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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洋海冰影像地图投影变换与瓦片切割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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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南大洋海冰分布是南极考察过程中影响破冰船航行的重要因素，也是南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国际上
不同机构发布的南大洋海冰分布图，大多是球面投影，不能直接用于主流的瓦片地图发布。将极方位立体投影海冰

图转换为目前主流的网络墨卡托投影地图，并利用合适的图像重采样方法，按照不同级别比例尺进行瓦片切割和编

号存储，最终实现海冰影像地图的发布共享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笔者对不同的图像重采样方法进行了比较，分

析了最邻近点采样方法、双线性内插和双三次卷积重采样方法的优劣，针对本文的研究优选双线性内插方法进行影

像地图瓦片的切割，并最终叠加融合在Ｇｏｏｇｌｅ地图上，实现了Ｇｏｏｇｌｅ底图、准实时海冰影像图与破冰船走航位置的集
成显示，为雪龙船的冰区航行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关键词　南极海冰　地图投影　瓦片切割　图像重采样
ｄｏｉ：１０．３７２４／ＳＰ．Ｊ．１０８４．２０１２．００２８４

０　引言

海冰是气候系统的一部分，南极冰雪变化是影

响全球变化最重要的因子之一［１］。据国际科联南

极研究科学委员会（ＳＣＡＲ［２］）支持的南极海冰过程
与气候计划（ＡＳ２ＰｅＣｔ）收集的资料，在１９８０—２００１
年间，有７３个海冰观测航次，收集到１８４８４份观测
资料［３］，其中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的科研机构贡

献较为显著，他们通过大量的考察研究，掌握了多年

的海冰观测资料。

当前，借助卫星观测手段，国际上已有机构将实

时或准实时的南大洋海冰密集度分布图发布共享。

鉴于南极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些地图多是极方位立

体投影［４］，即以极点为透视点的等角方位投影。比

如，德国不莱梅大学基于 ＡＭＳＲＥ和 ＳＳＭＩＳ发布的
两极地区海冰密集度图［５６］，美国国家雪冰中心发布

的两极地区海冰范围图［７］等。

与国际上的研究相比，目前中国学者在南极海冰

研究领域主要针对海冰厚度［８９］、海冰形态［１０］、海冰

年际或季节性变化［１１］、海冰气耦合机制［１２］以及海冰

与气候变化［１３］等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但是很

少开展两极海冰实时／准实时数据发布相关的工作。
考虑充分利用现有的“雪龙在线”网络信息平

台［１４］和可获取的实时／准实时海冰数据，将南大洋海
冰分布情况及时发布共享，并与中国破冰船实时动态

相结合，供极地考察主管部门了解最新考察动态，为

破冰船走航提供参考路线，将扩展海冰应用研究的时

效性，具有现实意义。其中，如何进行不同地球投影

之间的转换，如何选择合适的图像重采样方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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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和组织地图瓦片，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１　地图投影及投影变换理论和方法

１．１　常用的地图投影
目前南极地区常用的地图投影方式有：极方位

立体投影、墨卡托投影及兰伯特正形（等角）圆锥投

影等［４］。极方位立体投影是一种平面透视投影，属

于等角方位投影。它没有角度变形，长度与面积的

变形在中心点附近较小，离中心点越远越大。故这

一投影适于地球的球冠区域，常用于两极地区的航

空图或海图［１５］。

墨卡托投影即正轴等角圆柱投影［１６］。它没有

角度变形，所有经线与纬线为两组正交的平行直

线，纬度越高纬线被拉伸得越长，理论上两极地区纬

线无限拉伸，因此墨卡托投影的地图通常剔除极点

附近的高纬度区域。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使用的是 ＥＰＳＧ：９００９１３标准的墨
卡托投影。此投影将地球视为球体而非传统的地球

椭球，为区别于一般墨卡托投影，通常称之为网络墨

卡托投影（ＷｅｂＭｅｒｃａｔｏｒ）［１７］。为使全球地图成为
一 个 正 方 形，纬 度 取 值 范 围 ［－８５．０５１１３，
８５．０５１１３］。
１．２　投影变换方法

地图投影变换的本质是建立不同地图投影方式

下坐标点的对应函数关系。其主要方法有两种：解

析变换法和数值变换法。实际应用中还有将二者结

合的数值解析变换法。

１．２．１　解析变换法
解析变换法必须建立在原地图与新地图的两种

投影方式已知的情况下，其中又可分为正解变换和

反解变换以及综合变换等三种方法。

反解变换，是按原始地图的投影方式，反算出图

上点的地理坐标（φ，λ），再通过新地图的投影方程
求得该点在新地图上的坐标。原地图与新地图的投

影关系可用下式表示［１８］：

Ｘ＝Ｆ１（ｘ，ｙ），Ｙ＝Ｆ２（ｘ，ｙ） （１）
式中：ｘ，ｙ为原地图上的平面直角坐标；Ｘ，Ｙ为新地
图上的平面直角坐标；Ｆ１，Ｆ２在一定域内是单值且
连续的函数，同时要满足两曲面间点的一一对应

关系。

正解变换，是确定原始地图与新地图上相应的

直角坐标的直接联系，不需要反解出原图投影下该

点的地理坐标（φ，λ），而直接建立两种投影间的变
换模型。例如，由复变函数理论知道，两等角投影之

间的坐标变换关系为［１８］

Ｘ＋ｉＹ＝ｆ（ｘ＋ｉｙ） （２）
　　即：　　　　　　　　｛ｘ，ｙ｝｛Ｘ，Ｙ｝

综合变换法，是将反解法与正解法结合起来。

通常是根据原投影点的坐标 ｘ反解出纬度 φ，然后
根据φ，ｙ而求得新投影点的坐标（Ｘ，Ｙ）。
１．２．２　数值变换法

当原地图投影方式未知，或不易求得两种投影

的平面直角坐标之间的直接关系时，可采用多项式

逼近的方法来建立两投影间的关系［１５］，即利用两投

影间若干组对应的离散点（如经纬网交点），用数值

逼近的理论和方法来建立他们之间的变换关系。例

如采用二元三次多项式作为逼近的数学模型，利用

若干控制点坐标，根据最小二乘法则求得多项式系

数。此方法对于数字图像来说计算量较小，但对大

范围（如全南极地区）的地图进行数值变换时，需要

分块进行拟合，否则多项式的拟合精度偏低。

数值变换法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逼近函

数构成、多项式逼近的稳定性和精度等一系列问题

上仍存在研究和探讨的空间。

１．２．３　数值解析变换法
当新地图投影已知，而原地图投影方程式未知

时，可以量取原地图上多个经纬网交点的平面直角

坐标值，在（ｘ，ｙ）和（φ，λ）之间建立拟合多项式，按
照数值变换法求得原地图投影点的地理坐标

（φ，λ），然后代入已知的新地图投影方程中，即可实
现两投影间的变换。

１．３　地图投影变换流程
在上述多种投影变换方法中，要选取一种兼顾

效率与精度的方法进行南大洋海冰影像地图的

处理。

本文使用的南极海冰影像分布图为德国不莱梅

大学通过ＳＳＭＩＳ获取的全南极海冰密集度图，如图
１所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南极大陆除了少量裸
岩区域，常年为冰雪覆盖，因此全南极海冰密集度图

实际上屏蔽了南极洲区域，只有南大洋海冰密集度

分布数据。上图的投影方式为极方位立体投影（球

面投影）。而目标影像投影方式已定，为 ＷｅｂＭｅｒ
ｃａｔｏｒ投影（与Ｇｏｏｇｌｅ地图的投影方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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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极方位立体投影的南大洋海冰密集度影像（据德国不
莱梅大学，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ｕｐ．ｕｎｉｂｒｅｍｅｎ．ｄｅ：８０８４／ｓｓ
ｍｉｓ／）

Ｆｉｇ．１．Ｐｏｌａｒｓｔｅ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ＳｏｕｔｈＯｃｅａｎｓｅａｉｃｅ（ｆｒｏ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ｒｅｍｅｎ，ｈｔ
ｔｐ：／／ｗｗｗ．ｉｕｐ．ｕｎｉｂｒｅｍｅｎ．ｄｅ：８０８４／ｓｓｍｉｓ／）

　　首先尝试算法最简单、效率最高的数值变换法。
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大范围影像，二元三次多项式拟

合起来较困难。要想提高精度，就需要将影像分块，

每块分别建立变换模型，进行多项式逼近。但这样

需要更多的控制点。在原始的球面投影地图上，控

制点的选取一般是经纬网节点，但从图１可以看出，
经纬网节点较少，若分块求解，则在很小的图块上很

难保证每块地图内有足够数量的控制点。

经理论分析和编程实践，最终选择解析变换法

中的反解法作为基础算法，实现过程中再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具体方法如下：

不妨假设原始海冰影像的像素坐标为（ｘ０，ｙ０），
相应的球面投影直角坐标为（Ｘ０，Ｙ０），该点的实际
地理坐标为（Ｂ，Ｌ），该点在墨卡托投影下的直角坐
标为（Ｘ，Ｙ），体现在目标影像上的像素坐标为
（ｘ，ｙ）。投影变换流程为：

（１）根据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的坐标起始值及各缩放
等级下的影像分辨率，进行变换：（ｘ，ｙ）（Ｘ，Ｙ）。

（２）根据墨卡托投影公式，推出其反算公式，进
行变换：（Ｘ，Ｙ）（Ｂ，Ｌ）。

（３）根据球面投影公式，进行变换：（Ｂ，Ｌ）
（ｘ０，ｙ０）。

（４）原始影像配准，建立像素坐标系与球面投
影直角坐标系之间的关系，进行变换：（Ｘ０，Ｙ０）
（ｘ０，ｙ０）。

（５）经过投影变换之后，还需要经过图像重采
样，选择合适的重采样算法并指定要转换的地图

范围，最终才能得到投影变换之后的目标地图

（图２）。

图２　投影变换之后的海冰密集度影像
Ｆｉｇ．２．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ｉｃｅａｆｔ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２　图像重采样

上述步骤建立了瓦片的像素坐标与原始影像的

像素坐标之间的变换关系，但是每个瓦片像素对应

的像素坐标（ｘ０，ｙ０）不一定是整像素，因此生成瓦片
的过程需要进行图像的重采样。

常用的影像重采样方法有３种：最近邻元法、双
线性内插法和双三次卷积法。研究过程中分别使用

３种重采样方法，试验其效果及性能。
２．１　最近邻元法

令变换后像素（非整数）的灰度值等于距它最

近的整数像素的灰度值。这是最简单的重采样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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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双线性内插
利用非整点像素周围４个相邻整数点的灰度

值，通过两次插值计算出该像素的灰度值。设

ｐ（Ｘｐ，Ｙｐ）点为内插点，用Ｉ表示各点灰度值，Ｉｐ为内
插点灰度值，点位分布如图３。

图３　双线性内插法像素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３．Ａ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ｐｉｘｅｌ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ｌｉｎｅａｒＩｎ

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内插公式为：

Ｉｐ＝ Ｗｘ１ Ｗｘ[ ]２·
Ｉ１１ Ｉ１２
Ｉ２１ Ｉ[ ]２２·

Ｗｙ１
Ｗｙ

[ ]
２

（３）

其中：

Ｗｘ１ ＝１－Δｘ
Ｗｙ１ ＝１－Δｙ
Ｗｘ２ ＝Δｘ
Ｗｙ２ ＝Δ










ｙ

２．３　双三次卷积
双三次卷积算法考虑一个非整数像素周围１６

个像素的灰度值，公式如下：

Ｉｐ＝Ｗｘ·Ｉ·Ｗｙ
Ｔ

（４）
其中：

Ｗｘ ＝［Ｗｘ１　Ｗｘ２　Ｗｘ３　Ｗｘ４］

Ｉ＝

Ｉ１１　Ｉ１２　Ｉ１３　Ｉ１４
Ｉ２１　Ｉ２２　Ｉ２３　Ｉ２４
Ｉ３１　Ｉ３２　Ｉ３３　Ｉ３４
Ｉ４１　Ｉ４２　Ｉ４３　Ｉ













４４

Ｗｙ ＝［Ｗｙ１　Ｗｙ２　Ｗｙ３　Ｗｙ４］
Ｗｘ１ ＝－Δｘ＋２Δｘ

２－Δｘ３　　Ｗｙ１ ＝－Δｙ＋２Δｙ
２－Δｙ３

Ｗｘ２ ＝１－２Δｘ
２＋Δｘ３　　Ｗｙ３ ＝１－２Δｙ

２＋Δｙ３

Ｗｘ３ ＝Δｘ＋Δｘ
２－Δｘ３　　Ｗｙ３ ＝Δｙ＋Δｙ

２－Δｙ３

Ｗｘ４ ＝－Δｘ
２＋Δｘ３　　Ｗｙ４ ＝－Δｙ

２＋Δｙ２

２．４　算法比较
以上三种算法均可用于海冰影像地图的重采样

计算。最近邻元法计算简单，效率最高，辐射保真度

好，但会造成像点在一个像素范围内的位移，几何精

度较差。双线性内插法计算也较为简单，效率较高，

并具有一定的亮度采样精度，但像素灰度在采样过

程中有一定变化，易使得地图边缘在一定程度上变

得较为模糊。双三次卷积算法最复杂，时间复杂度

最高，内插精度也最高，但是在实际计算中，为了便

于计算机处理往往简化算法，由此带来采样的误差。

海冰分布图原始影像如图１所示，分别用三种
算法进行投影变换，得到地图瓦片的结果如图４所
示。其中，瓦片ａ和ｂ的图像质量比较接近，而瓦片
ｃ的噪点较多，这是由于源图像是极方位立体投影，
越靠近极点的位置拉伸变形越大，而双三次卷积算

法始终采用４×４像素的重采样窗口，导致采样的像
素失真较为严重。结合南极海冰地图的特点，同时

图４　不同算法重采样的瓦片．（ａ）最近邻元法；（ｂ）双线性插值；（ｃ）双三次卷积
Ｆｉｇ．４．Ｔｉｌｅ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ｂ）Ｂｉ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Ｂｉｃｕｂｉｃｉｎ

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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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精度与效率，笔者选择双线性内插法作为最终

的重采样算法。

３　海冰影像瓦片切割与发布实例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的地图由分辨率大小为２５６×２５６
的图片无缝拼接而成，它们称为“瓦片”。地图的缩

放功能由四叉树实现，每放大一级每张图片都会分

裂成４张，比例尺则减小为原来的一半［１７］。最后随

着缩放等级的增大，瓦片自顶向下呈几何级数的增

长，形成一个“瓦片”金字塔。

３．１　瓦片切割方法
为使海冰影像能叠加在“雪龙在线”信息平台

上，瓦片地图的组织方式与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一致，以
“瓦片”金字塔的方式显示出各缩放等级下的地图

影像。“瓦片”编号方式为ｚ＿ｉ＿ｊ，ｚ为缩放等级，ｉ为

瓦片的行号，ｊ为列号。由于影像的投影变换过程
主要采用反解法，由目标“瓦片”的像素寻找到其对

应的原图像素，因此“瓦片”的切割在投影变换过程

中完成，程序直接对每个生成的“瓦片”影像编号

命名。

３．２　海冰影像发布效果
“雪龙在线”中原始地图如图５（ａ）所示，在地

图上叠加海冰分布情况的显示效果如图５（ｂ）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地图中除了南极大陆地形，各国南极

考察站位置，还同时显示了雪龙号破冰船的实时位

置、走航航迹等信息。如图５（ａ）所示，图上 Ｈ点即
为雪龙船的实时位置，红线为它的走航航迹。图

５（ｂ）将海冰密集度影像与原始地图叠加显示，并根
据需要调整海冰影像的透明度，可以清楚的了解到

雪龙船航线附近的海冰分布情况，为雪龙船的航线

选择提供便利。

图５　（ａ）中山站附近地形图；（ｂ）南大洋海冰分布叠加显示效果图
Ｆｉｇ．５．（ａ）Ｔｈ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ａｐａｒｏｕｎｄ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Ｔｈｅｍａｐｏｖｅｒｌａｉｄｂｙ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ＳｏｕｔｈＯｃｅａｎｓｅａ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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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第２８次南极科学考察实践中，适逢“雪
龙”号破冰船南大洋冰区航行期间，笔者通过“雪龙

在线”信息平台多次发布更新南大洋海冰影像数

据，为破冰船的航线调整决策提供了积极的数据

支撑。

４　结论

本文以南大洋海冰影像图为研究对象，通过编

程探索研究了不同的投影变换算法以及影像重采样

算法，编写了地图投影变换及影像切割程序，实现了

南极海冰影像的处理与发布，扩展了“雪龙在线”网

络信息平台的功能。

投影变换算法的试验表明：对较大范围的影像，

用一个二元三次多项式拟合起来精度较差，需要进

行分块拟合。而对于原始影像和目标影像的投影方

式都已知的情况，解析法（反解法）是行之有效的方

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算效率，但最大限度

保证了地图变换的精度。

对重采样算法的研究实践表明：最近邻元法的

优点是计算量很小，运算速度快。但它仅使用离待

测采样点最近的像素的灰度值作为该采样点的灰度

值，而没考虑其他相邻像素点的影响，因而重新采样

后灰度值会产生不连续性，图像质量损失较大。双

线性插值法效果要好于最近邻插值，计算量适中，但

它具有低通滤波的性质，易使地图边缘模糊。双三

次卷积插值计算量最大，算法也最为复杂，能够产生

比双线性插值更为平滑的边缘，但是实际计算中为

提高效率而简化算法可能带来图像失真。在笔者编

写的程序中，针对南大洋海冰影像图重采样，使用双

线性内插法的精度已经足够，而双三次卷积算法提

升精度的空间有限大大降低了计算效率，因此双线

性内插法在类似的工作中值得推荐。

本文的研究成果对“雪龙”号破冰船在南大洋

浮冰区的航线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在中国

第２８次南极考察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
的是，南北两极的地图投影和瓦片切割具有相似性，

在即将开展的第５次北极考察中，本研究成果对于
破冰船北极航道的选取和相关研究同样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同时，本文讨论的地图投影变换及瓦片切

割算法，对极地科学考察中各种专题地图的网络发

布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致谢　本文采用的南大洋海冰影像数据来自德
国不莱梅大学每日发布的全南极海冰密集度图；生

成的海冰瓦片在“雪龙在线”信息平台的集成运行

得到了雪龙号考察队员的支持维护，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同时，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

贵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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