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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面积梯田的修筑，极大地改变了地表微形态，使地表坡度、径流路径和汇流方式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土
壤侵蚀强度。基于 5 m 分辨率的 DEM 数据，利用真实田坎信息构建梯田 DEM，采用 AGREE 算法对梯田 DEM 进行
预处理，通过比较分析不同集水面积阈值提取的梯田 DEM 沟道信息，初步探索合适的填洼算法和流向算法应用于梯
田 DEM 的水流路径模拟。结果表明：利用 M&G 算法填洼处理，MFD-md 算法确定流向，能够更好的模拟梯田区域
的水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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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 areas of terraces greatly changed the surface micro-morphology so as to affect the terraced surface water
flow path and soil erosion. Based on 5 m resolution DEM data, the paper adopted the actual ridge-based method to build
terrace DEM and used AGREE algorithm to pre-process terrace DEM, then compared the information of terrace DEM flow
path under different catchment area threshold to explore proper fill sinks algorithm and flow direction algorithm applied to
the terraces DEM flow path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using the M&G algorithm to fill sinks and MFD-md algorithm to
determine flow could better simulate the terraced fields flow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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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 是进行数字地形分析的基础数据，从中可以提取坡度、坡长、地表粗糙度等因子[1,2]。近
年来，DEM 在水土保持、生态学应用、水文分析等诸多领域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3-6]。但目前，我
国虽然已经完成了从 1:1 万到 1:100 万比例尺地形数据库的建设，然而各类 DEM 均只反映连续光滑
的自然地表，不能表达诸如田坎、梯田这类普遍存在的自然或者人工突变地形信息[7]，而在黄土高
原水土流失区，经多年的治理和建设，大面积梯田的修筑使得地表坡度减缓、坡长缩短，起到了很
好蓄水保土的作用[8]。同时，地表微形态的改变也使得水流的汇流路径和汇流方式都发生改变，因
而对于嵌入梯田信息的 DEM（本研究称为梯田 DEM）进行水流路径模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将基于高精度遥感影像，利用真实田坎信息构建梯田 DEM，通过 AGREE 算法对梯田 DEM 进
行预处理，探索分析不同填洼算法和流向算法对梯田 DEM 水流路径模拟的差异性。进而完善梯田
DEM 研究的相关理论以及方法，也为基于过程的土壤侵蚀定量研究奠定基础。

1
1.1

研究区概况及主要数据源
研究区域概况

遵循典型性、科学性原则，选取陕西省黄龙县县城西北部的梯田区域作为实验样区。黄龙县位
于陕西省延安市东南部，处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属于陕西秦岭以北大陆性半湿润气候区。地处
东经 109°38′49″~110°16′49″，北纬 35°24′09″~36°02′11″之间，南北长约 64 km，县城西北部梯田分布
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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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源

研究所用数据包括：
（1）国家基础比例尺 1:1 万 DLG 数据，其中包括等高线、高程点数据层以
及水系数据层；（2）1:1 万 DEM 数据；（3）2.5 m SPOT 高精度遥感影像数据；（4）GPS RTK 野外
实测的田面高程点数据。研究区域由三块完整梯田组成的小流域。

2
2.1

研究方法
梯田 DEM 的建立

为了构建出的梯田更加逼近真实情况，选用李慧[9]提出的基于真实田坎信息构建梯田 DEM 的方
法。梯田具有独特的剖面形态特征以及适合构建数学模型的几何特征[10]，因而构建梯田 DEM 之前，
须对梯田的数学模型及相关参数进行简单介绍（如图 1）。

图 1 梯田断面示意图
Fig.1 The section diagram of terrace

设 W 为梯田坡面宽，L 为梯田田面水平投影即梯田田面宽，θ为梯田对应的原始地表坡度，δ为
内侧田坎坡度，l 为梯田田坎水平投影宽，H 为梯田两相邻田面高程之差，h 为田坎高程差即田坎高。
L
h
由此可以得到关系式：
(1)

( h  H ) cot   L tan  cot 
H
由（1）式子变换可得到： h 

LH
( h  H ) cot   L tan  cot 

(2)

由此可知当θ=0，梯田的类型为水平梯田，由水平梯田的三角函数关系可知：l=h cot
(3)
2
研究样区是一个完整的小流域（本研究的流域面积为 1.5 km ），有典型的水平梯田且现有的 1:1
万 DEM 数据可以覆盖此流域。经筛选后最终确定的样区内有 3 块完整的梯田，分别命名为梯田 1，
梯田 2，梯田 3。整体的构建思路可归纳为：首先，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上提取梯田的台沿线，根据
梯田构建的数学模型，求出台沿线偏移量 L，其次再根据两组赋有高程值的特征线（即台沿线和台
沿偏移线）作为内插属性，构建 TIN，再将 TIN 转换成栅格 DEM，最终得到梯田 DEM（如图 2）。

(a)

(b)

(c)

图 2 梯田 DEM 光照渲染图(a:梯田 1；b:梯田 2；c：梯田 3)
Fig.2 Illumination rendering of terraces DEM( a:terrace 1;b: terrace 2; c:terrace 3)

2.2

梯田 DEM 预处理

2.2.1 DEM 数据前期处理 对于整个流域而言，由于构建好的梯田 DEM 均为 1 m 分辨率，而非梯田
部分为 5 m 分辨率，所以需要对非梯田部分进行重采样处理，然后对其进行镶嵌处理。为了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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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镶嵌效果，使用山体阴影效果显示整个研究流域（如图 3）。

图 3 嵌入梯田后的研究区效果
Fig.3 Embedded terraces in the study area

2.2.2 AGREE 算法修复梯田 DEM 流域 基于真实田坎信息构建的梯田 DEM，尤其是梯田类型为水平
梯田时，由于方法自身局限性，构建出的梯田田面近似于水平，无法反映出降雨时水流的汇流方式
和汇流路径，所以需要对构建好的梯田 DEM 进行一定的预处理，保证水平梯田田面水流能够汇流
并形成连贯的流路。AGREE 算法[11]可以根据输入的流路信息修复 DEM 数据，使原始 DEM 数据的
高程值在输入河道位置得以修改，为后续提取精确的流路信息奠定基础。基于上述思想，本研究首
先根据野外实地测量的梯田田面水流沟道点作为基础数据，然后将 RTK 点转换成向量流路线，进而
得到完整的流路；最终将得到的流路作为修复梯田 DEM 的向量资料，参数设置为：Stream buffer 为
1，Smooth drop/raise 为 1，Sharp drop/raise 为 100。
2.3

梯田 DEM 水流路径模拟

2.3.1 洼地填充 DEM 中存在洼地、伪洼地和平原区，有些是真实地形实际存在的，但大多数是由于
数据采集和处理时造成的。洼地的存在往往会导致水流无法到达集水区边界，使得最后得到的水流
路径不连续。且经过 AGREE 算法预处理后的 DEM，很有可能产生新的洼地，因而须进行洼地填充，
得到校正后的梯田 DEM。目前，国内外学者已提出很多种填洼算法，本研究采用的是 J&D[12]算法和
M&G[13]算法。J&D 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先对洼地进行填平处理，然后逐步垫高平地，最终使流域内所
有格网中的水都能从出口流出；M&G 算法对于洼地，在预处理中就将其填为平坦区，对于平坦区，
利用一定的算法对平坦区域内的高程进行特殊的修正，使其能尽可能贴合真实的地貌地形。
2.3.2 水流流向确定 水流方向的确定是提取流域水系的关键，它决定了地表径流的方向以及栅格单
元间流量的分配。流向算法根据其模型中每个像元点的流向数量可以分为两类：单流向算法（Single
Flow Direction algorithm，SFD）和多流向算法（Multiple Flow Direction algorithm，MFD）。本研究采
用了最为经典的单流向算法—D8 算法[14]以及秦承志提出的一种新的多流向算法—MFD-md 算法[15]。
D8 算法是假设每一栅格单元只有 8 种可能的流向并分别比较中心格网与其邻近八个格网之间高程值，
高程值差距最大者则被认定为水流流向；MFD-md 是算法假设水流分配随着下坡坡度变化，同时保
留了单流向算法和多流向算法的优势，更为合理地模拟了地表微地形的变化对水流分配的影响。

3

结果与分析

为了反映水流路径的模拟效果，并能分析和比较不同算法模拟水流汇流，形成流路的差别，本
研究将通过横向比对即对在相同集水面积阈值下不同算法提取的流路信息的丰富性，以及纵向比对
即通过不同算法在各自合理集水面积阈值下所提取的流路信息的真实性，以此比较不同算法在实际
应用中的效果。
3.1

横向比较分析

图 4、图 5 分别为 D8 算法和 MFD-md 算法在阈值为 500、1000 及阈值为 2000 时，梯田 DEM
提取的水流路径。从图 4 和图 5 均可以看出，随着集水面积阈值的增大，提取的流路也变得稀疏，
在梯田田面上表象尤为明显。图 4 与图 5（即 D8 算法提取结果与 MFD-md 算法提取结果）相比较，
MFD-md 算法生成的流路更为曲折，与真实流路更为契合，并且在相同阈值条件下，D8 算法和
MFD-md 算法提取的流路密度是不同的，MFD-md 算法会生成更多短小河道，也就说明 MFD-md 算
法在相同的集水阈值条件下能更丰富表达梯田田面的流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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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D8 算法不同阈值得到的水流路径
Fig.4 The different flow paths from different threshold values of D8 algorithm

图 5 MFD-md 算法不同阈值得到的水流路径
Fig.5 The different flow paths from different threshold values of MFD-md algorithm

3.2

纵向比较分析

以 GPS RTK 实测得到的梯田田面沟道点为基础，经处理后得到的本研究的“真”值水系线，其总
河长为 25.6173 km，流域面积为 1.5 km2，所以其河网密度=25.6173/1.5 = 170.38（1/（10-1 km））
。对
-1
于 D8 算法提取的水流路径，集水面积阈值=400 时，其河网密度为 170.22（1/10 km），对于 MFD-md
算法提取的水流路径，集水面积阈值=1800 时，其河网密度为 170.46（1/10-1 km）。两者与水系线计
算出河网密度=170.38（1/（10-1 km））最为接近，所以可以认为利用 D8 算法，集水面积阈值选取 400
时，提取的水流路径较为合理；利用 MFD-md 算法，集水面积阈值选取 1800 时，提取的水流路径
较为合理（表 1）。
表 1 不同算法提取河网密度的统计结果
Table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drainage network density extracted by different algorithms
算法
栅格网格数
总河长（km）
流域面积（km2）
河网密度（1/km*10-1）
Algorithms
Grids
Total length
River area
Density
D8 算法
400
25.53
1.5
170.22
MFD-md 算法
1800
25.63
1.5
170.46
25.6173
1.5
170.38
真实河网

将集水面积阈值为 400 时，D8 算法提取的水流路径与“真”值水流路径叠合显示，D8 算法提取
结果用灰色线条置于顶层表示，“真”值水流路径置于底层用黑色线条表示，得到图 6。将集水面积阈
值为 1800 时，MFD-md 算法提取的水流路径与“真”值水流路径叠合显示，MFD-md 算法提取结果用
灰色线条置于顶层表示，“真”值水流路径置于底层用黑色线条表示，得到图 7。

图 6 阈值=400 时，D8 提取流路与“真”实流路对比
Fig.6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8 and "true" flow path
when threshold is 400

图 7 阈值=1800 时，MFD-md 提取流路与“真”实流路对比
Fig.7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FD-md and "true" flow path
when threshold is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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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6 可以看出，D8 算法的提取结果与真实河道整体上基本相吻合，保留了大部分真实的田面
流路信息。但在河道汇集繁杂的地方，与真实河道出入较大；并且在梯田田面上细小流路的模拟效
果不是非常理想，会出现“短缺”现象，尤其是在水流汇集的起始点处“损失”较为严重。由图 7 可以
看出，MFD-md 算法的提取结果，整体上看，基本的流路与真实河道相吻合，几乎保留了真实河道
流路的全部信息。在河道汇集繁杂的地方，与真实河道也更为契合；在梯田田面上细小流路模拟效
果比 D8 算法模拟的结果要好，虽然在水流汇集的起始点出现“短缺”现象，但“误差”在可以接受的范
围内。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真实田坎信息构建梯田 DEM 时，对田坎信息的提取与高程赋值的方法比原有方法更合理，
因而能够更精确的表达梯田 DEM 信息；采用 AGREE 算法，通过 Buffer、Smooth、Sharp 三个参数
对水平梯田 DEM 田面上的高程值进行预处理，为处理梯田 DEM 田面因“平整”水流无法汇集和流出
的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新方法；通过不同集水面积阈值条件下提取梯田 DEM 沟道信息，分析
比较得出：经过 M&G 算法填洼处理后，再采用 MFD-md 算法计算流向提取的流路结果要优于 J&D
算法填洼处理后的 D8 算法，结果更接近“真实”流路。
此外，还有诸多地方待以改进，首先集水面积阈值的准确性完全取决于水系线的精度，实验结果
对数据精度的依赖性太强；其次对于梯田 DEM 的洼地与平坦区处理，及流向确定算法，研究中只
探讨了 J&D 算法填洼后，运用 D8 算法确定流向模拟结果，和 M&G 算法填洼后，运用 MFD-md 算
法确定流向的模拟结果，并未做交叉分析比较。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多作对比与改进，以便探寻更好
的模拟水流路径的方法，完善梯田 DEM 水流路径模拟研究的理论体系，为后续梯田 DEM 在土壤侵
蚀方面的研究提供更好的理论与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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