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地图代数的数字地表流线模拟研究

吴艳兰, 胡  鹏, 刘永琼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降雨在地表上随地形流动自然形成沟谷线、汇流区、分水岭等流域形态, 研究地表流水线的数字模拟对数字

流域水文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提出数字地表流线模型的概念, 只考虑地形因素, 利用等高线图建立一个能获得区域

内每滴雨水沿地表流动的轨迹模型。并运用地图代数的距离变换对等高线及所在空间进行全方位的距离度量, 研

究了数字地表流线模型的建立方法。实验表明, 该模型利用距离变换信息而不是高程计算流向, 可避免 DEM高程

误差对流向、流线的影响, 且不需要在 DEM上进行复杂的洼地、平地的识别与处理。该模型对原始数据要求不高,

能有效应用于沟谷线的自动提取、汇流区自动分割和分水线网络的自动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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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在流域水文循环中处于重要角色, 是流域水文分析的最基本因素。数字高程模型(DEM)是地表起伏的

数字描述, 为数字水文学[1]的诞生、发展和数字流域结构分析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数字流域结构分析的一

般方法是: 由 DEM自动生成沟谷线网络, 根据共轭关系生成分水线网络, 延伸外部沟谷线与分水线相交划分

子汇流区, 建立流域的拓扑关系。其中, 沟谷线网络的自动提取是关键算法, 目前, 此算法并不完善, 严重影

响数字流域结构分析的应用。

由于沟谷线是以上游山谷点为起点的自然流水线, 子汇流区是流到同一条沟谷的地表单元的集合, 不同子

汇流区的边界就是分水线。因此, 若能获得流域地表每一点的流水线轨迹, 就可从流域要素的自然形成过程来

进行提取、分析。地形复杂多变, 地表流水线的计算涉及 DEM的 /位0、/邻0、/近0、/势0 [2]各种数据, 用矢

量方式难以进行。地图代数用简单栅格结构存储原始的 /位0 数据, 抓住 /距离是空间度量的基础0 [3]这一本

质, 以距离变换为工具动态计算 /邻0、/近0、/势0 数据, 使许多复杂空间问题变得简单易行。

本文提出数字地表流线模型的概念, 研究基于地图代数的数字地表流线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1  数字地表流线模型的概念和建立

当一场降雨产生超渗水流, 就形成地表径流, 它在流域内总是沿着地形由高至低地流动, 最后排出流域。

暂不考虑植被等地表附着物对雨水的阻碍、浸渗及雨水挥发等现象, 假设地表是无限光滑的表面, 对于某确定

的区域地貌, 在该地表上的每一滴雨水都有一条确定的流动路径, 即地表流水线。

数字地表流线模型是只考虑地形因素下, 利用等高线图建立的一个能获得区域内每滴雨水沿地表流动的轨

迹的模型。建立过程包括流向计算和流线追踪(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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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地表流线模型的建立

 Fig11 Flow chart for building a digital flow paths model using a

contour map

111  基于距离变换的流向确定法

流向计算就是计算每个格网单元的水流方向, 经典算

法是 D8法[4] : 根据高程计算每个栅格单元与 8邻域单元

之间的坡度, 再按最陡坡度原则设定该单元的流向。D8

法思路清楚, 但应用时会产生诸多问题: 不可避免的

DEM高程误差带来流向的错误, 导致流水线的逻辑紊乱;

水流无法冲越洼地出现回流, 使得流水线追踪无法前进;

平地由于没有最陡方向而无法确定流向; 当 8邻域中出现

多个相同的最陡坡度时, 无法合理地给出唯一流向。

为此, 本文运用地图代数的距离变换对等高线及所在

空间进行全方位距离度量(图 2) , 研究了一种新的流向计

算法, 从根本上避免上述问题。基本思路是: 等高线距离

变换图除记录每个空间像素到其最近的一个实体(即等高

线)像素的距离外, 还产生该空间像素的距离线垂足信息(图 3) , 即该距离值是由哪个等高线像元传递而来, 表

图 3  距离线垂足

Fig13 Vertical point of the distance line

图 2 等高线图及其距离变换

Fig12 Distance transformation of a contour map

示该空间点与哪个等高线像元最近。距离线垂足与该空间像素的连线就是其高程变化最快的方向, 即过该空间

点的最速下降线(或最陡坡降线) , 由此, 可确定该空间点的流向。

图 4 分区计算每点流向

 Fig14 Calculation of the flow direction for every poing on

partitional areas

具体计算时, 空间点的流向是由该空间像元指向距离

线垂足, 还是由距离线垂足指向该空间像元, 与该点位置

有关, 因而需要进行区域识别和分区计算。如图 4中的原

始等高线与半距等高线将空间像元分为不同的区域: A区

由地势较低的原始等高线和较高的半距等高线围成; B区

由地势较低的半距等高线和地势较高的原始等高线围成。

显然, A区空间像元流向由空间点指向其距离线垂足; B

区流向则由距离线垂足指向空间点; 原始等高线上的点因

缺乏距离线垂足信息需进行区域互补处理; 幽谷山谷线上

的点因邻域流向相对在追踪时需特殊处理。

112  区域特征分析

等高线图上的点可分为等高线点和空白空间点, 由于空间点总是位于由一条或两条等高线围成的区域内,

距离变换中, 其可能的距离线垂足的高程至少为一值, 至多为两个值, 即空间点的距离值或是源于一条等高

线, 或来自于不同的两条等高线的点。具体分区及识别条件如下:

如图 4所示, A区: 空间点的高程大于其距离线垂足的高程, 判断条件为空间点的距离线垂足的高程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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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高程中较低的高程; B区: 空间点高程小于其距离线垂足的高程, 判断条件是空间点的距离线垂足的高程

等于两个高程中较高的高程; 半距等高线点: 到较低等高线的距离与到较高等高线的距离相等, 识别后作为A

区处理; 原始等高线点: 在等高线距离变换图中的距离值为零, 无法确定流向, 可利用半距等高线的距离变换

进行区域互补, 即在半距等高线的距离变换中, 原始等高线点位于空白区域, 具有距离值和距离线垂足, 可将

其归为 B区处理; 闭合等高线内的点: 其距离线垂足的高程只有一个。若为山顶, 归为 A区。若为洼地, 归

为B区。等高线弯曲对称轴上的点: 等高线弯曲的对称轴可能是山脊线段, 也可能是山谷线段, 性质不同,

其流向不同。若为山脊线段, 具有分水岭的作用, 两侧点的流向相背。若为山谷线, 具有汇水作用, 其两侧点

的流向相对, 汇集后再由高处流向低处。所以, 首先要进行性质识别, 若是山脊线段可归为 A区处理, 对于

山谷线段(即幽谷沟谷线)则需要在水流追踪时进行回旋跟踪。

113  区域识别及流向计算

图 5  等高线图的分区

Fig15 Different areas of the contour map

各点所属区归类的关键算法是探测每个空间点位于

哪些等高线之间。常规的方向线探测法存在局限: 方向

线数目有限, 易漏掉某些方向; 45b方向线上, 由于栅

格图像对角邻接, 使得方向线可能从缝隙透出, 导致不

正确的探测结果。对此, 提出距离线垂足高程传递法:

距离变换中, 空间点的距离计算是由四面八方传递而

来, 在传递距离的同时, 通过传递各方向距离线垂足的

高程值, 就能获得空间点位于哪些等高线之间的正确信

息。图5( a)是该方法的识别结果, 灰度区域为 A区, 白

色区为 B区。分区后, 便可计算各点流向并将流向值进

行八方向归算。

114  流水线追踪

在获得整幅图的流向矩阵后, 循着流向就可进行流水线追踪, 但在幽谷沟谷线上的点由于其邻域栅格的流

向相对而发生回流(图 5( b) ) , 使得流水线无法继续。在幽谷谷底部分, 特别是 U形山谷, 谷地较宽阔, 其地

势起伏可能不太明显, 或有局部洼地, 用高程引导流水线追踪较为困难。

对此, 本文提出 /邻域判断0 法, 首先将发生回流的点(简称回流点)并标识出来, 当流线追踪到回流点,

但还没有到达区域边界时, 利用水流总是由上而下的规律, 探测该栅格单元的邻域中是否存在其他回流点, 若

有则追踪该回流点, 否则进行正常的流线追踪。由于流向是基于距离变换计算的, 对于宽阔的 U 形山谷也能

得到最多为两个栅格宽的回流点, 所以, 此法可以得到正确的、不受回流限制的流线模型。图 6( a)是部分流

水线的追踪示意, 图 6( b)、图 6( c)是山脊和山谷的局部放大图。

图 6 数字地表流线模型

Fig16 Digital flow path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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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地表流线模型的应用

211  沟谷线网络的自动生成

由DEM自动提取沟谷线(或水系)是数字流域分析的重要内容, 通常采用 O.Callaghan和Mark提出的坡面流

模拟法[4] : 用 D8法计算每点流向, 计算每个单元的上游汇水面积, 确定汇水面阈值, 将不低于该阈值的单元

标记为沟谷线。这种方法除需要复杂的 /去洼填平0 处理外, 最大的缺陷是无法给出合理的汇水面阈值, 使得

沟谷线在两端的效果较差, 高处沟谷线上的点因其汇水量较小而常被遗漏, 低处的点因其汇水量较大而被误判

为沟谷线上的点。

数字地表流线模型上获得的地表任意点流线是过该点的最陡坡降线, 流线的汇集处是合水点, 过合水点的

流线就是合水线(或沟谷线) , 它是等高线弯曲的对称轴。水流的物理过程精确地刻画了复杂地表的几何特性,

使得合水线与山谷线、分水线与山脊线在本质上统一。用等高线距离变换建立的数字地表流线模型与等高线图

形完全匹配: 以高处山谷点为起点的流水线必顺谷而下, 此流水线就是沟谷线, 线上的点必定是该区域地形的

局部最低点, 在等高线图形上的几何特征为曲线的凹凸点。因此, 将等高线图形的几何特性与流线追踪相结合

能够提取连接合理的沟谷线(图 7)。此法可通过控制提取特征点的阈值来控制结构线提取的细微程度, 而微结

构的加入不扰乱主结构的提取, 因为细微沟谷线上的水总能汇入主河谷, 微结构线是主结构线的分支。

212  汇流区分割

为得到分水线网络和沟谷线的汇流量, 需计算每条沟谷线线段的上游汇流区。在上述沟谷线和数字地表流

线模型上进行汇流区分割, 只需沿路径判断每点的流水汇集于哪条沟谷线, 具体为:

( 1) 沟谷线线段染色  用栅格方式识别沟谷线个体, 需将每条沟谷线段染成不同的颜色, 见图 8( a) , 此过

程由程序自动完成。

( 2) 建立该地区的数字地表流线模型  以获得区域地表上每一点的水流路径。

( 3) 采用栅格叠置的方法实现各点的归属判断  依次扫描区域内所有点且只扫描一遍, 由于流水线总是由

高至低, 若已知地势较低处的某点的汇流区归属, 则该流水线所有上游点的汇流归属与它相同, 因此, 不用进

行整个区域所有点的完整流线路径跟踪, 可大大提高效率。

图 8 沟谷线的识别及汇流区分割

Fig18 Valley lines and their catchment areas

图 7 沟谷线的自动提取

Fig17 Extraction of valley lines

359 第 3期 吴艳兰等: 基于地图代数的数字地表流线模拟研究



(4) 存储分割结果  将汇流区作为面状要素存储, 建立沟谷线线段与汇流区的拓扑关系。图 8( b)是

图8( a)的汇流区分割, 汇流区颜色与对应的沟谷线颜色一致。图内某些点因其水流不汇集于图内的沟谷线, 特

标注 /外流域0。

213  分水线网络的自动生成

提取不同汇流区的公共边界就得到分水线网络。图 9是对应于主要沟谷线的汇流区分割及分水线网络。由

于各子汇流区对整个区域进行无遗漏分割, 这样得出的分水线均为闭合曲线, 且与沟谷线相交, 该特性与山脊

线有所不同。

图 9 分水线网络的提取

Fig1 9 Extraction of the watershed network

3  结   论

本文运用地图代数的距离变换对等高线及其空间进行全方位的距离度量, 提出的数字地表流线模型具有以

下特点:

( 1) 利用距离变换信息而不是高程计算流向, 在回流处用 /邻域判断0 法追踪流线。使得该模型从根本上

避免了DEM高程噪声的影响, 且不需复杂的平地、洼地的识别与处理。

( 2) 该方法对原始数据的要求不高, 只需最常见的等高线图便可获得地表每点的流水线, 不需其他附加信

息便能提取等高线图所蕴涵的沟谷线及其汇流区分割, 且结果是确定的。

( 3) 在该模型上提取沟谷线, 是用流水线自然地将特征点集连接为特征线悸, 解决现有方法中 /连点为

线0 的困难, 又避免对汇水量阈值的依赖。

( 4) 该模型上进行的汇流区分割是一种致密、无空隙、无重叠的流域分割算法, 致密是指用致密栅格对区

域内所有空间进行处理, 没有遗漏空间; 无空隙则说明对区域内所有点都进行归属判断, 没有遗漏任何点, 也

没有发生某些点的归属无法判断的情况; 无重叠是指对整个区域内的点只进行一次扫描, 且结果是唯一的, 不

出现点的重复扫描和点的归属重叠 (二义性) 的现象。

( 5) 该模型是在只考虑地形因素下对地表流水状况的数字模拟, 再考虑植被、土壤、降雨等因素, 或与各

种地理模型相结合, 可广泛应用于水文、水利、农林业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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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simulation of flow paths on the earth.s surface based on map algebra
X

WU Yan2lan, HU Peng, LIU Yong2qiong

(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

Abstract: Rainfalls flow along the hypsography of the earth. s surface, and valley elements such as the valley lines, catch2

ment areas and naturally1 Formed watersheds the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simulat ion of flow paths on the earth. s surface is im2

portant for the digital watershed hydrological analysis1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he digital flow paths model by

which we can get the flow path of any raindrop on the earth. s surface1 The contour lines and spaces are measured by the dis2

tance transformation of map algebra, and a method of building the digital flow paths model with the contour maps is advanced

in the paper1The experiment result shows that the calculation of flowdirections and flowpaths can avoid the effect of the DEM

elevation errors since the flow direction is calculated with distance transformation instead of D8 algorithm1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methods of the digital hydrological analysis, the method excludes the complex step of identifying and treating the de2

pressions or flats in DEM1 The model takes contour maps as original data and it can be availably applied in the extraction of

valley lines, the delineat ion of catchment areas and the generat ion of watersheds1

Key words: watershed hydrological model; map algebra; distance transformation; valley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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