Ｆｉｇ．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ＥＭｗｈ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ｏｏ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光滑因子，可能导致地形在局部范围内微小波动，

但这种波动可以通过增加搜索点数弥补。

３．２　基于插值参数的犇犈犕插值精度模型

研究基于插值参数的ＤＥＭ 插值精度模型，

首先对实验数据做３个简化：① 由于较大的光滑

因子导致了较大的插值误差，所以我们仅仅考虑

光滑因子在１００以内的情况；② 考虑搜索点数的

一致性，在不同搜索方向时，选用的搜索点数均为

８、１６、３２、６４，而忽略４和１２８点；③ 忽略搜索方

向对ＤＥＭ插值精度模型的影响（不同搜索方向

时的拟合参数相关性高达０．９９）。

从图６可以发现搜索点数和中误差值呈现指

数函数关系，因此，选用形如式（７）指数函数通过

非线性回归建立搜索点数和中误差的拟合函数关

系，并拟合参数犪、犫，如表２所示。

ＲＭＳＥ（犘）＝犪ｅ－
犫狆 （７）

　　考察犪和区域地形特征因子之间的关系，发

现犪值随着实验区域平均坡度的增加而升高，并

呈现良好的指数函数关系（表３），因此，可以建立

犪值和区域平均坡度的指数函数关系：

犪＝狆１ｅ
－狆２犛 （８）

式中，犛为区域平均坡度。

　　考察犫和实验区域地形特征因子之间的关

系，发现犫值随着区域平均坡度标准差的平方根

表２　搜索点数和中误差的指数拟合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ａｒｃｈ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

ＲＭＳＥｏｆ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

四方向 平原 丘陵 低山 中山 高山 犚２

犮＝０
犪

犫

９．４３２

０．０９０８

４４．１３

０．１２９９

１２８．８

０．１５１１

３１１．１

０．１５５５

８８０．９

０．１５４６

０．８８４９

０．９８４９

犮＝２０
犪

犫

１１．２７

０．０９５９

６５．７６

０．１４４０

２１０．４

０．１６６６

４６１．８

０．１６６４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６１８

０．８９８７

０．９８６５

犮＝４０
犪

犫

１３．６６

０．１０１５

８７．９２

０．１４７４

２６５．９

０．１６０１

５９６．２

０．１６５０

１５５３．０

０．１６４１

０．８９８１

０．９８１０

犮＝６０
犪

犫

１５．６２

０．１０４０

９６．４８

０．１３８６

２７４．３

０．１４４４

６３５．８

０．１５２９

１７２２．０

０．１５７１

０．８９２６

０．９６０８

犮＝８０
犪

犫

１６．９９

０．１０３７

９７．５５

０．１２７３

２６９．３

０．１３０８

６３４．１

０．１４０３

１７６６

０．１４７０

０．８８８７

０．９２５０

犮＝１００
犪

犫

１７．８８

０．１０１８

９６．０１

０．１１７２

２６１．１

０．１２０２

６１９．０

０．１２９５

１７５５．０

０．１３７７

０．８８６２

０．８７４７

表３　犪值和平均坡度的拟合参数

Ｔａｂ．３　Ｆｉｔ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ｌｏｐｅ

光滑因子 狆１ 狆２ 犚２

犮＝０ １５．７２ ０．１６９６ ０．９８９８

犮＝２０ ２７．７６ ０．１５８８ ０．９８６４

犮＝４０ ３５．４３ ０．１５９４ ０．９８６６

犮＝６０ ３５．３１ ０．１６３８ ０．９８８６

犮＝８０ ３３．６７ ０．１６６８ ０．９８９９

犮＝１００ ３２．００ ０．１６８７ ０．９９０７

的增加而升高，并呈现良好的线性相关关系

（表４），因此，可以建立犫值和区域平均坡度标准

差的平方根的线性函数关系，选用公式为：

犫＝狇１犛犇＋狇２ （９）

式中，犛犇为区域平均坡度标准差的平方根。

表４　犫值和平均坡度标准差的平方根的拟合参数

Ｔａｂ．４　Ｆｉｔ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犫ａｎｄＳｑｕａｒｅ

Ｒｏｏｔ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ｌｏｐｅ

光滑因子 狇１ 狇２ 犚２

犮＝０ ０．０３０３８ ０．０５５９２ ０．９７０１

犮＝２０ ０．０３３１１ ０．０５９３０ ０．９７３１

犮＝４０ ０．０２９３４ ０．０６９９３ ０．９６２４

犮＝６０ ０．０２２６５ ０．０７９４３ ０．９２３１

犮＝８０ ０．０１７１３ ０．０８４４７ ０．８５５７

犮＝１００ ０．０１３２７ ０．０８６１５ ０．７６５１

　　最后建立狆１、狆２、狇１、狇２ 和光滑因子犮的函数

关系，即：

狆１ ＝－０．００４７２３犮
２
＋０．６１３７犮＋

　１６．６１，犚
２
＝０．９６２０

狆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犮
３
＋０．００００１６８犮

２
－

　０．０００７８７６犮＋０．１６９３犚
２
＝０．９７９０

狇１ ＝－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８犮
２
－０．００００２１９犮＋

　０．０３１９５犚
２
＝０．９４９２

狇２ ＝－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７犮
２
＋０．０００４７５１犮＋

　０．０５３８３犚
２
＝０．９６９７ （１０）

　　综上所述，由式（７）～式（１０）建立基于插值参

数的ＤＥＭ精度模型，即有：

ＲＭＳＥ（犘，犛，犛犇，犆）＝犪ｅ－
犫狆 （１１）

４　结　语

本文以多重对数径向基插值算法中的插值参

数为研究对象，选择了５种不同地貌类型的离散

点数据作为数据基础，比较研究了搜索点数、搜索

方向、光滑因子等因素对ＤＥＭ插值精度的影响。

本文的结论是基于多重对数径向基插值算法

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有以下３个方面：① 对于其他不同插值算法的插

值参数的研究；② 本文提及的犪、犫值和地形特征

１１６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５月

因子的关系；③ 不同尺度的原始采样数据如何影

响插值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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