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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局部 犕狅狉犪狀’狊犐指数进行犇犈犕地形简化

朱　丹１　董有福１

１　南京工业大学测绘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０９

摘　要：地形简化是构建多尺度ＤＥＭ数据库的重要技术。基于ＤＥＭ地形数据空间自相关特征，提出了一种

利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的ＤＥＭ简化方案，即在计算ＤＥＭ格网单元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的基础上，通过设定阈

值提取候选地形特征点，进而重构结果ＤＥＭ。以黄土丘陵沟壑区为实验样区，将重要点法作为对比算法，从

候选特征点分布、高程统计参数、地形结构特征等方面，对该方法的地形简化效果进行了分析。实验结果表

明，基于地形空间自相关特征的ＤＥＭ地形简化方法原理明确，技术方案易于实现，执行效率高，相对于重要

点ＶＩＰ地形简化算法，重构ＤＥＭ能较好地保持地形的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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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简化算法是构建多尺度ＤＥＭ数据库的

重要方式［１］。国内外学者对ＤＥＭ地形简化算法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Ｆｏｗｌｅｒ与Ｌｉｔｔｌｅ提出通过提取

地形骨架线构建初始不规则三角网（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ＩＮ），之后加入支持点迭代进

行地形细节表达［２］；Ｆｌｏｒｉａｎｉ等提出通过逐级三角

形分割达到构建不同细节层次ＤＥＭ 的目的
［３］；

Ｃｈｅｎ和Ｇｕｅｖａｒａ提出通过计算目标高程点与周围

８个点的平均高程值之差来评估其重要度，并选取

重要程度高的点作为候选点重构ＤＥＭ
［４］；黄培之

提出将等高线几何分析与地形表面流水模拟分析

相结合，通过分析地形特征要素的空间关系，从而

决定地形特征要素的取舍［５］；费立凡等通过全局性

递归运算选取反映地形总体结构形态的地形特征

点重构ＤＥＭ，从而实现地形简化
［６８］。这些地形简

化算法部分是根据局域高差变化对高程点进行取

舍，执行效率高，但由于小范围内地形变化幅度较

小，许多位于地形骨架线上的特征点被忽略［９，１０］；

一些顾及全局地形结构特征的算法能够有效地保

留地貌特征点，但地形要素提取或迭代处理对计

算资源的要求相对较高［１１１３］。本文在对ＤＥＭ 地

形空间自相关性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

利用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的ＤＥＭ 简化方案，通

过提取一定数量的地貌特征点重构结果ＤＥＭ，具

有较好的ＤＥＭ地形简化效果。

１　原理与方法

１．１　实验样区与数据

本文选定的实验区为陕北黄土高原韭园沟流

域部分区域，总面积约４．３ｋｍ２，海拔８３０～１２００

ｍ，为典型黄土丘陵沟壑地貌类型。基本实验数

据采用国家测绘部门生产的１∶１００００（５ｍ分辨

率）ＤＥＭ。

１．２　基本原理

按照地理学第一定律，空间事物总在不同程

度上相互联系与制约，而相近事物之间的影响通

常大于较远事物的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空间自

相关。对于ＤＥＭ 数据而言，大部分栅格单元的

高程值呈现出有序变化，即空间自相关程度较高，

而少量栅格单元（如脊线点和沟谷点）的高程值表

现出突变特征，即空间自相关程度较低。本文在

求算ＤＥＭ栅格单元空间自相关程度指数的基础

上，选取一定数量的地貌特征点进行ＤＥＭ 地形

简化。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是度量某一栅格单元

与相邻栅格单元空间自相关程度的常用指标，其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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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狓犻、狓犼分别是栅格单元犻、犼的高程值；狓犿是

所有犻、犼位置点高程值的均值；狀是所有栅格单元

的数目；犠犻犼是研究范围内每一个栅格单元犻与犼

之间的空间相邻权重矩阵。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的取

值范围在－１～＋１之间，越接近－１，代表单元

间的差异越大或分布越不集中；越接近１，代表单

元间的关系越密切，性质越相似（高值聚集或低值

聚集）；接近０，代表单元间无相关性。

１．３　过程与方法

基于空间自相关特征的ＤＥＭ 地形简化方案

如图１所示。首先计算基准ＤＥＭ 栅格单元的局

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然后通过设置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

数的适当阈值提取不同相关性程度的候选地形特

征点，在此基础上，加入地形特征线构建约束不规

则三角网（ＴＩＮ），并进行插值处理，从而得到不同

细节层次的简化结果ＤＥＭ。最后从特征点空间

分布、高程统计参数、地形结构特征和基本地形参

数等方面与重要点法（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ｏｉｎｔｓ，

ＶＩＰ）作对比，进行地形简化效果综合分析。

在计算ＤＥＭ栅格单元的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

数时，采用３×３窗口，该窗口是计算局部 Ｍｏｒａｎ’

ｓＩ指数常用的默认窗口大小，计算结果能够反映

图１　基于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的ＤＥＭ地形简化方案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ＥＭｓＵｓ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Ｉｎｄｅｘ

ＤＥＭ数据较大尺度上的空间自相关性；不同窗口

大小反映在不同尺度上的地形空间自相关特征将

在后续实验中进行深入探讨。

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阈值设定是应用该方法

进行地形简化的关键问题，其大小决定了简化结

果ＤＥＭ的细节层次。从图２中可以看出，当阈

值较大时，保留的候选地形特征点较多，能够较详

细地反映地形的局部特征；当阈值减小时，仅保留

地形骨架线上的特征点，低等级的沟谷和山脊逐

渐被忽略。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阈值设定方案与

简化结果ＤＥＭ间的相互关系将进行另外的实验

分析，本文选取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阈值为０．９

对该地形简化方案的可行性进行验证，此时选定

的地形特征点个数为２５７１１个，占实验区总栅格

数的１５％。

图２　不同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阈值的特征点分布和ＤＥＭ简化效果

Ｆｉｇ．２　ＤＥＭ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ｒａｎ’ｓＩＩｎｄｅｘＶａｌｕｅｓ

２　效果评价

本文从特征点空间分布、高程统计参数和地

形结构特征等方面，将 ＶＩＰ法作为对比算法，对

利用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重构ＤＥＭ 效果进行综

合评价。ＶＩＰ法是 ＤＥＭ 地形简化中的常用方

法，如图３所示，ＶＩＰ计算方法主要是根据局域范

围内的地形起伏状况来选点，即针对规则网格

ＤＥＭ中的每一个点位，计算其高程值与周围８个

点的平均高程值之差，根据这个差值评估目标高

程点在地表描述中的重要度，若差值较大，意味该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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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点与邻域点的高程值变化较大，选取该点作

为候选地形特征点用于重构ＤＥＭ。

图３　ＶＩＰ计算方法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ＳｃｈｅｍａｏｆＶＩＰＭｅｔｈｏｄ

２．１　候选特征点空间分布

为了保证地形简化效果的可比性，ＶＩＰ法用

于重构结果ＤＥＭ的候选地形特征点数目与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法相同。图４是两种地形简化方

法得到的ＤＥＭ地形简化效果图。从图４中可以

看出，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法保留的大部分特征

点集中分布在山脊线和山谷线上；而ＶＩＰ法保留

的特征点主要位于局域高差较大的沟谷以及坡面

上，而对重构地形相对重要的一部分山脊点和沟

谷点，由于其局域地形变化幅度不大而被忽略。

从重构结果ＤＥＭ的效果图上看，Ｍｏｒａｎ’ｓＩ法能

够较好地保持地形骨架特征，而ＶＩＰ法在坡面和

低等级沟谷细节表达上效果较好。

图４　候选地形特征点空间分布和重构ＤＥＭ晕渲图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ｌｌｓｈａｄｅｓｏｆ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ＤＥＭｓ

２．２　高程统计参数

中误差（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Ｅ）是

目前通用的ＤＥＭ质量评价标准。该方法是在实

验样区布设一些检验点，记录检验点的实际高程，

然后在重构ＤＥＭ的相应位置上，将ＤＥＭ模型表

示的高程值与实际高程相比较，得到各个检验点

的误差。假设检验点的实际高程为狕犽（犽＝１，２，

…，狀），在重构ＤＥＭ上对应这些点的高程为犣犽，狀

为布设检验点的个数，则重构ＤＥＭ的中误差为：

ＲＭＳＥ＝
∑
狀

犻＝１

（犣犽－狕犽）
２

槡 狀
（３）

　　表１是应用两种地形简化方法得到的结果

ＤＥＭ高程统计参数。与初始ＤＥＭ 相比，高程均

值差都在－１ｍ左右，相对而言，ＶＩＰ法的高程均

值差更小，对于高程中误差ＲＭＳＥ，两种方法统

计的结果都较小，并且ＶＩＰ法相对更低。从以上

分析来看，应用这两种方法进行ＤＥＭ 地形简化

都能较好地保持高程统计特征，同时 Ｍｏｒａｎ’ｓＩ

法的高程统计参数要略大于ＶＩＰ法，反映了后者

在地形细节表达方面的效果相对更好。

表１　两种地形简化方法得到的犇犈犕高程统计量／ｍ

Ｔａｂ．１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ｍ

统计

参数

高程均值差 高程中误差

Ｍｏｒａｎ’ｓＩ法 ＶＩＰ法 Ｍｏｒａｎ’ｓＩ法 ＶＩＰ法

统计值 －１．７１ －０．７１ ２．３８ １．５４

２．３　地形结构特征

等高线回放是ＤＥＭ生产过程中进行质量检

验的主要方法之一，即对重构ＤＥＭ 反生等高线

与原始等高线进行对比分析，能够有效地判断

ＤＥＭ对地形结构表达的效果。因此，简化ＤＥＭ

的地形结构线应尽可能与原始ＤＥＭ 中的地形结

构线保持一致。

图５是应用两种方法得到的简化ＤＥＭ 反生

等高线与原等高线套合的部分结果。从图５中可

以看出，重构ＤＥＭ 的等高线与原始等高线在整

体结构方面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但是在局部细

节方面，Ｍｏｒａｎ’ｓＩ法等高线回放结果没有 ＶＩＰ

法好。如图５中部分等高线所示，基于 Ｍｏｒａｎ’ｓ

Ｉ法的ＤＥＭ反生等高线的弯曲程度差异较大，尤

其在坡面细节的表现上比较明显，基于ＶＩＰ法的

ＤＥＭ反生等高线保持了相对较好的匹配效果，与

原等高线几乎重合。

汇水线和分水线也能够有效地反映地形结构

特征。图６是简化ＤＥＭ 与原始ＤＥＭ 生成的汇

水线和分水线套合结果。从图６中可以看出，与

原始ＤＥＭ生成的汇水线相对照，应用局部 Ｍｏ

ｒａｎ’ｓＩ指数得到的简化ＤＥＭ，其汇水线的整体

轮廓和结构与原始ＤＥＭ的汇水线在位置上的套

合程度较好，这是因为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保留

了主要汇水线上的地形特征点，但简化ＤＥＭ忽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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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重构ＤＥＭ等高线回放对比（灰色为原始

ＤＥＭ反生等高线；黑色为重构ＤＥＭ反生等高线）

Ｆｉｇ．５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Ｍａｐ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ＤＥＭｓ

略了局部结构细节，导致汇水线出现部分裁弯取

直的效果；ＶＩＰ法简化ＤＥＭ 提取的汇水线位置

和形态差异较大，尤其是地形平坦开阔的沟谷区

存在一定的错位现象，主要是由于地形起伏变化

小，重要栅格单元高程值被舍弃，水流方向发生变

化，最终导致水系结构出现差异。另外，分水线和

上述汇水线具有类似的特征，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

数简化ＤＥＭ提取的分水线与原始分水线在位置

和轮廓上的吻合程度较高；通过ＶＩＰ法简化得到

的分水线的形态差别较大，尤其是地形平坦的山

谷沟壑处。

图６　简化ＤＥＭ的汇水线和分水线套合对比（白色为原始ＤＥＭ汇水线和分水线；

黑色为简化ＤＥＭ汇水线和分水线）

Ｆｉｇ．６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Ｍａｐ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ｎｄＲｉｄｇ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ＤＥＭｓ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ＤＥＭ地形简化是基于空间自相

关特征的局域地形简化算法，具有原理明确，易于

实现，执行效率高，重构ＤＥＭ 高程精度较优等特

点，相对于ＶＩＰ局域地形简化算法，它能够有效

地保留反映地形整体结构的地貌特征点；但是简

化结果ＤＥＭ 坡面部分的地形变化点易被忽略，

在地形细节方面的刻画与描述效果不及ＶＩＰ法。

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阈值的设定是保证地形

简化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并且只能在一定的阈

值范围内才能较好地保留地形骨架特征，因此阈

值设定标准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目前只对黄

土丘陵沟壑区进行了实验，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应用该方法对不同地貌类型区ＤＥＭ 进行地形简

化的阈值参数、重构效果及适用性还需进行实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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