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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局部动态最优犇犲犾犪狌狀犪狔三角网
改进逐点内插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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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连舰艇学院海洋测绘系，大连市解放路６６７号，１１６０１８）

摘　要：针对传统的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难以同时兼顾精度和效率的问题，依据Ｖｏｒｏｎｏｉ单

胞和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的几何特性，提出了一种基于局部动态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并在格

网数字水深模型（ｇｒｉ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ｅｐｔｈｍｏｄｅｌ，ＧｒｉｄＤＤＭ）中进行应用。实验结果表明，该改进算法能保证插值精

度并明显提高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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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网数字水深模型（ＧｒｉｄＤＤＭ）是区域海底

表面的矩阵式数字化表达，是反映海洋水深变化

的常用模型［１］。高质量的ＧｒｉｄＤＤＭ 构建，在舰

船海上航行、海洋工程建设、海底勘探、军事活动

等应用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１］。相关研究［２１５］表

明，为了满足高质量ＧｒｉｄＤＤＭ构建要求，其数据

源多采用具有较强局部相关性的高分辨率、海量

多波束测深数据；而为了提高基于多波束测深数

据的ＧｒｉｄＤＤＭ建模效率，其插值方法普遍采用

局部插值的方法（ｌｏ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所谓局部插值，

是指某一点的插值，主要取决于其附近区域的结

点，而不是较远处甚至整个区域的结点［３４］。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是表示离散空间数据点空

间相邻性的一种常用数学方法，在空间离散点插

值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５６］。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

网的逐点内插算法以计算几何为理论基础，充分

体现了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胞和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的几何

特性，准确表达了离散数据间的局部相关性［７８］。

可是，由于传统的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

插算法需要生成全局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从而造成

算法的效率低下，影响了算法的实际应用［９］。为

提高算法的效率，当前较为普遍的一种做法是通

过生成局部动态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近似代替全局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来提高算法的效率
［２３］，但这种

简单的近似代替却造成了算法精度的丢失。

为克服传统的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

内插算法的不足，本文依据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胞和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的几何特性，提出了局部动态最

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概念，并将其应用于 Ｇｒｉｄ

ＤＤＭ的构建中。

１　基于犇犲犾犪狌狀犪狔三角网的逐点内

插算法及其存在问题

１．１　犞狅狉狅狀狅犻单胞和犇犲犾犪狌狀犪狔三角形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是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伴生图形。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所剖分的每个网格单元称为 Ｖｏｒｏｎｏｉ

单胞。Ｖｏｒｏｎｏｉ单胞在任意维度空间Ω上的数学

描述为［８１０］：

犞（犛，犘犻）＝ ｛犘狘犱（犘，犘犻）≤犱（犘，犘犼），犼≠犻｝

（１）

式中，子空间犞（犛，犘犻）即为离散点犘犻的Ｖｏｒｏｎｏｉ

单胞。基于式（１），Ｖｏｒｏｎｏｉ边和顶点的数学定

义［８，１１］如下：

犌（犛，犘犻，犘犼）＝犞（犛，犘犻）∩犞（犛，犘犼）

犖（犛，犘犻，犘犼，犘犽）＝犌（犛，犘犻，犘犼）∩犌（犛，犘犻，犘犽
｛ ）

（２）

　　对于任意Ｖｏｒｏｎｏｉ点犖（犛，犘犻，犘犼，犘犽）而言，

至Ｖｏｒｏｎｏｉ边犌（犛，犘犻，犘犼）、犌（犛，犘犻，犘犽）对应的

离散点犘犻、犘犼、犘犽 的距离相等。顺次连接犘犻、犘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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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犽 所得到的三角形，称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
［１１］。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是指包含离散点 犘犻 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组成的区域，其定义等价为包含

离散点 犘犻 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胞犞（犛，犘犻）相邻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胞所对应离散点组成的区域。即：

犎（犛，犘犻）＝ ｛犘犼狘犌（犛，犘犻，犘犼）≠｝ （３）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的重要性是在于其定义了

几何特性上距离某离散点犘犻 的最近离散点集犎

（犛，犘犻），且犎（犛，犘犻）的数目和位置唯一取决于有

限离散点集犛在离散点犘犻处的局部分布。

１．２　算法构建原理

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主要

利用包含待插点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的三个离散

点，确定一个平面，继而解算出待插点的水深值。

由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特殊性，为了保证曲面的

连续，通常只是进行一次平面的拟合［５，８］。假设

待插点犙（犡，犢，犣）所在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为

犜（犛，犙），那么，则由犜（犛，犙）中的３个离散点犘犻

（犡犻，犢犻，犣犻）、犘犼（犡犼，犢犼，犣犼）、犘犽（犡犽，犢犽，犣犽）确定

的拟合平面如下：

犣＝犳（犡，犢）＝犃犡＋犅犢＋犆 （４）

式中，犃、犅、犆 为待定系数。可通过代入离散点

犘犻、犘犼、犘犽 的空间坐标值进行解算，即：

犃

犅

熿

燀

燄

燅犆

＝

犡犻 犢犻 １

犡犼 犢犼 １

犡犽 犢犽

熿

燀

燄

燅１

－１ 犣犻

犣犼

犣

熿

燀

燄

燅犽

（５）

１．３　算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于数据量较小的有限离散点集犛，通过生

成全局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直接获取待插点犙所在

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犜（犛，犙）。然而，对于数据量

较大的有限离散点集犛（如多波束测深数据），这

种基于全局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

犜（犛，犙）生成算法效率严重降低，甚至无法执行。

为提高算法的效率，文献［２３］提出了一种基

于局部动态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依

据距离待插点犙越远的离散点对于插值结果影

响越小的原理（如以待插点犙 为中心，给定缓冲

距为半径），搜索满足一定数量特征的局部离散点

集犛′（犛′犛），在此基础上以局部离散点集犛′代

替有限离散点集犛，并依据式（４）、式（５）通过平面

拟合生成待插点犙 所在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犜

（犛′，犙），但无法保证犜（犛′，犙）与犜（犛，犙）的等价

性。这类算法尽管提高了算法的执行效率，但却

是以牺牲待插点的精度为代价的。如图１所示，

在局部离散点集犛′不同的情况下，待插点犙所在

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犜（犛′，犙）亦不同。

图１　不同局部离散点集下待插点所在

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ｃａｌ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ＰｏｉｎｔＳｅｔ

２　局部动态最优犇犲犾犪狌狀犪狔三角网

构建

　　由于基于局部动态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

内插算法无法保证待插点犙在局部离散点集犛′

中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犜（犛′，犙）及其在有限离散点

集犛中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犜（犛，犙）的等价性。基

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的概念，本文提出了建立待插

点犙的局部动态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以达到犜

（犛′，犙）与犜（犛，犙）等价的目的。局部动态最优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构建步骤如下。

１）局部离散点集初始化

对有限离散点集犛进行格网化组织，即在确

定索引格网的行宽（犚ｓｐａｃｅ）与列宽（犆ｓｐａｃｅ）的前

提下，对每一个离散点犘犻∈犛，按照其空间位置

（犡，犢，犣）的分布，计算其空间索引坐标
［１３］：

犻＝ （犡－犡ｍｉｎ）／犆ｓｐａｃｅ

犼＝ （犢－犢ｍｉｎ）／犚ｓｐａｃｅ
｛ （６）

式中，犻、犼分别表示空间索引块的行列号；犡ｍｉｎ、犢ｍｉｎ

分别表示有限离散点集犛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

最小值。基于式（６），有限离散点集犛被划分为

（Ｃｏｌｓ－１）×（Ｒｏｗｓ－１）个索引格网数据块，即：

犛＝ ∪
Ｃｏｌｓ－１

犻＝１
∪

Ｒｏｗｓ－１

犼＝１
犛犻犼 （７）

式中，Ｃｏｌｓ、Ｒｏｗｓ分别表示索引格网的列数和行

数；犛犻犼表示有限离散点集犛 的任意索引格网数据

块。局部离散点集初始化是在确定局部离散点集

犛′中初始离散点数犕（犕≥３）的前提下，计算待插

点犙（犡，犢，犣）所占的索引格网数据块犛犻犼，并更新

局部离散点集犛′。若局部离散点集犛′中离散点

数目小于犕，则对犛犻犼进行八方向邻域搜索，即

犛犻－１，犼－１、犛犻－１，犼、犛犻－１，犼＋１、犛犻，犼－１、犛犻，犼＋１、犛犻＋１，犼－１、

犛犻＋１，犼、犛犻＋１，犼＋１，同时更新犛′，直至犛′中离散点数

目大于等于犕。

２）局部离散点集搜索

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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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式（３），对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的定义构

建待插点待插点 犙 在局部离散点集犛′中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 犎（犛′，犙）。以待插点犙 为圆

心，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 犎（犛′，犙）中任意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三角形犎犻（犛′，犙）的外接圆半径犇犻 为半径作圆，

形成圆形区域犅犻（犙，犇犻），即：

犅犻（犙，犇犻）＝ ｛犘狘犱（犘，犙）≤犇犻｝ （８）

　　对圆形区域犅犻（犙，犇犻）与有限离散点集犛进

行求交运算，形成临时点集犉犻（犛′，犙），即：

犉犻（犛′，犙）＝犅犻（犙，犇犻）∩犛 （９）

　　遍历待插点犙 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 犎（犛′，

犙），对所有临时点集犉犻（犛′，犙）进行求并运算，并

最终形成点集犉（犛′，犙），即：

犉（犛′，犙）＝∪
Ｎｕｍ

犻＝１
犉犻（犛′，犙） （１０）

式中，Ｎｕｍ 表示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 犎（犛′，犙）中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的个数。

３）局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最优化

由局部动态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构建原

理可知，待插点犙在局部离散点集犛′中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影响域 犎（犛′，犙）与其在有限离散点集 犛 中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 犎（犛，犙）必须保持等价关系。

据此可依据局部离散点集搜索过程中生成的点集

犉（犛′，犙）是否为φ来判断局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

是否达到最优化（犎（犛′，犙）与犎（犛，犙）等价）。

图２为局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最优化示意图。

若点集犉（犛′，犙）＝φ，则待插点犙在局部离散点

集犛′中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犎（犛′，犙）与其在有限离

散点集犛中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犎（犛，犙）等价；反之

若点集犉（犛′，犙）≠φ，则更新局部离散点集犛′＝

犛′∪犉（犛′，犙），直至点集犉（犛′，犙）＝φ。

图２　局部动态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生成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Ｌｏｃ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ｉｅｌｄ

４）局部动态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生成

由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局部动态特性可知，对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更新只影响局部范围。对于

离散点的删除，其影响的局部范围即为该离散点

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
［１０，１２］。基于上述分析，确定待

插点犙的局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犎（犛′，犙）达到最

优（犎（犛′，犙）与 犎（犛，犙）等价）的前提下，依据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局部动态特性，将待插点犙从局

部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 犎（犛′，犙）中删除，即可生成

待插点犙的局部动态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图３为局部动态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生成

图，图中待插点犙周围的阴影部分即为该待插点

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犎（犛′，犙）。利用文献［１４］中

提供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局部离散点更新算法，从

犎（犛′，犙）中删除待插点犙即可得到该待插点的

局部动态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在此基础上生

成待插点犙所在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犜（犛′，犙）与

基于全局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所生成的待插点犙所

在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犜（犛，犙）等价。

图３　局部动态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生成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Ｌｏｃ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算法的有效性，本文在 ＶＣ＋＋环境下

实现了基于局部动态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

点内插算法，并利用Ｓｕｒｆｅｒ８．０软件对生成的实

验结果进行了可视化显示与分析。实验采用的数

据为我国东海某海区的多波束测深数据，共包含

１２７７４个离散水深点，依据文献［１３，１５］提供的

经验参数，索引格网的行宽（犚ｓｐａｃｅ）与列宽

（犆ｓｐａｃｅ）分别设置为１′，局部离散点集犛′中初始

离散点数犕 设置为２５。ＧｒｉｄＤＤＭ 大小设置为

１００×８７。实验环境为Ｃｏｒｅ（ＴＭ）ｉ５处理器，主

频为２．８ＧＨｚ，内存为２Ｇ。

实验共分 ３ 组，分别应用基于局部动态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基于全局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以及本文提出

的基于局部动态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

插算法对实验数据进行了 ＧｒｉｄＤＤＭ 的插值解

算。图４、图５分别为基于上述不同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

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的等深线（等深距为５ｍ）及

海底地形表面的对比图。从图中不难看出，基于

局部动态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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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ＧｒｉｄＤＤＭ由于无法保证犜（犛′，犙）与犜（犛，

犙）的等价性，从而造成了其在海底地形表达上的

精度丢失。而本文提出的基于局部动态最优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则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影响域最优化构建的原理出发，保证了犜（犛′，犙）

与犜（犛，犙）的等价性，从而其等深线图及海底地

形表面图均与基于全局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

内插算法保持一致。

图４　基于不同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的等深线对比图

Ｆｉｇ．４　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ｎｔｏｕ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５　基于不同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的海底地形表面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Ｍａｒｉｎ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为验证基于局部动态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的逐点内插算法在精度保持上的优势，本文借助

Ｓｕｒｆｅｒ８．０软件的残差分析功能，对３组实验结果

进行了量化分析，实验结果见表１。

表１　实验结果分析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ｒｉｄＤＤＭ 实验１ 实验２ 实验３

残差统计

和 ４３．０４ ２２．２９ ２２．２９

最小值 －９．８２ －７．０５ －７．０５

最大值 ８．４５ ５．３５ ５．３５

平均值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２

标准方差 １．０５ ０．７４ ０．７４

运行时间／ｓ １．８２ １６．１７ ５．８６

　　由表１中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实验１（基于

局部动态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的算

法执行效率较高，但算法的插值精度相对较低；实

验３（基于全局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

法）与实验１的结论相反，尽管算法的执行效率较

低，但算法的插值精度则较高；实验３（基于局部

动态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则综

合了前两种算法的优点，在保证算法插值精度（与

实验２的各残差统计项保持一致，均优于实验１）

的同时，提高了算法的执行效率（相对于实验２）。

４　结　语

本文从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

构建原理出发，从理论上分析了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影响域

对于算法插值精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依据

Ｖｏｒｏｎｏｉ单胞和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形的几何特性，提出

了一种基于局部动态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

内插算法，并在ＧｒｉｄＤＤＭ中进行应用。较好解决

了传统的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的逐点内插算法存

在的插值效率低和精度不高的问题。但需要指出

的是，由于在局部离散点集初始化的过程中，所涉

及的索引格网行宽、列宽及初始离散点数等参数均

采用的是经验参数，理论性和通用性不强，需要进

一步研究如何根据离散点集数据量的不同进行自

适应估计的问题。另外，为了使得构建的局部动态

最优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能更好地反映复杂的海底地

形，还必须研究离散点集与约束数据集（如与海底

地形相关的岸线和等深线数据）的融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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