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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丈章针对网格数据计卓的可视化表选，给出了网格数据图有限元自适应细分方涪；进而提出了网格计算与闰形

醍数字图像处理的信息融旨提取算法，实现了数据的自适应采样细分、图像分割与边缘提取。夹验蛄果表明，该方法在不

增加是多的计算覆数据量情况下，可以很好地提高特征区域数据分辨率和网格敦据计算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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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tt：Aim at the visualization expression of gnd data computation，a grid data map finite element adaptive subdi—

vision method is presented 7Fhen an information fusion edge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酣d eompulation and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is proposed Using this method．the numerical computing is adjusted automatically to the character arc‘a．

7“he experiment results s6。w that the sample resolmion of the grid computation t!al／be greatly improved without iner‘a5一

ing the numerical computation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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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概述

网格．是指对连续空问数据信息所进行的离散采样、计算，

并按j!f{某种等值区域结构解剖划分『f|i获得的一种网状数据的

分布表示。例如对乎面、曲面、三维空间或特定的连续区域，可

依照某种规律或法则，如水文、地质勘探、网络与数据流汁算、

资源分书以妓各种数学物理场的参数分布等，都可分别表示为

互不丰H交的等值节点连接的多边彤或多面体的数据集台．构成

丁数捌|埘格。对臆于这种划分所得的多边形或多面休义称为网

格单元，网格数据足嗣格单元的典型值。山于网格I『以是二维

的，也町以二维的空间结构．故相应的网格数据可分为二维网

格数据．曲面网格数据及■维网格数据等。

曲．网格数姑计算与可视化分析处坪巾．若给定的网格数据

样本串太低，则无法从中得到详细的特征信息．这就需要提高

数据的采样分辨率．这种情况尤其在教值计算中突出存在，如

流体力学¨算、商精度冉限元网格数据的计算等．由于网格可

以尤限细分．而a网格数据尼从连续空间{f箅或聚}羊插值得

到，理论卜法类数据的分辨率存在无限提高的可能性。但是，对

全部脚格的加密细分将导致计算量近似几何级数的增长，谜使

得通过网格直接加密米实现数据的分辨率提高．这在复杂的数

值计算中过十烦琐，效率太低，不容易寅现。因此，该文利用网

格计算与数宁图像处理的技术融合，提出了数据的自适应采样

细分和罔像分割与用形表达特征区域相结合的提取苒法，较好

地解决_r敷据分辨率与网格计算量以及计算效率之问的矛盾

2网格数据及其分类

网格数据是离散数据，数据的采样依赖于嘲格结构、在二

维网格中，砌格单元的圭要类型为■角形、四边彤，n所仃网格

单兀的顶点分布在同 平面上；而柱曲面阔格中．虽然嘲格单

元的主要类型也是一角形、四边形，但所有网格单元的胁点却

分布社某一曲面上。

在大规模科学计算中得到的数姑大多足网格数据此外，

在实际测量中，还经常得到另一类离散数据．即散乱数搀，。这类

数据的特甑是数据采样点冉平而、曲面．或宅问Ⅸ域任营分却．

数据之阳J没有联结关系，例如在特定区域范围各个测量-皇所检

测到的温度即为此类型数据。散乱点数据可使Hj 砦散。}模型

对它们进行网格化，得到网格数据。例如，利用Delaunav的二

角剖分法就可将散乱点集合转化为·角形劂格。

按照网格单元形状及邻接关系卜存A的差异．网格”f被进

一步缨分为不嘲的子类型。

-二维网格可分为规则网格与不规则网格阿大娄。莆f、儿网

格、规整网格属于规则网格，它的特点足数姑沿盖轴．y轴均匀

采样，同格结构整齐一致；不规则网格结构件住租复杂．彳j多种

类型。在网格自适应削分算法中，三角形网格或某螋结栅型网

格单元还可被进一步细分为非结构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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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网格可分为=角形网格、非结构网格、曲线网格、块结

构网格、混合结构网格及散乱点等。

其巾，各类网格的特点简述如F。

笛仁儿网格：在x，Y轴方向上的采样间隔相等。

规整网格：柏I刮轴向的网格线间隔值相同，而不同轴向的

网桔线间隔值_f能不相同。

结构刚格：阀格单元为pq边形。每个内部点都有相同数目

的近邻。网格点之间的联结关系通过增加或减少坐标数据域中

的索引来娃式描述。结构网格中每十网格点的坐标都需要显式

保存。

非结构网格：网格单元13】以既有■角形，又有四边形．而且

每个内部点可以有不同数目的近邻。非结构网格中，每个嘲格

点的坐标都娃代保存，还要保存网格点之间的联结关系。有限

儿方法中，对网格的局部优化会导致这类网格的出现。

曲线州格：阿格单元为四边形。嘲格单元的分布环绕一个

物体，或片J于填充十环形区域：在计算流体力学(CFI))中常

用纠此类网格。

三角计；『卅格：每一网格单元为一三角形，而且网格中的任

一条边至弗属r两个三角形。三角形网格中每个网格点的坐标

一般都采用珏式存贮方式．1ji『且每个内部点可以有小同数目的

近邻，其次．刘于散乱点数据，可利用Delaunay王角割分法，将

散乱点集转化勾-：角形网格。

3数值计算中网格的自适应细分方法

数值仿真汁算星网格数据的一个主要来源，萁计算过程一

般分为两步，第步，进行有限元网格剖分，将连续区域分割为

互不柏交的网格单元集合。第二步．在所有的嘲格单元的顶点

进行数值汁算第～步得到的数据是网格数据中的几何数据，

它决定丁第_二步中属性数据的采样方式。数值仿真计算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算屠非常夫，对于随时问变化的流体计算尤其

如此，闶此，网格的剖分不能太密。然而，数值计算的目的是用

计箅得到的离散数据反映连续空间某衅特性的分布特点，因

此、散据秉样分辨率又不能太低，否则将难于反映连续空间特

性的分布状况，如何在数据分辨率与数据计算量之间求得平衡

是一个复杂的『H】题。

事实卜，往劂格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中，人们并非对所有的

网格数据都给以同样的注意，往往只是对网格数据中的特征区

域感兴趣、渚如数据中某些属性的分布状况；某些特性随时问

的变化情况；某属性区域发生较大变化等。显然，在网格加密

时，如果将所有网格单元都加以细分，不仅增加了计算量和计

算成奉，而Ⅱ吐L是一种投入资源的浪费。该文采用如下的方法

进{r网格细分：首先在制分较粗的网格中提取特征区域，然后

单独将特衢“域的网格加细，其他区域的网格则可以保持不

变，这就是蹦格的一种白适应加细方法。这样，既提高了特征区

域的采样(计劳：)分辨率，计算量也不会增加很多。如图1所示。

在数值ef算土!f程中引入网格的自适应加细方法，利用计算

得到的结果自动调整网格结构，使得网格在特征区域加密，而

其他区域保持不变。这是一种将数值计算的焦点自动调整在特

征K域的优化算法，从而实现数据的白适应采样，口九H在不增

加计算及数据量太多的情况下，很好地提高特征区域的数据分

辨率。

一般，嘲格的自适应细分的步骤描述如下：

(1)生成初始的网格，_并计算属性数据；

(2)在初始的网格数据中进行特征Ⅸ域提取，得到特征区

域内的网格单兀集台；

(3)将特征K域内网格单元进行细分，并任新的刚格点越

行数值计算。

b)网格边缘检测的自适应局部加密细分

围1 结构同格自适应细分方法示意田

由于网格单元有不『司类型，嘲此网格的细分方式也不I,il，

在平面网格中．网格细分方法比较简单。王角形网格的细分主

要有两种方法，见图2。方法一通过将三角形的某一顶点。j对

边的中点相连将·个三角形分为两十三角形：方法二通过将一．

角形三边的巾点相连把一个三角形分为四十三角形。阴边形的

细分方法一般采用将对边连起来的方法，见图3：一个四边形

被分为r四个四边形。

△△
圈2平面三角形的两类细分方法

田3四边形的细分方法

曲面网格的细分方法相对复杂。设网格数据的采样曲面足

一个双参量曲面，记作：

S(u．F)=h(Ⅱ，”)，y(u，")，2(u，")l，O≤Ⅱ≤l，(】≤P≤1

对于曲面网格中给定的三角形"l F2”3，记其兰个顶白分

别为：

Vl=s(uI，口1)，y2-S(u2，口2)，V]=S(q．”3)

=王角彤VtV2V3细分时，不再采用将各边的中点连接起米

的方法，因为各边的中点一般不在曲血上，误善较大。由_三=角形

的三条边的端点可以另外确定曲面上舯j个网格点．分别如

下：

y。=跚!唼堕，!唼堕】
● ‘

y。，=s【!唼堕，!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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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z,=Sl“铲-学1
这时，_三角形y，V，V，可以被细分为四个j角形，即

V⋯V Vll；VnV2V≈；P㈧V r∞；y12rI{rn。

如图4所，下。这一细分方法保证所有三角形的顶点依然在

f}}『向I．，曲面网格中的四边形可以同理细升。

vl V^1

△。3 I磷
圈4三角形曲面网格的纲分方法

4基于数字图像处理的网格数据区域分割及边缘

提取
在应用领域中，数据发生较大变化的区域是人们比较关心

的特征K域。网格自适应加细方法的关键就是如何从初始计算

得到的嘲格数据中提取特征区域。人们希望通过提高婀格数据

在这蝗区域的数据采样率，以便于更好地观察和分析这些区域

的特点。数据发生较大变化的区域亦即网格数据中的边缘曲线

或边缘曲面，它”J往往反映，对应物理场的等位或等值边缘曲

线或曲面。可以利用嘲格数据与图像扶度或色度所具有的相对

关系．利用信息融合技术，把网格数据变换为数字图像，再通过

网格数据计算与图像区域分割及边缘检测处理相结合的方法，

获得婀格数据兴趣区的边缘曲线或边缘曲面。

在数字图像处理中，有许多方法可蹦来进行边缘检测与分

割。其中大多数是用基于方向导数的边缘检测算f来构造掩

模，蚌用以完成卷积运算。诸如Roberts算子、Sober算子、

Kirs·．h算r和Prewitt算子等。实验汪明，基于3×3窗口的

Sober、Kirsch和lhwitt等算子对离散度大的罔像处理效果好；

具有2x2窗r1的Roberts算子则对灰度突变的低噪声边缘检测

更敏感，

遣罩采用的Roberts为非线性交叉运箅。其算于式可表达

为：

(妇(1』，01={【F(“，")一F(u+l，"+1)12+

}
IF(u，"+1)一F(tt+1，”)1211

一种某于Roberts算子的简化算式为：

(；^(“，”)=IF(u，")一F(Ⅱ+1．p+1)I+1州／／,，卅1)一一u+l，")l

使用边缘桅测算于并结台边界自适应阉值的选择．可完成

特征必趣区的图像分割。这样．针对前述图I(a)平面结构的网

格数据．利HI反映浚网格数据的等值区域交界线或灰度图．结

合图像边缘检测算法，就可将边缘网格单元集合及边缘曲线检

测出来。其中，图I(b)是基于图1(a)边缘检测上网格的自适应

局部纲分；I墨|5足相对图l(b)的结构网格边缘检测分割厦抽

取的骨架曲线(缩小比例为70％)。通过将边缘网格单元细分并

在这蝗加密的网格单元中计算．可以得到边缘网格单元内的细

微结构或更为精确地定位边缘曲线。通过观察可以注意到，被

细分的网格摹本上分布在属性数据发生较大变化的区域。

图6(a)为一一角形网格及其上的数据分布．图6(b)是按照

图6(a1的数据分布，窑施罔像灰度变换的结粜；图7在图6(b)

的基础J☆适量的放大。图7(a)对图6(b)的灰度图像完成了

边缘椎测跟踪；图7(b)为三角形网格依据边缘检测跟踪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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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适膻局部加密细分的结果。这里，三角形细分时．采用了将各

边中点相连接的方法。

(b)自适应局部削分

朋7三角形网格自适应局部细分结果

在该网格数据中，利用边缘检测算于检测出的边缘嗣格单

元集合及边缘曲线见图8。

5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网格计算的qT视化丧选．谈史所绐出

的网格数据有限元自适应细分方法能有效地提高特征K域数

(下转109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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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帮助的近任卜件使用段时I'BJ后．系统重新设置冉：无人工

咨咖服备的途枰J：(符希毕更准确地确定调整时间，u丁通过统

计使用人r引导的次数进行判断)。

(2)n资源配置f：，小仅需要强调在K期性的关键{证置七

的配置，响11需要强佩在阶段性的关键位置上的配置。在该实

例·I；．系统边{r扣J期对电话庵答人员和线路带宽的需求就是

个在阶段ri的盖键他胃_j一的配置要求，所以。如果需要缩短新

系统平稳任用的过渡时IhJ，减少存户的抱怨率和投诉，符，藏食

业需甓札初期适当增加电话应答人员和线路带宽，至少不能够

砬著地减少。

通过添n¨路径选择功能模块，以及为支持初期的“引导帮

助式”服务机制而维持适当的屯{舌m答人员和线路带宽．町以

碾著地减少新系统使用带来的各种问题，适应外部客户在系统

耍更和并个运行阶段的需求变化情况。在泼实例中，最用了传

统的“Heavyweight”软件需求分析和实现方法，达到了同定用户

需求的瞧好日标，把一些不确定件的需求转化成明确的需求。

相反，如果采用“Lighlweigh!”的“适应性”方法，其各个方面的成

本是很高的，m且其效果也不会更加突出”ei。

4结束语

随着证业信息化建设的深人，其复杂程度会越来越高，相

应地各种需求的明示难度会越来越困难，甚至变成不可能实现

的任务 因此现有的许多观点都认为：与其花费大量的精力和

时间去实现一个不口r能达到的日标，还不如选择适宜的方法去

“适应”需求的t受化目。

经过研究，笔者认为在企业信息化浪潮中，应该把握如卜

的观点：

(1)无论是柱术人员还是企业自身的管理人员．都是不可

能完整勾域出清晰叫r的企业管理信息流程图的．即使设计出

来的也是·厢情愿的东西；

上接96员)

(2)许多带有不确定|生的需求奉身具有不呵渊和的1：盾．

如管理，技术手段不可能完全解央这种矛盾；

(3)部分的不确定性的需求是表现舟需求的有规律的’世化，

其痕迹町以追踪，这种情况下．不能过分强调系统的”遥肼恬”．

而应该通过需求进一步细化米分解，如丈巾外部客t1需求的阶

段性变化；

(4)企业信息化系统无论如何先进，还}!是一种辅助管理

的手段，高效的企业运转模式j丕是需要首先强调“叭人为水”的

原则。那么列提高信息化工贝只的成功率足有现￡意辽的

(收稿El期：200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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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a)图骨架抽取的边缘曲线

圈8三角形甩格边●曲蛙检一示意圈

据分辨率；允其文中提出的网格计算与数宁图形图像处理相结

台的信息融合提取算法．实现了网格数据的自适应采样细分、

州格图的分割及边缘提取。可以料想．由r图像信息具有直观

鉴赏性，计箅机视觉与I耋I像信息处理领域所具有的前导发展，

都为把网格数据有限元计算和计算机视觉信息、图像处理相融

台的研究提供了科学技术平台。因此，这种思路与方案极具应

用前景。实验证明，该文方法在不增加太多的计算及数据量情

况下。可以很好地提高特征区域数据分辨率和网格数据计算的

效率。

其次，网格的白适应细分方法与信号处理中采样理沦相一

致。根据信号处理的采样理论可知，特征区域的边缘数据由于

变化大，一般属于高频部分，因此，该部分数据的采样分辨率应

相对取高；而对于其它区域和低频部分，采样分辨率可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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