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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1 

 

 

TopoToolbox 提供了一组 Matlab 函数，支持分析数字高程模型中的地形和河流路径。

TopoToolbox 的主要目的是在非 GIS 环境中提供有帮助的 GIS 分析实用程序，以支持同时应用

GIS 特定方法和其他定量方法。 

如有任何问题或意见，请联系作者： 

Wolfgang Schwanghart w.schwanghart@geo.uni-potsdam.de 

Dirk Scherler scherler@gfz-potsdam.de 

1.1 要求 

TopoToolbox 是独立平台，需要 Matlab 2016b 或更高版本以及图像处理工具箱。地图工具箱不

是强制性的，但必须便于与 GIS 软件进行轻松的数据交换。一些函数支持使用并行计算工具箱

进行并行化。很少有函数需要优化或统计和机器学习工具箱。 

1.2 引用文献 

当您在工作中使用 TopoToolbox 时，请引用以下出版物： 

 Schwanghart, W., Scherler, D. (2014): TopoToolbox 2 – MATLAB-based software for 
topographic analysis and modeling in Earth surface sciences. Earth Surface Dynamics, 2, 1-7. 

DOI: 10.5194/esurf-2-1-2014 

如果您使用的是版本 1，请引用此出版物： 

 Schwanghart, W., Kuhn, N.J. (2010): TopoToolbox: a set of MATLAB functions for topographic 
analysis.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 Software, 25, 770-781. 

DOI: 10.1016/j.envsoft.2009.12.002 

此外，TopoToolbox 中使用的各种模型和算法已经发表在以下文章中。 

DEM 预处理和雕刻 

                                                             
1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 

http://topotoolbox.wordpress.com/
https://www.uni-potsdam.de/de/umwelt/institut/alle-mitarbeiterinnen/schwanghart-wolfgang.html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cherlerdirk/home
http://dx.doi.org/10.5194/esurf-2-1-2014
http://dx.doi.org/10.1016/j.envsoft.2009.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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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wanghart, W., Groom, G.B., Kuhn, N.J., Heckrath, G., 2013: Flow network derivation from 
a high resolution DEM in a low relief, agrarian landscape.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38, 1576-1586. DOI: 10.1002/esp.3452 

 Schwanghart, W., Scherler, D., 2017. Bumps in river profiles: uncertainty assessment and 
smoothing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 techniques. Earth Surface Dynamics, 5, 821-839. 

DOI: 10.5194/esurf-5-821-2017 

TopoToolbox 地形演化建模(TTLEM)和 HyLands 

 Campforts, B., Schwanghart, W., Govers, G. (2017): Accurate simulation of transient 

landscape evolution by eliminating numerical diffusion: the TTLEM 1.0 model. Earth 

Surface Dynamics, 5, 47-66. DOI: 10.5194/esurf-5-47-2017 

 HyLands: Campforts B., Shobe M.C., et al. (2020): HyLands 1.0: a Hybrid Landscape 

evolution model to simulate the impact of landslides and landslide-derived sediment 

on landscape evolution. Geosci. Model Dev., 13, 3863–3886. DOI: 10.5194/gmd-13-

3863-2020 

过度地形 

 Blöthe, J.H., Korup, O., Schwanghart, W., 2015: Large landslides lie low: Excess 

topography in the Himalaya-Karakorum ranges. Geology, 43, 523-526. DOI: 

10.1130/G36527.1 

查找裂点 

 Stolle, A., Schwanghart, W., Andermann, C., Bernhardt, A., Fort, M., Jansen, J.D., 

Wittmann, H., Merchel, S., Rugel, G., Adhikari, B.R., Korup, O., 2019. Protracted river 

response to medieval earthquakes.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44, 331-

341. DOI: 10.1002/esp.4517 (The description here is very terse, yet) 

划分函数 

 Scherler, D., Schwanghart, W., 2020. Drainage divide networks – Part 1: Identification 

and ordering in digital elevation models. Earth Surface Dynamics, 8, 245–259. DOI: 

10.5194/esurf-8-245-2020 

 Scherler, D., Schwanghart, W., 2020. Drainage divide networks – Part 2: Response to 

perturbations. Earth Surface Dynamics, 8, 261-274. DOI: 10.5194/esurf-8-261-2020 

流网络上的点模式 

 Schwanghart, W., Molkenthin, C., & Scherler, D. (2020). A systematic approach and 

software for the analysis of point patterns on river networks.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accepted. DOI: 10.1002/esp.5127 

http://dx.doi.org/10.1002/esp.3452
https://doi.org/10.5194/esurf-5-821-2017
http://dx.doi.org/10.5194/esurf-5-47-2017
http://dx.doi.org/10.5194/gmd-13-3863-2020
http://dx.doi.org/10.5194/gmd-13-3863-2020
https://doi.org/10.1130/G36527.1
https://doi.org/10.1130/G36527.1
https://doi.org/10.1002/esp.4517
http://dx.doi.org/10.5194/esurf-8-245-2020
http://dx.doi.org/10.5194/esurf-8-245-2020
http://dx.doi.org/10.5194/esurf-8-261-2020
http://dx.doi.org/10.1002/esp.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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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开始使用 

在使用 TopoToolbox 之前，目录和函数必须在 Matlab 的搜索路径上。在命令行中输入以下代

码： 

    addpath(genpath('C:\path\to\wherever\you\installed\this\TopoToolbox-2')) 

为了从路径中删除. git – 文件夹，运行 

    rmpath(genpath('C:\path\to\wherever\you\installed\this\TopoToolbox-2\.git')); 

为了使这些路径永久化，使用命令 

 savepath 

在命令行中键入 doc 以打开主文档页。您将在“补充软件”部分找到 TopoToolbox 文档（译者

注：即本文后面的部分）。 

文档中包含了几个用户指南，这些指南将帮助您开始使用。此外，TopoToolbox 函数还有广泛

的帮助字段(如 help gradient8 或 help STREAMobj/modify)。 TopoToolbox blog 是代码和示

例的补充资源。 

http://topotoolbox.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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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介 

 

 

TopoToolbox 提供了一组 Matlab 函数，支持分析数字高程模型中的地形和河流路径。

TopoToolbox 的主要目的是在非 GIS 环境中提供有帮助的 GIS 分析实用程序，以支持同时应用

GIS 特定方法和其他定量方法。 

TopoToolbox 是用 Matlab 语言编写的，并且需要 Image Processing Toolbox 来执行各种功能。 

2.1 TopoToolbox 2 
TopoToolbox 第 2 版是对 Toolbox 的重大更新。与以前版本的主要区别是 

 引入了面向对象编程(OOP)方法并实现了新类，例如 GRIDobj、FLOWobj 和 STREAMobj。

所有对象都携带有关空间参考的信息（属性），这些信息以前使用需要大量存储空间

的坐标矩阵进行存储。 

 流向的新表示。TopoToolbox 1 使用稀疏流向矩阵来存储流向和计算河流相关变量。新

的表示允许更快的函数评估，通常需要更少的内存开销。 

 各种 GUI，主要用于地貌学和地貌测量应用，旨在使各种分析更轻松、更快捷。 

 通过将各种函数编译为 C-MEX 文件来提高计算效率。请注意，这些函数应该在您的系

统上编译。然而，TopoToolbox 无需编译即可运行，只不过速度没那么快。 

2.2 TopoToolbox 2: 限制 

TopoToolbox 2 中河流的相关算法最近仅支持单流向(D8)表示。如果您是 TopoToolbox 1 的用

户，您可能会将此视为主要限制。我们的建议是在搜索路径上保留最新版本（1.6）和版本 2。

将在下一个用户指南中展示如何在版本 2 中使用多流向算法。 

2.3 关于用户指南 

本用户指南旨在作为 TopoToolbox 的基本介绍。它不会对可用功能进行全面概述，但会为示例

会话提供文档。此外，本用户指南仅提供 TopoToolbox 基于命令行的工具的帐户。它没有扩展

GUI 的使用。 

2.4 将 DEM 加载到 Matlab 中 

TopoToolbox 2 将 ESRI ascii 网格格式和单波段 geotiff 读取到 GRIDobj 的实例中。 

注意，在使用 TopoToolbox 的整个过程中，假定 DEM 具有投影坐标系（例如 UTM WGS84），

并且高程和水平坐标以米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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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DEM 现在是 GRIDobj 类的一个实例。DEM 包含各种属性，其中包含网格化数据和有关网格空

间参考的信息。 

DEM 

DEM =  

  GRIDobj 

 

  Properties: 

           Z: [643x1197 single] 

    cellsize: 30 

      refmat: [3x2 double] 

        size: [643 1197] 

        name: 'srtm_bigtujunga30m_utm11' 

       zunit: [] 

      xyunit: [] 

      georef: [1x1 struct] 

 

数据存储在属性.Z 中。您可以像使用标准 Matlab 矩阵和数组一样使用线性索引、下标或逻辑

索引来访问它。例如，可以通过以下命令访问网格中左上角的 5x5 像素。 

DEM.Z(1:5,1:5) 

 

ans = 

   945   952   960   966   969 

   944   951   956   959   957 

   936   943   948   949   948 

   929   935   939   941   940 

   921   926   929   934   930 

 

GRIDobj 与 各 种 方 法 相 关 联 。 其 中 一 些 方 法 会 覆 盖 现 有 的 内 置 函 数 （ 例 如

plus,minus,isnan ） 或 TopoToolbox 先 前 版 本 附 带 的 函 数 （ 例 如

gradient8,curvature,fillsinks）。以下是与 GRIDobj 关联的方法（函数）的概述 

methods GRIDobj 

 

Methods for class GRIDobj: 

 

GRIDobj            fillsinks          ldivide            resample            

GRIDobj2ascii      filter             le                 roughness           

GRIDobj2geotiff    ge                 localtopography    shufflelabel        

GRIDobj2mat        getcoordinates     log                snap2stream         

acv                gradient8          log10              sqrt                

and                gt                 log2               sub2coord           



 

6 

aspect             hillshade          lt                 surf                

castshadow         hypscurve          max                times               

coord2ind          identifyflats      min                uminus              

coord2sub          imagesc            minus              uplus               

crop               imageschs          or                 validatealignment   

curvature          ind2coord          plus               xor                 

dilate             info               postprocflats       

elevateminima      inpaintnans        power               

eq                 interp             rdivide             

erode              isnan              reclassify          

 

 

 

2.5 查看 DEM 

Matlab 提供了多种显示网格数据（图像）的方法。其中包括 imagesc、surf、pcolor、

imshow 等。TopoToolbox 仅覆盖了 imagesc 和 surf 

 

imagesc(DEM) 

 

 

 

请注意，轴包含 x 和 y 坐标，并且轴设置为图像（轴图像）。 

另一个有用的功能是 imagesschs，它显示一个 GRIDobj 的实例并用 DEM 覆盖它。在这里，我

们使用从 DEM 计算的山体阴影显示坡度（参见函数 gradient8）。出于可视化目的，颜色范

围仅限于小于 1m/m 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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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chs(DEM,min(gradient8(DEM),1)) 

 

 

如果您没有寻找到可用的可视化函数，您可以使用 GRIDobj2mat 将您的 DEM 简单地转换为标

准表示。该函数返回两个坐标向量和一个带值的矩阵。在这里，我们事先将 DEM 裁剪到较小

的程度。 

DEMc = crop(DEM,sub2ind(DEM.size,[1 50],[1 50])); 

[Z,x,y] = GRIDobj2mat(DEMc); 

surf(x,y,doub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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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关将数据裁剪到所需范围的其他方法，请参阅裁剪功能的帮助。 

2.6 地形属性 

地形属性是从 DEM 获得的导数，例如坡度、可视度或曲率。我们假设您熟悉这些属性的含

义，并且您会通过函数名称注意到大多数函数，例如 

 gradient8 ->与 Matlab 内置的梯度函数相反，gradient8 计算每个单元格在 8 个可能

方向上的梯度。 

 curvature -> DEM 的二阶导数。 

 roughness -> 允许您计算与单元间、地形变化（如粗糙度等）相关的各种粗糙度指

数。 

 aspect -> 坡度展示 

 以及更多 

2.7 将 GRIDobj 实例导出到磁盘 

TopoToolbox 附带两个函数，用于将 GRIDobj 实例写回硬盘驱动器，以便标准 GIS 软件（如

ArcGIS 等）读取它们。 

GRIDobj2ascii(DEMc,'test.txt'); 

GRIDobj2geotiff(DEMc,'test.tif'); 

请注意，在没有可用的地图工具箱的情况下写入 geotiffs 是可能的，但是，TopoToolbox 随后将

使用 tfw 文件（worldfile）写入图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帮助 GRIDobj2geo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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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填充槽 

DEM 通常具有错误的地形凹陷，应在计算河流路径之前对其进行填充。您可以使用函数

fillsinks 填充槽。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不填充槽而是雕刻 DEM 更为合适，如下所示

（参见 FLOWobj 部分）。 

DEMf = fillsinks(DEM); 

 

2.9 FLOWobj 和流相关函数 

以前版本 TopoToolbox 的用户会记得，流向被存储为一个稀疏矩阵，其中包含河流网络的有向

无环图的信息。TopoToolbox 2 使用一种全新的技术来存储流向，从而实现轻松编码和快速性

能。流向存储为新对象 FLOWobj，其实例派生自现有 DEM（GRIDobj 的实例）。 

 

这是一种基于先前填充槽的 DEM 计算流量累积的快速方法。流量累积网格稍微扩大，以便在

图中更容易理解河流路径。 

 

FD = FLOWobj(DEMf); 

A  = flowacc(FD); 

imageschs(DEM,dilate(sqrt(A),ones(5)),'colormap',flipud(copper)); 

 

 

创建 FLOWobj 的实例时，您可以设置许多选项，这些选项在 FLOWobj 的帮助下进行了总结。

请参阅第三部分：多个流向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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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FLOWobj 相关的方法 

存在各种操作 FLOWobj 实例以获得河流相关变量的方法，例如流域划分、流量累积等。这里只

是一个概述 

methods FLOWobj 

 

Methods for class FLOWobj: 

 

FLOWobj              flowacc              multi2single          

FLOWobj2GRIDobj      flowconvergence      saveobj               

FLOWobj2M            flowdistance         streamorder           

FLOWobj2gradient     flowpathextract      streampoi             

coord2ind            imposemin            upslopestats          

dependencemap        ind2coord            validatealignment     

drainagebasins       influencemap         vertdistance2stream   

find                 ismulti               

 

 

现在，让我们计算 DEM 的流域。这可以使用 drainagebasins 函数来完成。您可能需要重新

调整颜色，以便在绘图中更容易区分流域（shufflelabel）。作为一个小练习，让我们在地

图中标出每个盆地的面积。 

DB = drainagebasins(FD); 

DB = shufflelabel(DB); 

到这里还是轻松的。现在让我们获取该区域并将其与流域地图一起显示。仅显示大于 10km^2

的流域的数字。 

nrDB = numel(unique(DB.Z(:)))-1; % 流域盆地的 nr 

STATS = regionprops(DB.Z,'PixelIdxList','Area','Centroid'); 

 

imageschs(DEM,DB); 

 

hold on 

for run = 1:nrDB; 

    if STATS(run).Area*DB.cellsize^2 > 10e6; 

        [x,y] = ind2coord(DB,... 

            sub2ind(DB.size,... 

            round(STATS(run).Centroid(2)),... 

            round(STATS(run).Centroid(1)))); 

        text(x,y,... 

            num2str(round(STATS(run).Area * DB.cellsize^2/1e6)),... 

            'BackgroundColor',[1 1 1]); 

    end 

end 

hold off 

title('drainage basins (numbers refer to drainage basin area in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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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沿河流网络在上游方向上每个流域出口的距离也可能很有趣。 

D = flowdistance(FD); 

imageschs(DEM,D); 

 

您可以使用 flowdistance 的输出来计算面积函数，该函数是流向特定流域出口的距离分布。让

我们以我们研究地点最大的盆地为例。 

[~,IX] = max([STATS.Area]); 

hist(D.Z(DB.Z == IX),1000); 

xlabel('distance to outlet [m]'); 

ylabe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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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STREAMobj – 一个河流网络类 

FLOWobj 将整个河流网络的信息存储在山坡和河道中，而 STREAMobj 是一个仅用于分析河流网

络河道化部分的类。存储策略与 FLOWobj 类的存储策略非常相似。 

同样，各种方法（函数）与 STREAMobj 相关联，允许操作、绘制和检索有关河流网络几何和模

式的信息。 

有多种方法可以从 DEM 中提取河道化河流网络。在此示例中，我们仅使用面积阈值。 

 

% 计算累积流量 

A = flowacc(FD); 

% 请注意，flowacc 返回一个单元格中排出的单元格数。 

% 在这里，我们选择 10000 个单元的最小排水面积。 

W = A>10000; 

% 创建 STREAMobj 实例 

S = STREAMobj(FD,W); 

% 并且绘制 

plot(S) 

 



 

13 

 

STREAMobj 存储各种属性，如果您想自定义代码或构建自己的函数，您可以使用其中一些属性

直接访问。请查看 STREAMobj 的帮助。 

现在让我们提取河道网络的最大子网络。 

 

S = klargestconncomps(S,1); 

p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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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绘制沿河流网络的流动距离与高程的关系。 

plotdz(S,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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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拥有 Matlab 的 MappingToolbox 许可证，您可以将河流网络导出到 shapefile 以供其他

GIS 软件读取。首先，您需要创建一个 mapstruct，即 MappingToolbox 用来存储矢量数据的结

构体数组。然后使用 shapewrite 将 mapstruct 写入 shapefile。 

 

MS = STREAMobj2mapstruct(S); 

shapewrite(MS,'testshape.shp') 

 

2.12 参考文献 

Schwanghart, W., Kuhn, N.J. (2010): TopoToolbox: a set of Matlab functions for topographic analysis.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 Software, 25, 770-781. [DOI: 10.1016/j.envsoft.2009.12.002] 

 

2.13 历史 

本用户指南最后更新：2013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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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绘制 ksn 值 

 

 

3.1 背景 

河流剖面以沿上游方向迁移临界点的形式携带有关构造和/或气候扰动的信息。绘制 ksn 值提

供了一种方法来量化与对数通道长度分布的偏差，从而能够检测和可视化流网络中的这些位

置。 

ksn 值背后的基本假设是泥沙运输/切割的流动力模型适用，例如，泥沙运输或切割是水在下游

移动时能量消耗的函数。在地形演化的背景下，河流动力模型以以下（简化）形式编写 

 

其中 是指隆起率， 是上坡面积， 是坡度， 和 是系数。在稳定状态下，隆起和切口过

程处于平衡状态，因此在沿轮廓的每个点处 。因此，方程重新排列 

 

 

 

方程被重写，以便于 

 

并且 

 

其中是 指归一化河道陡度， 是通道凹度。 范围在 0.3 和 0.8 之间，通常取值为 0.45。 它可

以基于斜率-面积图（请参阅函数 slopearea）或-图（请参阅函数 chiplot）来确定。 

3.2 加载并生成所需数据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preprocess','carve'); 

A   = flowac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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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 的质量相对较差，因此我们通过施加向下的最小梯度来纠正它。 

DEM = imposemin(FD,DEM,0.0001); 

随后，我们通过对流量累积进行阈值化来提取河流网络。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简单地假设河道

占据最小上坡面积为 1000 像素的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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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klargestconncomps(S,1); 

我们稍微修改了河流网络，以避免将冲积区包括在剖面的最下游部分。 

S = modify(S,'distance',10000); 

为了去除小流部分，我们再次提取网络的最大连接组件。 

S = klargestconncomps(S,1); 

imageschs(DEM); 

hold on 

plot(S,'k') 

hold off 

 

 

plotdz(S,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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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计算凹度指数 

提取感兴趣的河道网络后，我们使用 slopearea 函数计算凹度指数 。 请注意，slopearea 返回

包含负号的凹度指数 ！ 

STATS = slopearea(S,DEM,A) 

  

Exiting: Maximum number of function evaluations has been exceeded 

         - increase MaxFunEvals option. 

         Current function value: 0.022585  

 

STATS =  

          a: [84x1 double] 

          g: [84x1 double] 

    hPoints: 174.0205 

         ks: 743.7756 

      theta: -0.6156 

      hLine: 178.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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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计算和绘制 ksn 值 

随后，我们计算整个网格的 ksn 值。虽然这对于山坡部分没有意义，但我们的目标是生成一个

网格，我们稍后可以使用流网络(STREAMobj)引用该网格。 

 

G   = gradient8(DEM); 

KSN = G./(A.*(A.cellsize^2)).^STATS.theta; 

 

[x,y,ksn] = STREAMobj2XY(S,KSN); 

scatter(x,y,5,ksn,'filled') 

caxis([0 2000]) 

title('ksn values') 

box on 

colorbar 

axis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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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聚合流段中的 ksn 值 

请注意，在上图中，绘制了网格中每个河道的位置。这样做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由于 xy

平面中的高点密度，一些点及其颜色可能由于重叠而不可见。其次，由于 DEM 质量差，ksn 值

在短距离内变化很大。请注意主要河干的巨大变化！为避免这两个问题，ksn 值应沿流段泛

化。这是通过函数 STREAMobj2mapstruct 实现的。这里我们使用 1km(1000m)的流段长度。 

MS = STREAMobj2mapstruct(S,'seglength',1000,'attributes',... 

    {'ksn' KSN @mean ... 

     'uparea' (A.*(A.cellsize^2)) @mean ... 

     'gradient' G @mean}); 

3.6 绘制流段 

MS 是一个您可以使用 mapshow 和 makesymbolspec 进行绘图的 mapstruct。这两个功能都可用

于地图工具箱。我们使用基于数据的百分位数进行着色。 

 

symbolspec = makesymbolspec('line',... 

    {'ksn' [min([MS.ksn]) max([MS.ksn])] 'color' jet(6)}); 

 

imageschs(DEM,DEM,'colormap',gray,'colorbar',false); 

mapshow(MS,'SymbolSpec',symbol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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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以 shapefile 输出 

或者，您可能想要选择另一个软件来可视化流网络以及 ksn 值。为此，您将需要地图工具箱中

可用的函数 shapewrite（如果您无权访问该工具箱，请检查 Mathworks fileexchange 以获取具

有相同功能的函数）。 

 

shapewrite(MS,'ksn_testshape.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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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个流向 
 
 

 

4.1 背景 

有不同的算法来模拟跨地形的水和沉积物的流动。构造地貌学中的应用多采用 D8 算法。这是

一种单流向(SFD)算法，即来自一个像素的流仅分配给下游的另一个单元。流动只能汇合，但绝

不会像在山坡、扇形和冲积平原上那样分流。为了更真实地模拟这种行为，存在多个流向(MFD)

算法，如果这些相邻单元格较低或高度相同，则将水从一个单元格分配到多个相邻单元格。 

TopoToolbox (Schwanghart and Scherler, 2014) 实现了这些 MFD 算法中最常见的一种：Freeman 

(1991) 的多流算法和 Tarboton (1997) 的 Dinf 算法。 

4.2 TopoToolbox 中的不同流算法 

我们将使用 BigTujunga 数据来说明这些流算法的不同行为。让我们从单流向算法开始，它是

FLOWobj 使用的默认算法。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preprocess','carve'); 

A = flowacc(FD); 

imageschs(DEM,sqrt(A),'colorbarylabel','sqrt(# upstream cells)','ticklabels','nice') 

title('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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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流向的优点是计算更简单，需要更少的内存，因此即使对于大型 DEM 也可以快速计算。

此外，TopoToolbox 的 SFD 算法的实现不需要对 DEM 进行预处理。相反，FLOWobj 会自动处理

DEM 中的槽和平坦区域。缺点是它会在山坡上产生一些虚假的平行流动模式。 

 

imageschs(DEM,log(A),'colorbarylabel','log(# upstream cells)','ticklabels','nice')  

etextent({[392624 400000] [3792674 3796916]},gca) 

title('Single') 

 

 
 

现在让我们将这些流动模式与从多个流动方向获得的流动模式进行比较。然而，在

TopoToolbox 中使用多个流向需要 DEM 具有水文条件。这是必要的，以避免流量陷入与数据错

误和伪影相关的虚假凹陷中。 

 

DEM = imposemin(FD,DEM); FDm = FLOWobj(DEM,'multi'); A = flowacc(FDm); 

imageschs(DEM,log(A),'colorbarylabel','log(# upstream cells)','ticklabels','nice') 

setextent({[392624 400000] [3792674 3796916]},gca) 

title('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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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山坡上的流动模式看起来更平滑，可能更好地反映真实的水模式，但不一定是径流模

式。然而，缩小显示扇形和较低地形的径流模式看起来更加真实。 

 

imageschs(DEM,log(A),'colorbarylabel','log(# upstream cells)','ticklabels','nice')  

title('Multi') 

 

 
 

最后，我们将单算法和 Dinf 多算法与进行比较。 

 

FDinf = FLOWobj(DEM,'dinf'); A = flowacc(FDinf); 

imageschs(DEM,log(A),'colorbarylabel','log(# upstream cells)','ticklabels','nice') 

setextent({[392624 400000] [3792674 3796916]},gca) 

title('Dinf') 

 

与多算法相比，流模式看起来不那么分散。 

 

imageschs(DEM,log(A),'colorbarylabel','log(# upstream cells)','ticklabels','nice') 

title('Di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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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f 算法的优点是它可能最好地反映真实的流动模式，但这可能取决于应用程序、DEM 分辨率

和其他因素。从计算的角度来看，Dinf 需要更少的内存，因为每个单元都消耗到最多两个邻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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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史版本 

5.1 pre 2.4 

 添加 HyLands 1.0：参阅论文: Campforts, B. et al. (2020): HyLands 1.0: a Hybrid 

Landscape evolution model to simulate the impact of landslides and landslide-derived 

sediment on landscape evolution.Geoscientific Model 

Development. DOI:10.5194/gmd-13-3863-2020 

 新类: DIVIDEobj Paper 1 DOI: 10.5194/esurf-8-245-2020 Paper 2 DOI: 10.5194/esurf-

8-261-2020 

 新类: PPS DOI: 10.1002/esp.5127 

 修改: 将 ttscm 更新为 Scientific Colormaps 7.0 参阅 Fabio Crameri's website 

 新函数: FLOWobj/plotdbfringe 

 新函数: FLOWobj/tfactor 

 新函数: FLOWobj graydistparallel 私有 

 新函数: GRIDobj/diffusion 

 新函数: GRIDobj/histogram 

 新函数: STREAMobj/extend2divide 

 新函数: STREAMobj/binarize 

 修改:STREAMobj/modify 

 修改:STREAMobj/wmplot 

 新函数: STREAMobj/loessksn 

 新函数: STREAMobj/STREAMobj2shape 

 新函数: STREAMobj/isequal 

 新函数: STREAMobj/isempty 

 新函数: STREAMobj/STREAMobj2kml 

 新函数: STREAMobj/getlocation 

 新函数: STREAMobj/fastscape 

 修改:STREAMobj/smooth 

 新函数: STREAMobj/mnoptimvar 

 修改:STREAMobj/STREAMobj2cell 

 修改:STREAMobj/netdist and PPS/netdist 

 新函数: STREAMobj/istrunk 

 修改:STREAMobj/trunk - 添加了第二个输出参数 

 修改:GRIDobj/demprofile 

 新函数: ScaleBar 

 新函数: xlinerel and ylinerel 

 topoapp 在这个版本中被移除 

 更新 readopentopo 

 实用程序更新: setextent and getextent 

https://doi.org/10.5194/gmd-13-3863-2020
https://doi.org/10.5194/esurf-8-245-2020
https://doi.org/10.5194/esurf-8-261-2020
https://doi.org/10.5194/esurf-8-261-2020
http://dx.doi.org/10.1002/esp.5127
http://www.fabiocrameri.ch/colourmap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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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函数: padextent 

 新函数: ukrainecolor 

2.3 

 文档浏览器中的文档 

 新函数: 用于为 DEM 创建漂亮的颜色映射，特别是如果 DEM 包含地形和水深测量 

 FLOWobj2gradient 重命名为 gradient 

 新函数: ttscm 用于访问科学颜色映射; 参阅 Fabio Crameri's website 

 新函数: mappingapp (用于在平面图和剖面图中同时映射点的轻量级 GUI)仍处于测试阶

段！ 

 新函数: FLOWobj/mapfromnal 

 增强: FLOWobj/multi2single 允许区域阈值 

 新函数: STREAMobj/getvalue 

 新函数: STREAMobj/hillslopearea 

 新函数: STREAMobj/zerobaselevel 

 新函数: STREAMobj/knickpointfinder 

 新函数: STREAMobj/stackedplotdz 

 新函数: STREAMobj/sinuosity 

 新函数: STREAMobj/clean 

 新函数: STREAMobj/nal2nal 

 新函数: STREAMobj/netdist 

 新函数: STREAMobj/tribdir 

 新函数: GRIDobj/clip 

 新函数: GRIDobj/GRIDobj2im 

 新函数: GRIDobj/getextent 

 新函数: IOtools/readexample 

 将 GRIDobj/project2GRIDobj 重命名为 GRIDobj/project。此外，该函数还有许多新功

能。修改:STREAMobj/modify 具有用于交互式修改流网络和提取从指定方向汇合的流

的新选项。 

 更改 readopentopo, getcoordinates, getoutline, polygon2GRIDobj, line2GRIDobj 

 新函数: hydrosheds2FLOWobj (see in IOtools) 

 新函数: egm96heights 包括包含基于 EGM96 大地水准面的全球大地水准面波动的网格 

ww15mgh.grd。 

2.2 

 TTLEM 是 TopoToolbox 的一部分; 参阅我们的论文: Campforts, B., Schwanghart, W., 

Govers, G. (2017): Accurate simulation of transient landscape evolution by eliminating 

numerical diffusion: the TTLEM 1.0 model. Earth Surface Dynamics, 5, 47-66. DOI: 

10.5194/esurf-5-47-2017 

http://www.fabiocrameri.ch/colourmaps.php
http://dx.doi.org/10.5194/esurf-5-47-2017
http://dx.doi.org/10.5194/esurf-5-4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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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函数用于平滑和水文校正: STREAMobj/crs, STREAMobj/crsapp, STREAMobj/smooth, 

STREAMobj/crslin, STREAMobj/quantcarve, FLOWobj/quantcarve; 参阅我们的论文: 

Schwanghart, W., Scherler, D., 2017. Bumps in river profiles: uncertainty assessment 

and smoothing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 techniques. Earth Surface Dynamics, 5, 821-

839. DOI: 10.5194/esurf-5-821-2017 

 修改:GRIDobj 存储参考信息的方式已更改 

 修改:FLOWobj 现在支持多个流向和 Dinf。 

 修改:several imageschs 的新选项 

 新函数: FLOWobj/dbentropy 

 新函数: FLOWobj/updatetoposort 

 新函数: GRIDobj/aggregate 

 新函数: GRIDobj/createmask 

 新函数: GRIDobj/dist2line 

 新函数: GRIDobj/dist2curve 

 新函数: GRIDobj/line2GRIDobj 

 新函数: GRIDobj/GRIDobj2pm 

 新函数: GRIDobj/minmaxnorm 

 新函数: GRIDobj/reclabel 

 新函数: GRIDobj/zscore 

 新函数: GRIDobj/pad 

 新函数: STREAMobj/aggregate 

 新函数: STREAMobj/labelreach 

 新函数: STREAMobj/distance 

 新函数: STREAMobj/drainagedensity 

 新函数: STREAMobj/plotc 

 新函数: STREAMobj/plotdzshaded 

 新函数: STREAMobj/meanupstream 

 新函数: STREAMobj/plot3 

 新函数: STREAMobj/chitransform 

 新函数: STREAMobj/cumtrapz 

 修改:STREAMobj/modify 包括选项 rmconncomps 

 新函数: STREAMobj/mchi 

 新函数: STREAMobj/conncomps 

 修改:STREAMobj/extractconncomps (新的 GUI 和行为) 

 修改:STREAMobj/union (新语法) 

 修改:STREAMobj/intersect (新语法) 

 新函数: STREAMobj/isnal 

 新函数: STREAMobj/info 

 新函数: STREAMobj/orientation 

 新函数: STREAMobj/plotstreamorder 

http://dx.doi.org/10.5194/esurf-5-82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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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函数: STREAMobj/removeedgeeffects 

 新函数: STREAMobj/split 

 新函数: STREAMobj/streamproj 

 新函数: STREAMobj/networksegment 

 新函数: STREAMobj/maplateral 

 新函数: STREAMobj/plotsegmentgeometry 

 新函数: STREAMobj/randlocs 

 新函数: STREAMobj/zerobaselevel 

 修改:STREAMobj/streamorder 绘图选项已删除 

 修改:STREAMobj/plotdz 包括自定义距离选项 

 修改:STREAMobj/distance 包括从不同 STREAMobk 导出距离的选项 

 修改:STREAMobj/STREAMobj2cell 

 修改:STREAMobj/STREAMobj2mapstruct 

 新函数: STREAMobj/transformcoords 

 新函数: FLOWobj/FLOWobj2cell 

 更新了几个 FLOWobj 方法以避免 MATLAB 版本高于 R2015b 造成的的速度损失 

 删除了 GRIDobj/curvature 中的错误 

2.1 

 新函数: GRIDobj/excesstopography; 参阅我们的论文 Blöthe, J.H., Korup, O., 

Schwanghart, W. (2015): Large landslides lie low: Excess topography in the Himalaya-

Karakorum ranges. Geology, 43, 523-526. DOI: 10.1130/G36527.1 

 新函数: GRIDobj/GRIDobj2polygon 

 新函数: STREAMobj/getnal 

 新函数: STREAMobj/sidebranching 

 新函数: STREAMobj/mincosthydrocon 

 新函数: STREAMobj/intersectlocs 

 新函数: STREAMobj/densify 

 新函数: STREAMobj/plot3d 

 新函数:STREAMobj/widenstream 

 新函数:demo_modifystreamnet 

 修改函数 slopearea 

 通过使用 dmperm 执行拓扑排序从流向矩阵转换时，FLOWobj 的性能更好 

 新函数:GRIDobj/toposhielding 

 新函数:demarea(结合 JuernjakobDugge 的函数

:http://www.mathworks.com/matlabcentral/fileexchange/42204-calculate-dem-

surface-area) 

 新函数:GRIDobj/getoutline 

 删除了使用整数 GRIDobjs 调用某些函数（如 log、log10）时的 bug 

http://dx.doi.org/10.1130/G36527.1
http://www.mathworks.com/matlabcentral/fileexchange/42204-calculate-dem-surface-area
http://www.mathworks.com/matlabcentral/fileexchange/42204-calculate-dem-surface-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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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Dobjs 内置函数的额外重载。我们添加了矩阵算术，但是，它执行元素操作（例

如，mtimes 现在可以与 GRIDobj 一起使用，但需要执行时间） 

 增强了 GRIDobj/localtopography 函数的范围（圆盘形邻域中的最小值、最大值、百分

位数等） 

 FLOWobj/streampoi 和 STREAMobj/streampoi 现在返回“bconfluences”，例如下游

方向的流像素位于汇合之前。 

 新函数:STREAMobj/imposemin-将下游最小值强制限制到流网络 

 修正了一些 bug 

 demo_modifystreamnet.m 

 删除了 preprocessapp 

V2.0.1 

 删除了 GRIDobj 中的错误 

 删除了某些功能中区分大小写的错误 

 删除了 FLOWobj 中带有内部排水选项的错误 

V2.0 

 新函数 STREAMobj/intersect, STREAMobj/union 

 STREAMobj/modify 中新的交互工具 

 新的交互工具 GRIDobj/measure 

V2.0beta 
V2.0 为网格表示、流向、流网络和条带对象引入了面向对象的方法。所有函数，特别是与流量

相关的函数性能都得到了提高。已编译的 Mex 文件可以提高某些功能的速度，并以 64 位

Windows 二进制文件的形式提供。它们已在带有 Intel 处理器的 Windows7 上编译，因此如果您

的系统不同，应在使用它们之前对其进行编译。但是，编译不是强制性的，因为 m 版本也可

用，但速度稍慢。请参阅 Contents.m 文件以获取完整的函数列表。 

V1.06 --- 11. November 2011 

 新函数: acv 

 新函数: cropmat 

 新函数: dbentropy 

 新函数: deminpaint 

 新函数: exaggerate 

 新函数: label2poly 

 新函数: routegeodesic（作为通过平面和凹坑的最佳布线方法）。需要 Matlab2011b

并将在未来版本中成为默认路由算法。 

 新函数: upslopesidelength 

 新函数: upslopestats 

 新函数: getextent 和 set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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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增强: rasterread 和 rasterwrite. 

 函数增强: roughness 

 处理平坦区域的新用户指南 

 添加了 baranja_hill.mat 数据集。它是从这里获得的

: http://geomorphometry.org/content/baranja-hill 

V1.05 --- 15. September 2010 

 一些函数现在使用函数 validateattributes 来检查输入参数。请注意，这可能会在

2009a 之前的版本上返回警告。 

 routeflats 中的一个错误已被删除 

 新函数:M2UV 

 新函数:twi 

 新函数:aspect 

 新函数:ismulti 

 新函数:postprocflats 

 新函数:demsobel 

 新函数:hypscurve 

 新函数:roughness 

 删除了 flowacc 中的错误。使用三个输入参数调用 flowacc 时返回错误 

 gradient8 允许您输出不同的角度单位，当使用梯度作为唯一输出参数调用时，速度会

大大提高。 

 flowdistance 的功能增强（请参阅帮助 flowdistance） 

 identifyflats 的功能增强 

 如果没有向函数提供文件名，rasterread 和 rasterwrite 现在具有用于读取和保存文件的

对话框 

 flowdistanceds 现在可以一步计算每个单元的最大向下流动路径距离。 

V1.04 --- 5. January 2010 - first public release 

 flowacc_lm 中的一个错误已被删除。当权重矩阵 W0 作为附加输入参数提供时，W0 设

置为 dem。 

 新函数:imageschs 

 对山体阴影进行了细微更改。该算法现在基于 Katzil 和 Doytsher，2003 年提出的方法

。 

 flowacc 允许另一个输入参数（径流比）。 

V1.03 --- 5. November 2009 

 子流域分析已作为新功能添加（参见 sbstruct、sbplot、sbprops） 

 新函数: adjustgauges 

http://geomorphometry.org/content/baranja-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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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2 --- 30. October 2009 

 使用最大填充深度填充槽的速度达到主要增强 

V1.01 --- 16. September 2009 

 hillshade 在未定义输出参数时绘制山体阴影矩阵。 

 flowacc_lm 进行了优化，以便更有效地处理大而平坦的区域。 

 routeflats 中的一个错误已被删除。 

 crossflats 已更新，在 Matlab R2009a 上运行效率最高。 

 流域功能得到了增强，允许划分指定顺序的流域。取消了以前对多流向的支持。 

 新函数 drainagedensity 

 新函数: shufflelabel 

 influencemap 有了第二个输出 Mstreams 

V1.0 --- 15. March 2009 

 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