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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犈犕提取谷地线的有效汇水量阈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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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地表径流的自然特性从ＤＥＭ提取谷地线，使用的一个关键参量是汇水量阈值，目前该阈值的选

择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机性，没有一个定量的确定模型。从谷地系统自身的相似性特征出发，研究了多尺

度条件下汇水量阈值与谷地线平均分叉比的关系，基于自相似性和平均分叉比趋近常数的原理确定了有效

的汇水量阈值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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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格网ＤＥＭ作为对地形地貌的一种数字

模拟方法，由于栅格数据的规则性，相对于矢量数

据更有利于高效地进行各种信息提取及分析操

作，并且随着其数据准确性及有效性的提高，从

ＤＥＭ中自动提取谷地线和汇水区域，日益成为空

间数据挖掘和水文分析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如

ＧＩＳ中以谷地线作为等高线和ＤＥＭ 数据综合为

指导依据［１］；水文领域将具有一致性水文特征的

汇水区域作为水文响应单元。提取合理的谷地线

及汇水区对基于ＤＥＭ 的空间数据管理、分析和

预测都能起到简化和促进作用［２］。

目前，基于规则格网ＤＥＭ 提取谷地线有局

部算法和全局算法两种思路［３７］。局部算法采用

滑动窗口对其覆盖栅格进行参量计算，与邻域栅

格比较判断极低点，通过极值点跟踪搜索出谷地

线；它以当前网格点与其局部邻域（如３×３或５

×５）内各点的高差为依据，与整体地形趋势可能

不符。全局算法对每个网格计算坡降方向得到坡

度连通矩阵，判断低洼区域，运用汇水量阈值提取

谷地特征；它以谷地的物理特性为依据，通过模拟

和分析地形表面流水的运动状况以得到谷地线，

与整体地形趋势符合程度高。因此，在理论研究

和工程应用中全局算法备受关注。

流水模拟法在提取谷地特征时的一个关键参

量是汇水量阈值，大于给定汇水量阈值的网格点

被视为谷地线穿越点。显然，汇水量阈值越小，

提取的谷地线越稠密、结构越复杂；汇水量阈值越

大，提取的谷地线越稀疏、结构越简单。那么，对

于给定的ＤＥＭ 数据模型，在谷地线提取过程中

到底多大的汇水量阈值是合适的呢？这涉及到水

文分析模型和ＤＥＭ数据模型的匹配问题。每个

具体的水文分形模型都有其适用的有效时空范

围，在这个范围内，模型对ＤＥＭ 数据所隐含的谷

地特征能进行正确、真实的反映，得到符合实际的

结论；当研究的问题超出这个适用范围后，模型所

提取的谷地特征可能是扭曲或者错误的［８，９］。如

何确定一个有效的汇水量阈值范围，这是在基于

ＤＥＭ进行地形分形、谷地线提取时不可避免的问

题。实际上，ＤＥＭ 数据本身也有其尺度特征，不

同尺度的ＤＥＭ适宜进行的水文分析的内容是不

同的。这里暂不考虑ＤＥＭ数据尺度对水文分析

模型的影响，只针对给定的ＤＥＭ 数据模型，研究

汇水量阈值在谷地特征提取过程中的有效范围。

１　原　理

从平面结构上看，自然界中的谷地系统具有

典型的自相似性，如不同层次（尺度）的谷地系统

之间存在相似性，同一分辨率下的谷地系统整体

与局部之间存在着自相似性［１０１１］。Ｈｏｒｔｏ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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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河谷网分支河流在几何特征上的自相似性，并

通过实验指出相邻级别间河流条数及河流平均长

度之比近似为常数，同样的关系适用于河流的平

均面积和坡度变化，有Ｈｏｒｔｏｎ法则：

犖（狑－１）／犖狑 ＝犚犅 （１）

犔（狑－１）／犔狑 ＝犚犔 （２）

犃（狑－１）／犃狑 ＝犚犃 （３）

犛（狑－１）／犛狑 ＝犚犛 （４）

式中，狑 为级别；犖狑为该级别河流条数；犔狑、犃狑、

犛狑分别为平均长度、平均面积、平均坡度；犚犅、犚犔、

犚犃、犚犛分别为相邻分支条数、长度、面积、坡度比

率。这些对河流网（发育成熟的谷地）研究得出的

自相似性结论，同样也适用于谷地树结构［１１］。

对于ＤＥＭ 数据而言，采用不同汇水量阈值

提取的多尺度谷地线之间存在自相似性，但并不

完全满足上述４种比率的不变性，原因在于不同

级别的河道数、河流长度、汇水区面积和坡度等４

个参量对于汇水量阈值具有不同的敏感性［１２］。

河流长度最为敏感，河道数次之，而汇水区面积和

坡度最不敏感。对于河流长度而言，随汇水量阈

值的增大，被识别为谷地线的网格点减少，从而导

致提取的谷地线长度缩短，特别是支流的长度缩

短较为明显，而主流因其汇流量较大缩短幅度不

明显，因此，式（２）不满足。文献［１３］的研究表明，

汇水区的面积和坡度特征与汇水量阈值之间呈线

性关系［１３］，因此，面积比犃（狑－１）／犃狑＝犚犃 和坡度

比犛（狑－１）／犛狑＝犚犛 对汇水量阈值的变化较为迟

钝，但如果汇水量阈值变化较大，产生了新的不同

层次河道网络，两者可能产生跳跃性的变化。对

河道数目而言，较小的汇水量阈值变化不会引起

河道数目的显著变化；而当汇水量阈值增大到一

定程度时，最低级的河道可能消失，次低级的河道

演变为最低级的河道，但不同级别的河道数目比

值几乎不变；极端情况是，当汇水量阈值增加到足

够大时，整个区域只能提取几根谷地线，再讨论比

率关系已经没有意义。因此，随着汇水量阈值的

变化，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区间，在该区间内，不同

级别的河道数目比犖（狑－１）／犖狑＝犚犅 几乎保持不

变，这说明在该区间内提取的谷地线与当前分辨

率下ＤＥＭ所表达的地形特征耦合较好，该汇水

量区间可作为提取谷地线的有效阈值范围。

基于上述讨论，从ＤＥＭ 提取谷地线有效汇

水量阈值范围按如下方法确定：设序列观察汇水

量阈值为集合犃＝｛犪１，犪２，…，犪狀｝，其对应的平均

谷地分叉比为集合犚＝｛犚１，犚２，…，犚狀｝，则必然

存在一个汇水量阈值区间珡犃＝［犪犻，犪犼］，在该区间

内谷地平均分叉比变化甚微。反映在笛卡尔坐标

系中，犚随犃 变化斜率最小的区间即为对应数据

的有效汇水量阈值区间。

２　实验设计

２．１　实验流程

本文采用的实验流程如图１所示，由数据提

取和数据分析两部分组成。其中，数据提取部分

用于生成多尺度谷地线网络。基于ＤＥＭ 数据提

取谷地线是ＧＩＳ领域研究的热点，产生了众多的

算法，由于该类算法比较成熟，越来越多的 ＧＩＳ

软件提供了基于ＤＥＭ的水文分析模块。本次实

验采用ＡＲＣＧＩＳ９．３中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ｔＴｏｏｌｓ模

块下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水文分析功能。数据分析部

分主要是计算多尺度条件下系列谷地线的平均分

叉比，并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合理的汇水量阈值

区间。按照 Ｈｏｒｔｏｎ的定义
［１０］，沟谷的分叉比是

某一级水道的数目与比其高一级水道的数目比值

犖（狑－１）／犖狑＝犚犖，平均分叉比的计算采用Ｓｔｒａｈｌ

ｅｒ提出的方法，参见文献 ［１１］。

图１　谷地线提取及有效汇水量阈值确定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Ｖａｌｌｅ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ｌｏｗ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２　实验数据

实验数据为河北清水河流域某区域１∶５万

ＤＥＭ，网格大小为２５ｍ×２５ｍ，如图２所示，图

中ＤＥＭ边界区域海拔较高，为１６００ｍ左右；中

间区域海拔为１０００ｍ左右；谷地出口区域海拔

最低为４００ｍ左右。该区域地形起伏较大，切割

破碎，但从图３中系列汇水量阈值下不同层次的

谷地线网络可以看出：谷地系统的整体与局部之

间以及不同尺度的谷地系统之间具有良好的自相

似性。

５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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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实验区ＤＥＭ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ＤＥＭ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

图３　基于不同汇水量阈值提取的谷地线图

Ｆｉｇ．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Ｖａｌｌｅｙｌｉｎ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２．３　实验结果

基于上述实验流程和实验数据，得出实验结

果如表１和图４所示。

表１　实验结果数据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Ｄａｔａ

汇水量

阈值犪
ｌｇ犪

平均

分叉比

汇水量

阈值犪
ｌｇ犪

平均

分叉比

２５ １．３９７９４ ３．８４８４０５ １０００ ３ ２．５０９５９２

５０ １．６９８９７ ３．２７８２５８ ２０００ ３．３０１０３ ２．３８６４２

１００ ２ ２．７８１８８９ ４０００ ３．６０２０６ ３．１４５６０４

２００ ２．３０１０３ ２．５３８０７５ ６０００３．７７８１５１２．８８８８８９

４００ ２．６０２０６ ２．５２８４４３ ８０００ ３．９０３０９ ３．３３３３３３

６００ ２．７７８１５１２．５０９２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４ ２．１１１１１１

８００ ２．９０３０９ ２．５１４２３１ ２００００４．３０１０３ １．５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汇水量阈值犪呈逐渐增大

趋势，但变化步长并不一致。在区间［１，２００］内，犪

从２５开始，呈倍率变化，该区间内谷地线对汇水

量阈值的变化敏感，随汇水量阈值的增大，谷地线

条数急剧减少，相邻阈值的谷地线网络之间形态、

结构变化较大，平均分叉比呈稳定减小趋势，表明

图４　多尺度谷地分叉比与汇水量阈值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该区域内提取的谷地线与ＤＥＭ 数据本身隐含的

谷地特征相去甚远。在区间［２００，１０００］内，犪的

变化步长为２００，谷地线条数呈缓慢减少趋势，犪

每变化一个单位平均谷地线条数减少０．３６个单

位，相邻阈值的谷地线网络之间形态、结构变化甚

微，平均分叉比几乎保持不变，表明该区域内提取

的谷地线与ＤＥＭ数据本身隐含的谷地特征耦合

较好。在区间［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内，犪的变化步长较

大，但谷地线条数对汇水量阈值的变化极不敏感，

平均分叉比呈减小趋势，且在犪＝６０００时有抖

动，表明该区域内提取的谷地线与ＤＥＭ 数据本

身隐含的谷地特征不符。反映在图４的半对数坐

标系中，区域犃内曲线的变化率趋近于０。因此，

选择［２００，１０００］作为该研究区域合理的汇水量

阈值区间。

３　结　语

目前，从ＤＥＭ 提取谷地线时所使用的汇水

量阈值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机性，没有一个定

量的确定模型。本文从谷地系统自身的相似性特

征出发，研究了多尺度条件下汇水量阈值与谷地

线平均分叉比的关系，过大或者过小的汇水量阈

值都会导致谷地线形态偏离ＤＥＭ 中谷地本身的

形态与结构，基于自相似性和平均分叉比趋近常

数的原理确定了有效的汇水量阈值区间。实验结

果表明该方法合理可行，在有效汇水量区间内提

取的谷地线符合流域水系的谷地形态结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受气候、地形等条件的影响，

不同形态谷地系统的 Ｈｏｒｔｏｎ比并非固定不变，

如文献［１４］的研究表明，枝状河网的 Ｈｏｒｔｏｎ比

在不同河网级别上保持相对稳定，自相似性最强，

而羽状和叶状河网在不同河网级别上有较大差

异。因此，本文基于谷地系统自相似的有效汇水

量阈值确定方法需顾及谷地形态和谷地成因，进

一步研究其适用性。

６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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