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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形曲率分布特征及其水文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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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山坡地形曲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现流域略呈现出微凹、发散的形状特征，平均的剖面和水平曲率分
别为－ ４ ６２ × １０ － ４和３ ４９ × １０ － ４。通过划分源头型和边坡型山坡，发现源头山坡多是收敛的，边坡型山坡则多为发
散的；在山坡内部收敛、发散、凹和凸等地形地貌类型是同时存在的，即山坡一般由相互组合的各种坡型所组成。
基于野外采样观测的成果，分析了和睦桥子流域９０个采样点的土壤含水量及其对应曲率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
一般来说，凹形山坡、收敛形山坡对应的土壤含水量更高，而凸形和发散形山坡对应的土壤含水量较低；不论是收
敛的凹坡，还是发散的凸坡，其采样点土壤含水量都有随高程下降而升高的趋势，即愈靠近沟谷土壤含水量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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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貌特征对水文过程的重要影响已为国内外所认识，在水文模型中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
Ａｂｂｏｔｔ等［１］和都金康等［２］建立的模型均采用栅格型的空间离散方式，这是一种显式的考虑地形空间变化的方
法；杨大文等［３］在所建立的ＧＢＨＭ模型中根据汇流路径划分汇流网带，并将每一个汇流网带进一步等分为
若干对称矩形坡面；此外ＴＯＰＭＯＤＥＬ［４］采用坡度和汇水面积计算地形因子，并将其作为水文响应预测的相
似因子。以上研究中，模型采用显式或者隐式的方法考虑坡度、坡长等山坡的尺寸信息。这些信息实际是低
阶（一阶）的山坡地貌特征，易于观测、测量和理解，因此在目前的水文研究中得到广泛的重视和采用。

与之对应的，山坡曲率即其收敛发散、凹凸等特征是高阶（二阶）的信息，相对难于测量和理解。目前关于
山坡曲率的水文研究，多限于小范围的实验研究［５７］和理想山坡上的数学模拟［８１１］。在流域水文模拟中，曲率因
子未能得到有效反映，其自身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对流域水文要素空间分布的影响等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本
研究的主要目标为分析山坡地形曲率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其对实际流域中水文要素（土壤含水量）空间分布的
影响，为流域模拟研究提供依据。研究中，以姜湾流域为研究对象，进行山坡曲率空间变异分析，选取其支流
子流域———和睦桥小流域为实验流域进行土壤含水量的野外采样观测和山坡曲率的水文效应分析。

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
姜湾实验站位于莫干山麓西南面，控制面积２０ ９ ｋｍ２，属长江流域太湖区苕溪水系。实验站于１９５６年设立

并观测，实验流域设有姜湾、古竹桥、和睦桥等流量站３个、雨量站１０个（图１）。和睦桥子流域地处姜湾流域
中下游，面积１ ３５ ｋｍ２，高程在１５０ ～ ６００ ｍ之间，流域内植被以竹子为主，山坡较陡处有野生的灌木丛。

收集了流域１∶ １０ ０００地形图，采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对生成的离散点数据重采样，构建１０ ｍ × １０ ｍ栅格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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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高程模型ＤＥＭ，对和睦桥小流域９０个采样点的土壤含水量进行了观测（见图１）。采样历时４ ｄ，期间及前
期２０ ｄ内无降雨过程，土壤含水量变幅微小，因此假定观测值能反映流域近似同一时间的土壤水分状态。

图１　 实验流域位置及采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ａｎｇｗａｎ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２　 研究方法
研究中，应用数字水文信息自动提取软件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ｙｄｒｏ Ｖ１ ０［１２］提取流域相关地形信息。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ｙｄｒｏ软

件擅长基于栅格数字高程模型的流域数字水系信息提取，提取信息包括水系、子流域、山坡单元等。其中，
山坡单元的提取基于Ｆａｎ等［９］提出的构想。此外，软件中也包含了本文所采用的山坡曲率计算方法［１３］，其剖
面曲率（ｃｐ）和水平曲率（ｃ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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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２ｘ ＋ ｆ ２ｙ ）３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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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３ × ３窗口
Ｆｉｇ ２ Ａ ３ × ３ ｋｅｒｎｅｌ ｏｆ ＤＥＭ ｖａｌｕｅｓ

式中　 ｆｘ，ｆｙ，ｆｘｘ，ｆｙｙ和ｆｘｙ分别为ｘ，ｙ和交互方向上高程函数ｚ ＝ ｆ（ｘ，ｙ）
的一阶和二阶导数。由于ＤＥＭ是地形曲面的离散化表达，实际计算中各
阶导数的估算采用局部窗口（３ × ３窗口，如图２）的曲面拟合方式进行，
其中

　 　

ｆｘ ＝ （ｚ３ ＋ ｚ６ ＋ ｚ９ － ｚ１ － ｚ４ － ｚ７）／（６△ｘ）；
ｆｙ ＝ （ｚ１ ＋ ｚ２ ＋ ｚ３ － ｚ７ － ｚ８ － ｚ９）／（６△ｙ）；
ｆｘｘ ＝ （ｚ１ ＋ ｚ３ ＋ ｚ４ ＋ ｚ６ ＋ ｚ７ ＋ ｚ９）／（６△ｘ２）－ （ｚ２ ＋ ｚ５ ＋ ｚ８）／（３△ｘ２）；
ｆｙｙ ＝ （ｚ１ ＋ ｚ２ ＋ ｚ３ ＋ ｚ７ ＋ ｚ８ ＋ ｚ９）／（６△ｙ２）－ （ｚ４ ＋ ｚ５ ＋ ｚ６）／（３△ｙ２）；

　 　 ｆｘｙ ＝（ｚ３ ＋ ｚ７ － ｚ１ － ｚ９）／（４△ｘ△ｙ）；ｚ１ ～ ｚ９ 为对应单元的高程。式
（１）中，如果ｃｐ 为正值，山坡为凸形山坡，负值时为凹形山坡；ｃｃ 为正
值，山坡为发散型山坡，负值为收敛型山坡。

３　 结果与讨论
３ １　 地形曲率分布特征

图３给出了姜湾流域剖面及水平曲率概率密度分布。其中，图３（ａ）为剖面曲率的概率密度分布情况，此
概率密度函数曲线基本上是对称分布的，流域中多数ＤＥＭ网格的曲率介于± ０ ０５之间，平均曲率为－ ４ ６２
× １０ － ４，略小于０，即流域多数山坡凹凸变化较为均匀，总体呈现出微凹的形状。图３（ｂ）给出了山坡水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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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概率密度分布情况，此概率密度函数曲线基本上是对称分布的，多数网格的水平曲率介于± ０ １０之间，
其平均值为３ ４９ × １０ － ４，略大于０。以上分析表明，流域山坡的凹凸、收敛发散等形状整体上分布较为均
匀，综合来看，流域略呈现出微凹、发散的形状特征。

图３　 流域剖面及水平曲率概率密度分布
Ｆｉｇ ３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ｉａｎｇｗａｎ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以上，给出了整个流域上的地形曲率分布情况。为了进一步揭示地形曲率在空间上的变化规律，研究了
其在不同类型山坡单元上的分布情况。研究中，将所有山坡单元划分为两大类：源头型山坡，即山坡内所有

图４　 流域自然山坡单元的提取
　 Ｆｉｇ 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ｌｌｓｌｏｐｅ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Ｊｉａｎｇｗａｎ ｃａｔｃｈ

ｍｅｎｔ

单元的水流汇集到河道源头一点；边坡型山坡，即山坡
内所有单元的水流均汇入到某一河段。通过对比１ ∶ ５０
０００蓝线水系，确定水系提取的阈值为０ ５ ｋｍ２，将整
个流域河道被划分为２７段。图４给出了提取的姜湾流
域自然山坡单元分布图，图中深色的单元代表源头型山
坡，浅色的区域则代表边坡型山坡。经统计，流域共划
分了１４个源头型山坡，总面积为８ １４ ｋｍ２，２７对边坡
型山坡，总面积为１２ ７８ ｋｍ２，其中河道左岸面积为
５ ３５ ｋｍ２，右岸面积为７ ４３ ｋｍ２。

以所提取的两类自然山坡为基本单元，分析地形曲
率在其中的分布规律。图５给出了流域各山坡剖面及水
平曲率概率密度分布的合成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源头型山坡其剖面和水平曲率的概率密度函数峰值均小于
边坡型山坡对应的值，且分布函数趋向于被坦化，这表明源头型山坡单元内各网格所属坡形类型相对丰富，
而边坡型山坡则相对单一。源头型山坡单元平均的水平、剖面曲率分别为－ ３ ４４ × １０ － ５、 － ９ ５３ × １０ － ５，而
边坡型山坡的平均水平、剖面曲率分别为２ ７９ × １０ － ３、 － ８ ５７ × １０ － ４。进一步分析显示，凹形山坡在两种类
型山坡中均占较大比重，分别为６５％（源头型）和９４％（边坡型）。对于水平曲率，在１４个源头型山坡中有６
个山坡的平均水平曲率大于０，剩余８个山坡曲率小于０，可见总体收敛型山坡略多于发散型山坡。在边坡
型山坡中，坡型则呈一边倒的现象，除两个山坡水平曲率小于０外，其余均大于０，即多数属发散型山坡。
显然，不论是源头型山坡还是边坡型山坡，其剖面形状总体上是凹的，且后者较前者更为显著。多数源头山
坡是收敛型的，而绝大多数边坡型山坡是发散的，这符合直观认识。这是因为，源头型山坡水流最后总汇聚
于一点，即河道源头，因此总体上应该呈现为收敛的特征。同样，边坡水流分散的汇聚到河段上，总体上应
表现出发散的特征。

以上分析表明，在山坡内部收敛、发散、凹和凸等地形地貌类型是同时存在的，即山坡一般由相互组合
的各种坡型所组成。对于源头型山坡，尽管其汇聚于一点，但其内部仍然存在发散形的山坡，如在坡脊周围
等，发散或收敛坡形的多少及其对应曲率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山坡平均的坡形。而边坡型山坡中也存在水流的
汇聚，如平行的支沟及其汇水区的水流，因此对边坡型山坡来说，总体上呈发散的坡形，但仍有大量收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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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单元存在。

图５　 流域各山坡剖面及水平曲率概率密度分布
Ｆｉｇ ５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Ｈｉｌｌｓｌｏｐ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ｉａｎｇｗａｎ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３ ２　 实际流域山坡曲率的水文效应
根据在和睦桥子流域面上连续观测的９０个点的土壤含水量数据，分析地形曲率与山坡土壤含水量的相

关关系。图６给出了和睦桥子流域山坡采样点土壤含水量与该点地形曲率的关系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不论
是剖面曲率还是水平曲率，土壤含水量都有随其值的增大而略减小的趋势。对于剖面曲率来说，其值由负变
为正的过程，意味着山坡形状由凹形变为凸形。这说明，凹形山坡对应的土壤含水量通常较凸形山坡的土壤
含水量大。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山坡土壤水分有向洼处汇聚的趋势，凸形山坡显然更利于水分的耗散。对
于水平曲率，在其值由负变为正的过程中，山坡形状由收敛过渡为发散，结合图６，显然收敛型山坡单元的
土壤含水量要略大于发散型山坡对应的值。原因在于：收敛型山坡的水流总体上表现出汇聚的趋势，而发散
型山坡的水流则分散的汇至山坡下端，因此，造成收敛型山坡单元土壤含水量更高。

图６　 和睦桥子流域山坡采样点土壤含水量与地形曲率关系
Ｆｉｇ ６ Ｈｉｌｌｓｌｏｐｅ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Ｈｅｍｕｑｉａｏ ｓｕｂ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为进一步分析山坡局部收敛或发散、凹或凸等特征对土壤含水量分布的影响，根据野外观测结果，选取
了３条分析样带（分别为ａ － ａ′、ｂ － ｂ′和ｃ － ｃ′，见图１），其中ａ － ａ′样带临近山坳，地形表现为收敛的、凹的
特征，ｂ － ｂ′样带临近山脊，表现为发散的和凸的特征，ｃ － ｃ′则处于较为平直的山坡上。图７给出了这３条
分析样带上各采样点土壤含水量与其高程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山坳（ａ － ａ′）还是山脊（ｂ － ｂ′）其
采样点土壤含水量都有随高程下降而升高的趋势，即愈靠近沟谷土壤含水量愈大，对于较为平直的ｃ － ｃ′样
带，情况则刚好相反。原因在于：首先，ｃ － ｃ′样带所处山坡的２８０ ～ ３４０ ｍ等高线部分植被覆盖为小竹，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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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以上为灌木丛，植被冠层郁闭度高，土壤涵养水分能力强；其次，在２２０ ～ ２６０ ｍ附近，植被覆盖主要以
毛竹为主，植被冠层郁闭度低，且土壤中含有大量砾石，土壤涵养水分能力较差；最后，２００ ｍ以下部分临
近河谷和道路，植被冠层郁闭度最低。因此，这些因素导致ｃ － ｃ′样带中土壤含水量随高程降低而降低。ａ －
ａ′样带的平均土壤含水量为１６ ３％，ｂ － ｂ′样带的为２０ ８％，显然这与之前土壤含水量与地形曲率之间的关
系相矛盾。原因在于，ｂ － ｂ′样带的平均土壤厚度为４６ １ ｃｍ，大于ａ － ａ′样带的３６ ４ ｃｍ，且其坡向朝北，受
太阳辐射要弱于ａ － ａ′样带，显然更利于土壤含蓄水分。

图７　 和睦桥子流域山坡采样带土壤含水量与高程关系
Ｆｉｇ 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ｈｉｌｌ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Ｈｅｍｕｑｉａｏ ｓｕｂ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４　 结　 　 论
本文探讨了山坡地形的高阶特征———剖面和水平曲率在流域内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所选取的实

验流域山坡总体上呈现为凹形的、发散形的地貌特征，流域源头山坡多是收敛形的，而边坡型山坡多为发散
的。在山坡内部，收敛、发散、凹和凸等地形地貌类型是同时存在的，即山坡一般由相互组合的各种坡型所
组成。在野外土壤含水量采样观测的基础上，分析了和睦桥子流域９０个采样点的土壤含水量及其对应曲率
的相互关系。总体上说，凹形山坡、收敛形山坡对应的土壤含水量更高，而凸形和发散形山坡对应的土壤含
水量较低，但土壤含水量的这种分布特征并不显著。所选取的３条样带的分析表明，在收敛的凹坡和发散的
凸坡内部，土壤含水量都有随高程降低而增加的趋势。

本文初步揭示了实际流域山坡地形曲率的空间变异特征及其水文效应，分析显示实际流域的观测结果与
Ｔｒｏｃｈ等理论成果并非严格吻合，这表明实际山坡条件较为复杂。为此，作者认为：一方面，需要选取不同
类型的山坡进一步的开展野外定位观测；另一方面，需建立反映山坡曲率因子的土壤水动力解析模型，加强
理论分析，以期全面解析山坡曲率的水文效应，并作为在流域水文模拟中考虑曲率因子的先期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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