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知识
TopoToolbox 支持数字高程模型 (DEMs) 的分析。 典型
的工作流程从将 DEM 加载到 MATLAB 工作区开始。

file = '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DEM = GRIDobj(file);

DEM 是 GRIDobj 的一个实例， 是一个
存储高程值、坐标和坐标参考系的数值
类。

FD = FLOWobj(DEM);

FD是FLOWobj的一个实例。它源自
DEM，并以有效的方式存储流向。

S = STREAMobj(DEM,'minarea',1000);

S 是 STREAMobj 的一个实例。 它存储作为
流量网络 (FD) 子图的河流网络。 'minarea' 确
定启动河流所需的最小上游区域（此处以像素
为单位）。

使用 GRIDobj 的方法 使用FLOWobj的方法 使用STREAMobj 的方法

每个类都有许多方法（函数），可以在 @classname 目录中找
到。 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将所有功能打印到命令窗口

每个函数都有帮助，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将帮助打印到命
令窗口

或者

每个函数都使用一个或多个输入参数调用。 一些输入参数以
参数名称-值对的形式出现。 参数名称（例如“minarea”）后
面总是跟一个值（例如 1000）。

showmethods classname

help functionname 

help classname/functionname 

使用 TopoToolbox 进行数字地形分析 - 快速但不完整的指南
Wolfgang Schwanghart/Shi Weiheng（译）

计算地形属性
G = gradient8(DEM);
最陡的向下梯度。

C = curvature(DEM,'prof' or 'plan' ...);
轮廓或平面方向的曲率。

ASP = aspect(DEM);
坡度展示（局部）。

转换
P = polygon2GRIDobj(DEM, MS);
L = line2GRIDobj(DEM, MS or x,y)

 栅格化存储为地图结构(MS)的多边形或线

（参见函数 shaperead（需要 Mapping Toolbox））。

重新投影、重新采样和更改范围
DEM = reproject2utm(DEMlatlon, res);
将存储在地理坐标中的网格重新投影到具有res分辨率 （例如

30 m）和合适的 UTM 区域的新 GRID。

DEM = resample(DEM, res);
将网格重新采样为新的res空间分辨率 （例如 30 m）。

DEM = crop(DEM, 'interactive');
以交互方式更改网格的范围。

可视化
imageschs(DEM,G,'colormap',ttscm('vik'))

将 GRIDobj 与山体阴影一起绘制。 在
这里，我们使用 ttscm 从 Scientific
Color Maps 访问颜色映射。

输出并保存

GRIDobj2geotiff(DEM,'filename.tif')

更多探索工作流示例：计算河流陡度

SWATHobj PPS DIVIDEobj

TTLEM

TTLEM

修改流网络的几何形状

St = trunk(S);
提取每个流域中最长的河流。
S2 = klargestconncomps(S,k);
提取河网中 k 个最大的流域。
S2 = modify(S,'parametername',value);
修改流网络有多种可能性，例如：

modify(S,'streamorder',1);
提取一级河流。
modify(S,'lefttrib',trunk(S));
将左支流提取到主干河。
modify(S,'interactive','poly');
交互式选择和提取网络的一部分。

平滑河流剖面

z = crs(S,DEM,'k',10,'tau',0.2);
返回平滑且经过水文校正的河流剖面 z*（另请参见
crsapp、smooth、crslin）。

河流属性
s = streamorder(S);
计算 Strahler 流序。
s = sinuosity(S,seglength);
计算河段的弯曲度。

可视化
plot(S) 绘制河网。
plotc(S,DEM) 绘制按高程着色的河网。
plotdz(S,DEM) 绘制纵向河流剖面图。
保存并导出... 参见示例

* 许多函数采用或返回节点属性列表 (nals)，它们是包含每个
流像素值的向量。

加载数据并计算流量和流网络。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S   = STREAMobj(FD,'minarea',1000);
计算上坡面积（流量累积）。
A = flowacc(FD);
使用下游最小值强制校正 DEM。
DEM = imposemin(S,DEM);

河流陡度 ksn 进行了一些5点平滑处理 和 mn = 0.45。
k = ksn(S,DEM,A,0.45,5);

绘制结果。
imageschs(DEM,[],'colormap',[1 1 1],... 
'colorbar',false);
hold on
plotc(S,k); colorbar; caxis([0 500])

存储为shp文件。
MS = STREAMobj2mapstruct(S,...
'seglength',1000, 'attributes', ...
{'ksn' k @mean});
shapewrite(MS,'streamnet.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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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有多个出版物与某些函数与相关联。 请相应地引用。

安装 TopoToolbox
您需要MATLAB 2016b或更新版本，包括图像处理工具箱
来运行TopoToolbox。地图工具箱、优化工具箱和并行计
算工具箱也是不错的选择。

然后按照 readme.md 文件中的说明（请参阅入门）安装
TopoToolbox。

需要更多帮助？ 在命令窗口中键入 doc。 您将在补充软件下
找到 TopoToolbox。 那里有大量可用的附加信息。

水文调节

A = imposemin(FD,DEM);
施加下游最小值以保证海拔在下游方向单调下降。

计算地形属性
A = flowacc(FD);
计算流量累积（上游区域）。
D = flowdistance(FD);
计算到出口的流动距离。 或者，计算下游方向上最长或最
短的流动距离。
DZ = vertdistance2stream(FD,S,DEM);
高于最近排水系统的高度。 需要河网 S 和数字高程模型
DEM。

流域划分

D = drainagebasins(FD);
划定流域。 如果需要，添加出口作为第二个输入参数。

流域统计

stats = drainagebasinstats(FD);
计算流域的分区统计数据。 请注意，流域可以嵌套。 这是
一个计算所有流域平均梯度的例子。
S = STREAMobj(FD,'minarea',1000);
ix = streampoi(S,'outlet','ix');
G  = gradient8(DEM);
stats = drainagebasinstats(FD,ix,'grad',G); 
histogram([stats.grad_mean]);

将统计信息导出为 shp文件。
shapewrite(stats,'dbstats.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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