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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回顾了利用数字高程模型自动提取流域水系的方法, 着重介绍了 Martz 和

Garbrecht 开发的数字高程流域水系模型 ( DEDNM) 的基本原理、模型结构、计算流程, 包括数

字高程模型中凹陷区域的识别和消除、平坦部位水流流向设定、流域分水线勾划、河网生成、河

网与子流域编码及河网结构拓扑关系的建立, 并将其应用于淮河史灌河流域——全球能量与水分

循环亚洲季风试验强化观测区。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很好地自动生成流域水系, 从而为分布式水

文模型的开发研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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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陆面过程而言, 地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描述、解释和定量化地表过程时必须要考

虑地形的影响。在当今科技高度发达的数字时代, 地形信息是以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 ion

Model, 缩写为DEM) 的形式存储, 近 10年来的研究表明从 DEM 直接提取流域信息是可行的,

由 DEM 自动获取水系和子流域特征代表着流域参数化方便而迅速的一种途径 ( Mar tz 和

Gar brecht , 1992) [ 1]。

通常由栅格型DEM 自动生成河网是采用O′Callaghan和Mark ( 1984)
[ 2]提出的坡面流模拟

方法, 应用时会遇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 1) 凹陷与平坦处水流方向的设定; ( 2) 水道起始点

位置的确定。一般来说, DEM中凹陷洼地和平地是由DEM 水平和垂向的分辨率、DEM生成过

程的内插和输出结果的取整及高程数据误差造成的。O′Callaghan 和Mark ( 1984) [ 2]建议平滑

DEM 数据处理洼地, Jensont和 Dominique ( 1988) [ 3]、Martz和 de Jong ( 1988) [ 4]采用垫高填平

的方法处理凹陷区域, 而 Gar brecht 和 Campbell ( 1997)
[ 5]将洼地分成阻挡型与凹陷型, 并进行

分别处理, 同时采用高程增量迭加算法来设定平坦部位的流向。

至于水道起始点位置确定的问题, O′Callaghan 和Mark ( 1984) [ 2]采用了最小水道给养面积

阈值 (形成永久性水道所必需的集水面积) 的概念, 之所以采用这一概念, 是因为它能直接产

生单一方向且联结完好的河网系统, 其理论基础 (坡面流) 是形成河流水系的基本水文过程。

Mar tz 和Garbrecht ( 1995) [ 6]认为以水道给养面积阈值这一单个参数来反映河网发育的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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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诸如地形、地质、土壤和植被) 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 当其应用到相对均一的下垫面时可

生成较合理的水系, 但应用到两类截然不同的地貌 (如平原与山地) 区域时则会生成大量的伪

水道 ( Tribe, 1992) [ 7] , 这是因为它企图采用单一相同的水道给养面积阈值来描述两种完全不同

的地貌类型, 从而违背了方法的基本假定, 解决此问题的一种可能途径就是考虑关键地貌参数

的空间变化, 即在不同类型的区域设置不同的水道给养面积阈值。

1　模型基本原理与计算步骤

数字高程流域水系模型 DEDNM (Digital Elevat ion Drainage Networ k Model)
[ 1] (Martz和

Gar brecht , 1992) 是一种数字河网模型, 它能给出如下结果: 栅格水流流向、流域分水线、自

动生成的河网及子流域、河道与子流域的编码和河网结构拓扑关系。

1. 1　DEM 凹陷区域识别与处理

顾名思义, 凹陷区域是指四周高、中间低的栅格单元, 与以往的处理方法有所不同, 将洼

地可分为两种类型: 凹陷型洼地和阻挡型洼地, 凹陷型洼地是指一组栅格单元的高程低于其四

周, 而阻挡型洼地是指垂直于排水路径方向有一条狭长带栅格单元的高程较高, 类似于横跨河

道的障碍物或坝体。对于阻挡型洼地, 可通过降低阻挡物存在处的高程, 使水流穿过障碍物; 对

于凹陷型洼地, 采用常规的方法, 即将洼地内所有栅格单元垫高至洼地周围最低栅格单元的高

程。

1. 2　平坦格网单元流向设定

对 DEM 原先存在的或经过垫高产生的平坦区域, Martz和 Garbrecht ( 1992)
[ 1]采用高程增

量迭加算法设定平坦格网内的水流方向, 即通过平坦栅格单元数字高程的微调 (增高) 产生整

个研究区域内合理的汇流水系, 这种处理方法避免了任意设置排水路径的弊端。

高程增量迭加法需要两个数阵, 一个是经过凹陷点垫高填平处理后的 DEM数阵, 称作数阵

A; 另一个是数阵 A 的拷贝, 称作备份数阵 B。首先搜索数阵 A 的每一个单元, 检查是否存在

四周高、中间低的凹点, 如果不存在, 则说明凹点已被填平, 且该单元是平坦区域的一部分, 相

应地在备份数阵B对应单元上迭加 0. 001m的高程增量, 一旦数阵 A 中搜索到平坦区域, 数阵

B中对应单元高程就增加 0. 001m, 这时以数阵B中的数据取代数阵A 中的数据, 并继续重复搜

索数阵 A, 直到平坦区域不存在为止, 每完成一次搜索都在找到的平坦区域内迭加一个高程增

量, 如按最陡坡度原则能够确定平坦区域任一栅格水流流向, 则完成搜索。

1. 3　格网流向的确定

首先计算 DEM每一栅格单元与其相邻的八个单元之间的坡度, 然后按最陡坡度原则设定

该单元的水流流向, Fair field和 Leymarie ( 1991) [ 8]将此种方法称为 D8 ( Determinist ic eight -

neighbours)。值得一提的是 DEM数阵范围要比研究流域的区域略大一些, 否则会给格网单元

流向的确定带来不便, 该算法的最终结果是包括所有格网单元水流方向的新的数阵。

1. 4　计算汇水面积

沿最陡坡度规则确定的水流路径可计算任一栅格单元的上坡汇水面积, 只不过该汇水面积

的量值是以栅格数目表示, 从而产生一个包含每一栅格单元上坡汇水面积的新数阵。

1. 5　流域分水线识别

首先要给定流域出口断面的大致位置, 即出口断面所在栅格单元的行列坐标, 程序运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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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屏幕上显示所给流域出口断面附近栅格单元的上坡集水面积, 以便由此准确地定位流域出

口断面, 一旦出口断面位置确定, 就可按前述确定的栅格流向采用搜索程序勾划流域边界, 最

终获得一个定义流域内外的数阵。

1. 6　河网生成

首先给定最小水道给养面积阈值, 流域范围内集水面积超过该阈值的那些格点即定义为水

道, DEDNM能够考虑下垫面空间变化特性生成水系, 具体而言, 在编制程序时构建一个输入

文件, 该文件与栅格 DEM 相似, 为一有序的数值阵列, 每一格点上的数字反映该格点的地质、

土壤类型、植被、气候等诸多特性, 即代表该格点的最小水道给养面积阈值。

其次, 给定最小水道长度, 倘若一级水道的累计长度小于该长度, 则该水道被消除, 那些

很短的一级水道可能是伪水道、位于河谷两边的凹痕或沟壑的出口。

一旦裁剪程序完毕, 就可确定河道 Strahler 级数和河段长度, 凡是具有水道起始点的河段

被赋予Strahler 级数为1, 当两支不同级数的水道相遇时, 汇合点以下的河段被赋予其中较大的

级数; 当两支相同级数的水道相遇时, 汇合点以下河段的 Strahler 级数则在原有级数基础上增

加 1。

1. 7　河网编码

河网编码算法是按照Garbrecht( 1988)
[ 9]编码系统对河网所有节点进行编码, 首先从流域出

口断面向上游靠左搜索, 对每个节点按次序递增编码, 直至水道起始点为止; 然后从该水道起

始点反方向搜寻, 直至找到新的节点或水道起始点为止, 并同时按递增规则编码; 依此类推, 直

至搜寻到流域出口断面完毕, 这样定义的节点编码可用于水文汇流计算或河网数据库的构建。

由 Gar brecht ( 1988)
[ 9]
编码法可知, 流域出口断面的编码为 1, 其后向上游搜索汇入某一节

点的河段数, 如果只有一条或两条河段汇入该节点, 则该节点编码增量为 1, 倘若存在N (N>

2) 个河段汇集于某一节点的现象, 称作复合汇集点, 此时该节点的编码增量则为 N - 1, 也就

是说将原来的复合汇集点拓展成 N - 1个简单汇集点 (每个汇集点上游最多有两支入流) , 从而

部分消除了由较低水平空间分辨率造成的集总效应。

1. 8　子流域划分

基于河网编码的数目, DEDNM 可生成流域河网栅格图及其子流域所有河段的起始点上游

汇水面积、左右岸集水区域编码系统, 从而为水文过程参数化和流域信息系统开发提供基本数

据。

上述子单元是依据下垫面地形特性、水流方向及河网水系特征由计算机自动生成, 这种划

分方法具有一定的物理基础和合理性, 可为分布式水文模型提供坚实的技术平台, 从而避免降

雨径流模型中根据降雨站网划分子单元的缺陷。

1. 9　流域水系拓扑关系

一旦生成联结完好的河网,就可确定每一河段的Strahler 级数, 给定每一河段与河网节点的

识别码, 确定串联型河网的最优演算次序。据此还可确定每一河段的左右岸集水面积、水道上

游末端节点及相应的子流域分水线, 从而建立河网节点、河段和子流域的拓扑关系, 包括河段

坡度、高程值、上游集水面积与侧向集水面积及相互联结的拓扑信息。一方面, 河网与子流域

边界等空间信息是以栅格形式存储, 这样易于用 GIS 软件作可视化显示; 另一方面, 河段或子

流域的拓扑关系还以表格的形式存储, 有利于分布式水文模型的调用。

131　第 2 期 任立良、刘新仁: 数字高程模型在流域水系拓扑结构计算中的应用



2　实例应用

淮河史灌河流域蒋集站控制面积 5 930 km2, 地跨安徽金寨、河南商城和固始三县, 位于北

纬 31°12′～32°18′, 东经 115°17′～115°55′, 流域内有两座大型水库, 鲇鱼山水库控制集水面积

924 km
2 , 梅山水库控制集水面积 1 970 km

2, 流域内地形复杂, 既有高山峻岭, 主峰金刚台海

拔 1 576 m, 又有低山丘陵, 还有广阔的平原, 山区水流湍急, 平原河网发育, 因而被选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九五”重大项目 “淮河流域能量与水分循环试验和研究”的强化观测区。

2. 1　DEM 的建立

本次研究以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研制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ARC/ INFO 作为工作平台, 首

先应用 ARC模块中数字化子系统将史灌河流域 1∶100 000地形图高程等高线和控制点高程

(如山顶) 输入计算机中, 再应用T IN 模块生成不规则三角网, 最终由 GRID模块生成边长为 1

000 m的栅格型数字高程模型 DEM (Ren, 1996)
[ 10 ]
。

2. 2　DEM 高程数据的前处理

如前所述, 史灌河流域有两座大型水库, 因此存在阻挡型洼地。程序运行中当搜索到洼地

下游方向栅格宽度等于栅格边长时则认为是阻挡型洼地,采用降低洼地下游栅格单元的高程,使

水流穿过阻挡物, 对一般的凹陷型洼地, 采取常规的垫高填平方法处理, 对DEM 原先存在的和

经过垫高填平产生的平坦区域, 采取Martz和 Garbrecht ( 1992) [ 1]提出的高程增量迭加算法设

置栅格水流流向。

2. 3　河网生成

在河网生成程序运行前, 先要给定最小水道给养面积阈值 (临界集水面积) 和最小水道长

度。考虑到史灌河流域独特的地形、地貌、植被及岩土特性: 南部两水库上游区域山高坡陡, 森

林覆盖率高达 65% , 而北部丘陵平原区多为耕地, 森林面积甚少, 将史灌河流域分成四个子区

域, 对这四个子区域设置不同的临界集水面积和最小水道长度, 以反映影响水系发育诸多因子

的空间不均匀性, 具体数值见表 1。
表 1　史灌河流域四个子区域临界集水面积和最小水道长度设定值

Table 1. Specif ied values of cr itical source ar ea and minimum course length speciced for
four sub-ar eas cover ing Shiguanhe catchment

序　号 北　　纬 东　　经 临界集水面积/ km 2 最小水道长度/ km2

1 31°～31°40ø 115°～116° 54 1. 8
2 31°40ø～32° 115°～116° 55 1. 8
3 32°～32°20ø 115°30ø～116° 60 2. 0

4 32°～32°20ø 115°～115°30ø 60 2. 2

表 2　史灌河流域河网汇流演算最优次序及河网拓扑关系
Table 2. Routing execution sequence and t opological r elation of dr ainage network

节点
编码

河网
级数

最优演算
次　序

上游入流节点编码

É Ê
下游
节点

高程
/m

河长
/ m

集水面积/ km 2

源头 左岸 右岸

1 4 54 2 - 1 - 1 37 - 1 - 1 - 1 - 1
2 4 53 3 54 1 42 2 561 - 1 135 66

3 4 51 4 5 2 55 6 242 - 1 9 8
·································

53 1 45 - 1 - 1 37 55 19528 82 36 75
54 1 52 - 1 - 1 2 42 3 448 102 11 14

　　注: 表中 “- 1”为无效数据。

132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10卷



图 1　最陡坡度原则确定的栅格水

流流向

F ig. 1. Gr id-based flow vector by

st eepest descent met hod

图 3　1∶10 万地形图上史灌河流

域水系和流域界线

F ig. 3. Drainage network and

wat ershed boundary drawn

on 1∶100 000 t opography

map

图 2　DEDNM 生成的史灌河流

域水系和流域界线

Fig. 2. Drainage network and

water shed bounda ry

generat ed by the

DEDNM

　　在 DEM数据前处理基础上就可应用D8方法按最陡坡度原则确定所有栅格的水流流向(见

图 1) , 继而计算汇水面积、勾划流域分水线、生成河网 (见图 2) , 并对其进行编码, 遇到复合

汇集点时就采用前述的途径将它分解成多个有序的简单汇集点, 从而消除较低水平分辨率带来

的集总效应。

比较图 2和图 3可知, DEDNM生成的水系与1∶100000地形图上史灌河水系相当一致, 这

表明DEDNM 模型生成的史灌河流域水系是可以接受的。

2. 4　流域河网拓扑关系生成

一旦生成联结完好的河网, 就可确定每一河段的Strahler 级数, 并按 Gar brecht ( 1988)
[ 8]
方

法确定串联型河网的最优演算次序 (见表 2)。同时, 还可获得每一级河段上游、左右岸集水面

积、河道高程和坡度及相互联结的拓扑信息 (见表 2) , 从而建立了河网节点、河段与子流域的

拓扑关系, 这些都为分布式水文模型的研制与开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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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Liliang and Liu Xin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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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 brief review was made on automated extraction of drainage networ k

from grid digital elevat ion model. The digital elevat ion drainage network model

( DEDNM) was mainly int roduced, including principal framework, model st ructure,

and computing procedure. And the DEDNM was appl ied to the Shiguanhe

catchment with the 5 930km
2
of area, the intensified observat ion field for thd

HUBEX/ GAME. The result shown that the drainage system gener ated by the

DEDNM is acceptable as compared with that on 1∶ 100000 topography map,

providing a sol 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dist 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

Key wor ds : digital elevat ion model; drainage system; network indexing; t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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