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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高程模型信息提取与
数字水文模型研究进展Ξ

任立良, 刘新仁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及环境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 回顾了数字高程模型 (D EM ) 数据的信息提取方法, 阐述了由D EM 提取的信息在水文水

资源领域应用的现状, 探讨了数字模型在水文科学中的作用和数字水文在数字地球所处的地位及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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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M iller 首次提出数字地面模型 (D ig ita l T erra in M odel, 缩写成D TM ) 概念,

1978 年Doyle 将D TM 定义为描述地面诸特性空间分布的有序数值阵列, 其本质属性是二维地

理空间定位和数字表达。通常将地面高程空间分布的数字地面模型称作数字高程模型 (D ig ita l

E levat ion M odel, 缩写成D EM )。近二十年来, 水文模拟研究最大的进展或许莫过于数字地面

信息的可获性和直接应用, 虽然D EM 和地理信息系统 (G IS) 已使水文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但

其应用仍日新月异。D TM öD EM 的出现为数字水文学的发展和数字水文模型的诞生提供了坚实

的技术基础。

1　D EM 数据类型及适宜性分析

1. 1　数据类型

D EM 数据类型一般有三种: 栅格型、矢量型 (等高线) 和不规则三角网T IN (T riangu la ted

Irregu lar N etw o rk)。描述高程空间数据的栅格、矢量和T IN 三种类型之间可通过G IS 软件相互

转换。譬如地形等高线是矢量数据, 利用A RCöIN FO 的 T IN 模块将其转换成T IN 数据格式, 再

借助于LA T T ICEöGR ID 模块转换成栅格类型。

栅格数据结构类型具有“属性明显、位置隐含”的特点, 它易于实现, 且操作简单; 但它

的数据表达精度不高, 工作效率较低。要提高表达精度, 就需要更多的栅格单元数据, 从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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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基于栅格数据的工作效率。因此, 需要根据应用项目及其精度要求来恰当地平衡栅格数据的

表达精度和工作效率两者之间的关系。

矢量数据结构类型具有“位置明显, 属性隐含”的特点, 它操作起来比较复杂, 许多分析

操作 (如叠置分析) 用矢量数据结构难于实现; 但它的数据表达精度较高, 且工作效率较高[1 ]。

栅格数据使用规则的人为空间对象, 而矢量数据则使用不规则的自然或人为空间对象。栅

格数据是用数字矩阵、按顺序、以一种简单的文件结构来表达、存贮含有像元的文件; 而矢量

数据存贮的数据结构要比栅格数据复杂, 以矢量形式进行图形叠加的算法也很复杂。在栅格模

型中要想精确地刻划点、线、多边形和符号等图形要素, 没有很小的像元是困难的; 而矢量数

据非常适合于表达图形对象和进行高精度制图。

1. 2　D EM 数据适宜性分析

由于栅格型D EM 数据简单、直观且易于操作, 所以为水文过程模拟提供了最常用的数据

结构. 许多国家已有现成的栅格数据, 并可直接为水文研究服务, 只不过各个国家的分辨率有

所不同. 美国有 30 m 分辨率的D EM , 意大利有 25 m 分辨率的D EM , 澳大利亚具有面向大陆

尺度水文研究分辨率为 1 m in30 s (约 215 km ) 的D EM 数据. 近年来, 为了研究全球变化, 美

国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分别于 1995、1997、1999 年发布了 011、015、110 版本的全球陆地 1

km 基础高程 GLOBE (Global L and O ne2k ilom eter Base E levat ion) 数据。

　　不规则三角网 T IN 是依据地表特征点 (如山脊、山峰、鞍部) 构成不规则点阵网, 并贮存

为空间三维坐标集, 其基本单元为三角面. 然而, T IN 的无规律性使得流域属性的计算比栅格

D EM 更加困难, 而且 T IN 里确定三角面的上坡方向十分麻烦, 只能以目视法和手工操作来克

服这一不确定性, 所以带有主观任意性. 尽管 T IN 具备以十分精确的方式表达流域地形和流域

分水线的优势, 但目前看来 T IN 方法总体上不及稍微粗略但十分有效的栅格型方法。

矢量型 (等高线) 是由具有相同高程值的点构成, 该等高线以平面坐标对的形式贮存. 由于

水流的方向垂直于等高线的切线, 所以描述坡面水流的方程演变成一系列一维微分方程. 与栅

格型方法相比, 等高线法能够为水文模拟研究提供一个更好的描述地形的途径, 但等高线法提

供的信息与水文模型所需要的信息不兼容。

2　D EM 信息提取

2. 1　水道给养面积阈值的理论值

原则上, 由D EM 数据应该能够提取水系、分水线及地形参数等信息, 这种提取应采取某种

形式的定义来解释地形的本质及其与河网的关系. 因此, 数字河网模型DRNM (D igita l R iver

N etw o rk M odel) 的研制既与定量地貌学密切相关, 又与河网水文学密不可分. 例如, 由D EM

确定水道通常采用水道给养面积阈值概念, 可是该值却被赋予一个给定的数, 该数的大小对河

网的形态特征影响很大。

近十余年来, 研究者已应用D EM 提取河网及相关信息, 这对水文模型的研制十分有用, 其

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正确选择水道开始发育的面积阈值 (又称水道给养面积阈值或临界集水面

积)。T arbo ton 等 (1989) 根据 Sm ith 和B retherton (1972) 的稳定性阈值理论提出了一种确定

水道起始点的方法, 即从稳定扩散过程至不稳定水道形成过程之间的过渡状态。稳定和非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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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不同尺度化特征相当于坡度- 面积曲线尺度化函数梯度符号的变化, 因而坡度- 面积曲

线的转折点处对应的面积可被解释为稳定性发生变化的空间尺度, 继而被视为水道开始发育的

理论面积阈值。从这一概念出发, Gyasi2A gyei (1995) [2 ]等人研制出由数字高程数据提取水道时

正确估计临界集水面积的方法, 他们根据河网某节点坡度与该节点上游集水面积的尺度化分析,

发现反映流域凹度的坡度- 面积曲线的尺度化指数随着面积阈值的增大而减小, 且在面积阈值

达到一定数值后趋于稳定。坡度- 面积曲线的尺度化指数开始达到稳定的那个面积阈值为河流

地貌发育定义了一个近似的排水密度, 也称作理论上的水道给养面积阈值。

2. 2　D EM 提取河网水系的方法

概括起来, 由栅格型D EM 勾划河网有两种途径. 第一种是在一小窗口内对高程进行局部

计算, 然后在D EM 上移动该窗口来确定上凹面 (Puecker and Douglas, 1975) 或 V 型面

(Jen son, 1985)。在这些面的底部的格网单元被视为水道或河网的组成部分, Band (1986) 亦应

用该方法分析流域的地形地貌, 继而勾划出排水网。上述方法最严重的缺陷在于生成的水系不

连续, 然后需要重新连接 (O ’Callaghan and M ark, 1984) [3 ]和修整 (Douglas, 1986) , 以产生较

合理的河网。对于地形起伏较小或地形复杂处, 上述缺陷更为突出, 所有这些都限制了这一技

术的应用。

由栅格D EM 勾划河网的另一种途径是O ’Callaghan 和M ark (1984) [3 ]提出的坡面流模拟

方法, 后来 Jen son 和Dom in ique (1988) [4 ]、M artz 和 de Jong (1988) [5 ]等许多研究者使用了该

方法, 虽然各人应用时有点差异, 但都涉及到每一栅格单元与相邻单元之间最陡坡度识别和沿

水流路径集水面积累计问题, 再选择合适的水道给养面积阈值来确定河网. 该方法简单易行,

可直接生成相互连接的河网. 由于它依据水文学汇流概念判别水流路径, 所以被认为是一种较

好的方法.

应用O ’Callaghan 和M ark (1984) [3 ]方法勾划流域水系和面积亦存在一个主要问题, 那就是

D EM 存在局部凹陷的和平坦的栅格单元, 致使水流方向无法确定. 通常D EM 中凹陷洼地和平

地是由D EM 水平和垂向的分辨率、D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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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如何处理D EM 洼地处的水流流向问题, 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 Band (1986) 认

为可通过增加洼地处的高程值, 以让其单元上的水流到相邻的单元, 只要水流不返回至原洼地

单元, 该方法仅对最简单的地形有效. O ’Callaghan 和M ark (1984) [3 ]建议先平滑D EM 数据,

以减少洼地的数目; 对剩余的洼地, 确定洼地的面积范围和该洼地周边坡面流的最低点, 然后

就认为洼地单元的水则指向那个最低点. 这种方法能够很好地处理简单的凹陷洼地, 但却会生

成扭曲的水道, 且在处理复杂洼地时显得无力. 此外, 平滑D EM 数据损失了D EM 所包含的信

息内容。

Jen son 和Dom in ique (1988)、M artz 和 de Jong (1988) 给出了更一般更有效的处理D EM

洼地的方法, 该方法可处理嵌套式凹陷、平地内部凹陷和D EM 边缘由于裁剪产生的凹陷等复

杂地形情况, 他们同样是采用垫高填平的方法, 将凹陷处垫高至其周边最低的栅格单元高程.

对D EM 原先存在的或经过垫高产生的平坦区域, Jen son 和Dom in ique (1988) 重新设置了水流

流向, 即从平地栅格单元指向平地周边最近的出流单元, 然后沿设定的水流路径计算任意单元

格点的汇水面积. 而M artz 和 de Jong (1988) 在垫高凹陷处之前按最陡坡度法确定的水流路径

计算任意格点的汇水面积, 然后再垫高凹陷处, 并按最陡水流路径规则将平坦处面积分配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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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处下游某一单元格点, 从而达到修正汇水面积之目的, 由于采用单一水流路径规则, 所以在

确定平坦处水流路径时会带有任意性。

F reem an (1991) 认为 Jen son 方法和M artz 方法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对D EM 模拟地

表地形特征准确程度的看法不一致, Jen son 和Dom in ique (1988) 认为每一栅格单元都要有流

向, 这就意味着凹陷点是数据误差或人为造成的; 而M artz 和 de Jong (1988) 则认为D EM 能

够准确地表达地形起伏, D EM 中任何凹陷处都是实际的地形特征, 应该视为水文学上的蓄水

体: 池塘或水库. 这就启发我们, 要根据D EM 的精度来选择处理凹陷问题的途径. 试验结果表

明, M artz 方法适用于高分辨率 (水平分辨率 15 m、垂向分辨率 0. 1 m ) 的地形起伏较小的区

域, Jen son 方法适用于低分辨率的情形。

M artz 和 Garb rech t (1992) [6 ]将洼地分为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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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D EM 原先存在的或经过垫高产生的平坦区域,

M artz 和 Garb rech t (199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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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栅格单元高程值的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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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平坦处周围的地形格局控制了地形起伏的微调和排水路径的确定.

该法隐含两个假定: 一个是D EM 中平坦区域并非真的水平, 而是有一微小起伏, 只不过在

D EM 原有垂向分辨率下该起伏表现不出来; 另一个是经过或产生于平坦区域的水流沿最短路

径流到平坦区域周边具有向下坡度的栅格点。高程增量迭加算法是在平坦区域内所有栅格单元

上迭加一个很小的高程增量, 不同的栅格单元该增量的数值可能不一样, 但最大不超过D EM

原有的垂向分辨率, 从而不影响平坦区域周边及其以外栅格单元之间的坡向。

闾国年等 (1998) 提出根据流域地貌空间形态结构设计算法、提取汇流网络和分水线。

M arcello N iedda (1996) 将河网视为具有最小能量的有根树图, 河网主流似树干, 支流似树枝,

源头支流似树叶, 节点表示河流汇合点或源头起始点, 根节点代表流域的出口处。对按D 8 方法

确定的栅格流向进行局部优化, 对凹陷或平坦之处采用运筹学中最小代价 (这里的“代价”表

示为上、下游节点的高程之差) 网络流向算法进行全局优化, 最终自动提取河网信息。

陆冥皎等 (1995, 1996) 考虑了山脊线和河谷线的位置由栅格型D EM 数据自动提取河网水

系。T ribe (1992) [7 ]就由D EM 自动提取河网和流域范围的若干种方法作了极好的回顾, 她明确

指出, 基于栅格D EM 应用坡面流模拟思路勾划联结完好的河网系统会遇到两个最基本的问

题: (1) 水道起始点位置的确定; (2) 凹陷与平坦处水流方向的确定. 这两个问题至关重要, 的

确需要从方法论上予以改进. 然而, M artz 和 Garb rech t (1995) [8 ]则认为 T ribe (1992) 建议的

改进途径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 这些新问题与 T ribe 企图纠正的问题同样严重。

T ribe (1992) [7 ]认为最常用的勾划河网的方法是O ’Callaghan 和M ark (1984) 提出的坡面

流模拟方法, 如果某处集水面积超过某一指定的阈值, 水道的起始点则出现于该处。这种方法

之所以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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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ribe (1992) 认为上述方法产生的河网是由空间分布均

匀的降雨降落至不透水的裸地上形成的, 由于这些假设条件与实际自然情形不相符, 所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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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河网、尤其是水道的起始点位置不可能完全对应于实际流域. M artz 和 Garb rech t (1995) [8 ]则

认为上述方法的基本假设条件不是不透水的裸地, 而是流域产流空间上的均匀性, 且由该径流

产生的侵蚀地貌响应空间上亦是均一的. 在这些假定条件下, 以水道给养面积阈值这一单个参

数来反映影响河网发育的诸如地质、植被、土壤和地形因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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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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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此问题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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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考虑反映地貌空间变

异性的其它物理参数。

此外, 采用单向水流算法确定任一单元格点的汇水面积, 不能很好地反映凸形坡面的发散

水流状况. 虽然多向水流算法能够很好地模拟河流源头区域的水道, 但对水道发育完好的辐合

水流区域, 单向水流算法能给出最优的结果 (M artz 和 Garb rech t, 1992) [6 ]。

3　数字水文模型

如何将水文站点的观测数据与遥感数据有机结合并生成数字产品、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

任务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作者 (1999) [9 ]基于D EM 生成数字流域、河网水系及其拓扑关系, 并

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分布式的数字水文模型, 获得比传统水文模型无法获取的水文过程信息和

状态变量信息。既然已经构建了数字流域, 就可叠加其它下垫面属性, 从而建立水文模型参数

与流域特性之间的定量关系。一方面这是水文学科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前进的标志, 另一方面对

揭示水文物理规律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任何计算方法或模型, 都不可能

产生出信息来, 只能从数据中提取信息。一个模型的优劣在于它吸收知识的多少和真伪以及利

用信息的多少和提取信息的能力。模型形形色色, 有的复杂, 有的简单, 有的应用许多高深的

数学知识, 有的只有常识性的规则, 这些都不足以判断模型的好坏。关键看它是否在吸取知识

和信息上有所前进。流域水文模型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大发展后, 之所以陷入停滞, 很大的原

因在于缺乏新的认识和新的信息源。只有增添了新的知识和信息, 才能恢复生机。

在数字模型[10 ]的框架下, 可将人类已经拥有的水文科学理论、知识与具有较强物理概念的

水动力学模型集成于一体, 为水文产汇流和水资源计算提供良好的平台。数字水文模型与传统

水文模型的区别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 数字模型是基于数字流域构建而成, 所有的

流域要素 (诸如集水面积、河长、坡度) 皆由D TM öD EM 自动生成, 无需手工操作, 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 其次, 数字模型不仅能输出传统水文模型的结果, 而且能够十分方便地给出水文

要素和水文状态变量的空间分布场以及任一站点上游各支流的来水流量过程线, 所有这些对水

文科学研究与工程实际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再者, 数字模型为遥感遥测技术所获取的雨量

信息在水文模型中的应用提供了最佳平台和技术准备, 当雷达、卫星测雨技术进入实用阶段时,

由于流域的空间位置已确定, 一块天对一块地, 雷达或卫星捕获的高分辨率实时雨量信息可以

与数字水文模型进行最佳联结, 实现降雨输入与模型之间的完整结合, 这就解决了长期困扰水

文模型的雨量信息输入问题, 提高了模型预报的精度及预见期长度。

早先传统的水文模型只能对具有水文测站的流域进行径流模拟计算, 这种计算常常是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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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技术为水文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途径, 数字水文模型在给出水文参量和状态变量的空

间分布与时间序列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它能给出水文要素的空间分布场, 尤其象土壤干湿

状况这样的信息, 这也属信息挖掘, 只不过它是从降水、蒸发、径流数据中挖掘的信息。

总之, 数字模型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利用已有的水文科学理论和知识, 在数字流域的基础

之上, 将观测点的水文信息拓展、同化至流域面上乃至流域三维立体上的信息, 并形成数字成

品, 为国家宏观决策和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服务。

4　未来研究展望

事实上, 人类一直在追求用数字化的方式定量描述和研究人类居住的地球, 人类的每一代

都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面向 21 世纪, 数字化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数字水文学乃科学与技术在

更高层次上的融合, 将站点的观测资料数据同化挖掘成流域面上的信息需要数字水文学的发展。

美国副总统戈尔 1998 年 1 月 31 日提出了“数字地球”的创意[11 ] , 数字地球是对真实地球

及其相关现象统一性的数字化重现与认识。数字地球有两个核心思想: 一是用数字化手段统一

处理地球问题, 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数字地球是一种政府行为, 其应用范围应是国

家尺度, 所以有人提出了“数字中国”[12 ]的概念, 它至少应包含土地利用、植被、荒漠化、环境、

水资源、矿产资源、海洋、灾害等专业种类的信息。这就对水文水资源学科提出了新的挑战。数

字水文学的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三方面: (1) 数字流域构建技术, 这既是水文研究的基础设施,

也是数字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是水文研究的技术平台; (2) 水信息同化挖掘技术, 这是介

于数字流域技术平台和数字成品技术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其中数字模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数

字模型为遥感遥测技术所获取的降水量信息在水文模型中的应用提供了最佳平台和技术准备,

当雷达、卫星测雨技术进入实用阶段时, 雷达或卫星捕获的高分辨率实时降水量信息可以与数

字水文模型进行最佳联结, 实现降水输入与模型之间的完整结合, 同时将观测点信息拓展、同

化至流域面上的信息需要数字模型来实现; (3) 数字成品技术, 这一技术是基于数字流域、运

用数字模型开发的最终产品, 为国家宏观决策和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服务。

无论数字地球的范畴有多广, 数字水文肯定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水是农业的命脉,

工业的血液, 生态环境中最具活力最活跃的因子, 水循环过程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由于自然

原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水循环给人类社会带来洪、旱、污灾等问题。随着人口的增长、工业

的发展、城镇化的加快, 水问题日益突出, 严重制约着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地

球中与水有关的问题需要水文科学的理论、知识, 反过来数字地球中开发的数字信息获取技术、

处理技术、通讯技术、存储和管理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成品技术、信息挖掘等为水文科学迈

向新台阶创造了极有利的技术条件。数字水文必将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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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 iew of the D ig ita l Eleva tion M odel Extraction and

D ig ita l Hydrolog ica l M odel ing
Ξ

R EN L i2liang, L IU X in2ren

(Colleg e of W ater R esou rces and E nv ironm ent, H ohai U niversity ,N anj ing 210098, Ch ina)

Abstract: In th is paper, the m ethodo logy of dra inage netw o rk ex tract ion from grid2based the

dig ita l elevat ion model (D EM ) is review ed. T hen the cu rren t situa t ion of app lica t ion of

info rm at ion ex tracted from a D EM data in the field of hydro logy and w ater resou rces are

rem arked. It is show n that the dig ita l model p lays a great ro le in data m in ing in hydro logy and

w ater resou rces. W ater2rela ted data m easu red at gauged sta t ion s cou ld be assim ila ted to areal

info rm at ion over a catchm en t by the dig ita l model, so as to serve fo r a ll t rades and p rofession s

of nat ional econom y. F inally the po sit ion and the perspect ive of the dig ita l hydro logy (DH ) in

dig ita l earth are discu ssed. T he DH is an impo rtan t componen t of d ig ita l earth. It needs fu 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d ig ita l; d ig ita l elevat ion model; geograph ica l info rm at ion system ; hydro logica l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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