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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内切圆内插等高线的算法

钱海忠１　王　骁１　刘海龙１　何海威１　胡慧明１

１　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空间信息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５２

摘　要：等高线内插在地图自动综合、地图数字化、三维地形重建等过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许多等高线内插

算法在等高线急剧变化以及闭合等高线处存在问题。在分析已有等高线内插算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

种等高线内插算法。该算法以等高线上的节点为圆心，建立与相邻等高线之间的内切圆来探测相邻等高线之

间的空间关系，并获取等高线间的辅助线，进而内插出等高线，一方面弥补了已有等高线内插方法中的问题，

另一方面有效提高了等高线内插的速度和质量。通过与其他内插算法之间的实验对比分析，验证了本方法的

科学性和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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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跨尺度地图制图和表达中，地貌是最为复

杂的内容之一，其中尤以等高线内插最为复杂和

困难［１］。等高线内插是指在已知高程的两条等高

线之间，通过内插方法自动生成与已知等高线相

一致的新等高线［２］。如在利用１∶２０００地形图

缩编１∶１００００地形图的过程中，等高距由２ｍ

变为５ｍ，所以５ｍ等高线需要通过内插方法来

获取。除了制图综合中的大量应用外，在等高线

密集区域的地形图数字化过程中［３］，也需要通过

等高线内插来减少作业工作量。另外，在地图的

三维地形重建过程中，通过内插加密等高线可以

使重建的三维地形更加逼真。由此可见，等高线

内插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和积极的应用价值，准

确、快速地内插出等高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等高线内插方法进行了广

泛的研究［４９］，为解决等高线内插提供了思路和算

法，从而推动了相关技术的发展。其主要方法有

规则网格内插、约束三角网内插、辅助线内插等。

其中文献［６］通过最小角最大原则确定相邻等高

线之间的辅助线，从而内插出等高线。该方法简

单易行，但当等高线形态复杂，特别是在等高线走

势急剧变化且有急转弯的部位，可能会出现辅助

线与原有等高线相交的情况，从而导致内插等高

线与原有等高线相交。文献［７］在文献［６］的基础

上进行了改进，通过在等高线上加密点，使得两条

等高线的节点数相等，再利用辅助线法得到内插

等高线。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文献［６］

中的问题，但是数据量的增加使得内插速度难以

保证。文献［８］采用基于规则格网的等高线内插

方法，该方法通过建立等高线平面上的规则格网，

计算格网上目标等高线高程值的位置内插出等高

线。文献［９］通过构三角网来进行等高线的内插。

但是，利用构网的方法内插等高线通常都比较复

杂，并且内插速度较慢。

综上所述，当前等高线内插的主要问题有：

１）当等高线走势发生急剧变化时，内插出的

等高线不能很好地反映原有等高线的走势，甚至

会出现内插等高线和原始等高线相交的情况。

２）加密等高线节点使得内插得到的等高线

冗余点较多，往往需进行额外的数据压缩，从而增

加了运算量，并且数据压缩过程具有较强的不确

定性，可能会造成内插等高线形态的变异，使得结

果更为复杂。

本文结合辅助线算法，提出了一种利用内切

圆进行等高线内插的方法。该方法以等高线上的

节点为圆心，利用内切圆探测相邻等高线之间的

空间关系，从而获得等高线间的辅助线，进而内插

出等高线。该方法运算速度快，能够更为精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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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原有等高线的走势，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１　内切圆内插等高线算法

１．１　算法原理

等高线内插的已知数据包括两条等高线各自

的高程值和等高线中各节点的坐标。如图１所

示，等高线犃和等高线犅 为原始等高线，其高程

值分别为 犎犃和犎犅。等高线犃 上的各节点为

犃１、犃２、…、犃狀－１、犃狀，等高线犅上的各节点为犅１、

犅２、…、犅犿－１、犅犿，并且已知各节点的坐标值。

图１　内切圆法内插等高线原理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ＵｓｉｎｇＩｎｓｃｒｉｂｅｄＣｉｒｃｌｅ

本算法以辅助线为基础，内切圆的引入主要

用于获取节点处的辅助线。该算法内插等高线的

步骤如下：

１）确定基准等高线。基准等高线是指建立

的内切圆圆心所在的等高线。通常取两条等高线

中节点总数较多的作为基准等高线，因为节点总

数多的等高线能够更为细致地反映等高线的走势

特征，保证等高线的内插效果。

２）确定辅助线。以等高线犃为基准等高线，

等高线犃中的节点犃犻为例进行详细说明。以犃犻

为圆心，初始半径为犚０（犚０一般设置足够小）建立

圆，判断该圆是否与等高线犅相切，若不相切，则

增大半径犚０至犚犻，再进行相切判断。如此循环，

直至半径为犚狀时，建立的圆和等高线犅相切于切

点犙犻，连接犃犻、犙犻两点即为等高线犃 中犃犻节点处

的辅助线，如图１所示。据此遍历基准等高线上

的所有节点，求出每个节点对应的辅助线。

３）确定首尾节点及其附近节点的辅助线。

由于等高线的不确定性，在基准等高线的首尾节

点处建立的圆可能无法和对应的相邻等高线相

切。出现这种情况则直接连接该节点和对应等高

线的首节点（或末节点）。如图２所示，等高线犃

为基准等高线，其中首节点犃１及其附近的犃２节

点、末节点犃狀及其附近的犃狀－１、犃狀－２节点无法建

立与等高线犅相切的圆，故直接连接这些节点和

对应的首、末节点来获取其辅助线。

图２　首尾节点及其附近节点的处理

Ｆｉｇ．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ｅａｄＮｏｄｅ，ＥｎｄＮｏｄｅ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ＮｅａｒｂｙＮｏｄｅｓ

当首尾节点构建的圆和相邻等高线相切时，

仍需将首尾节点和相邻等高线对应的首节点或末

节点相连，目的是保持首尾节点处等高线良好的

形态特征。

４）计算内插点坐标。在获得所有的辅助线

之后，即可进行等高线的内插。设内插等高线的

高程为犎犘，点犘（犡犘，犢犘）为辅助线犃犻犙犻上的目

标高程点，其中，节点犃犻的坐标为（犡犃犻，犢犃犻），切

点犙犻的坐标为（犡犙犻，犢犙犻），犿 为比例系数。其坐

标计算公式为：

犿＝ （犎犘－犎犃）／（犎犅－犎犃） （１）

犡犘 ＝犡犃犻 ＋犿·（犡犙犻 －犡犃犻） （２）

犢犘 ＝犢犃犻 ＋犿·（犢犙犻 －犢犃犻） （３）

按照顺序依次连接内插点，即可得到内插等高线。

图３是对一条基准等高线上所有节点建立的内切

圆，并确定辅助线，进而内插等高线的效果图。

图３　内切圆法内插等高线效果图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Ｃｈａｒｔ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Ｕｓｉｎｇ

ＩｎｓｃｒｉｂｅｄＣｉｒｃｌｅ

１．２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利用内切圆求内插等高线的方法存在如下问

题：当等高线的走势出现急剧变化，特别是出现

１８０°大转弯的情况时，利用内切圆法内插等高线

可能会出现伪切点。如图４所示，点犙犻为等高线

犃 中节点犃犻的理论切点，点犠犻为其伪切点。

伪切点出现的原因是：求切点的过程实际上

是在相邻等高线上寻找距基准等高线上的节点距

５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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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伪切点的产生

Ｆｉｇ．４　Ｐｓｅｕｄｏ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ａｎｇｅｎｃｙ

离最小的点。当等高线走势发生急剧变化时，所

求出的最小距离可能出现在错误的等高线段内，

如图４所示，从而求出的切点不是理论切点，将其

称为伪切点，继而引起内插等高线与原等高线相

交的较大错误。

针对上述问题，采用等高线延伸方向来进行

判断。在基准等高线节点上建立的内切圆，其切

点应在与基准等高线延伸方向一致的相邻等高线

段内［１０］，否则该切点为伪切点。如图５所示，由

于等高线走势急剧变化，等高线犅的延伸方向由

１变为２，其中在等高线犃 的犃犻点处，等高线犃

的延伸方向与等高线犅 的延伸方向２相同，所以

求出的切点应在等高线犅 的延伸方向２这一段

内，而不是延伸方向１段内，故图５中，犠犻为伪切

点，而犙犻为理论切点。

图５　通过等高线延伸方向判断是否为伪切点

Ｆｉｇ．５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Ｐｓｅｕｄｏ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ａｎｇｅｎｃｙｂｙ

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Ｅｘｔｅ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判断切点真伪性的具体方法为：取与节点犃犻

相邻的前一节点犃犻－１，取切点所在的节点线段

犅犻－１犅犻，判断点犃犻－１、犅犻－１是否在辅助线的同侧，

若在同侧，则该切点为理论切点；若在异侧，则该

切点为伪切点。如图５所示，理论切点犙犻在线段

犅犻－１犅犻上，犅犻－１、犃犻－１在辅助线的同侧；伪切点犠犻

在线段犅′犻－１犅′犻上，犅′犻－１、犃犻－１在辅助线的不同侧。

两点是否在线段的同侧可通过点和线段的时

针方向进行判断。如图６所示，点犘、点犙１在线

段犃犅的异侧，点犘、点犙２在线段犃犅的同侧。按

照目标点→犃→犅 的顺序依次连接，若两点时针

方向相同，则两点在线段同侧；若两点时针方向不

同，则两点在线段异侧。图６中点犘、点犙１的时

针方向不同，故其在线段的两侧，点犘、点犙２的时

针方向相同，均为顺时针，故其在线段的同侧。

图６　利用时针方向判断两点是否在线段同侧

Ｆｉｇ．６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ｒｅａｏｆＬｉｎｅ

ｂｙＵｓｉｎｇＣｌｏｃｋ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为验证上述方法对解决走势突变这一特殊问

题是可行的，本文通过实验进行了验证。图７（ａ）

为未顾及等高线走向的内插效果图，图７（ｂ）为顾

及等高线走向的内插效果图。由图７可得，在等

高线走势变化巨大处，若不考虑伪切点这一情况，

内插出的等高线会与原始等高线相交；相反，进行

伪切点判断后，则有效避免了相交情况的发生，保

证了等高线内插的质量。

图７　等高线走向对内插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２　实例验证

２．１　数据来源

选取某区域的１∶２０００等高线数据作为数

据来源，数据格式为ｓｈｐ格式。该格式下的等高

线由一系列折线段组成，据此数据自动生成１∶

１００００等高线。图８为初始１∶２０００等高线数

据整体显示效果。

２．２　等高线内插实验

在１∶２０００地形图缩编生成１∶１００００地形

图的过程中，等高距由２ｍ变为５ｍ，在进行选取

之前，首先需要通过４ｍ、６ｍ 等高线内插生成

５ｍ等高线。这里为了更好地显示内插效果，将

原始的４ｍ和６ｍ等高线一同进行显示。

图９、图１０分别是内插效果的整体和局部放

大显示，其中棕色线条表示原始等高线，蓝色线条

６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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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１∶２０００等高线初始数据

Ｆｉｇ．８　１∶２０００ＣｏｎｔｏｕｒＤａｔａ

表示内插生成的新的５ｍ等高线。可以看出，利

用内切圆内插等高线的方法整体效果较好。

图９　由４ｍ、６ｍ等高线内插５ｍ等高线效果

Ｆｉｇ．９　５ｍ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ｙ４ｍ，６ｍ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图１０　内插效果局部放大

Ｆｉｇ．１０　Ｌｏｃａｌ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３　选择不同基准线的内插实验

§２．２实验中，等高线内插时选择的是节点

数量较多的等高线作为基准线，为验证内插基准

等高线确定原则的正确性，这里选择节点数量相

对较少的等高线作为基准线再次进行内插实验，

图１１所示为该实验的内插效果图。可以看出，在

椭圆形虚线框中的区域内插效果不如§２．２的实

验效果，即在成组的等高线山脊线这个明显地形

特征处［１１１３］，以节点数较少的等高线作为基线内

插出的等高线较为陡峭、平坦，弱化了山脊线的特

征，而以节点数较多的等高线作为基准线内插出

的等高线良好地反映了山脊线的特征。因此，以

节点数较多的等高线作为基准线能够更好地保持

原始等高线的弯曲特征。

图１１　以节点数较少的等高线作为基准线的内插效果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ｙ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ＮｏｄｅｓｏｆＣｏｎｔｏｕｒ

３　实验结果比较分析

本算法的关键在于通过建立内切圆来获取辅

助线，进而通过辅助线来内插等高线。通过辅助

线法进行等高线内插的核心是如何寻找出最优辅

助线［１４］，即辅助线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内插等高线

的质量。当前通过辅助线内插等高线的方法主要

有两种：一是文献［６］中的方法，将其称为最大角

法；二是文献［７］在最大角法的基础上进行加密，

将其称为加密最大角法。通过对比实验结果，从

内插质量、内插时间与数据量以及内插不理想数

量等３个方面对本文提出的内切圆法和其他辅助

线法进行比较和分析。

３．１　内插质量比较

３．１．１　平缓等高线内插质量比较

图１２分别是三种方法在等高线未出现急转

变化情况下的内插效果图。可以看出，内切圆法

的内插效果最好，内插生成的等高线舒缓自然，未

出现尖锐的角，并且能够较为精细地反映等高线

的走势。相比之下，另两种方法内插得到的等高

线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锯齿，虽然锯齿可通过等高

线化简算法［１５，１６］进行消除，但显然增加了方法的

复杂性，并且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

３．１．２　急剧变化等高线内插质量比较

等高线出现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最大角法与

加密最大角法的内插效果基本相同，如图１３（ａ）

所示，内切圆法的内插效果如图１３（ｂ）所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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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平缓等高线内插效果

Ｆｉｇ．１２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ＧｅｎｔｌｅＣｏｎｔｏｕｒ

幅图对比可以看出，最大角法出现了较大的错误，

即相交情况，并且内插等高线没有反映原始等高

线在走势变化处的特征，而内切圆法内插出的等

高线很好地反映了原始等高线的走势特点，效果

较好。

图１３　急剧变化等高线内插效果

Ｆｉｇ．１３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ｈａｒｐ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Ｃｏｎｔｏｕｒ

３．１．３　闭合等高线内插质量比较

当等高线闭合时，最大角法不能直接使用。

因为最大角法通常将两条原始等高线的首节点相

连作为第一条辅助线，然后再依次进行遍历。但

当等高线闭合时，等高线的首尾节点相同，两条原

始等高线的首尾节点可能相距很远，若仍直接相

连则会出现错误。故在闭合处，首先要寻找出两

条原始等高线中距离最近的两点，将其视为新的

起点，并将其连线作为第一条辅助线，然后判断等

高线的走向是否一致，如一致，则按照走向依次遍

历；如不一致，则改变一条的走向后再依次遍

历［１７］。

相比之下，在闭合等高线处，内切圆法不需要

进行特殊的操作，只需省去连接两条原始等高线

首、末节点的操作，由此可知，内切圆法内插等高

线的适用范围更广。图１４所示为内切圆法对闭

合等高线的内插效果。

３．２　内插时间与数据量比较

对同一地区等高线数据利用上述３种辅助线

内插方法进行内插实验，并统计内插时间与内插

图１４　闭合等高线内插效果（内切圆法）

Ｆｉｇ．１４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ｌｏｓｅＣｏｎｔｏｕｒ

ｂｙＵｓｉｎｇＩｎｓｃｒｉｂ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Ｍｅｔｈｏｄ

后的数据量，得到表１中的结果。

表１　不同辅助线法内插时间与内插后的数据量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ａｎｄＤａｔ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方法 时间／ｓ 数据量／ｋＢ

最大角法 ５．７ ２２４３

加密最大角法 ２６．７ ５４７２

内切圆法 ８．１ １１９４

　　分析表１结果可得，内插时间方面，加密最大

角法耗时最多，因为该算法对等高线上的节点进

行了加密，因此内插时间也随之增加；内切圆法和

最大角法相比时间稍长，这是因为内切圆法需要

通过不断增加圆的半径来搜索切点，这一过程需

要进行循环运算，从而会消耗更多的时间。

内插后的数据量方面，内切圆法的数据量最

小，因为内切圆法只需对一条等高线上的所有节

点遍历，所以内插后数据量较小；相反，最大角法、

加密最大角法均需要对两条等高线上的所有节点

进行遍历，并且加密最大角法需要加密等高线节

点，因此二者内插后数据量相对较大。

３．３　内插不理想数量比较

为了综合评价内切圆法与最大角法、加密最

大角法的内插效果，对内插结果中不理想区域的

数量进行统计，图１５所示为三种方法的内插最终

效果图。

图１５　不同方法内插效果

Ｆｉｇ．１５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这里以三个指标进行衡量，分别是弯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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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包括弱化和夸大）数量、内插等高线与原始

等高线相交数量、明显锯齿数量，通过人工评判得

到统计结果，表２为三种方法的不理想区域的数

量统计情况。

表２　不同辅助线法内插结果不理想区域数量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Ｕｎ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ｒｅａｓ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方法 相交数 形态损失数 明显锯齿数

最大角法 ９ ２０ ２３

加密最大角法 ８ １５ ２６

内切圆法 ２ １９ ０

　　从表２中看出，内插等高线与原始等高线相

交数量方面，内切圆法明显少于另两种方法，这是

因为内切圆法考虑了伪切点的情况，仍有相交现

象的出现是因为数据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内切

圆法不存在明显的锯齿情况，而最大角法、加密最

大角法受自身算法的限制，均存在较多的锯齿，从

而增加了后续等高线化简的复杂度；弯曲特征损

失数量方面，加密最大角法最少，这与上述以节点

数多的等高线作为基准线能够减少弯曲特征损失

一样，由于人为对等高线节点数量进行了加密，从

而能够更为细致地反映细节的形态特征，若内切

圆法内插等高线前也进行节点加密处理，也能更

好地保持等高线的弯曲特征，但是节点加密必然

会带来效率的损失和数据量的增加，所以是否进

行加密仍需视具体内插要求而定。因此根据上述

的分析得出，内切圆法内插等高线的综合效果最

好。

综上所述，内切圆法内插等高线的优势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内插生成的新等高线能够更为精细地反

映原始等高线的走势和特征。

２）算法适用范围广泛。在等高线急剧变化

处能够较好地避免内插等高线与原等高线相交的

情况，在等高线闭合处，算法不需要进行调整，可

直接使用。

３）只利用一条等高线的节点信息来探测相

邻等高线的走势，有效减少了数据量和计算量。

４　结　语

本文分析了已有等高线内插算法，特别是辅

助线算法的不足，提出一种利用内切圆内插等高

线的算法。通过和其他辅助线算法的对比，该算

法内插质量较高，适用范围广泛，较好地解决了当

前等高线内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验证明了算

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而为制图综合、地形图数

字化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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