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前面 
 

TopoToolbox 是一个用于分析数字高程模型(DEM)的 MATLAB 工具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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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免费并且开源的。  

前期，在进行地形和水文相关研究的时候了解到了该工具箱，但是由于未曾从事过相关工作，

只能一点一点学习有关知识。在此期间，工具箱的作者 Wolfgang Schwanghart 给予我很大的支持

和帮助，我也感觉可能对于国内水文、水力、地质、测绘等相关行业用户，这是一个会有较大用

途的工具箱。鉴于以上原因，本人利用 1 个多月的时间将 TopoToolbox 官方博客上“Blog Achieve”

部分和自带的 User Guide 进行翻译整理、重新排版并增加相应目录形成此书。此外，原作者还将

新制的 Cheat Sheet 提供给我进行译制，我也将其一并放在全文末。正文共 274 页，6.5 万余字，

从 2022 年 5 月 15 日开始着手到 6 月 22 日推出。由于所有工作都在业余零散时间完成，精力没有

完全集中，难免存在前后表述不一致的情况，也请大家谅解。 

原文为网页格式，本书尽可能保留原文格式和链接，方便读者进行理解消化。由于这本手册

翻译期间还是以日常本职工作为主，加之这是本人第一次涉猎水文领域，很多内容感觉比较陌生，

很多名词没有找到合适对应的中文翻译，水平有限，译文中应该会存在不少问题，请大家及时指

出，我也将在后面的新版本中做出更正。作者 E-mail: tfoterye@gmail.com。 

本教程仅限严禁用于商业用途。如用于教学、讲座等非盈利性用途，请务必注明来源。本书

译者（二爷名声在外）保留著作权和最终解释权。如转载请提前与本书译者联系，经允许后方可

转载，如有违反，本书译者保留全部权利。 

mailto:tfotery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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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opoToolbox制作 Chimaps  

几行代码的 Chimaps (1) 

发布于 FEBRUARY 28, 2017 更新于 SEPTEMBER 25, 2017 

由于 Willett’s et al. (2014)关于流域盆地生长和衰变的论文，chimaps 已成为说明分水

岭迁移方向的流行工具。流域是受害者还是侵略者，即将来会失去还是获得集水区，由

分水岭附近的变量 chi 表示。chi(Χ)是从流域出口测量的转换后的水平坐标。该变换使

用上坡区域来线性化凹向上的轮廓，以便选择合适的 mn 比值。如果所有流域出水口具

有相同的高程，则在稳态情况下，分水岭两侧的 chi 值应大致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不

应期望流域重组。然而，如果 chi 值不同，那么人们应该预期，分歧会从 chi 值较低的

盆地（即侵略者）向 chi 值较高的盆地（即受害者）迁移（见下图）。 

流域重组和 chi 值(根据 Willett et al. 2014,图 1). 

现在如何使用 TopoToolbox 计算 chimaps？其实很简单，只是没有现成的函数。这是

有原因的。上面的描述表明绘制 chimaps 涉及几个模块化步骤，每个步骤都应该仔细

完成。这些步骤是： 

1. 加载 DEM 并导出流向(FLOWobj)。 

2. 为流启动选择合适的阈值并导出流网络（STREAMobj）。 

3. 确保所有出口具有相同的高度。 

4. 确保所有流域是完整的，即 DEM 覆盖了它们的整个范围。移除不完整的流

域。 

5. 为 mn-ratio 选择一个合适的值。 

6. 计算转换后的变量 chi（提示：不要使用 chiplot，而是检查低级函数

STREAMobj/chitransform！）。STREAMobj/chitransform!). 

7. 绘制结果。 

我现在在尼泊尔进行实地工作，我无法获得合适的 DEM。因此，预知后事如何，且看下

回分解。 

参考文献 

Willett, S. D., McCoy, S. W., Perron, J. T., Goren, L. and Chen, C.-Y. (2014): Dynamic 
Reorganization of River Basins, Science, 343(6175), 1248765. 
[DOI:10.1126/science.1248765].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2/28/chimaps-in-a-few-lines-of-code-1/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2/28/chimaps-in-a-few-lines-of-code-1/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2/28/chimaps-in-a-few-lines-of-code-1/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2/28/chimaps-in-a-few-lines-of-code-1/


 

2/270 

几行代码的 Chimaps (2) 

发布于 MARCH 6, 2017 更新于 SEPTEMBER 25, 2017 

上回书说道，我开始了关于 chimaps 的系列文章。在这篇文章和接下来的文章中，我

将介绍使用 TopoToolbox 生成 chimaps 的不同步骤。这些步骤是： 

1. 加载 DEM 并导出流向(FLOWobj)。 

2. 为流启动选择合适的阈值并导出流网络（STREAMobj）。 

3. 确保所有出口具有相同的高度。 

4. 确保所有流域是完整的，即 DEM 覆盖了它们的整个范围。移除不完整的流

域。 

5. 为 mn-ratio 选择一个合适的值。 

6. 计算转换后的变量 chi（提示：不要使用 chiplot，而是检查低级函数

STREAMobj/chitransform！）。STREAMobj/chitransform!). 

7. 绘制结果。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介绍步骤 1-4。我将使用波士顿大学的 Amani Al Abri 提供的门多

西诺地区（加利福尼亚西北部）的 DEM。她的询问实际上促使我写了关于 chimaps 的

文章。门多西诺地区是戈尔达板块、北美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汇处的门多西诺三交汇点。

板块的几何形状及其运动可能有利于板状窗口的发展和非流圈物质的上涌，从而导致隆

起、地震活动和火山岩挤压的不同模式。 

1.加载 DEM 并导出流向(FLOWobj) 

DEM = GRIDobj('mendocino.tif') 

第一步是加载 DEM。虽然这是一项微不足道的任务，但让我简要提一下人们可能会遇

到的一些陷阱。虽然构造函数 GRIDobj 试图识别缺失值（实际上，它在 Simon 的 hack
中非常可靠（谢谢！）），但我通常使用该函数进行测试 

info(DEM) 

它提供了几个信息，包括最小值和最大值。如果这些值远远超出预期值，则应将它们替

换为 NaN。如果此值为-9999，则以下代码片段会将这些像素设置为 NaN： 

DEM.Z(DEM.Z==-9999) 

此外， info 函数显示 DEM 的坐标系。TopoToolbox 需要投影坐标系（最好是

WGS84UTM）和相等的水平和垂直单位（例如米）。如果您的 DEM 采用地理坐标，请

使用函数 reproject2utm 重新投影 DEM。另请注意，您应该在重新投影 DEM 之前设置

缺失值，因为双线性插值会在未校正的缺失值区域和具有有效值的区域之间生成一些模

糊区域。 

缺失值通常发生在 DEM 的边界或离岸。这些确实是您可能想要丢弃的缺失值。但是，

数据间隙也可能作为有效 DEM 域中的单个点存在，或者作为单个像素或大面积的缺失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06/chimaps-in-a-few-lines-of-code-2/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06/chimaps-in-a-few-lines-of-code-2/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06/chimaps-in-a-few-lines-of-code-2/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06/chimaps-in-a-few-lines-of-cod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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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应该填充这些区域，因为否则它们可能会产生不连续的流动路径。除非它们太大，

否则我通常使用函数 inpaintnans 来填补这些空白。 

DEM = inpaintnans(DEM); 

准备好 DEM 后，现在是推导流向的时候了。TopoToolbox 将流向存储在一个名为

FLOWobj 的对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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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Wobjs 包含计算水文地形属性的所有必要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函数帮助

函数帮助以及有关雕刻和填充的更详细描述这里,这里和这里)）。 

2.为流启动选择合适的阈值并导出流网络（STREAMobj） 

现在您有了 DEM 和流向，您可以派生流网络。TopoToolbox 将流网络存储在

STREAMobj 中。本质上，STREAMobj 是 FLOWobj 的简化版本，仅限于通道化域。除

非您有映射通道头的位置，否则确定通道化域的标准方法是假设最小上坡区域

(minimum upslope area, MUA)。您不应该选择太大或太小的 MUA。大型 MUA 可能

会隐藏靠近集水区的 chimap 细节；一个小的 MUA 可能从渠道域延伸到泥石流或山坡

域。这里我们简单地取一个 0.05 平方公里或 500 像素的上坡区域： 

S = STREAMobj(FD,'minarea',500); 

生成的流网络如图 1 所示：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FLOWobj/FLOWobj.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4/04/26/the-difference-between-carving-and-filling-1/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4/05/04/the-difference-between-carving-and-filling-2/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4/05/13/the-difference-between-carving-and-filli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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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流网络 

3.确保所有出口具有相同的高度 

Chimaps 要求河流网络具有相同高度的出口。由于 DEM 通常无法覆盖所有单个溪流的

整个高度范围，因此可能需要以某种方式修剪溪流网络，以使所有相关溪流具有相同的

出口高度。函数 GRIDobj/griddedcontour 和 STREAMobj/modify 在这里派上用场

（另见这篇文章）。Modify 函数非常通用。在这里，我们使用它的选项“upstreamto”，
它需要一个 0 和 1 的 GRIDobj。然后，修改函数将修改流网络，使其仅包含区域上游的

流。我们使用 griddedcontour 的输出并使用函数 bwmorph 稍微修改它以生成四连接

的网格轮廓。四连接的等高线确保可靠地检测到所有穿过等高线的流。 

C = griddedcontour(DEM,[50 50]); 

C.Z = bwmorph(C.Z,'diag'); 

S = modify(S,'upstreamto',C); 

修剪后的流网络如图 2 所示。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GRIDobj/griddedcontour.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4/05/31/modify-your-stream-networ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xel_connectivity#4-connecte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xel_connectivity#4-conn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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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河网减少到在海拔 50m a.s.l 处有出口的河流。 

4.确保所有流域是完整的 

一些流域可能沿着 DEM 边界，其部分区域位于 DEM 域之外。为避免对生成的 chimap
产生边缘效应，这些不完整的流域盆地及其相关河流应从进一步分析中删除。然而，测

试流域是否完整并非易事，此处使用的方法可能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在这里，我选择通过测试它们的边界是否接触 NaN 区域或 DEM 边缘来识别不完整的

盆地。这需要一些硬编码，因为到目前为止 TopoToolbox 中还没有现成的函数。 

% 获取流域 

D = drainagebasins(FD,S); 

 

%获取 NaN掩膜并将其扩大 1个像素。. 

I = isnan(DEM); 

I = dilate(I,ones(3)); 

 

%将边框像素添加到掩膜 

I.Z([1 end],:) = true; 

I.Z(:,[1 end]) = true; 

 

% 获取每个流域的轮廓 

OUTLINES = false(DEM.size); 

for r = 1:max(D); 

OUTLINES = OUTLINES | bwperim(D.Z == r); 

end 

 

%计算每个轮廓与 NaN掩膜共享的分数 

frac = accumarray(D.Z(OUTLINES),I.Z(OUTLINES),[],@mean); 

 

% 网格化分数 

FRAC = GRIDobj(DEM); 

FRAC.Z(:,:) = 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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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Z(D.Z>0) = frac(D.Z(D.Z>0)); 

生成的 GRIDobj FRAC 如图 3 所示。几个盆地的大部分轮廓与 DEM 边界共享，我们

不希望这些成为分析的一部分。 

图 3：流域盆地按其边界接触 DEM 中缺失值的数值着色。 



 

9/270 

基于 GRIDobj FRAC，我们现在修改 STREAMobj，使其仅包含流域与 NaN 掩膜共享少

于 1%的流。同样，我们使用函数 modify： 

S = modify(S,'upstreamto',FRAC<=0.01); 

修剪后的流网络如下所示。不幸的是，大部分网络都被删除了。 

 
图 4：剔除不完整流域的流域网络（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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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到这里 

如您所见，为 chi 分析准备 DEM 和流网络需要付出一些努力。对于这一系列帖子的标

题，我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了。我们可能有很多行代码。但是，现在拥有一个干净的网络

将使以下步骤变得更加容易和直接。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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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行代码的 Chimaps (3) 

发布于 MARCH 7, 2017 更新于 SEPTEMBER 25, 2017 

前两回书(此处和此处)说道，我展示了推导合适的流网络需要一些工作。 今天，我将介

绍最枯燥的部分：背后的数学。 

Chi 分析基于众所周知的流动能量定律 (stream power law, SPL)。 我不会详细介绍 
SPL，但请您参考 Dimitri Lague 的论文（Lague 2014）。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SPL
表明切入河床所需的能量消耗是河流梯度(S)和上坡面积(A)以及一些参数 k、m 和 n 的

函数。将 SPL 与简单的垂直抬升率 U 相结合，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非常简单的河流域

地形演化模型： 

 

高度 z 随时间 t 的任何变化都是由隆起和切口的不平衡引起的。如果两个过程完全平衡，

则高度没有变化。我们处于动态平衡或稳定状态： 

 

我们可以重新排列这个方程并求解 S=dz/dx，其中 x 是从出口测量的流距离。此时我表

示上坡面积是 x 的函数。假设 U 和 k 在空间上是均匀的。 

 

然后，诀窍是从基本水平 z(x0)（出口处的高程）获取 (dz/dx) 相对于 x 的积分。 为
了单位方便，我们还引入了一个参考区域 A0。 

 

现在看起来很复杂。然而，通过用 z 代替左积分，用下式代替右积分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这个方程重写为直线的函数： 

 

一条直线？是的……但前提是我们选择了正确的 m/n 比率。我将在下回书中详解如何做

到这一点。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07/chimaps-in-a-few-lines-of-code-3/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07/chimaps-in-a-few-lines-of-code-3/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07/chimaps-in-a-few-lines-of-code-3/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07/chimaps-in-a-few-lines-of-code-3/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esp.3462/abstract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7/03/eq_1.pn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7/03/eq_2.pn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7/03/eq_3.pn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7/03/eq_4.pn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7/03/eq_4b.pn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7/03/eq_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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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真的是 chi 的一个简短的推导。我可以推荐 paper of Perron and Royden (2013)
以获得更全面的说明。 

参考文献 

Lague, D.: The stream power river incision model: evidence, theory and beyond, Earth Surf. 

Process. Landforms, 39(1), 38–61, doi:10.1002/esp.3462, 2014. 

Perron, J. T. and Royden, L.: An integral approach to bedrock river profile analysis, Earth 

Surf. Process. Landforms, 38(6), 570–576, doi:10.1002/esp.3302, 2013.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esp.3302/abstract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esp.3302/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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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行代码的 Chimaps (4) 

发布于 MARCH 15, 2017 更新于 SEPTEMBER 25, 2017 

 上回书 说道 chi 分析背后的数学。通过对切口的河流动力模型使用积分方法，我们推导

出了一个方程，该方程允许我们将纵向河流剖面建模为 chi 的函数。在上一篇文章的最

后我说过，如果我们选择正确的 m/n 比，即凹度指数，这个模型是一条直线。今天，

我将展示我们如何通过使用函数 chiplot 的非线性优化来获得这个 m/n 比率。 

理想情况下，我们使用处于稳定状态的完美分级流剖面找到 m/n 比。我使用 GUI 
flowpathapp 扫描了许多流，发现了一个不错的流，它可能对应于 Perron 和

Royden(2013)在他们的分析中使用的 Cooskie Creek。 

flowpathapp(FD,DEM,S) 

图形用户界面 flowpathapp 允许对平面河流模式和相应的剖面进行可视化探索。 

菜单导出>导出到工作空间允许将提取的 STREAMobj St 保存到工作空间。然后，我使

用函数 chiplot 来查看不同的 m/n 比值如何影响河流剖面的变换。设置“mnplot”选项

使 chiplot 返回一个具有 chi 变换轮廓的图形，m/n 比率范围为 0.1 到 0.9，步长为 0.1。 

chiplot(S,DEM,A,'mnplot',true,'plot',fals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15/chimaps-in-a-few-lines-of-code-4/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15/chimaps-in-a-few-lines-of-code-4/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15/chimaps-in-a-few-lines-of-code-4/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15/chimaps-in-a-few-lines-of-code-4/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chiplot.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flowpathapp.m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7/03/chimap_04_flowpathapp.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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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mn 比值的 chi 变换河流剖面。 

显然，chi 变换轮廓从低 m/n 值的凹向上变化到高 m/n 值的凸。0.4-0.5 的值似乎是最

合适的，但选择一个值会有点 hand-wavy（译者注：汉语里面真不知道怎么翻译比较合

适）。因此，让我们再次调用该函数，但这次没有任何附加参数。 

C = chiplot(S,DEM,A); 

 
用于 m/n 比最佳值的 chi 变换轮廓。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7/03/chimap_05_mnplot.pn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7/03/chimap_06_chiplot.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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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调用该函数将提示它找到一个最佳的 m/n 值。此外，它将返回一个带有线

性化轮廓的图形。默认情况下，该函数使用优化函数 fminsearch，该函数将改变 m/n，
直到找到一个使 chi 变换轮廓和直线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数最大化的值。那么这个值是多

少？让我们看看输出变量 C： 

C =  

 

          mn: 0.4776 

        mnci: [] 

        beta: 0.1565 

      betase: 2.2813e-04 

          a0: 1000000 

          ks: 114.8828 

          R2: 0.9988 

       x_nal: [581x1 double] 

       y_nal: [581x1 double] 

     chi_nal: [581x1 double] 

       d_nal: [581x1 double] 

           x: [582x1 double] 

           y: [582x1 double] 

         chi: [582x1 double] 

        elev: [582x1 double] 

      elevbl: [582x1 double] 

    distance: [582x1 double] 

        pred: [582x1 double] 

        area: [582x1 double]  

C 是具有大量字段的结构体数组。C.mn 是我们感兴趣的值。它是 0.4776，与之前报告

的 m/n 比率很好地对应，尽管它与 Perron 和 Royden（2013）发现的值 0.36 不同。

当然，这个值可能因河流而异，您应该对其他河段重复分析，以了解 m/n 的可变性。 

好的，我们现在有了 m/n 比率。在我的下回书中，我们最终将生成我们最初设定的

chimap。 

https://de.mathworks.com/help/matlab/ref/fminsear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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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们也可以使用斜坡区图来推导 m/n 比率（参见函数 slopearea）。然而，沿河

的梯度通常比拟合精细问题的剖面和能量定律噪声大得多。我肯定更喜欢 chi 分析而不

是斜坡区分析。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slopea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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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行代码的 Chimaps (5) 

发布于 MARCH 18, 2017 更新于 SEPTEMBER 25, 2017 

 准备好流网络 并配备合理的 m/n 比值后，我们现在准备绘制一个可视化 chi 的平面模

式的 chimap。这些地图的主要兴趣在于流域分界附近的 chi 值，因为相邻流域之间的

巨大差异表明流域重组的瞬态行为。 

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尝试过使用 TopoToolbox 来创建 chimaps。也许您对仅限于

仅使用一个流域的计算并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构数组作为输出的函数 chiplot 感到愤

怒。Chiplot 输出混乱的原因是它相当老了。那时候，我还没有实现现在在 STREAMobj
方法中更常见的节点属性列表。 

意识到 chiplot 的这个缺点，我写了函数 chitransform。chitransform 是我所说的低级

函数，它使用上游累积梯形积分求解 chi 方程 chi-equation（请参阅函数 cumtrapz）。
chitransform 需要一个 STREAMobj 和一个流量累积网格作为输入，以及一个可选的

mn 比率（默认为 0.45）和一个参考区域（默认为 1 平方公里）。它返回一个节点属性

列表，即一个带有 STREAMobj 中每个节点的 chi 值的向量。节点属性列表本质上与派

生它们的 STREAMobj 相关联。然而，它们可以与其他几个 TopoToolbox 函数一起使

用以产生输出。 

好的，让我们为我们的流网络推导 chi 值： 

A = flowacc(FD); % 计算流量累计 

c = chitransform(S,A,'mn',0.4776); 

在下一步中，我们将在灰度山体阴影上绘制一个颜色流网络： 

imageschs(DEM,[],'colormap',[1 1 1],'colorbar',false,'ticklabel','nice'); 

hold on 

plotc(S,c) 

colormap(jet) 

colorbar 

hold off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18/chimaps-in-a-few-lines-of-code-5/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18/chimaps-in-a-few-lines-of-code-5/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18/chimaps-in-a-few-lines-of-code-5/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18/chimaps-in-a-few-lines-of-code-5/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chiplot.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chitransform.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07/chimaps-in-a-few-lines-of-code-3/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cumtrap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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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多西诺三联点的 chimap 

有趣的是，在分水岭两侧，似乎有些地方的 chi 值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受害者”似乎是

向西北排水的相当细长的集水区。让我们放大这些位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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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箭头的 chimap 的详细信息，指示分界迁移的预期方向。 

 

这些显着差异吗？好吧，似乎只看值的范围。然而，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提供

更客观的方法来评估对比 chi 值的重要性及其对分流迁移率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现

在有了一张漂亮的地图，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地貌评估以及门多西诺三联点的构造和地球

动力学解释。 

不幸的是，由于我对该地区非常陌生，因此我必须将讨论留给您。如果有人想分享他或

她的解释，我很乐意在这里提供空间。到目前为止，我希望这几篇关于 chimaps 的文

章对您有用，并提供足够的信息，使您能够自己计算 chimaps。下回书中，我将给出一

个简短的总结，并用另一个例子展示最终可以在几行代码中真正派生出 chimaps。 

  



 

20/270 

几行代码的 Chimaps (终版) 

发布于 AUGUST 18, 2017 更新于 SEPTEMBER 25, 2017 

几周前，我写了一系列关于 chimaps 的博客文章。这篇文章链接到这些帖子以供将来

参考。 

• Part 1:创建 chimap 的概述和方法 

• Part 2:准备流网络 

• Part 3:数学基础 

• Part 4:找到正确的 m/n 比率 

• Part 5:绘制 chi-map 

此外，我想提请您注意由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 Sean Gallen 开发的工具 ChiProfiler。
ChiProfiler 基于 TopoToolbox 函数，提供可视化界面来进行流剖面分析，包括 ksn 和

chi 分析等。试试看！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8/18/chimaps-in-a-few-lines-of-code-final/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8/18/chimaps-in-a-few-lines-of-code-final/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8/18/chimaps-in-a-few-lines-of-code-final/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8/18/chimaps-in-a-few-lines-of-code-final/
https://sites.google.com/site/theseanswebsite/home
https://github.com/sfgallen/ChiProf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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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地形中使用 Chi 分析 (DULAB) 

发布于 NOVEMBER 13, 2020 

这篇博文由 Kobi Havusha 撰写。 Kobi 是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小

组的成员。该博客文章是一个教程，展示了如何应用 TopoToolbox 来研究在实验环境

中模拟的划分动力学。 

在使用本教程之前，请确保您有 TopoToolbox、DEM 文件“Diff_EXP_17hr”、函数

“ChiPrimeTransform”、“ChiAtNearestStream”和“ChiAsymmetry”，可以在这个 GitHub
存储库中找到。 

设置 

在 DULAB （Differential Uplift Landscape-evolution Box）中，我们通过在受控的

实验室环境中应用构造隆升和降水来创建实验地形，以测试差异构造隆升对地形演化

的河流响应。我们的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 

 

在所有实验中，实验岩性是均匀的（硅膏），沉淀是恒定的。 

这里介绍的实验方案包括两个不同的阶段：（1）13 小时的均匀隆起，其中形成排水管

网并建立主要分水岭；（2）6 小时的差异隆起，在此期间地形响应隆起的空间梯度。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1/13/use-of-chi-analysis-in-experimental-landscapes-dulab/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1/13/use-of-chi-analysis-in-experimental-landscapes-dulab/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1/13/use-of-chi-analysis-in-experimental-landscapes-dul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gorenliran/home
https://in.bgu.ac.il/teva/geological/eng/Pages/default.aspx
https://github.com/kobihavu/dulab
https://github.com/kobihavu/dulab
https://github.com/kobihavu/dulab
https://sites.google.com/site/gorenliran/dulab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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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起的空间结构如下： 

 

Chi 分析 

了解分水岭和盆地几何结构稳定性的众多方法之一是查看 Χ 度量中的分水岭对比

(Willett et al. 2014)。 

http://dx.doi.org/10.1126/science.1248765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2.pn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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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展示了如何使用 TopoToolBox 以及从中修改的一些函数对实验的差分隆起

阶段的 DEM 执行 Χ分析。 

首先，让我们通过使用 D8 流路由算法推导流向来可视化地形和排水网络： 

DEM = GRIDobj('Diff_EXP_17hr.tif') % 载入 DEM. 

 

% 将框边界外所有值转换为 NaN 

DEM.Z(DEM.Z<-9998)=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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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 STREAMobj(FD,'minarea',5000); 

 

figure 

 imagesc(DEM) 

 hold on 

 plot(ST,'color','k') 

 hold off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4.pn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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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推导出排水划分网络并计算其属性（划分顺序和距离），并将其绘制成

与划分距离成正比的线宽（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此博客条目）： 

D = DIVIDEobj(FD,ST); 

D2 = cleanedges(D,FD); 

D = divorder(D2,'topo'); 

plot(D,'limit',[0.02 inf],'color','k') 

 axis image 

 box on 

 

如前所述，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岩性和降水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计算 Χ’时假设 K=1。由

于 U 不是均匀的，并且会根据上面显示的空间梯度而变化，因此我们在计算 Χ’时需要

考虑到这一点。为此，我们生成了一个名为“U”的新 GRIDobj，其中包含每个像素的提升

率值。注意：由于我们假设在这种情况下 K=1，所以“U”可以被视为 U 超过 K(U/K)。 

现在让我们绘制“U”网格来查看隆起的空间梯度。 

Ufast = 0.021; % 快的上升率是 0.021 m/hr. 

Umid = 0.016; % 中等上升率是 is 0.016 m/hr. 

Uslow = 0.008; % 慢的上升率是 0.008 m/hr. 

U = DEM; 

U.Z = NaN(DEM.size); 

columns = U.size(2); 

Third = floor(columns/3); % 代表框宽的 1/3. 

U.Z(:,1:Third) = Ufas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5/29/introduction-to-divideobj/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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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Third+1:2*Third 

    U.Z(:,i) = ((i-Third)/(Third))*(Umid-Ufast)+Ufast; 

end 

 

for i=2*Third+1:columns 

    U.Z(:,i) = ((i-2*Third)/(Third))*(Uslow-Umid)+Umid; 

end 

 

imageschs(U) 

hc = colorbar; 

hc.Label.String = 'Uplift rate [m/hr]'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函数 “ChiPrimeTransform” （从 TopoToolbox 中的函数

“chitransform”修改）计算 Χ’并考虑差异隆起模式(Willettetal. 2014)，该函数生成一个

Χ’的节点属性列表沿排水网的值。注：DULAB 通道具有低凹度的特点，因此我们使用

0.15 的 m/n 值。在自然地形中，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A = flowacc(FD); 

chi = ChiPrimeTransform(ST,A,'mn',0.15, 'a0',10000,'UoverK', U); 

plotc(ST,chi) 

axis equal 

hc = colorbar; 

hc.Label.String = '\chi [m]'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7.png


 

26/270 

 

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Χ’值在较高的提升率方面通常较高。现在，让我们更仔

细地看看主要分界线的跨界对比。首先，我们使用函数 “ChiAtNearestStream”（从

TopoToolbox 中的函数“vertdistance2stream”修改）生成一个 GRIDobj，其中包含每

个像素处最近流的 Χ’值。接下来，我们使用函数“ChiAsymmetry”（从 TopoToolbox 中

的函数“asymmetry”修改）计算Χ中的交叉分割对比度，并产生与分割网络的映射结构。

最后，该图显示了山体阴影图像顶部的分水岭网络，分水岭由 Χ’值的对比度着色，箭头

指向预期的分水岭迁移方向。 

C = ChiAtNearestStream(FD,ST,DEM,chi); 

C.Z(isinf(C.Z)) = nan; 

 

[MS,S] = ChiAsymmetry(D,C); 

 

for i = 1 : length(S) 

  S(i).length = max(getdistance(S(i).x,S(i).y)); 

end 

 

figure 

imageschs(DEM,[],'colormap',[.9 .9 .9],'colorbar',false); 

hold on 

 

plotc(D,vertcat(S.rho),'caxis',[0 max(vertcat(S.rho))],... 

'limit',[0.05 inf]) 

 

colormap(gca,flipud(pink)) 

axis image 

hc = colorbar;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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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Label.String = 'Across divide difference in \chi [m]'; 

ix = [MS.order]>15; 

quiver([MS(ix).X],[MS(ix).Y],[MS(ix).u],[MS(ix).v],2,... 

  'color','r','linewidth',1) 

 

title('Across divide difference and direction of higher \chi value') 

 
在这里，我选择在 15 级及以上的分界线段上绘制箭头，以便仅显示沿主分界线的预期

分界迁移方向。可以清楚地看到，指向左侧的箭头表明分水岭向左迁移的预测，这正是

我们在实验继续时观察到的——主要分水岭向抬升率较高的一侧迁移，因为盆地在左尺

寸并在右尺寸上加长。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9.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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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 chi 分析中的边缘效应 

发布于 SEPTEMBER 25, 2017 

使用上坡区域的分析通常要求 DEM 完全覆盖流域。如果沿 DEM 边缘切割集水区，则

上坡区域的值可能太低，流量估计值也是如此。我们如何避免将这些集水区纳入我们的

分析？ 

在我之前关于 chi 分析的一篇文章中，我展示了一个相当长的代码，其中包括那些在

DEM 边缘上具有 20%或更少轮廓的集水区。在这里，我会更加严格。我将删除流网络

中在其上坡区域的 DEM 边缘上具有像素的那些部分。通过这样做，我们确保流域是完

整的，这对于 chi 分析或估算流量至关重要。 

这是代码：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S  = STREAMobj(FD,'minarea',1e6,'unit','map'); 

 

I  = GRIDobj(DEM,'logical'); 

I.Z(:,:) = true; 

I.Z(2:end-1,2:end-1) = false; 

 

I  = influencemap(FD,I); 

influencemap 函数获取所有边缘像素并得出它们会影响下游的那些像素。同样，这将

是一个逻辑 GRIDobj，其中真值是指可能受边缘效应影响的像素。让我们使用 modify
函数从流网络 S 中删除这些像素。 

S2 = modify(S,'upstreamto',~I); 

D  = drainagebasins(FD,S2); 

imageschs(DEM,[],'colormap',[1 1 1],'colorbar',false) 

[~,x,y] = GRIDobj2polygon(D); 

hold on 

plot(x,y); 

plot(S,'k') 

plot(S2,'b','LineWidth',1.5)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9/25/avoiding-edge-effects-in-chi-analysi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9/25/avoiding-edge-effects-in-chi-analysis/


 

29/270 

边缘未受影响的流网（蓝色）及其流域（绿色）。可能受影响的河流网络显示为灰色实线。 

好的，现在您有了一个不受边缘效应影响的流域网络，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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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nferiority 

发布于 DECEMBER 31, 2018 更新于 AUGUST 20, 2020 

我只需要以一篇快速的博客来结束这一年……而这一篇——再一次——关于 chimap。 

我想了不同的方式来显示 chimap。 chimap 通常使用流网络绘制。然而，为此，chimap
与其说是关于河流网络，不如说是关于流域分水岭以及它们在未来可能如何迁移。此外，

势分迁移的距离取决于分界两侧 chi 值的相对差异，而不是绝对值。我们如何创建反映

这些信息的地图。 

这是一个想法：首先，我们创建河流网络的 chi 变换（参见函数 chitransform）。然

后我们将这些 chi 值映射到整个网格。这可以通过新函数 mapfromnal 来实现，它允

许您将流网络中的值映射到其最近的上游贡献像素。然后，我们将在分界周围推导出一

些像素宽的 chi 值边缘，并计算它们的空间平均值。将 chi 值除以这些空间平均值，

然后量化划分的某些部分是受害者还是侵略者的程度。由于受害者有更高的价值，我称

这个指标为 chi-inferiority。 

现在这里是代码：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S   = STREAMobj(FD,'minarea',500); 

S   = removeedgeeffects(S,FD); 

[~,zb] = zerobaselevel(S,DEM); 

A   = flowacc(FD); 

 

c   = zb + chitransform(S,A); 

C   = mapfromnal(FD,S,c); 

D   = drainagebasins(FD,S); 

 

for r = 1:max(D) 

    I = D==r; 

    I = erode(I,ones(21)) & I; 

    C.Z(I.Z) = nan; 

end 

 

C1 = dilate(C,ones(21));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12/31/x-inferiority/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12/31/x-inferiority/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12/31/x-inferiority/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chitransform.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FLOWobj/mapfromn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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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 erode(C,ones(21)); 

 

C  = C/((C1 + C2)/2); 

imageschs(DEM,C,'colormap',ttscm('vik'),... 

    'colorbarylabel','\chi-inferiority',... 

    'ticklabels','nice'); 

hold on 

plot(S,'k') 

hold off 

 
Big Tujunga 集水区的 chi-inferiority 地图。着色基于 FabioCrameri 的科学颜色映射中的 vik

颜色映射。 

祝大家新年快乐！ 

  

http://www.fabiocrameri.ch/colourmap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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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ratio 的贝叶斯优化 

发布于 OCTOBER 24, 2017 更新于 SEPTEMBER 10, 2021 

如果河流剖面处于隆起和切入之间的动态平衡，并且如果我们对稳定隆起和河流动力切

入定律(SPL)的简化假设成立，则河流剖面是向上凹的。凹度源自 SPL，它指出沿河坡度

S 与上坡面积 A 成正比，并以负 mn-ratio 取幂。 

 

我在这篇博客中多次提到了 mn-ratio。通常，我们使用 TopoToolbox 中包含的斜坡区

图或 chi 分析来计算它。然而，这些方法通常缺乏一致的方式来表达 mn-ratio 的不确

定性。缺乏一致性是由于拟合自相关数据而无法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 

今天，我想介绍一个新函数，它使用贝叶斯优化和交叉验证来找到合适的 mn-ratio。虽

然贝叶斯优化旨在找到涉及众多变量的目标函数的最佳值，但以 mn 作为唯一变量来解

决优化问题很好地说明了该方法。 

贝叶斯优化 在有界域中找到一个标量值函数的最小值。在分类问题中，这个值可能是分

类损失，即为错误分类付出的代价。在回归问题中，该值可能是指残差平方和。该值也

可以使用交叉验证得出，这是一种评估模型预测性能的常用方法。这种交叉验证方法可

能只考虑数据的随机子集，这意味着对于同一组输入参数，要优化的值可能不同。贝叶

斯优化可以处理随机函数。 

现在我们如何应用贝叶斯优化来找到正确的 mn-ratio？新函数 mnoptim 使用 chi 分析

来线性化长河剖面。如果有多个河流集水区（或排水网络树），该函数将选择这些树的

随机子集以适应 mn-ratio，然后用另一组流域进行测试。这使我们能够评估从一个流域

得出的 mn-ratio 实际上可以如何应用于另一个流域。目标是推导出最适用于其他流域

的 mn-ratio。 

现在让我们使用新函数 mnoptim 来试试这个。这是我将用于台湾省整个 SRTM-3 DEM
的代码。我将河流网络剪裁到 300m 等高线上游区域，以避免冲积低洼河段的影响。 

DEM = GRIDobj('taiwan.tif'); 

FD = FLOWobj(DEM); 

S  = STREAMobj(FD,'minarea',1e6,'unit','map'); 

C  = griddedcontour(DEM,[500 500],true); 

S  = modify(S,'upstreamto',C); 

A  = flowacc(FD); 

[mn,results] = mnoptim(S,DEM,A,'optvar','mn','crossval',true); 

% 如果需要，我们可以细化结果 

results = resume(result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10/24/bayesian-optimization-of-the-mn-ratio/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10/24/bayesian-optimization-of-the-mn-ratio/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10/24/bayesian-optimization-of-the-mn-ratio/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10/24/bayesian-optimization-of-the-mn-ratio/
https://de.mathworks.com/help/stats/bayesian-optimization-algorithm.html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mnoptim.m
https://www.codecogs.com/eqnedit.php?latex=S&space;/sim&space;A%5e%7b-/frac%7bm%7d%7bn%7d%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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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一个 mn的最优值: 

bestPoint(results) 

 

ans = 

 

  table 

 

      mn    

    _______ 

 

    0.41482 

 
不同 mn-ratio 值的估计预测损失。 

现在这很好地推导出了 0.415 的最佳 mn 值，该值接近于经常报告的值 0.45。此外，根

据该图，我们对该值的不确定性有所了解。在具有频繁关键点的瞬态环境中，mn-ratio
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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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mnoptim 需要最新版本的 MATLAB：2017b，以及统计和机器学习工具箱。

它也与 2017a 一起运行，但届时将无法使用并行计算。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mnopti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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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noptimvar 找到正确的 mn-ratio  

发布于 MARCH 25, 2021 

基于流能模型的河流剖面分析通常需要找到正确的 mn-ratio（也称为凹度指数 theta）。
虽然许多研究人员经常提到标准值 0.45，但没有太多理由相信这个值是普遍有效的。这

个问题很关键。许多指标，如ksn或chi对mn-ratio的变化非常敏感（参见BorisGailleton
及其同事最近的论文）。 

TopoToolbox 具有使用贝叶斯优化来找到合适的 mn-ratio 的函数（mnoptim，请参阅

此博客文章）。如果研究区域由多个流域组成，则该函数使用交叉验证找到最佳值。这

意味着，它在流域的一个子集中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价值，并用剩余的集水区对其进行了

测试。当大多数流域处于稳定状态时，这种方法效果很好。 

但是，如果您的研究地点仅由一个流域组成，并且——更棘手的是——具有多个尖点，

会发生什么？那么，找到一个最佳的 mn 值就更困难了，而且可能不可靠。很高兴，

TopoToolbox 有一个函数可以在这里提供帮助：mnoptimvar。 

mnoptimvar 背后的想法是，如果剖面处于稳定状态或经历了基础水平或隆起的变化，

则流网络的剖面应该在 chi 空间中折叠成一条线，这表现为一组正在移动的拐点或过度

陡峭的斜坡上游。这些拐点应该聚集在相同的 chi 值上。请注意，这些假设应适用于您

的流域，否则 mnoptimvar 的结果可能存在缺陷。 

mnoptimvar 现在试图找到 mn-ratio，以最小化相似 chi 值的高程值的可变性。这种方

法与 Stefan Hergarten 及其同事在 2016 年提出的 chi-disorder 方法几乎相同，但

mnoptimvar 通过让用户选择不同的方法来测量每个 chi 值的可变性来扩展这种方法。

例如，可以通过使用函数@robustcov 选择一种稳健的度量来最小化 chi-disorder。 

好的，让我们看看 mnoptimvar 的作用，并将结果与 mnoptim 进行比较。之前，让我

们加载 BigTujunga 示例 DEM 并提取最大的河网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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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klargestconncomps(S); 

A   = flowacc(FD); 

plotdz(S,DE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3/25/finding-the-right-mn-ratio-using-mnoptimva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3/25/finding-the-right-mn-ratio-using-mnoptimva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3/25/finding-the-right-mn-ratio-using-mnoptimvar/
https://doi.org/10.1002/essoar.10505724.1
https://doi.org/10.1002/essoar.10505724.1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mnoptim.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mnoptimvar.m
https://doi.org/10.5194/esurf-4-1-2016
https://doi.org/10.5194/esurf-4-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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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Tujunga 集水区的河流剖面 

首先，让我们使用 mnoptim 来获得 mn-ratio 的第一个估计值。 我们搜索介于 0.1 
和 1 之间的值范围并将选项 crossval 设置为 false，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流域。 

mn = mnoptim(S,DEM,A,'mnrange',[0.1 1],'crossval',false,... 

    'plot',false); 

mn1 = mn.mn 

 

mn1 = 

 

    0.3566 

请注意，mn-ratio 相对较低。但是，如果您重新运行分析，您的值可能会略有不同。 

现在，让我们试试mnoptimvar。我们使用@robustcov作为匿名函数来减少chidisorder，
但您也可以尝试其他可变性度量（例如@std、@range、@mad）。 

mn2 = mnoptimvar(S,DEM,A,'varfun',@robustcov) 

 

mn2 = 

 

    0.4475 

默认情况下，mnoptimvar 还返回一个图，显示具有最低 chidisorder 的平均 chi 曲线。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3/mnoptimvar_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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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optimvar返回的绘图 

两个 mn-ratio 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嗯，目前很难判断。将两个 chi 图一起绘制可能是

有启发性的（请注意，我使用的是函数 subplotlabel，它可以在此处找到）。 

subplot(2,1,1) 

c1 = chitransform(S,A,'mn',mn1); 

plotdz(S,DEM,'distance',c1); 

h(1) = subplotlabel(gca,['mn = ' num2str(mn1)]); 

subplot(2,1,2) 

c2 = chitransform(S,A,'mn',mn2); 

plotdz(S,DEM,'distance',c2); 

h(2) = subplotlabel(gca,['mn = ' num2str(mn2)]); 

bigger(h,6)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subplotlabel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3/mnoptimvar_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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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对于使用函数 mnoptimvar 导出的 mn-ratio 接近 0.45，chi 曲线更直接一

些。对于这个值，这些线似乎也更好地折叠成流域下部的一条线。最后，该值接近

mn=0.45，这让我有点害怕。这个值到底是普遍的吗？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3/mnoptimvar_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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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分水岭 

发布于 DECEMBER 2, 2019 更新于 AUGUST 20, 2020 

划分流动性和流动网络配置的变化是这些冬天的热门话题。流域划分的移动性如何，是

什么控制了它们的流动性，涉及的时间尺度是什么，以及移动的划分如何影响从数字高

程模型得出的其他指标？ 

一些研究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哪些指标可用于表征分裂运动（Forte and Whipple, 2018, 
Scherler and Schwanghart, 2019）。例如，有允许我们绘制流域网络配置中的空间不

平衡的 chimap。然而，这些不平衡是否真的转化为分裂运动，或者这些运动是否会在

遥远的将来发生，仍不清楚。吉尔伯特度量反过来量化了山坡梯度（或其他类似度量）

的跨界差异，因此可以为实际沿或接近分界的过程提供更合适的代理。为此，查看这两

种类型的指标通常很有用。 

现在，你知道我喜欢可视化。而今天，我想简要展示如何将山坡和划分几何与两条相邻

河流的纵向河流剖面相结合。我希望提供计算方法来自动推导出这样的配置文件，这可

能会非常有见地。 

该示例使用我们首先加载的 Big Tujunga 数据。我们推导出流向和流网络。我们只会使

用干线河流。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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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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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trunk(S); 

在下一步中，我将提取两条源自所谓的赤老平原的河流，并排干这片低地势的遗迹地星。

请注意，extractconncomps 是一个交互式函数，您需要自己手动选择主干河流。 

extractconncomps(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2/02/crossing-divid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2/02/crossing-divid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2/02/crossing-divid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2/02/crossing-divides/extract_connco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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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条干流绘制为剖面(plotdz)会生成两个剖面，它们的出口设置为距离值 0。这不是那

么直观，我实际上希望河道头应该彼此相对。 

所以，这里有一个小技巧，我可以用它来连接两条河流，从而生成一条跨越分水岭的路

径。首先，我将两条河流的 STREAMobj 转换为 GRIDobj。然后，我运行灰度加权距离

变换来计算从其中一条河流的出口到 DEM 中所有其他像素的成本最低的路径。从一个

像素移动到另一个像素的成本是海拔，但我降低了河流本身的权重，这迫使算法沿着河

网运行。 

GS = STREAMobj2GRIDobj(S); 

DEMaux = DEM; 

DEMaux.Z(GS.Z) = 1; 

IX = streampoi(S,'outlet','ix'); 

DEMaux.Z = graydist(DEMaux.Z,IX(1)); 

imageschs(DEM,DEMaux)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2/02/crossing-divides/cds_plot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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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有一个新的 GRIDobj DEMaux。我选择这个变量名是因为 DEMaux 代表一些辅

助地形（相同的方法实际上用于通过 DEM 中的平坦部分或封闭坑进行布线）。 

现在我使用这个辅助地形来计算一个 FLOWobj 和一个来自第二个通道出口的

STREAMobj。产生的水流从第二个通道的出口开始，向上游流动，穿过分界线，然后沿

着第一个通道的路线直到它的出口。 

FDaux = FLOWobj(DEMaux); 

Saux = STREAMobj(FDaux,'channelhead',IX(2)); 

 

% 画他 

figure 

subplot(1,2,1) 

imageschs(DEM,[],'colormap',[1 1 1],'colorbar',false) 

hold on 

plot(Saux,'LineWidth',2); 

subplot(1,2,2) 

plotdz(Saux,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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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这很整洁。现在，除此之外，我可能还想将河流和交叉分割曲线与 chi 值一起绘

制。 

A = flowacc(FD); 

c = chitransform(S,A); 

[~,zb] = zerobaselevel(S,DEM); 

c = c + zb; 

 

C = GRIDobj(DEM); 

C.Z(S.IXgrid) = c; 

caux = getnal(Saux,C); 

 

figure 

plotdz(Saux,DEM,'type','area') 

hold on 

plotdz(Saux,DEM,'color',caux) 

h = colorbar; 

h.Label.String = '\chi [m]'; 

hold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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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这就是我想要的。编程干的漂亮！ 

参考文献 

Forte AM, Whipple KX. 2018. Criteria and tools for determining drainage divide stability.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493 : 102–117. DOI: 10.1016/j.epsl.2018.04.026 
Scherler D, Schwanghart W. 2019. Identification and ordering of drainage divides in 

digital elevation models. Earth Surface Dynamics Discussions : in review (open 

discussion esurf-2019-51). 
  

https://doi.org/10.1016/j.epsl.2018.0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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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检测拐点 

在河流剖面中寻找拐点 

发布于 JUNE 29, 2018 更新于 JUNE 29, 2018 

您是否知道 TopoToolbox 具有识别河流剖面中的拐点的函数？好吧，如果你不知道，

现在你知道了。 

该函数称为 knickpointfinder。它使用一种算法，将严格向上凹的轮廓调整为实际轮廓。

实际轮廓与凹向上轮廓之间的偏移发生在实际轮廓具有凸面的地方。放松偏移量达到最

大值的凹面约束将凹面轮廓调整为实际轮廓。knickpointfinder 迭代地调整配置文件，

直到偏移量低于指定的公差值。看看下面的动画，它可能解释了一千多字。 

  

knickpointfinder 帮助中的示例动画。 

使用 knickpointfinder 很容易。只需查看函数帮助以运行结果如上所示的示例。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6/29/finding-knickpoints-in-river-profil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6/29/finding-knickpoints-in-river-profil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6/29/finding-knickpoints-in-river-profiles/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knickpointfind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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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的网络和确定的拐点（红色方块）的最终结果。 正方形的大小与实际轮廓和严格向

上的凹形轮廓之间的偏移有关。 

让我们知道 knickpointfinder 是否适合您的需求。请注意，此算法尚未发布，因此如果

您在工作中使用此算法，请感谢我们的 TopoToolbox 论文。 

  

http://dx.doi.org/10.5194/esurf-2-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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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knickpointfinder 一同工作 

发布于 MARCH 2, 2019 更新于 DECEMBER 30, 2020 

我从这个博客上的大量评论中了解到，knickpointfinder 函数似乎很受欢迎。但是，使

用函数的输出通常会带来一些困难。所以这里有一篇关于 knickpointfinder 的短文。 

让我们首先加载并准备一些数据：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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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klargestconncomps(S); 

在前四行代码中，我加载了 Big Tujunga 流域的 DEM，导出了流向（存储在 FD 中，

FLOWobj 的一个实例），然后基于 1000 像素的最小支持流域面积提取了流网络 S 约

0.9 平方公里。在最后一行中，我将河流网络剪裁到最大的连接河流网络，即在本例中

最大的流域。 

现在我们准备运行 knickpointfinder： 

[zs,kp] = knickpointfinder(S,DEM,'tol',30,'split',false); 

 

如果“plot”设置为 true，则 knickpointfinder 函数显示的动画输出。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3/02/working-with-knickpointfinde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3/02/working-with-knickpointfinde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3/02/working-with-knickpointfinder/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knickpointfinder.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knickpointfinder.m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8/06/knickpointfinder1.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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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函数采用流网络 S、数字高程模型 DEM，然后是一些参数名称-值对。knickpointfinder
通过迭代地移除与实际轮廓具有最大垂直偏移的那些位置处的曲率约束来重建实际纵

向轮廓。几次迭代后，垂直偏移减小，“tol”设置算法应该停止的最小垂直偏移。tol 的值

应反映纵向河流剖面数据中固有的不确定性（Schwanghart and Scherler, 2017）。 

’split’允许并行运行函数。该函数将流网络拆分为连接的组件（请参阅函数

STREAMobj2cell）并将每个组件发送给各个工作员。然而，只有在有多个流域的情况

下，并行执行才会更快。因为我们在这个例子中只有一个，所以我将“split”设置为 false。
还有其他选项可以控制详细和视觉输出，您可以通过键入来探索这些选项 

help knickpointfinder 

现在，knickpointfinder 返回了两个输出变量：zs 和 kp。zs 是一个包含重建河流剖面

的节点属性列表。您可以使用 plotdz 绘制它。 

plotdz(S,DEM) 

hold on 

plotdz(S,zs) 

hold off 

 

kp 是一个包含各种信息的结构数组。 

kp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9/03/kp_plotdz_compar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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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 =  

 

  struct with fields: 

 

           n: 26 

           x: [26×1 double] 

           y: [26×1 double] 

    distance: [26×1 double] 

           z: [26×1 double] 

      IXgrid: [26×1 double] 

       order: [26×1 double] 

          dz: [26×1 double] 

         nal: [6985×1 logical] 

诚然，这有点混乱，未来会有一些变化。但这仍然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现在结构字段包

含什么？kp.n 为 26。因此，该算法已识别出 26 个关键点。kp.x 和 kp.y 包含坐标，kp.z
包含拐点的高程。到出口的距离存储在 kp.distance 中。kp.IXgrid 包含 DEM 中的线性

索引。TopoToolbox 与线性索引一起工作很多，因此这个输出非常重要。kp.order 包

含用于识别短点的顺序。但是，几个 knickpoints 可能具有相同的顺序，因此该信息不

是很有意义。kp.dz 是识别关键点时建模轮廓之间的垂直偏移量。最后，kp.nal 是一个

逻辑向量和一个节点属性列表。它允许索引到其他节点属性列表。 

现在，这里有一些你可能想要对结构数组 kp 做的事情。 

1.画个图 

imageschs(DEM) 

hold on 

plot(S,'k'); 

plot(kp.x,kp.y,'ko','MarkerFaceColor','w') 

hold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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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绘制纵向河流剖面图 

plotdz(S,DEM); 

hold on 

plot(kp.distance,kp.z,'ko','MarkerFaceColor','w') 

hold off 

 

 

3.在 chi 空间中绘制纵向河流剖面图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9/03/kp_map.pn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9/03/kp_plotdz.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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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flowacc(FD); 

c = chitransform(S,A,'mn',0.45); 

plotdz(S,DEM,'distance',c); 

hold on 

[~,locb] = ismember(kp.IXgrid,S.IXgrid); 

ckp = c(locb); 

plot(ckp,kp.z,'ko','MarkerFaceColor','w') 

hold off 

xlabel('\chi [m]') 

 

4.导出为 shp 文件 

MS = STREAMobj2mapstruct(S); 

shapewrite(MS,'streamnet'); 

MKP = struct('X',num2cell(kp.x),'Y',num2cell(kp.y),'Geometry','Point',... 

             'dz',num2cell(kp.dz)); 

shapewrite(MKP,'knickpoints'); 

好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流程，您可以轻松地将其应用于您自己的 DEM。试试看。 

参考文献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9/03/kp_plotdz_chi-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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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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i.org/10.5194/esurf-5-82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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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knickpointfinder 时应该选择哪个公差？ 

发布于 MARCH 4, 2019 更新于 AUGUST 20, 2020 

波茨坦地学研究中心的 Kai Deng 评论了我之前在 knickpointfinder 上的帖子，并提出

了关于参数“tol”的问题： 

[…]关于参数“tol”的一个问题。您说“tol 的值应该反映纵向河流剖面数据中固有的不确定

性”。但是，我仍然对如何将这句话翻译成代码感到困惑，或者换句话说，如何通过一些

基于代码的标准来验证我对 tol 的选择？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tol”参数决定了探测器将检测到多少个小点，我们可能不想错过

一个小点。同时，我们知道河流剖面数据通常有一些错误的值，我们不想选择仅仅是数

据假象的关键点。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tol’值呢？ 

我写道，“tol 的值应该反映纵向河流剖面数据中固有的不确定性”。更具体地说，我认

为应该选择高于测量和真实河流剖面之间的最大预期误差的公差值。使用较低的容差值，

我们可能会增加误报率，即我们选择由人工制品引起的关键点的概率。 

现在，我们立即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错误。当然，大多数常见的 DEM 产品都

有质量衡量标准，但通常这些不适用于沿谷底测量的值，至少如果您采用常见的全球

DEM 产品，例如 SRTM、ASTER GDEM 等（Schwanghart and Scherler, 2017）。通

常，也没有重复测量。因此，我们无法像在实验室测量的情况下那样估计误差。 

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河流剖面应该在下游单调下降。至少，这对

于水面是正确的，但不一定是河床高程（例如，由于存在浅滩序列）。因此，流网络上

像素的高程应该低于或等于其上游邻居的高程。如果不是，则该值可能是错误的（无论

出于何种原因）。我说“可能”，因为上游像素也可能具有错误的低值。 

下面的代码演示了我们如何确定这些错误：通过下游最小值强制(imposemin)和上游最

大值强制(cummaxupstream)。如此生成的绘图中的阴影区域（这里我显示了一个缩放

版本）显示了这些值之间的差异。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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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klargestconncomps(S); 

zmax = cummaxupstream(S,DEM); 

zmin = imposemin(S,getnal(S,DEM)); 

plotdzshaded(S,[zmin zmax]) 

hold on 

plotdz(S,DEM,'color','k')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3/04/which-tolerance-should-i-choose-when-using-knickpointfinde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3/04/which-tolerance-should-i-choose-when-using-knickpointfinde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3/04/which-tolerance-should-i-choose-when-using-knickpointfinder/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imposemin.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cummaxupstrea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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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区域显示上游最大值和下游最小值施加的差异。 

海拔之间的最大差异是我们从剖面估计的最大相对误差。 

max(zmax-zmin) 

 

ans = 

 

    43 

现在我们可能希望将此高度差作为 knickpointfinder 的容差值。但是，如果我们的配置

文件以一些正或负异常值为特征，则此值可能非常高。这只会导致很少的关键点（如果

有的话）。因此，我们可以对基于分位数的误差进行更稳健的估计。从这个意义上说，

稳健意味着：对异常值稳健。所提出的技术是约束正则化平滑(constrained regularized 
smoothing，CRS) (Schwanghart and Scherler, 2017)。 

什么是约束正则化平滑？它是一种基于分位数回归技术的水文校正 DEM 方法。虽然最

小值或最大值施加分别呈现水文条件的两个极端—— 雕刻和填充——CRS（quantile 
carving，相似但不平滑）是一种混合技术，并返回沿 tau 的分位数运行的河流纵向剖面

数据。为什么这是首选？仅仅是因为我们不希望生成的轮廓的形状主要由最大量级的误

差决定。 

以下是如何使用分位数 0.1 和 0.9 应用分位数雕刻。 

z90 = crs(S,DEM,'K',1,'tau',0.9); 

z10 = crs(S,DEM,'K',1,'tau',0.1); 

max([z90-z10])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crs.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4/04/26/the-difference-between-carving-and-filling-1/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quantcarve.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quantcarv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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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 

 

   41.7629 

当然，最大差值低于先前通过最小值和最大值强制获得的值。但不是很多。如果我们添

加一些额外的误差，让我们看看算法的性能如何。 

IX = randlocs(S,10); 

IX = find(ismember(S.IXgrid,IX)); 

z = getnal(S,DEM); 

z(IX) = z(IX) + sign(randn(numel(IX),1))*100; 

plotdz(S,z) 

河流剖面图有一些额外的误差。 

让我们计算雕刻和填充之间的区别。 

zmin = imposemin(S,z); 

zmax = cummaxupstream(S,z); 

max(zmax-z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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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 

 

110 

那么我们基于 CRS 算法的不确定性估计呢？ 

z90 = crs(S,z,'K',1,'tau',0.9); 

z10 = crs(S,z,'K',1,'tau',0.1); 

d = max(z90-z10) 

 

d = 

 

41.7629 

CRS 结果完全不受少数异常值的影响。这意味着，它使我们能够得出关于数据不确定性

的相当稳健的估计。 

此外，我们可以使用 CRS 校正的配置文件作为 knickpointfinder 的输入，因为我们已

经过滤了数据中的尖点。由于高程经常被高估，您可以直接使用节点属性列表 z10。 

我已经表明，您可以使用从河流剖面得出的不确定性估计值作为 knickpointfinder 的直

接输入。但是，有几点需要注意： 

1. 在使用 CRS 之前不要雕刻或填充您的数据。否则，您的不确定性估计是有缺陷

的。 

2. 不确定性估计可能无法可靠地检测数据中的真实不确定性。始终交叉检查不确

定性估计值是否太低或太高。 

3. 我还没有谈到同样控制不确定性估计的平滑度参数“K”。较大的 K 值可能会增加

不确定性估计。 

4. C 对于非常大的河网，CRS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考虑从数据子集估计容差值。 

5. 您还可以在 knickpointfinder 中使用公差的节点属性列表，从而考虑空间变化

的公差。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添加一些偏移量，因为 CRS 可能指示不确定性

为零的区域，从而高估数据的真实精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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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i.org/10.5194/esurf-5-82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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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pingapp - 一个沿着河网绘制点的小工具 

发布于 NOVEMBER 15, 2018 更新于 NOVEMBER 16, 2018 

TopoToolbox 有一个新工具。OK，这是一个功能有限的小工具，但如果您的目标是沿

着河流网络绘制点，它可能会有所帮助。“地图点可以在任何 GIS 中轻松完成！”，您可

能会想。没错，但由于我目前正在研究河流剖面中的拐点（另请参见自动的

knickpointfinder），我编写了这个工具来快速绘制河流网络平面图和剖面视图中的拐

点。 

所以，这个就是 mappingapp。试试看。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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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pingapp(DEM,S) 

mapping-app.一个小工具，用于绘制沿河流剖面的拐点。 

目前，GUI 仅限于一些基本工具。您可以标绘一个自动捕捉到河网 S 的点。缩放工具允

许您导航 DEM。您可以使用+按钮添加新点。这将使前一点永久化并在表中添加一个新

行。最后，可以将表导出到工作区。该表包含坐标和 z 值以及 IXgrid 列。IXgrid 包含

DEM 中的线性索引。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11/15/mappingapp-a-tiny-tool-to-map-points-along-river-network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11/15/mappingapp-a-tiny-tool-to-map-points-along-river-network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11/15/mappingapp-a-tiny-tool-to-map-points-along-river-network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11/15/mappingapp-a-tiny-tool-to-map-points-along-river-network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6/29/finding-knickpoints-in-river-profiles/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mappinga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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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pingapp 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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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网络上的点模式 (PPS) 

将 PPS 实例导出为 shapefile 

发布于 JULY 13, 2021 

一位 TopoToolbox 用户最近在此博客上发表了评论，并询问如何将存储在 PPS 对象实

例中的一组拐点导出到 shapefile。由于这可能是许多人希望看到回答的问题，我想我

专门写一篇简短的博客文章。 

因此，让我们再次使用 Big Tujunga 数据。我们加载 DEM，导出流向，提取河网，对

其进行修改，然后使用 knickpointfinder 识别河流拐点。然后我们使用函数 plotpoints
绘制数据。请注意，此函数在获取确定点的大小和颜色的附加标记（或属性）方面非常

灵活。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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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klargestconncomps(S); 

[~,kp] = knickpointfinder(S,DEM,'tol',20,'split',false,'plot',false); 

P = PPS(S,'PP',kp.IXgrid,'z',DEM); 

 

plot(S) 

hold on 

plotpoints(P,'sizedata',kp.dz,'colordata',DEM) 

axis image 

hold off 

xlabel('Easting [m]'); 

ylabel('Northing [m]'); 

bubblelegend('Location','Northwes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7/13/export-a-pps-instance-as-shapefil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7/13/export-a-pps-instance-as-shapefil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7/13/export-a-pps-instance-as-shapefile/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PPS/plotpoints.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PPS/plotpoint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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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MATLAB 和 TopoToolbox 通常提供可视化和分析这些数据所需的一切，但许多

人可能希望继续在 GIS 中进行分析。这意味着，您需要以 GIS 可以读取的格式导出数

据。为此，shapefile 仍然是一种方便的格式。 

TopoToolbox 具有多种导出数据的函数，例如 

• GRIDobj2geotiff 用于将 GRIDobj 写入栅格化格式 

• STREAMobj2mapstruct 和 shapewrite 的组合用于流网络 

• PPS 对象的函数 shapewrite 

在这里，我将展示如何将 shapewrite 与 PPS 实例一起使用。此函数的优点是它同时写

入流网络（如果您将“streams”选项设置为 true）和点，并且它允许用户定义许多应与

点关联的属性。添加属性是通过选项“标记”完成的，该选项接受一个单元数组，其中包

含要使用的字段名称和包含属性的向量。请注意，函数 getmarks 有助于从 GRIDobjs
和节点属性列表中提取这些属性。下面是一个提取存储在结构 kp 中的拐点突起度和从

DEM 中提取的高程的示例。此外，您可以提取每个拐点的上游距离和上坡区域。 

shapewrite(P,'points.shp','marks',... 

    {'dz',kp.dz,... 

     'elev',getmarks(P,DEM),... 

     'distup',getmarks(P,S.distance),... 

     'A_km2',getmarks(P,flowacc(FD)*DEM.cellsize^2/1e6)},... 

     'streams',true); 

请注意，shapewrite 不会写入.prj 文件，因此您需要在 GIS 中为这些 shapefile 分配坐

标参考系统。在我设法实现处理最近添加到地图工具箱中的坐标系的新函数之前，这个

缺点仍然存在。 

我希望这种方法适用于您的目的。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PPS/shapewrite.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PPS/getmarks.m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7/knicks.png


 

60/270 

流网络上的点模式（1） 

发布于 APRIL 9, 2021 

我们 关于流网络点模式的新论文刚刚在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上

发表，并且是开放获取的（感谢 DEAL 协议）。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谈谈新的 PPS
类是什么以及它有什么用处。 

 

好吧，让我先来看看河流上或沿河的点所代表的现象。在地貌学中，这些点可以是拐点、

滑坡坝、海狸坝、木塞、浅滩列、超大巨石或堤坝倒塌。此外，点可能代表在洪水事件

之前插入的床载示踪剂，现在分布在下游。在生态学中，点可以代表一些水生物种的目

击事件，在地质考古学中，这些点可能是沿河建造的一些古老的磨坊。现在，这些现象

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被限制在河流上或河流旁边，在分析这些现象时必须考虑到这一限

制。 

新的 TopoToolbox 类 PPS 提供了一组工具来研究此类现象。将流网络和点模式组合到

一个类中极大地简化了工作流程以及数据和函数的组织。这些函数基于为分析流网络上

的点而定制的技术，部分是为其他目的而开发的函数的简单包装。这些函数共同封装并

实现了点模式分析（空间统计的一个分支）的理论。 

但让我从一个同样在论文中展示的例子开始。要运行该示例，您需要下载并安装最新版

本的 TopoToolbox.。此外，您将需要下载完美的世界示例，这是一个合成 DEM，已使

用 TTLEM 模拟，使用流功率切割法进行侵蚀和简单的块状隆起。模拟运行了一段时间，

以使生成的表面或多或少处于稳定状态。 

DEM = readexample('perfectworld'); 

现在，让我们推导出流向和流网络并绘制结果。 

FD  = FLOWobj(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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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imageschs(DEM,DEM,'colorbar',true,'ticklabels','nice',... 

    'colormap',landcolor,... 

    'exaggerate',3,'colorbarylabel','Elevation [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4/09/point-patterns-on-stream-networks-1/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4/09/point-patterns-on-stream-networks-1/
https://doi.org/10.1002/esp.5127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0969837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uthor-resources/Journal-Authors/open-access/affiliation-policies-payments/german-projekt-deal-agreement.html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4/p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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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 on 

plot(S,'k','LineWidth',1.5) 

hold off 

 

任何统计研究的起点都是所研究的现象是否纯粹是随机的，或者是否存在一些可能值得

探索的确定性成分。通常，我们希望是后者。我们将从完全空间随机性的情况开始，使

用泊松点过程在网络上随机分布点。检查以下代码中的第二行，该代码显示如何通过提

供流网络 S、每流米点的密度和 DEM 来构造 PPS 的实例。随后，我们将流网络与点一

起绘制。重载的绘图方法使这变得非常简单。 

rng(3) 

P = PPS(S,'rpois',0.0001,'z',DEM); 

 

plot(P,'markeropts',{'markersize',7},'lineopts',{'color',[.6 .6 .6]}) 

box on 

axis image 

ax = gca; 

ax.XAxis.Exponent = 0; 

ax.YAxis.Exponent = 0; 

ax.XTick = [10000 100000]; 

ax.YTick = [10000 100000]; 

ax.YTickLabelRotation = 90;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4/pps_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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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quadratcount 测试完全空间随机性。该函数将流网络划分为多个单独的段，然后

使用 chi^2 分布测试每个段中的计数是否遵循泊松分布。 

q = quadratcount(P,'voronoi',true,'seglength',10000); 

q 

 

q =  

 

  struct with fields: 

 

     labelnal: [19997×1 double] 

      qlength: [274×1 double] 

       qcount: [274×1 double] 

         qint: [274×1 double] 

    qcountexp: [274×1 double] 

        X2hat: 257.1806 

       X2theo: 330.2807 

          X2p: 0.7460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4/pps_2a.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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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测试结果表明随机性。实际上，存储在字段 X2p 中的 p 值非

常高：我们错误地拒绝了点在空间上完全随机的原假设的概率为 0.746。换句话说，没

有理由相信这些点不是随机的。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 

还有其他函数可以计算一些基本指标。例如，函数强度返回每个流米的计数，显然，该

值非常接近我们最初定义的强度(0.0001)。请注意，如果我们想从点推断密度并承认这

些点来自随机过程，那么我们也可能希望我们的估计有不确定性界限。该函数的第二个

输出返回这些置信范围（默认为 95%）。 

[int,intci] = intensity(P) 

 

int = 

 

   9.4073e-05 

 

 

intci = 

 

   1.0e-03 * 

 

    0.0829    0.1068 

PPS 还具有多种绘图和视觉探索方法。rhohat 让您使用非参数密度估计来探索点强度

对协变量的依赖性。最后，Kfun 可以在线性网络上绘制 K 函数。K 函数计算标准化的

点强度中每个点的距离内的平均点数。它让您探索这些点是随机的、聚集的还是以更规

则的间距分散的。 

figure 

 

subplot(1,2,1) 

rhohat(P,'covariate',DEM,'name','Elevation'); 

 

subplot(1,2,2) 

Kfun(P,'nsim',19,'method','ok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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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左侧面板中的非参数曲线非常平坦。显然，点的密度不依赖于高程。然而，曲线向

末端增加，但这种增加可能是由于高海拔的几个点只存在少量溪流。这种不确定性由估

计值周围的绿色信封所示的广泛的自举不确定性界限来表示。 

经验 K 函数（红线）与随机泊松过程的模拟界限（虚线和灰色接受区间）非常吻合。因

此，点模式似乎没有表现出任何聚集或分散的趋势。 

现在，当我们添加一些确定性模式时会发生什么。以下代码采用相同的流网络，但模拟

了随机点模式，其密度随高程在空间上变化。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函数表达了某些水生

物种的栖息地适宜性。 

rng(6) 

z   = getnal(S,DEM); 

int = exp(-0.0005*z.^2 + 0.1*z-14); 

P2  = simulate(P,'intensity',int); 

 

 

plot(P2,'markeropts',{'markersize',7},'lineopts',{'color',[.6 .6 .6]}) 

box on 

axis image 

ax = gca; 

ax.XAxis.Exponent = 0; 

ax.YAxis.Exponent = 0; 

ax.XTick = [10000 100000]; 

ax.YTick = [10000 100000];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4/pps_2b.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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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YTickLabelRotation = 90; 

 

点模式图显示了主要出现在我们模拟 DEM 的中间高程处的点的圆形模式。样方检验强

调点模式不是完全随机的，p 值为 0.0026。 

q = quadratcount(P2,'voronoi',true,'seglength',10000); 

q 

 

q =  

 

  struct with fields: 

 

     labelnal: [19997×1 double] 

      qlength: [274×1 double] 

       qcount: [274×1 double] 

         qint: [274×1 double] 

    qcountexp: [274×1 double] 

        X2hat: 342.6926 

       X2theo: 330.2807 

          X2p: 0.0026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4/pps_3a.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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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绘制非参数相关性估计时可以看到与地形的关系，该估计显示了对高程的驼峰

形函数相关性。这种依赖性表明存在海拔的一阶效应，即某些外部变量的效应。这些点

很可能来自非均匀泊松点过程。 

subplot(2,3,5) 

rhohat(P2,'covariate',DEM,'name','Elevation'); 

 

subplot(2,3,6) 

Kfun(P2,'nsim',20, 'method','okabe'); 

 

上面的右侧面板还显示 K 函数表示聚类。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确定模式是否也可

能由二阶效应（即聚类）产生。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实现很多方法来推断和建模这

些二阶效应。然而，从数据中检测和区分二阶效应的一种方法可能是首先使用参数模型

测试对一阶效应的依赖性，然后在考虑该模型时测试二阶效应是否仍然存在。 

这是在下一行代码中完成的。首先，函数 fitloglinear 将点密度建模为对数线性函数。

使用 ploteffects 绘制该模型的效果表明该模型能够检测点的依赖结构。使用这些建模

强度再次调用 K 函数表明 K 函数再次完全在泊松过程的理论 K 函数的预期范围内。 

figure 

[mdl,inthat] = fitloglinear(P2,DEM,'model','quadratic'); 

subplot(2,2,1) 

ploteffects(P2,mdl,'plotintensity',false) 

xlabel('Elevation [m]') 

ylabel('\lambda(Elevation)') 

subplot(2,2,2) 

Kfun(P2,'int',inthat,'method','okabe')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4/pps_3b.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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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这是对 PPS 的一些函数的简短介绍。我们的论文中还有更多真实世界的例子。我

很高兴看到您将使用 PPS 做什么。 

参考文献 

Schwanghart, W., Molkenthin, C., Scherler, D.,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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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i.org/10.1002/esp.5127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4/pps_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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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PPS 绘制拐点 

发布于 NOVEMBER 27, 2020 

新类PPS （Point Pattern on Stream networks,流网络上的点模式）现在可用一段时间，

但我错过了为它写点什么。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能找到一些时间。 

简而言之，PPS 有什么用？PPS 实现了流网络上的点模式分析方法。点模式分析是空间

统计的一个分支，旨在探索和推断产生事件或现象的机制，这些事件或现象表示为空间

中分布的点。网络上的点模式分析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分支，重点关注发生在网络上

或网络旁边的事件。如果您想了解有关网络点的更多信息，您可能需要查看R包spatstat
以及 Adrian Baddeley 和他的合著者的许多出版物。我们在 EarthArxiv 的论文也可能

是一个好的开始，特别是研究流网络上的点模式。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想展示一些支持流网络上点可视化的工具。例如，我将基于

BigTujunga 河及其支流上推导出拐点 deriveknickpoints。数据随 TopoToolbox 一起

提供，因此您应该能够在自己的计算机上运行以下代码。请注意，我在 MATLAB R2020b
上运行代码，它提供了一个新的函数 bubblechart。该函数类似于函数 scatter，但提供

了额外的函数（例如，在图例中更好地表示（参见函数 bubblelegend））。 

好的，让我们首先加载 DEM，导出流向和流网。最后，计算一组最小高度为 30m 的

knickpoint。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S = STREAMobj(FD,'minarea',500); 

S = klargestconncomps(S,1); 

[~,kp] = knickpointfinder(S,DEM,'tol',30,... 

             'split',false,'verbose',false); 

现在我们有了 kp，它是一个结构数组，包含我们创建 PPS 实例所需的信息。我们将使

用 dz（衡量一个关键点的高度和重要性的指标）并将其提取为变量。 

P = PPS(S,'pp',kp.IXgrid,'z',DEM); 

dz = kp.dz; 

在下一步中，我们将绘制数据。使用 PPS 类重载的 plot 可以获得基本图。 

plot(P)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1/27/plotting-knickpoints-using-pp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1/27/plotting-knickpoints-using-pps/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tree/master/%40PPS
https://scholar.google.com.au/citations?user=xM69PQ0AAAAJ&hl=en
https://eartharxiv.org/repository/view/165/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6/29/finding-knickpoints-in-river-profiles/
https://de.mathworks.com/help/matlab/ref/bubblechart.html
https://de.mathworks.com/help/matlab/ref/bubblelege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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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您可以使您的绘图更花哨。例如，如果您想绘制拐点的高度，方法如下： 

plot(S,'color',[.7 .7 .7]) 

hold on 

plotpoints(P,'colordata',DEM,'sizedata',dz) 

axis equal 

h = colorbar; 

h.Label.String = "Elevation [m]"; 

bubblelegend('Knickpoint height [m]','Location','northwest') 

 

函数 plotpoints 让您定义从 GRIDobj、节点属性列表或点属性派生的自定义颜色和大

小。在这种情况下，颜色来自 DEM，气泡大小与 knickpoint 高度 dz 成正比。 

顺便说一句，您可以使用命令 plotdz 使用相同的语法： 

plotdz(P,'colordata',DEM,'sizedata',dz) 

h = colorbar; 

h.Label.String = "Elevation [m]"; 

bubblelegend('Knickpoint height [m]','Location','northwest')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p1.pn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p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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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现在就是这样。更多内容将请关注 PPS。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p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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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位置, 位置! 

发布于 NOVEMBER 23, 2020 更新于 NOVEMBER 27, 2020 

这篇文章是关于一个添加到流网络分析工具的新函数。诚然，这个函数并没有什么魔力。

它相当通用，为此，我想知道您如何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它。对我来说，写它的动机是

确定我期望的拐点（通道梯度的突然变化）的位置——给定一个拐点迁移模型。这是我

们在 Roan Plateau 论文中探讨的内容。其他问题可能是： 

• 离流出口上游一段距离的河网沿线地点在哪里？ 

• 河流在哪里穿过特定的等高线？ 

• 具有最大 ksn 值的位置在哪里？ 

函数名称是 getlocation，最近我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动画图像，显示了它在对在

BigTujunga 流域上游传播的拐点建模时的用途。 

 

拐点穿过 Big Tujunga 集水区的河网。 

然而，在我演示它背后的代码之前，让我们看看 getlocation 是如何工作的。对于以下

代码，您将需要 Topotoolbox 附带的 Big Tujunga 数据。您将需要导出流向和流网络，

如以下代码所示。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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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klargestconncomps(S,1); 

简而言之，getlocation 返回沿河网测量的值具有特定值的位置。例如，如果您想查找

流网络上游 30 公里的所有位置，则可以使用以下代码（请注意，距离必须以地图单位

给出，即米）： 

[x,y] = getlocation(S,30000); 

plot(S) 

hold on 

scatter(x,y,'filled') 

hold off 

axis imag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1/23/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1/23/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1/23/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4/28/new-paper-out-divide-mobility-controls-knickpoint-migration/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4/28/new-paper-out-divide-mobility-controls-knickpoint-migration/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8/22/steepness-derived-from-smoothed-river-profiles/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getlocation.m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visualfun.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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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location 还采用距离向量并返回包含每个位置的这些距离的第三个输出。 

[x,y,val] = getlocation(S,[0:5000:max(S.distance)]); 

plot(S) 

hold on 

scatter(x,y,20,val/1000,'filled') 

h = colorbar; 

h.Label.String = 'Distance from outlet [km]'; 

 

默认情况下，getlocation 查询到出口的距离（即 S.distance）。但是，您也可以提供存

储在 GRIDobj 或节点属性列表中的自定义数据。此外，第二个输入参数也接受匿名函

数。以下代码显示了如何绘制河流陡度 ksn（这里我使用平滑的 ksn）最大的位置。 

A = flowacc(FD); 

k = ksn(S,imposemin(FD,DEM),A); 

k = smooth(S,k,100);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2020-11-22_224037.pn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2020-11-22_22455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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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val] = getlocation(S,@max,'value',k); 

plotc(S,k); 

hold on 

plot(x,y,'k+','MarkerSize',30) 

 

您还可以将位置作为新 PPS 类的实例返回（另请参见此处），这使得绘图更加容易。例

如，以下代码将显示河流剖面图中最大 ksn 的位置。 

[P,val] = getlocation(S,@max,'value',k,'output','PPS','z',DEM); 

plotdz(P,'linecolor',k) 

 

最后，让我们回到拐点动画。您可能还记得流功率模型（特别是其 n=1 的线性形式）指

出，拐点以上游区域规定的速度向上游移动。因此，在特定时间内，拐点所覆盖的距离

与 chi 成正比。以下代码提取 500 个 chi 值的位置并将它们存储在元胞数组中。随后，

这些元胞数组用于绘制点。请注意我如何使用 set 函数有效地更新动画中的位置。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tree/master/%40PPS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2020-11-22_230244.pn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2020-11-22_231248.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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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chitransform(S,A,'mn',0.4); 

[xc,yc,val] = getlocation(S,linspace(min(c),max(c),500),... 

'value',c,'output','cell'); 

plot(S,'color',[.6 .6 .6]) 

axis image 

hold on 

h = plot(xc{1},yc{1},'ok','MarkerFaceColor',[.6 .6 .6]); 

for r = 1:numel(val) 

     set(h,'XData',xc{r},'YData',yc{r}); 

     drawnow 

end 

hold off 

 

好吧，这就是拐点动画的全部。使用您自己的数据进行尝试并享受表演。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1/visualfun.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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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n 

平均流域 ksn 和平滑疯狂 

发布于 JULY 14, 2021 

这篇文章由波茨坦地学研究中心的博士后 Richard Ott 撰写。理查德的研究重点是构造

地貌学，但他也一直利用他在地貌测量学、宇宙成因核素和其他分析和数值技术方面的

专业知识致力于各种相关主题。另见Richard的网站： https://richardott.weebly.com/ 

Ksn是构造地貌学中使用的标准地形指标之一。基于流功率模型，它通常被解释为岩石隆

起的代表，提供了稳定的地形。通常，我们对流域的平均 ksn感兴趣。特别是，当我们测

量流域侵蚀率（例如从 10Be 开始）时，ksn 是一个候选预测因子，它可能解释不同流域

之间的大部分变异性。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任务。在这篇博文中，我将试图

让你相信——就像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一样——魔鬼在细节中…… 

Wolfgang 最近写了一篇关于如何计算平均盆地 ksn 的博客文章 。Wolfgang 的方法依

赖于计算流域中每个流像素的 ksn，然后取这些值的平均值。Wolfgang 的帖子让我想起

了 Sean Gallen 几年前与我分享的代码。在他的代码中，Sean 通过对 Χ高程数据进行

线性回归并通过引导数据计算平均盆地 ksn。这是有效的，因为 ksn也是河流 Χ高程剖面

的坡度。这让我想知道这两种技术是否会返回相同的结果。最终，这个问题导致了这篇

博客文章，其中讨论了如何计算平均盆地 ksn 的不同方法，以及不同的方法如何影响您

的结果。我还将展示一个简单的示例，说明不同的平滑算法将如何影响您的 ksn值。 

所以，让我们看看 Big Tujunga 集水区的情况。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mn = 0.45; 

  

FD = FLOWobj(DEM); 

A   = flowacc(FD); 

S   = STREAMobj(FD,A > 1000); 

St = klargestconncomps(S,1);   % 提取 Big Tujunga 集水区 

SmoZ = crs(St,DEM);            % 平滑河流海拔  

作为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取流域内所有像素的平均值来平均 ksn，这相当于

Wolfgang 关于台湾省平均 ksn的博客文章。我将其称为“流长度的平均 ksn”。下面的代码

计算 Big Tujunga 盆地的平均 Ksn，绘制像素 Ksn 值的分布，并显示平均值和标准差。 

%% 按照长度平均 

k1  = ksn(St,SmoZ,A,mn);     

k1_mean = nanmean(k1);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7/14/mean-basin-ksn-and-smoothing-madnes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7/14/mean-basin-ksn-and-smoothing-madness/
https://www.gfz-potsdam.de/staff/richard-ott/sec33/
https://richardott.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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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_std = nanstd(k1); 

  

n = 0:20:5e2;   % 定义用于绘图的直方图箱 

  

% 绘制按流长度平均的 ksn 

subplot(2,2,1) 

histogram(k1,n) 

xline(k1_mean,'k--','LineWidth',1.5); 

text(300,1e3,[num2str(round(k1_mean)), char(177), num2str(round(k2_std))]) 

xlabel('ksn') 

ylabel('count') 

title('mean Ksn by stream length') 

另一种估计 Ksn 的常用方法是从 Χ高程图；当参考排水 A0设置为 1 时，坡度等于 ksn.。
在 TopoToolbox 中，我们可以简单地使用“Χplot”函数为我们进行回归。 

%% chi图回归 

subplot(2,2,2) 

C = chiplot(St,SmoZ,A,'mn',mn,'a0',1); 

% chiplot 函数输出回归线的斜率（= 均值 Ksn）以及标准误差 

% 我们可以用它来消除标准偏差. 

text(4,1600,[num2str(round(C.beta)) char(177) num2str(round(sqrt(length(k

1))*C.betase))]) 

title('mean Ksn from chi-regression') 

 

如您所见，平均 ksn的值相差约 15%，并且基于两种方法的标准偏差也有很大不同。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7/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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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 Χ高程数据进行线性回归之外，我们还可以对 Χ转换后的流数据进行平均。基本

上，我们可以将流分解为 Χ 的增量并计算这些增量的平均 ksn，而不是将流分成长度段

（像素或流段）并对其进行平均（我们的第一种方法）。 

%% 按照 chi平均 

chi = chitransform(St,A,'mn',mn,'a0',1); 

chi_bins = 0 : max(chi)/5e2 : max(chi);    % 制作 500个 chi直方 

chi_bin_mean = nan(length(chi_bins)-1,1);   

for i = 1:length(chi_bins)-1               % 计算每个 chi直方中的平均 ksn     

inds = chi > chi_bins(i) & chi < chi_bins(i+1);  

    chi_bin_mean(i) = nanmean(k1(inds)); 

end 

k2_mean = nanmean(chi_bin_mean);           % chi直方的平均 ksn 

k2_std = nanstd(chi_bin_mean); 

  

subplot(2,2,3) 

histogram(chi_bin_mean,n) 

xline(k2_mean,'k--','LineWidth',1.5); 

text(300,130,[num2str(round(k2_mean)) char(177) num2str(round(k2_std))]) 

xlabel('ksn') 

ylabel('count') 

title('mean Ksn by chi-bins') 

更传统的 ksn 是通过斜坡区数据的幂律回归计算的。所以，让我们通过一个很好的旧斜

坡区图来完成我们的小测试。为简单起见，我避免估计这种情况的标准偏差，因为它不

像其他情况那样微不足道。 

%% 斜坡区绘图 

subplot(2,2,4) 

SA = slopearea(St,SmoZ,A,'plot',true,'theta',mn); 

text(1e8,0.1,[num2str(round(SA.ks))]) 

title('mean Ksn from slope area plot') 

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产生的数字。我们以四种不同的方式计算平均盆地 ksn，得到的值

相差高达 25%。标准偏差的差异甚至更高。由于值的右偏分布，流长度平均产生的标准



 

78/270 

偏差远大于其他标准偏差；相比之下，chi-bin 的标准偏差较低，因为我们已经进行了

一些分箱。 

 
此示例中的流高程是通过应用计算量大的 crs 算法及其默认参数生成的。现在让我们看

看如果我们使用不同的平滑算法，ksn 会发生什么。TopoToolbox 提供了一系列平滑算

法，我将向您展示使用滑动平均窗口和分位数雕刻('quantcarve')的“‘smooth’”的结果，

并将它们与来自 crs 且没有平滑的数据进行比较。为了保持一致，我将对 quantcarve
和 crs 使用 tau=0.5，但这次我将为 crs 尝试 3 种不同的平滑参数(K)。 

%% 按长度平均并使用不同的平滑 

% 不平滑 

k1  = ksn(St,DEM,A,mn);     

k1_mean = nanmean(k1); 

k1_std = nanstd(k1); 

  

% 滑动平均 

SmoZ = smooth(St,DEM,'method','movmean'); 

k2  = ksn(St,SmoZ,A,mn);     

k2_mean = nanmean(k2);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7/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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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_std = nanstd(k2); 

  

% 分位数雕刻 

SmoZ = quantcarve(St,DEM,0.5); 

k3  = ksn(St,SmoZ,A,mn);     

k3_mean = nanmean(k3); 

k3_std = nanstd(k3); 

  

% crs 

SmoK = [0.5;2;10];    % 不同的平滑参数 K来测试 

SmoZ = arrayfun(@(x) crs(St,DEM,'K',x),SmoK,'UniformOutput',false); 

k4  = cellfun(@(x) ksn(St,x,A,mn),SmoZ,'UniformOutput',false);     

k4_mean = cellfun(@(x) nanmean(x),k4); 

k4_std = cellfun(@(x) nanstd(x),k4); 

  

%% 绘制结果 

figure() 

subplot(2,2,1) 

histogram(k1,n) 

xline(k1_mean,'k--') 

text(300,1500,[num2str(round(k1_mean)), char(177), num2str(round(k2_std))]) 

xlabel('ksn') 

title('no smoothing') 

  

subplot(2,2,2) 

histogram(k2,n) 

xline(k2_mean,'k--') 

text(300,1000,[num2str(round(k2_mean)), char(177), num2str(round(k2_std))]) 

xlabel('ksn') 

title('moving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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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plot(2,2,3) 

histogram(k3,n) 

xline(k3_mean,'k--') 

text(300,1400,[num2str(round(k3_mean)), char(177), num2str(round(k3_std))]) 

xlabel('ksn') 

title('quantcarve') 

  

subplot(2,2,4) 

hold on 

cc = lines(3); 

cellfun(@(x) histogram(x,n,'FaceAlpha',0.3),k4) 

arrayfun(@(x) xline(x,'k--'),k4_mean) 

text(300,1100,[num2str(round(k4_mean(1))), char(177), num2str(round(k4_std

(1)))],'Color',cc(1,:)) 

text(300,900,[num2str(round(k4_mean(2))), char(177), num2str(round(k4_std

(2)))],'Color',cc(2,:)) 

text(300,700,[num2str(round(k4_mean(3))), char(177), num2str(round(k4_std

(3)))],'Color',cc(3,:)) 

legend({['K = ' num2str(SmoK(1))], ['K = ' num2str(SmoK(2))], ['K = ' num2st

r(SmoK(3))]}) 

xlabel('ksn') 

title('c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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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根据算法，右偏度变化很大。没有平滑和分位数雕刻会产生大量的零梯

度像素，这会导致零 ksn处的显着峰值。移动窗口方法稍微消除了这个问题。crs 算法是

唯一能有效去除轮廓中低梯度段的算法，只要您不使用小的 K(<1)。因此，如果我们只是

在平均流域 ksn的值之后绘制我们的侵蚀率与 ksn图，则最好使用具有足够平滑度的 crs。 

我们已经看到，Big Tujunga 流域中的 ksn分布如果不够平滑的话，往往是向右偏斜的。

因此，如果您想量化配置文件中 ksn的变化，则需要 crs 的高 K 值，或者可以对通道段

进行一些 Ksn 分箱（通过 chi 或长度）。 

那么，我们还剩下什么？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即使是像绘制平均流域 Ksn 这样的

微不足道的操作，你也应该仔细记录你的方法！否则，没有人能够复制您的数字。主要

问题在于沿河梯度包含大量可变性，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由于测量误差和空间分辨率

低造成的。这些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使用 crs 算法进行平滑或采用更传统的分箱技术来部

分减少。 

除此之外，对 Χ 增量和 Χ 回归求平均值会使上游区域较低且因此位于排水网络地形中

较高位置的河流部分具有更高的权重。相比之下，按长度平均应该更强调下游部分。 

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均值法相比，Χ 数据的分箱导致更低的 ksn 值，而 Χ 回归导

致更高的 ksn值。线性回归通常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为它需要假设具有恒定 ksn的稳态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7/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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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Χ和高程之间的线性关系可能不在数据中）。因此，如果研究的盆地不接近稳态

形态（如 Big Tujunga 流域的情况），回归方法可能不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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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n 异常图 

发布于 APRIL 21, 2021 更新于 APRIL 21, 2021 

这将是一篇非常短的博客文章。 

我相信你之前遇到过气候异常图(比如这个）。如何绘制陡度异常图？以及如何使用

TopoToolbox 来做到这一点？ 现在这里是沿着 Big Tujunga 绘制 Ksn 异常的代码。 

% 载入 DEM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 流向 

FD  = FLOWobj(DEM); 

% 和流累计 

A = flowacc(FD); 

 

% 导出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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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取最大的流网络组件 ... 

S = klargestconncomps(S); 

% 和河干 

S = trunk(S); 

 

% 使用 crs沿河平滑海拔 

zs = crs(S,DEM,'split',false,'K',10); 

% 计算 ksn 

k = ksn(S,zs,A); 

% 并再次平滑输出  

ks = smooth(S,k,'K',20); 

 

% 绘制结果 

% 首先，绘制剖面 

plotdz(S,DE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4/21/ksn-anomaly-plo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4/21/ksn-anomaly-plo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4/21/ksn-anomaly-plo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4/21/ksn-anomaly-plot/
https://climate.copernicus.eu/sites/default/files/inline-images/Month_7_2017_plot_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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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加个轴 

yyaxis right 

% 计算平均 ksn 

m = mean(ks); 

% 计算平均 Ksn 的节点属性列表 

m = getnal(S)+m; 

% 绘制与平均值的正偏差 

plotdzshaded(S,[max(ks,m) m],'FaceColor','r'); 

hold on 

% ...和负的 

plotdzshaded(S,[min(ks,m) m],'FaceColor','b'); 

% 绘制一些轮廓，因为它看起来更好看 

plotdz(S,ks,'color',[.6 .6 .6]) 

% 强调平均值 

plotdz(S,m,'color','k') 

hold off 

ylabel('K_{sn}') 

xlim([0 max(S.distance)]) 

Ksn 异常图。 

就是这样，平均 Ksn 值周围的 Ksn 异常图。 

这是一篇非常简短的博文。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4/ksn_anomaly.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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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置信界限的 Ksn 异常图（或如何区分 knickzones 和 knicknoise） 

在回应我 之前的帖子时，雷恩大学的 Philippe Steer 提出了一个我想在这里进一步探索

的想法 。简而言之，我发布了一个代码和图表，显示了 Ksn 的异常图，Philippe 建议在

平均值周围设置置信区间，以便可以识别超出纵向河流剖面数据中固有噪声的 Ksn 值。

为此，如果您想客观地将 knickzones 与噪声区分开来，则需要进行此类分析。 

好的，我试试看。我确信还有其他可能性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我想出了生成接受间隔的

想法。这些是您的零假设周围的区间，它表明河流剖面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 Ksn 值，

并且与该值的偏差仅仅是噪声。反过来，置信区间会给你的估计带来不确定性。这些也

可以检索，但在这里我将重点关注接受间隔。 

那么我们如何获得这些接受区间。这有点棘手，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数据中固有的错误。

此外，由于 Ksn 图涉及平滑，我们的方法也应该考虑到这种处理。现在，对我有限的数

学背景来说，这似乎太难以分析得出。相反，我建议通过模拟来解决问题。具体来说，

我建议以下步骤： 

• 通过计算平滑剖面的残差来量化河流海拔的不确定性（请参阅 crs 函数和使用

knickpointfinder 时应该选择哪个容差？）。请注意，这里的一个重要假设是这

些误差是非自相关的高斯噪声。这个假设很可能被违反。 

• 计算零假设，例如有一个与实际剖面相似的理想河流剖面，但具有统一的 Ksn

值。我们在这里取平均 Ksn 值，但我们也可以取其他值（例如第 25 个百分位

数）。 

• 模拟许多实现，每一个都代表理想河流剖面，添加高斯噪声和标准偏差，如步骤

1 中计算的那样。然后，对于这些模拟剖面中的每一个，计算 Ksn 的方式与您对

实际剖面所做的完全相同。这在计算上的代价非常昂贵，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 最后，从所有 Ksn 实现中计算百分位数。例如，第 5 和第 95 个百分位数之间

的数据范围包含 90% 的接受区间。 

现在代码在这： 

%% 载入 DEM并获取流网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A   = flowac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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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klargestconncomps(S); 

S   = trunk(S); 

 

%% 这里我们只取 theta的标准值（凹度） 

theta = 0.45;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4/21/ksn-anomaly-plot-with-confidence-bounds-or-how-to-distinguish-knickzones-from-knicknoise/
https://twitter.com/PhilippeSteer/status/1384844744006766593
https://twitter.com/PhilippeSteer/status/1384844744006766593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8/14/smooth-operato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8/14/smooth-operato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3/04/which-tolerance-should-i-choose-when-using-knickpointfinde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3/04/which-tolerance-should-i-choose-when-using-knickpointfinde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3/04/which-tolerance-should-i-choose-when-using-knickpoint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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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滑河流 

K1    = 10; % 用于剖面平滑 

K2    = 20; % 用于 ksn平滑 

zs    = crs(S,DEM,'split',false,'K',K1); 

 

%% 河流海拔的不确定性  

s      = std(getnal(S,DEM) - zs); 

 

%% Ksn和平均 Ksn 

k  = ksn(S,zs,A,theta); 

ks = smooth(S,k,'K',K2); 

 

m  = mean(ks); 

m  = getnal(S)+m; 

 

%% 计算 Ksn处处具有相同值的模型 

ghat  =  m.*(getnal(S,A)*DEM.cellsize^2).^(-theta); 

zhat  =  cumtrapz(S,ghat); 

 

figure 

plotdz(S,DEM) 

hold on 

plotdz(S,zhat) 

hold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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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显示了 mn-ratio 为 0.45 的实际分布和假设分布。现在从接受区间的模拟和计算开

始。 

%% 模拟。请注意，我在这里使用 parfor 是因为并行化极大地加快了计算速度. 

nsim   = 100; 

ksnsim = cell(1,nsim); 

parfor r = 1:nsim 

    zsim = zhat + randn(numel(zs),1)*s;  

    zsim = crs(S,zsim,'split',false,'K',K1); 

    ksim = ksn(S,zsim,A,theta); 

    ksnsim{r} = smooth(S,ksim,'K',K2); 

end 

hold on 

ksnsim  = horzcat(ksnsim{:}); 

ksnperc = prctile(ksnsim,[5 95],2); 

 

%% 最终, 画他 

figure 

plotdz(S,DEM); 

yyaxis right 

plotdzshaded(S,[max(ks,m) m],'FaceColor','r'); 

hold on 

plotdzshaded(S,[min(ks,m) m],'FaceColor','b');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4/ksn_anomaly_h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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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dz(S,ks,'color',[.6 .6 .6]) 

plotdzshaded(S,ksnperc,'facecolor',[.5 .5 .5]); 

plotdz(S,m,'color','k') 

ylabel('K_{sn}') 

xlim([0 max(S.distance)]) 

 
蓝线是实际的河流剖面。蓝色和红色填充表示负异常和正异常。粗黑线是平均 Ksn 值，

灰色填充表示平均 Ksn 周围的 90%接受区间。在这里，有趣的是，上游区域的接受区

间更窄，下游区域增加。我将其解释为反映 DEM 中的误差确实对地形陡峭区域（或在

零假设下应该陡峭的区域）的梯度影响较小。 

所提出的方法可能确实是一种解决沿河流剖面测量 Ksn 值不确定性的方法，并且可能

有助于区分真实和嘈杂的 knickzones。但是，我认为我们可能仅通过查看标准偏差就

低估了 DEM 中的误差。河流剖面的不确定性可能是自相关的，并且通常具有人为因素。

此处选择的模拟方法无法很好地捕捉这些模式。我有一些想法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些人为

因素，但这仍然需要一些时间。 

你怎么看？是否应该将此代码封装在 TopoToolbox 自己的函数中？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4/ksn_anomaly_withbounds.png


 

89/270 

计算流域平均 ksn 值 

发布于 JULY 23, 2020 更新于 AUGUST 20, 2020 

归一化河流陡度（Ksn）是构造地貌学中最常用的地形指标之一。TopoToolbox 具有 ksn
函数，可以为河网中的每个节点计算此指标。然而，研究人员通常更感兴趣的是计算 ksn
的流域平均值，而不是每个河流节点的 ksn 值。这更棘手。因此，这是一个快速的解决

方案。 

对于我们的示例，我使用的是台湾省的 DEM，您可以使用函数 readexample 下载它。 

DEM = readexample('taiwan'); 

DEM 需要一些预处理，包括用 nan 填充空隙和通过人工地形槽雕刻的最小拼版。 

DEM = inpaintnans(DEM); 

FD  = FLOWobj(DEM); 

DEM = imposemin(FD,DEM); 

Ksn 需要使用 flowacc 计算的上游面积。我们还使用上游区域来描绘需要设置最小贡献

区域的流网络。这里我们使用 1000 像素。 

A   = flowacc(FD); 

S   = STREAMobj(FD,A > 1000); 

Ksn需要一个通常设置为0.45的常见凹度指数(theta)。然后我们使用ksn函数计算Ksn。 

theta = 0.45; 

k   = ksn(S,DEM,A,theta); 

现在事情变得有点棘手，因为我们要计算每个流域的 Ksn 值。方法如下： 

首先，我们使用流域函数以河流网络作为输入来计算流域。Drainagebasins 计算河流网

络的出口并推导出这些出口的集水区。 

D   = drainagebasins(FD,S); 

其次，我使用 getnal 来提取每个河流节点的流域隶属关系。 

d   = getnal(S,D); 

我们使用 d 中的流域指数来计算每个流域的平均 Ksn 值。 

km  = accumarray(d,k,[],@mean); 

最后，我们需要将这些平均值映射回在空间上与 DEM 对齐的网格。 

K   = GRIDobj(DEM)*nan; 

K.Z(D.Z>0) = km(D.Z(D.Z>0)); 

imageschs(DEM,K,'colorbarylabel','K_{sn} [m^0.9]')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7/23/calculating-basin-averaged-ksn-valu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7/23/calculating-basin-averaged-ksn-valu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7/23/calculating-basin-averaged-ksn-values/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ksn.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ks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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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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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面图 

更好的坡度区域图 

发布于 JULY 26, 2017 

在对数坐标系绘制上坡面积与坡度一直是河流剖面分析事实上的标准方法。理论上，如

果河流剖面处于完美的稳定状态，那么该图应该会产生一条直线。TopoToolbox 函数

slopearea 计算这些图。此外，该函数符合幂律 S=k*A^(-theta)。但是，该函数有缺点，

我想在这篇文章中解决其中一个问题。 

坡度区域图需要河流梯度，即河流剖面的一阶导数。如果剖面的高程值有误差，那么这

种不确定性在一阶导数中变得更加显着。为了缓解这个问题，通常在 bin 中对斜率进行

平均。函数 slopearea 根据上坡面积计算这些 bin 的宽度，以便 bin 在对数空间中等距

分布。然而，这种方法需要为较大的上坡区域增加箱宽度。因此，对于较大的上坡区域，

梯度在较大的流距离上进行平均，这可能会隐藏我们希望检测的一些结构。 

另一种方法是计算预定义长度的河段的坡度平均值。虽然函数 slopearea（尚）不支持

这一点，但我将在这里展示如何计算它。新函数 labelreach 在这里派上用场。 

让我们首先加载一个 DEM，导出一个流网络。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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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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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removeshortstreams(S,1000); 

DEM = imposemin(S,DEM); 

A = flowacc(FD); 

然后我们计算上坡面积和梯度的节点属性列表。 

a = getnal(S,A)*(DEM.cellsize^2); 

g = gradient(S,DEM); 

函数 labelreach 为 STREAMobj 中的每个范围计算一个标签。选项‘seglength’允许我

们将标签细分为约 2000m 长度的范围。但是请注意，该函数在汇合处分隔河段，因此

段可能并不总是正好为 2000m。 

label = labelreach(S,'seglength',2000); 

函数 accumarray 是我最喜欢的函数之一。在这里，我们使用它来聚合节点属性列表 g
和基于标签的 a 中的值。作为一个聚合函数，我们使用平均值，而我们将误差表示为标

准误差。 

gg = accumarray(label,g,[],@mean);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7/26/better-slope-area-plot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7/26/better-slope-area-plots/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slopearea.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labelreach.m
https://de.mathworks.com/help/matlab/ref/accumarra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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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s = accumarray(label,g,[],@(x) std(x)/sqrt(numel(x))); 

 

ag = accumarray(label,a,[],@mean); 

ags = accumarray(label,a,[],@(x) std(x)/sqrt(numel(x))); 

最后，让我们绘制结果。 

plot([ag ag]',[gg+ggs max(gg-ggs,0.0001)]','color',[.7 .7 .7]); 

hold on 

plot([ag-ags ag+ags]',[gg gg]','color',[.7 .7 .7]); 

plot(ag,gg,'o','MarkerFaceColor',[.7 .7 .7]) 

hold off 

set(gca,'Xscale','log','Yscale','log'); 

xlabel('Area [m^3]') 

ylabel('Gradient [m m^{-1}]') 

ylim([1e-3 0.6]) 

 

Big Tujunga 地区河流的距离分级斜坡区域图 

现在这看起来比区域合并的斜坡区图要好得多。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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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网分析 

一条河很少是直的…… 

发布于 MARCH 11, 2021 更新于 MARCH 11, 2021 

我刚刚看了 Ajay Limaye 的 Landscapes Live 谈论河流蜿蜒。想知道如何使用

TopoToolbox 计算弯曲度，然后我意识到我实际上已经编写了一个函数来完成这项工

作。它被称为-您猜怎么着-sinuosity。 

因此，这是一个如何使用该函数的快速示例：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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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sinuosity(S,2000); 

 

imageschs(DEM,[],'colormap',[1 1 1],... 

    'colorbar',false,'exag',0.5,... 

    'ticklabel','nice'); 

hold on 

plotc(S,s) 

hold off 

h = colorbar; 

h.Label.String = 'Sinuosity';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3/11/a-river-is-rarely-straigh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3/11/a-river-is-rarely-straigh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3/11/a-river-is-rarely-straigh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3/11/a-river-is-rarely-straight/
https://ajaylima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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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自己尝试该函数，请确保为该函数的第二个输入参数选择合适的值。seglength
参数确定计算弯曲度的线段长度。但是，请注意，严格来说不可能创建指定长度的线段，

因为 TopoToolbox 将在汇合处创建新的线段，并且因为汇合点之间的距离通常不能被

没有余数的线段长度整除。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3/sinuosity.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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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位置, 位置! 

详见：位置, 位置, 位置!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1/23/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1/23/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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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的岩性成分如何变化 ？ 

发布于 OCTOBER 7, 2020 更新于 OCTOBER 7, 2020 

Matthew Morris 最近在推特上询问是否有可能将河流剖面与上游地区的岩性成分一起

绘制。我发现这个想法很有挑战性，所以我决定编写一些代码来实现它。 

我们使用了一些来自黑森林（德国）的数据，我最终可能会将这些数据放到网上。但是，

代码应该足够通用，可以在任何 DEM 和地质图上工作。在这里，我跳过了第一个预处

理步骤，我的数据包括从 SRTM 导出的 DEM、流向 FD、存储在 STREAMobjS 中的单

个流和 GEO（显示主要地层单元的地质图）。请注意，GEO 必须与 DEM 完全对齐，并

且应该具有从 1 到 n 的值，其中 n 是地层单位的数量。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代码可能会

发出错误。 

clear 

load data 

在接下来的几行中，我将计算我们在以下过程中需要的一些变量。首先，我得到了单位

的唯一 ID 及其总数。此外，我根据 F Fabio Crameri 的科学颜色映射定义了一些颜色，

随后我用这些颜色图绘制数据。 

uniqueGEO = unique(GEO.Z(:)); 

nGEO = numel(uniqueGEO); 

clrs = ttscm('batlow',nGEO); 

figure 

imageschs(DEM,GEO,'colormap',brighten(clrs,0.5),... 'colorbarylabel','litho

logy',... 

'ticklabels','nice','caxis',[.5 nGEO+.5]) 

hold on 

plot(S,'k','LineWidth',2)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0/07/how-does-lithological-composition-vary-downstrea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0/07/how-does-lithological-composition-vary-downstrea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0/07/how-does-lithological-composition-vary-downstream/
http://www.fabiocrameri.ch/colourmaps.php
http://www.fabiocrameri.ch/colourmap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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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图显示了黑森林的 DEM 和四个地层单元。粗黑线显示了 Wiese 的路线，这条河流

贯穿黑森林的所有单元。 

现在，为了进行一些分析，您可能对流域盆地的岩石地层组成感兴趣。我们可以通过提

取 Wiese 流域中的值来计算成分，并使用饼图显示结果。 

D = drainagebasins(FD,S) > 0; 

subplot(1,3,[1 2]) 

imageschs(crop(clip(DEM,D)),crop(clip(GEO,D)),... 

'colormap',brighten(clrs,0.5),... 

'colorbarylabel','lithology',... 

'ticklabels','nice','caxis',[.5 nGEO+.5]) 

 

geo = GEO.Z(D.Z); 

geocount = accumarray(geo,1,[nGEO 1]); 

subplot(1,3,3) 

pie3(geocount); 

colormap(clrs) 

 

然而，当你顺流而下时，沿河某一点的岩性成分肯定会发生变化。这种可变性可以用床

载、悬浮或溶解负载的组成来表示。为了了解这种可变性，我们可以对沿河的每个节点

重复上述分析。但是，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一条河流可能有 10 到 100 多个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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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节点。幸运的是，有一个解决方案。主要思想是使用流量累积计算上游岩性的绝对频

率，然后对其进行归一化。 

以下代码显示了如何计算这些变量组合以及如何绘制它们。请注意，这是基于单个流在

此处完成的。我们也可以对具有多个流的流网络执行此操作，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展示

这一点。 

在这段代码中，我经常使用 cellfun。我知道比起使用 for 循环，这使得代码有时很难阅

读。但是，我发现代码更优雅，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更有效。 

figure 

uniqueGEO = num2cell(uniqueGEO); 

LITH = cellfun(@(lithid) ... 

GEO == lithid,uniqueGEO,'UniformOutput',false); 

LITHACCUM = cellfun(@(LITH) ... 

getnal(S,flowacc(FD,LITH)),LITH,'UniformOutput',false); 

LITHACCUM = horzcat(LITHACCUM{:}); 

LITHACCUM = cumsum(LITHACCUM,2); 

LITHACCUM = LITHACCUM./LITHACCUM(:,end); 

LITHACCUM = [zeros(size(LITHACCUM,1),1) LITHACCUM]; 

plotdz(S,DEM,'color','k') 

xlim([0,max(S.distance)]) 

yyaxis right 

hold on 

cellfun(@(lithid) ... 

plotdzshaded(S,LITHACCUM(:,[lithid lithid+1]),... 

'FaceColor',clrs(lithid,:)),... 

uniqueGEO,'UniformOutput',false); 

ylabel('Fraction of upstream area') 

ylim([0 1]) 

set(gca,'YTick',[0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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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您可以将此代码用于您的工作。我能想到各种应用。例如，由此产生的数据将允

许对碎屑成分、不同的侵蚀性等做出许多假设。我很高兴在评论中听到你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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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的岩性成分如何变化 (2) 

发布于 OCTOBER 12, 2020 更新于 OCTOBER 12, 2020 

上回说到，我展示了如何使用 TopoToolbox 绘制岩性成分作为沿河流剖面距离的函数。这

对一条河流非常有效。但是，如果您有一个包含多个流的集水区，您如何可视化这些模

式。好消息是该代码一开始与之前的代码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事实上，如果你有一个完整

的网络，你可以像上一篇一样直接运行代码。 

figure 

S2 = STREAMobj(FD,'channelheads',[728255 

      820925 

     1191600 

     1551020]); 

 

figure 

imageschs(DEM,GEO,'colormap',brighten(clrs,0.5),... 

    'colorbarylabel','lithology','ticklabels','nice','caxis',[.5 nGEO+.5]) 

hold on 

plot(S2,'k','LineWidth',2) 

但是，一旦您使用 plotdz 和 plotdzshaded 绘制网络，您会注意到代表岩性上游成分的填

充重叠，这使得绘图难以阅读。 

LITHACCUM = cellfun(@(LITH) getnal(S2,flowacc(FD,LITH)),LITH,'UniformOutput

',fals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0/12/how-does-lithological-composition-vary-downstream-2/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0/12/how-does-lithological-composition-vary-downstream-2/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0/12/how-does-lithological-composition-vary-downstream-2/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10/12/how-does-lithological-composition-vary-downstream-2/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0/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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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HACCUM = horzcat(LITHACCUM{:}); 

LITHACCUM = cumsum(LITHACCUM,2); 

LITHACCUM = LITHACCUM./LITHACCUM(:,end); 

LITHACCUM = [zeros(size(LITHACCUM,1),1) LITHACCUM]; 

 

LITHACCUM = LITHACCUM*200 + getnal(S2,DEM); 

figure 

plotdz(S2,DEM,'color','k') 

xlim([0,max(S2.distance)]) 

hold on 

cellfun(@(lithid) ... 

    plotdzshaded(S2,LITHACCUM(:,[lithid lithid+1]),... 

    'FaceColor',clrs(lithid,:),'FaceAlpha',.3),... 

    uniqueGEO,'UniformOutput',false); 

 

现在，想法是为各个支流添加一些垂直偏移。以下代码显示了如何使用函数

STREAMobj2cell 和 nal2nal 执行此操作。 

[CS,loc,order] = STREAMobj2cell(S2,"tributaries"); 

 

% 岩性斑块高度 

offsetheight = 250;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STREAMobj2cell.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nal2nal.m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0/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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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顺序对支流进行排序 

[order,ix] = sort(order); 

CS = CS(ix); 

loc = loc(ix); 

 

% 上游距离 

d = S2.distance; 

 

% 创建一个包含高程偏移的数组 

offset = zeros(size(CS)); 

 

% 下游河流指数 

ixrec = zeros(size(CS)); 

 

figure 

for r = 1:numel(CS) 

    offset(r) = (r-1)*offsetheight; 

    z         = getnal(CS{r},DEM); 

     

    plotdz(CS{r},z + offset(r),'color','k','distance',d(loc{r})) 

    hold on 

    cellfun(@(lithid) ... 

    plotdzshaded(CS{r},... 

         offset(r) + LITHACCUM(loc{r},[lithid lithid+1]),... 

         'FaceColor',clrs(lithid,:),'FaceAlpha',.3,... 

         'distance',d(loc{r})),... 

         uniqueGEO,'UniformOutput',false); 

     

    if r > 1 

        dt = nal2nal(CS{r},S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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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 streampoi(CS{r},'outl','logical'); 

         

        I = false(r-1,1); 

        for rr = 1:(r-1) 

            I(rr) = any(ismember(CS{rr}.IXgrid,CS{r}.IXgrid(ix))); 

            if I(rr) 

                break 

            end 

        end 

        I = find(I); 

         

        dout = dt(ix); 

        zt = getnal(CS{r},DEM); 

        zout = zt(ix); 

        text(dout,zout + (r-1)*250,... 

            ['z + ' num2str((r-1)*250) ' '],...     

             'HorizontalAlignment','right','FontSize',6) 

        plot([dout dout],[zout+offset(I) zout+offset(r)],'k:') 

    end 

     

end 

 

xlim([0,max(S2.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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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代码肯定不容易阅读。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在评论中告诉我。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0/10/7.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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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opoToolbox 计算 Hack 定律 

发布于 APRIL 12, 2020 更新于 AUGUST 20, 2020 

Hack 定律描述了河流长度和流域面积之间的经验关系（Hack 1957）。函数关系是具有

等式 L=cA^h 的幂函数，其中 L 是从出口到分水岭的最长河流的长度，A 是特定位置上

方的排水面积，c 是常数，h 是缩放指数（见图）。 

测量河流长度和排水面积（Hack 1957） 

一般来说，h 略低于 0.6（Rigon et al. 1996）。 今天，我将展示如何计算 Hack 定律

的参数。首先，我将演示 Hack 定律的参数是如何针对单个流域推导出来的。在第二部

分，我将应用该技术来计算台湾省集水区排水的参数。 

Big Tujunga 集水区 

在第一个示例中，我将使用 Big Tujunga 集水区的 DEM，它是 TopoToolbox 发行版的

一部分。虽然 Hack 定律似乎适用于盆地内的任何点（Rigon 1996），但我在这里展示

了如何从构成从分水岭到集水出口的最长路径的一组像素中推导出它。像往常一样，我

导出流向(FLOWobj)和流网络(STREAMobj)。然后，我提取了最大的流域，然后提取了

该流域中从分水口延伸到出口的最长溪流。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DIST   = flowdistance(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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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klargestconncomps(S); 

D   = drainagebasins(FD,S) > 0; 

DIST = clip(DIST,D); 

[~,IX] = max(DIST.Z(:)); 

S   = STREAMobj(FD,'channelheads',IX); 

imageschs(DEM,D,'falsecolor',[.0 0 0],'truecolor',[1 1 1], ...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4/12/calculating-hacks-law-using-topotoolbox/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4/12/calculating-hacks-law-using-topotoolbox/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4/12/calculating-hacks-law-using-topotoo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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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rbar',false,'ticklabels','nice'); 

hold on 

plot(S,'b') 

hold off 

 

第二步，我计算排水面积和距离。函数 flowacc 计算整个网格的流量累积（以像素为单

位），函数 getnal 提取河网中每个节点的网格值。另外，我使用 distance 函数计算流

动距离。默认情况下，该函数计算每个节点到出口的距离，但也有其他选项。在这里，

我们使用与通道头的最大距离。 

A   = flowacc(FD)*DEM.cellsize^2; 

a   = getnal(S,A); 

d   = distance(S,'max_from_ch'); 

现在我们可以绘制两个节点属性列表相互对比。 

figure 

plot(a,d,'.') 

xlabel('Area [m^2]') 

ylabel('Stream lengt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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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使用这些数据来适应 Hacks 定律。为此，我正在使用统计和机器学习工具

箱中的 nlinfit，这需要对参数进行初始估计。这些初始值的选择可能具有挑战性，并且

偏离值可能会使 nlinfit 无法收敛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b = nlinfit(a,d,@(b,X) b(1)*X.^b(2),[0.002 0.6]); 

b 是一个二元向量，包含 Hack 定律的参数，其中 b(1)是常数，b(2)是缩放指数。这里，

b(1)是 0.0035，b(2)是 0.8346。有了这些参数，我们现在可以获得任何排水面积值的距

离估计值。 

figure 

plot(a,d,'.') 

hold on 

fplot(@(X) b(1)*X.^b(2),xlim) 

hold off 

xlabel('Area [m^2]') 

ylabel('Stream lengt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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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会注意到 nlinfit 返回的指数与 Hack 的值 0.6 不同，这可能有不同的原因。首先，

该流域可能具有特殊的形式，因为它在 Chilao 平原的遗迹地形上延伸，并具有一系列

的拐点，表明它经历了对加速抬升的瞬态响应。其次，河流上部既有基岩-冲积混合段，

下部有纯冲积层。最后，我们的数据违反了作为参数推断基础的一些假设，即相同且独

立的分布(i.i.d.)。通过对我们的数据进行随机抽样，可能有一些方法可以至少部分解释这

些违规行为，但我不想在此详述。 

台湾省 

在第二个例子中，我们将使用台湾省的 SRTM-3DEM，您可以使用 readexample 函数

下载它。在本例中，我们从多个流域计算 Hack 定律中的参数。 

DEM = readexample('taiwan'); 

我们首先在 DEM 中修复缺失值并使用 FLOWobj 导出流向。在第二步中，我们然后计

算每个流域的干流，再次直到分水岭。如果您有多个流域，这有点棘手。在这里，我展

示了如何使用 FLOWobj2cell 和 cellfun 来做到这一点。通过将流域的最小阈值设置为

1000 像素的任意大小，我省略了台湾省沿海的许多小型流域。 

DEM = inpaintnans(DEM); 

FD  = FLOWobj(DEM); 

[CFD,~,a] = FLOWobj2cell(FD); 

CFD = CFD(a>1000); 

[~,IX]  = cellfun(@(fd) max(flowdistance(fd)),CFD); 

 

S   = STREAMobj(FD,'channelhead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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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chs(DEM,[],'colormap',[1 1 1],'colorbar',false,'ticklabels','nice'); 

hold on 

plot(S) 

 

同样，我计算上坡面积和距离，并在半对数坐标系上绘制。 

A  = flowacc(FD)*DEM.cellsize^2; 

a  = getnal(S,A); 

d  = distance(S,'max_from_ch'); 

OUTLETS = streampoi(S,'outlets','logical'); 

a  = a(OUTLETS); 

d  = d(OUTLETS);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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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logx(a,d,'s') 

xlabel('Area [m^2]') 

ylabel('Stream length [m]') 

hold off 

 

然后，我再次使用 nlinfit 确定 Hack 定律的参数。 

b = nlinfit(a,d,@(b,X) b(1)*X.^b(2),[0.002 0.6]); 

 

semilogx(a,d,'s') 

hold on 

fplot(@(X) b(1)*X.^b(2),xlim) 

hold off 

xlabel('Area [m^2]') 

ylabel('Stream length [m]') 

这一次，nlinfit 产生 0.5315 作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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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可能想从我们的预测长度中查看残差的空间模式。 

  

rerr = (d - (b(1)*a.^b(2)))./d; 

IXoutlet   = S.IXgrid(OUTLETS); 

D = drainagebasins(FD,IXoutlet); 

D.Z = double(D.Z); 

D.Z(D.Z ~= 0) = rerr(D.Z(D.Z~=0)); 

D.Z(isnan(DEM.Z)) = nan; 

figure 

imageschs(DEM,D,'caxis',[-1 1],'colorbarylabel','Rel.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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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显示了 Hack 定律的残差（或相对误差）。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集水区，尤其是那

些从西坡排水的集水区，与主要河流的距离往往比 Hack 定律预测的要长。这些流域通

常相当长，部分原因可能是它们覆盖了大面积的冲积区和低地。 

参考文献 

Hack, J. T.: Studies of longitudinal stream profiles in Virginia and Maryland, USGS 
Professional Paper, 295, 45–97, 1957. 

Rigon, R., Rodriguez-Iturbe, I., Maritan, A., Giacometti, A., Tarboton, D. G. and 
Rinaldo, A.: On Hack’s law,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32, 3367–3374,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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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封闭流域 

发布于 MARCH 21, 2020 更新于 AUGUST 20, 2020 

内流域有不同的尺寸。里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海体，集水面积 362.6 万平方公里。相

比之下，岩溶地形中的小坑洞只有几十平方米。 

在数字高程模型分析中，内流域可能非常具有挑战性，主要是因为我们通常不知道 DEM
中的封闭流域是真正的封闭流域还是数据的假象。 

在 TopoToolbox 中计算流向时，默认设置是所有封闭流域都是人造的。但是，在旱地

地区工作时，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种假设。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展示如何处理封闭流域。

此外，我将展示如何使用 MATLAB 实时脚本来帮助我们以交互方式探索控制封闭流域

识别的参数。 

要开始使用，请使用 readexample 函数下载青藏高原示例： 

DEM = readexample('tibet'); 

DEM 具有许多封闭流域，我们使用 fillsinks 函数识别这些流域。然后，我们将填充的

DEM 与实际 DEM 之间的差异可视化，这让我们对内部排水流域的位置和深度有所了

解。 

DEMf = fillsinks(DEM); 

DIFF = DEMf-DEM; 

imageschs(DEM,DIFF,'usepermanent',true,... 

'colormap',flipud(hot),'colorbarylabel','Sink depth [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3/21/handling-closed-basin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3/21/handling-closed-basin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3/21/handling-closed-bas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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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我们将更详细地研究封闭盆地的特性。这里我们看两个属性：汇的面积和深度。

作为图像处理工具箱一部分的函数 regionprops 在这里派上用场。 

SINK  = DIFF > 0; 

stats = regionprops(SINK.Z,DIFF.Z,'Area','PixelIdxList','MaxIntensity'); 

sinkarea = [stats.Area]*DEM.cellsize^2; 

sinkdepth = [stats.MaxIntensity]; 

loglog(sinkarea,sinkdepth,'sk'); 

xlabel('Area of sink [m^2]') 

ylabel('Maximum depth of sink [m]') 

 

DEM 中有超过 11,000 个汇。显然，并非所有这些都是真正的汇。我建议真正的水槽应

该有很大的面积范围并且相当深。因此，我们可以应用一些阈值将汇分为真实汇和人工

汇。作为第一个猜测，让我们假设面积为 10km2 和深度为 10m 的组合作为我们的汇识

别模型的合适参数。 

areathres = 10^7; 

depththres = 10; 

sinkstats = stats(sinkarea > areathres & sinkdepth > depthth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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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kpixels = {sinkstats.PixelIdxList}; 

这些阈值返回六个封闭流域。第三步，我们以承认这些流域内部排水的方式计算流向。

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这里，我们使用将每个汇中具有最小高程的像素设置

为 nan 的技巧。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参见函数 FLOWobj），但这种方法实

际上是最快的。 

% A: 在这里，我们确定每个汇具有最小高程的像素的线性索引 

minelevix  = cellfun(@(ix) ix(find(DEM.Z(ix) == ... 

             min(DEM.Z(ix)),1,'first')),sinkpixels); 

% B: 做一个 DEM拷贝 

DEM2 = DEM; 

% C: 将最小值的高程设置为 nan 

DEM2.Z(minelevix) = nan; 

% D: 计算流向 

FD = FLOWobj(DEM2); 

% E: 计算流累计 

A  = flowacc(FD); 

% F: 并且可视化结果. 

figure 

imageschs(DEM,dilate(sqrt(A),ones(11)),... 

'usepermanent',true,'colormap',flowcolor) 

hold on 

[x,y] = ind2coord(DEM,minelevix); 

plot(x,y,'ko','MarkerFaceColor','b') 

hold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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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可能对结果不满意。根据我们的参数，可能有很多或很少的封闭流域。下面

是一个 gif 视频，展示了如何使用 MATLAB Live Scripts 中的交互式工具来改变 sink-
area 和 sink-depth 参数，并立即查看它们对生成的流网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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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喜欢这篇文章。在具有内流域的地区应用 TopoToolbox 现在应该不再有问题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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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条带剖面的替代方案 

发布于 SEPTEMBER 21, 2017 更新于 SEPTEMBER 21, 2017 

今天，我想展示 Dirk 和我最近发布的 TopoToolbox 新平滑套件的另一个应用程序，以

及我们在 ESURF 中的讨论文件。我将演示使用与 STREAMobj 相关的不同方法，使您

能够创建与沿河流计算的带状剖面非常相似的图。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 

Swath 剖面需要由多个节点定义的直线或曲线路径。每个节点都有一个由其相邻节点中

的一个或两个定义的方向。然后，创建条带配置文件涉及从垂直于该方向并在指定距离

内的位置映射值。我们将使用在函数 maplateral 中实现的流网络横向映射值的简化版

本。maplateral 使用函数 bwdist 返回从所有像素（目标像素）到二进制图像中多个种

子像素的距离变换。在我们的例子中，种子像素是流网络的像素，而 bwdist 识别目标

像素，从该目标像素计算到流像素的欧几里德距离。通常，每个种子像素都有几个目标

像素，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聚合函数，该函数根据与每个种子像素相关联的值的向量计算

标量。然而，与条带剖面不同，这种方法需要一些种子像素可能没有达到最大距离的目

标像素。因此，我们可以非常确定某些像素可能会丢失一些我们想要提取的信息。虽然

我们无法使用这种方法避免这个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使用 crs 函数中实现的非参数分

位数回归来减少它的影响。 

这是方法。我们将加载一个 DEM，导出流向和一个流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它只是一条

干线河流。我们使用函数 maplateral 将距离为 2 公里的高程映射到流网络。我们的映

射使用最大函数来聚合值。因此，对于河流网络中的每个像素，我们将在其 2 公里最近

邻域中获得最大海拔。使用函数 imageschs 和 maplateral 的第二个输出绘制条带。然

后我们绘制最大值以及流网络的轮廓。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S  = STREAMobj(FD,'minarea',1e6,'unit','map'); 

S = klargestconncomps(S); 

S = trunk(S); 

 

z = getnal(S,DEM); 

[zmax,mask] = maplateral(S,DEM,2000,@max); 

 

subplot(2,1,1) 

imageschs(DEM,mask,'truecolor',[1 0 0],... 

                   'colorbar',false,... 

                   'ticklabels','nic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9/21/an-alternative-to-along-river-swath-profil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9/21/an-alternative-to-along-river-swath-profil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9/21/an-alternative-to-along-river-swath-profil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8/14/smooth-operator/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maplateral.m
https://de.mathworks.com/help/images/ref/bwd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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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plot(2,1,2)                

plotdz(S,z) 

hold on 

plotdz(S,zmax) 

legend('River profile','maximum heights in 2 km distance') 

 

这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地形剖面有很多分散大量的值似乎没有代表性。最有可能的是，

那些最近的像素未能延伸到最大距离 2 公里的像素。相反，我希望配置文件沿着曲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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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值运行。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条线？好吧，crs 函数可以处理这个问题。虽然它

最初旨在应用于纵向河流剖面，但它也可以处理沿河流网络测量或计算的其他数据。我

们唯一需要“关闭”的是函数默认使用的下游最小梯度，以创建在下游方向单调递减的平

滑轮廓。只需将“mingradient”选项设置为 nan 即可完成。我使用平滑参数值 K=5 并设

置 tau=0.99，这会强制配置文件沿着数据的第 99 个百分位运行。如果您愿意，您可以

尝试不同的 K 和 tau 值。 

figure 

zmaxs = crs(S,zmax,'mingradient',nan,'K',5,'tau',0.99,'split',0); 

plotdz(S,z);  

hold on 

plotdzshaded(S,[zmaxs z],'FaceColor',[.6 .6 .6]) 

hold off 

 

这看起来好多了，并且给人一种与河流网络相邻的地形陡峭的印象。最后让我们将其与

通过函数 STREAMobj2SWATHobj 获得的 SWATHobj 进行比较。 

figure  

SW = STREAMobj2SWATHobj(S,DEM,'width',4000); 

plotdz(SW)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crs.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cr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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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abel('Distance upstream [m]'); 

ylabel('Elevation [m]'); 

 

条带剖面. 

我们之前的结果应该类似于 SWATHobj 派生配置文件中显示的最大线。我认为他们是。

事实上，SWATHobj 派生的剖面也显示出一些分散，这可能是由于条带中心线方向的

急剧变化。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平滑 SWATHobj 中心线来消除一些这种分散，但我认为

maplateral 和 CRS 算法的结合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方法来绘制沿河流的条带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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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段的方向 

发布于 MAY 13, 2016 更新于 MAY 13, 2016 

今天的客座文章来自雷恩大学助理教授 Philippe Steer,。Philippe 贡献了两个新函

数，我请他在这里描述它们以展示潜在的应用。感谢 Philippe 的贡献！ 

我最近需要计算河网方向。事实上，河网方向可以揭示走滑断层附近的分布构造变形（例

如 Castelltort et al., 2012），或者可以识别发育中的河网与古河网。获得方向的一种方

法是首先提取将汇合处连接到出口或汇合处连接到渠道头的河流段，然后计算得到的段

的方向。streampoi 函数允许提取网络的这些特征点，例如通道头、汇合点、b-汇合点

（任何汇合点上游的点）和出口。要将这些特征点连接成段，可以使用每个段属于一个

独特的分水岭的适当性，该分水岭由函数 drainagebasins 赋予，使用真正的河流出口和

b 汇合处作为出口。根据定义，每个段也对应一个唯一值的拓扑序列。 

一旦确定了河流段，就很容易获得段的方向。有趣的是，定义这些段还为计算河流段上

的其他几个平均几何指标铺平了道路，例如段直接或流道长度、弯曲度、直接或流道坡

度、平均流域面积甚至陡度指数（如果假设一个值凹度）。 

为了干净利落地完成这项工作，我编写了两个 MATLAB 函数： 

• networksegment.m:进行计算 

• plotsegmentgeometry.m:绘制结果 

下面是一段代码，展示了这些函数的用法（假设您已经加载了感兴趣的 DEM）： 

%% 流向和流域面积 

DEMf = fillsinks(DEM); FD= FLOWobj(DEMf); A = flowacc(FD);   

  

%% 导出河流 

% 设置临界排水区 

A_river=1e7/(res^2); % m^2 

W = A>A_river; 

% 提取想要的网络 

S = STREAMobj(FD,W); 

  

%% 河段 

% 提取河段并计算它们的方向 

mnratio=0.5; 

[segment]=networksegment(S,FD,DEM,A,mnratio); 

% 绘制结果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5/13/orientation-of-stream-segment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5/13/orientation-of-stream-segment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5/13/orientation-of-stream-segments/
https://sites.google.com/site/philippesteerprofessional/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networksegment.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plotsegmentgeometr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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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segmentgeometry(S,segment) 

为了说明结果，我认为新西兰南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实上，正如 Castelltort 等人

(2012)首先提出的那样。阿尔卑斯断层以南的河流流域倾斜，可能表明它们记录了分布

的剪切变形。看下图中的河段时，这种倾斜也很明显。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阿尔卑斯

断层以北的河段，面对倾斜的河流，比其南部邻国显示出更高的陡度。这可能是由于一

长串强迫因素造成的，包括活动构造、地形降水梯度或从冰川侵蚀到河流侵蚀的过渡。 

 

 

参考文献: 
Castelltort, S et al. (2012). River drainage patterns in the New Zealand Alps 
primarily controlled by plate tectonic strain. Nature Geoscience, 5(10), 744-748. 
[DOI: 10.1038/ngeo1582] 

  

http://dx.doi.org/10.1038/ngeo1582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5/13/orientation-of-stream-segments/orientation/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5/13/orientation-of-stream-segments/steep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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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你的流网 

发布于 MAY 31, 2014 更新于 MAY 31, 2014 

我经常使用但可能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函数之一是函数 STREAMobj/modify。顾名思义，

函数 modify 允许您操作存储为 STREAMobj 的流网络数据。该函数允许您在自动和手

动编辑过程中做出多种选择。这是一个概述： 

给定一个或多个 STREAMobj，您可以 

–提取具有给定流序的流。提取 Strahler 流序小于 5 的所有流的语法为 

Sm = modify(S,'streamorder','<5'); 

–提取依靠与出口距离定义的网络的一部分。提取距离出口 50 到 100 公里的溪流的示

例是 

Sm = modify(S,'distance',[50000 100000]); 

–将网络的一部分提取到 GRIDobj 中指定区域的上游或下游。例如，提取 1500m 以上

的流网络的语法是 

Sm = modify(S,'upstreamto',DEM>1500); 

–提取从属于另一个网络的网络的一部分。例如，要提取主干流的支流，只需调用 

Sm = modify(S,'tributaryto',trunk(S)); 

最后，还有参数‘interactive’，它可能有两个选项：‘reachselect’或‘polyselect’。检查下

面的两个 gif 动画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如果您想手动选择覆盖面，请进行以下调用 

Sm = modify(S,'interactive','reachselec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4/05/31/modify-your-stream-network/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4/05/31/modify-your-stream-network/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4/05/31/modify-your-stream-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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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obj/使用‘interactive’–‘reachselect’选项修改 

 

或者这样调用函数 modify 来根据多边形轮廓选择流网。 

Sm = modify(S,'interactive','poly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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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obj/使用‘interactive’–‘polyselect’选项修改 

你觉得 modify 函数有用吗？你错过了什么吗？让我知道。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4/05/modify_reachselect.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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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网修改演示 

发布于 JUNE 22, 2015 更新于 JUNE 22, 2015 

Stream network modification 

几个月前，我发布了一篇关于流网络修改的文章，其中列出了在 TopoToolbox 中修改

流网络的一些方法。这些修改包括修剪、提取、主干河推导等。不过，鉴于它们都列在

函数 STREAMobj/modify.m 的帮助部分中，可以使用参数名称-值访问它们，因此其中

许多函数仍然有些隐蔽对。为了帮助用户理解和查找这些工具，我最近在 TopoToolbox
中添加了一个 demo，其中包括一些代码和不同修改的可视化输出。希望这可以帮助您

找到适合您的分析的工具。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5/06/22/demo-on-stream-network-modification/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5/06/22/demo-on-stream-network-modification/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5/06/22/demo-on-stream-network-modification/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modify.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demo_modifystreamnet.m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5/06/modifystreamnetwork.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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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到流！ 

发布于 APRIL 28, 2016 

使用河网和流域通常需要获取沿河某些位置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包括地理编码的水

文测量测量值、10Be 得出的流域范围的剥蚀率、粒度采样位置等。 

如果您在 TopoToolbox 中使用点的位置，请确保它们的 x 和 y 坐标具有与数字高程模

型(DEM)相同的投影坐标系（例如 UTM）。如果您的数据来自地理坐标（例如

WGS84），请使用 GIS 或地图工具箱函数 projfwd 或 mfwdtran 重新投影它们。 

完成此操作后，您可能希望通过将数据与流网络数据一起绘制来探索数据。在那个阶

段你肯定会注意到你的位置与河网不完全一致。有两个原因： 

1. 您的数据有一些位置误差。 

2. 派生的流网络有一些位置误差，因为它被迫穿过 DEM 单元中心。 

此外，在 TopoToolbox 的任何分析中包括点数据都需要点位于底层 DEM 的单元中

心。为确保情况如此，您需要将数据捕捉到流中！ 

“捕捉到流”是 TopoToolbox 中经常需要的操作，由于我已经检索到几个有关此问题

的帮助请求，因此我将在此处详细说明。为此，我将使用 Big Tujunga DEM 并派生流

网络。我将在流网络上生成一些随机点并稍微偏移它们。然后，我将使用

STREAMobj/snap2stream 将这些位置连接回河流网络，并导出它们各自的流域。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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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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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klargestconncomps(S); 

  

% 在网络上生成随机点并稍微偏移它们 

idx = randi(numel(S.x),20,1); 

x   = S.x(idx)+randn(size(idx))*100; 

y   = S.y(idx)+randn(size(idx))*100; 

  

% 捕捉到流 

[xn,yn,IX] = snap2stream(S,x,y,'plot',true); 

axis image 

figure 

  

% 并计算流域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4/28/snap-to-strea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4/28/snap-to-stream/
http://www.mathworks.com/help/map/ref/projfwd.html?refresh=true
http://www.mathworks.com/help/map/ref/mfwdtran.html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snap2strea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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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drainagebasins(FD,IX); 

D.Z = single(D.Z); 

D.Z(D.Z==0) = nan; 

imageschs(DEM,shufflelabel(D)); 

 

 

 
那对你有用吗？现在，如果您需要根据这些流域计算统计数据，请查看函数

drainagebasinstats。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FLOWobj/drainagebasinstats.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4/28/snap-to-stream/snap2strea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4/28/snap-to-stream/snap2stream_zoo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4/28/snap-to-stream/snap2stream_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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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网和图论 

发布于 MARCH 13, 2017 更新于 MAY 8, 2017 

 

河流被组织成网络。它们从小溪流和小溪开始，向下游发展成为大溪流，除非取水、传

输损失或蒸发占主导地位。在图论方面，您可以将流网络视为有向无环图（DAG）。一

个流域的河网是一棵在出口处布线的树。更准确地说，这种树是反树状树或内树，即有

向图中的所有方向都通向出口。通常，流网络是二叉树，即每个节点最多有两个分支或

父节点。然而，节点有时可能在三条或更多河流交汇处的汇合处有两个以上的分支。所

有的流域都形成了一片树林，每棵树都是所谓的强连接组件.。 

为什么要使用图论无聊的术语？因为它会使一些 TopoToolbox 函数更易于访问。例如，

函数 klargestconncomps 有一个我从图论中采用的尴尬名称。它有什么作用？它从流

网络中提取 k 个最大的树。函数 STREAMobj2cell 获取所有树并将每个树放入元胞数

组的单个元素中。FLOWobj2cell 对整个流网络执行相同的操作。STREAMobj 和

FLOWobj 的计算基础依赖于有向图的拓扑排序。多亏了图论，这个技巧使得

TopoToolbox 中与流相关的计算比大多数常见的 GI 系统快得多。 

图论可以为几何学提供很多东西，我认为这种潜力还没有被充分探索。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13/stream-networks-and-graph-theory/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13/stream-networks-and-graph-theory/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3/13/stream-networks-and-graph-theo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rected_acyclic_grap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ee_(graph_theo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inary_tre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nected_component_(graph_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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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流网 

将 STREAMobj 导出到 shapefile 

发布于 JULY 15, 2014 更新于 JULY 15, 2014 

最近有人问我，如何将 STREAMobj 导出到磁盘，以便可以使用不同的软件对其进行编

辑和分析。显然，答案取决于您要使用哪种软件。在这里，我描述了如何将 STREAMobj
导出到 shapefile 以在 GIS 中工作。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展示如何将 STREAMobj 导
出到 nan-separated 表中。 

好的，让我们先获取数据并导出一个 STREAMobj。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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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flowacc(FD); 

S  = STREAMobj(FD,A>500); 

S = klargestconncomps(S); 

 

imageschs(DEM) 

hold on 

plot(S,'w') 

hold off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4/07/15/export-streamobj-to-shapefil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4/07/15/export-streamobj-to-shapefil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4/07/15/export-streamobj-to-shapefil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4/07/15/export-streamobj-to-shape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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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网络和数字高程模型 

Shapefiles 是一种流行的矢量数据文件格式。如果您想在任何地理信息系统(GIS)中使用

您的流网络，请将您的 STREAMobj 导出到 shapefile。使用 MATLAB 和 TopoToolbox，
这需要两个命令。首先， 
MS = STREAMobj2mapstruct(S); 

我知道函数名称可能不直观。但是，对于那些一直在使用地图工具箱的人来说，

mapstructs 可能是已知的。Mapstructs 是包含点、线和多边形矢量数据的结构数组。

mapstructs 中的每个元素都包含一个对象，该对象包括 X 和 Y 数据以及属性。 

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轻松绘制 mapstruct（需要地图工具箱） 

figure 

mapshow(MS) 

http://en.wikipedia.org/wiki/Shapefile
http://www.mathworks.de/de/help/map/ref/shapewrite.html?searchHighlight=mapstruct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4/07/ex4_exportstreamobj_0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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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网 

其次，使用 MATLAB 地图工具箱函数 shapewrite 将 mapstruct 导出到 shapefile。请

注意，如果您没有地图工具箱，则 File Exchange 上可能存在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的函

数。 

shapewrite(MS,'streamnetwork.shp'); 

您现在可以在 QGIS、ArcGIS、SAGAGIS 或您喜欢的任何地方打开 streamnetwork.shp。 

然而，这种方法有一些缺点。首先，我们没有包含属性；其次，我们没有控制对象的外

观。只有一个多部分对象吗？是否有与单个流一样多的对象？既不也不。 

MS 

 

MS = 

1×248 struct array with fields: 

Geometry 

X 

Y 

streamorder 

IX 

tribtoIX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4/07/ex4_exportstreamobj_0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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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MS 有 248 个对象。此外，还有三个名为 streamorder、IX 和 tribtoIX 的附加属

性。因此，STREAMobj2mapstruct 所做的就是根据它们的（Strahler）流序将流网络

切割成对象。在到达更改其流序的地方，它将被放置在一个新对象中。IX 包含每个对象

的唯一标识符，而 tribtoIX 指示下游对象的标识符。如果没有下游对象，则 tribtoIX 将

为零。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您希望导出更短、同样长的流段并添加流顺序以外的属性数据。

这个有可能。只需查看 STREAMobj2mapstruct 的帮助或继续阅读。我将展示如何将

STREAMobj 导出到 shapefile，包括 500m 长段的属性通道梯度、排水面积和流顺序。 

所以让我们首先计算梯度和流序。 

G = gradient8(DEM); 

so = streamorder(S); 

然后，再次调用 STREAMobj2mapstruct。这次使用额外的参数名称/值对。 

MS = STREAMobj2mapstruct(S,'seglength',500,'attributes',... 

        {'uparea' A @median ... 

         'gradient' G @mean ... 

         'streamord' so @max}); 

第一个参数名称/值(pvpn)对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它告诉函数生成的 mapstruct 中每个

线对象的长度。第二个 pvpn 对更复杂。它定义了属性并需要一个元胞数组作为值。您

可以使用大括号创建单元格。元胞数组的元素必须具有以下结构 

{attname1 variable1 aggfunction1 attname2 variable2 aggfunction2 …} 

其中 attname1 是第一个属性的名称，因为它将在属性表中显示为字段名称。请注意，

字段名称不应超过 10 个字母。variable1 是工作空间变量，必须是 GRIDobj（此 GRIDobj
必须与派生 FLOWobj 和 STREAMobj 的 DEM 具有相同的几何形状）或 STREAMobj
的节点属性列表（我将在其中一个中解释节点属性列表）下一篇文章。它们将是下一个

版本中的一个新的但旧的函数）。aggfunction1 是一个函数，用于将 STREAMobj 中每

个顶点的可用数据聚合到 500m 长的段中。这必须是一个函数，它接受一个向量并返回

一个标量，例如@mean、@max 或@(x)prctile(x,5)。这些是匿名函数。如果您不熟悉匿

名函数，请查看 MATLAB 帮助。 

   MS 

 

MS = 

605×1 struct array with fields: 

Geometry 

X 

Y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rahler_number
http://www.mathworks.de/de/help/matlab/matlab_prog/anonymous-functions.html
http://www.mathworks.de/de/help/matlab/matlab_prog/anonymous-func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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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area 

gradient 

streamord 

您可以看到 MS 现在包含 605 个对象并包含所需的属性。 

最后，让我们检查对象长度是否始终为 500m。 

seglength = zeros(numel(MS),1); 

for r = 1:numel(MS); 

    seglength(r) = nansum(hypot(diff(MS(r).X),diff(MS(r).Y))); 

end 

 

hist(seglength) 

xlabel('length [m]') 

ylabel('count') 

对象长度直方图 

段长度并不总是等于 500m。但是，mapstruct 中的大多数对象的长度约为 500m。这

是因为 STREAMobj2mapstruct 试图以保证均匀长度的方式分配分隔符，而在流汇合处

另外分隔段。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4/07/ex4_exportstreamobj_0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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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使用了 for 循环来计算对象长度（seglength）。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即在对

STREAMobj2mapstruct 的函数调用中计算流长度作为属性。你知道怎么做吗？发表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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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TREAMobj 导出到表格 

发布于 AUGUST 2, 2014 

上回说到，我描述了如何将 STREAMobj 导出到 shapefile。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展示

如何将 STREAMobj 写入分隔的 ascii 文本文件或 excel 文件。 

同样，让我们先获取数据并派生一个 STREAMobj。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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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flowacc(FD); 

S  = STREAMobj(FD,A>500); 

S = klargestconncomps(S); 

 

imageschs(DEM) 

hold on 

plot(S,'w') 

hold off 

流网络和数字高程模型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4/08/02/export-streamobj-to-tabl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4/08/02/export-streamobj-to-table/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4/07/ex4_exportstreamobj_0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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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需要函数 STREAMobj2XY。诚然，这个函数的某些函数并没有通过函数名本

身开放，我正在考虑重命名函数或编写一个新函数。那么这个函数有什么作用呢？ 

[x,y] = STREAMobj2XY(S); 

使用一个输入参数，它会返回两个具有 x 和 y 坐标的向量，您可以使用它们来绘制流网

络的平面图案。 

plot(x,y) 

 

流网 

仅用两个向量绘制几条线的事实是通过用 nan 分隔向量来实现的。 

现在，如果您想要一个包含 z 坐标以及可能与出口距离的附加向量，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很简单，只需将数据添加到函数 STREAMobj2XY。 

[x,y,z,d] = STREAMobj2XY(S,DEM,S.distance); 

所以 x 和 y 再次被导出。z 向量取自 DEM，变量 d 是从我们检索为对象属性.distance
的节点属性列表(nodeattributelist,nal)计算得出的。因此，您可以为 STREAMobj2XY 提

供 GRIDobj（它必须具有与派生 FLOWobj 和 STREAMobj 的 DEM 相同的几何属性）

和节点属性列表。节点属性列表是从一些 STREAMobj 方法获得的，例如

STREAMobj/gradient 或 STREAMobj/streamorder。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4/07/ex4_exportstreamobj_0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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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您想将此数据导出到文本文件或 excel 文件，只需将数据连接到矩阵并使用

xlswrite 或 dlmwrite 将其写入磁盘。例如，这里我将数据写入带有制表符分隔列的文

本文件。 

data = [x y z d]; 

dlmwrite('test.txt',data,'\t'); 

  

http://www.mathworks.de/de/help/matlab/ref/xlswrite.html
http://www.mathworks.de/de/help/matlab/ref/dlmwri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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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arth 中的彩色流网 

发布于 OCTOBER 30, 2019 更新于 AUGUST 20, 2020 

在我之前的帖子（此处和此处）中，我展示了 MATLAB 和 TopoToolbox 函数工具，用

于在 web 地图上绘制流网络。然而，虽然 wmplot（TopoToolbox 函数）巧妙地服务

于这个目的，但它并不容易让您轻松共享数据，以便您的同行可以自己绘制，或者数据

可以嵌入到在线地图中。 

KML（keyhole markup language, keyhole 标记语言）是一种文件格式，可以轻松交

换、在 Google Earth 或 ArcGIS Earth 等地球浏览器中查看并导入任何 GIS。一些学术

出版商还鼓励作者提供 kml 文件，以通过在线地图丰富他们的论文。因此，将流网络转

换为 kml 文件的工具会很不错。 

MATLAB 的地图工具箱允许您导出 kml 文件。这是一个使用台湾省 SRTM 的示例（请

注意，这些示例需要互联网连接）： 

DEM = readexample('taiwan'); 

DEM = inpaintnans(DEM); 

FD  = FLOWobj(DEM); 

A   = flowacc(FD); 

S   = STREAMobj(FD,A > 1000) 

 

[lat, lon] = STREAMobj2latlon(S); 

kmlwriteline('test1.kml',lat,lon,'LineWidth',2) 

函数 STREAMobj2latlon 将 STREAMobj 转换为 nan 标点坐标向量 lat 和 lon。Nan-
punctuated 表示这些向量中的各个行由 nan 分隔。然后，kmlwriteline 允许您将这些

行写入 kml 文件。 

但是，可用的 MATLAB kml 实用程序（例如 kmlwriteline）功能有限。这些限制尤其

适用于编写结合不同几何形状、颜色和符号的文件。很高兴有解决方案，这里我们采用

kml-toolbox 提供的工具，您应该在运行下一个代码之前下载并安装这些工具。 

在我的上一篇文章中，我问是否有人可以帮助将 TopoToolbox 连接到 kml-toolbox，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地质科学博士生 Kai Hu 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c   = chitransform(S,A,'a0',1); 

[~,zb] = zerobaselevel(S,DEM); 

c   = c+zb; 

[lat, lon, c_latlon]=STREAMobj2latlon(S,c);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30/colored-stream-networks-in-google-earth/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30/colored-stream-networks-in-google-earth/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30/colored-stream-networks-in-google-earth/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30/colored-stream-networks-in-google-earth/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wmplot.m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kml/
https://www.google.com/earth/
https://www.esri.com/en-us/arcgis/products/arcgis-earth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STREAMobj2latlon.m
https://www.mathworks.com/help/map/ref/kmlwriteline.html
https://github.com/rafael-aero/kml-toolbox
http://geoscience.wisc.edu/geoscience/people/grad-students/kai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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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流网络的节点转换为经纬度及其在每个节点处对应的 Chi 值。 

 

fh = figure; 

ax = gca; 

z  = lon*0; 

h  = surface([lon lon],[lat lat],[z z],[c_latlon c_latlon],... 

        'facecolor','none',... 

        'edgecolor','flat',... 

        'linewidth',2);% 此曲面图是从 plotc 函数绘制的. 

colormap(jet) 

colorbar 

 

k = kml('Stream network colored by dChi') 

k.transfer(ax,'keepAxis',false,'transparentBG',true,'altitudeMode','clampTo

Ground') 

 

k.save 

现在，您的当前文件夹中应该有一个名为‘Stream network colored by dChi.kmz’的
kmz 文件。您可以使 Google 地球打开该文件。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30/colored-stream-networks-in-google-earth/2019-10-30_13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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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 的解决方案基于函数 STREAMobj/plotc 中使用的技巧，该技巧应用函数表面来绘

制彩色流网络。函数 k.transfer 将图形轴传输到 kml 文件作为图像叠加层。这实际上很

酷，因为您可以在 MATLAB 中准备包括各种特征（例如点或等高线）的绘图（请注意，

您必须使用带有地理坐标的轴），然后在 Google 地球中查看它。 

Kai 解决方案的缺点是流网络被导出为光栅化图像，在不同的缩放级别下可能看起来不

太好。此外，您无法访问、修改或查询显示的函数。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我现在编写了

函数 STREAMobj2kml。在内部，该函数使用 STREAMobj2mapstruct，它生成具有属

性值的单独线段。可选参数允许您定义这些段的长度以及属性（节点属性列表或

GRIDobj）。此外，还有一个聚合函数，可以将每个流节点的可用值汇总为每个流段的

标量值。以下是调用函数的方式： 

STREAMobj2kml(S,'attribute',c,'filename','streamnet.kmz');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plotc.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STREAMobj2kml.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STREAMobj2mapstruct.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30/colored-stream-networks-in-google-earth/2019-10-30_135029/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30/colored-stream-networks-in-google-earth/2019-10-30_13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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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请注意，这只是制作出色 web 地图的开始。如果您使用一个输出参数调用

STREAMobj2kml，该函数将返回一个 kml 对象，该对象可以通过其他可视化（如等高

线、文本或散点图）进行补充。我肯定会在我以后的一篇文章中展示一个例子。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30/colored-stream-networks-in-google-earth/2019-10-30_13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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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河流剖面 

平滑河网的平面几何形状 

发布于 NOVEMBER 15, 2018 更新于 AUGUST 20, 2020 

在之前的文章中（这里,这里,这里），我介绍了一些平滑在河网分析中的工具和应用。因

此，我专注于河流剖面的分析（另见我们的论文）。然而，这些工具也可用于平滑和分

析河网的平面格局。 

方法如下：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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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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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klargestconncomps(S); 

y = smooth(S,S.y,'k',500,'nstribs',true); 

x = smooth(S,S.x,'k',500,'nstribs',true); 

 

[~,~,xs,ys] = STREAMobj2XY(S,x,y); 

subplot(2,1,1) 

plot(S) 

subplot(2,1,2) 

plot(xs,y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11/15/smoothing-the-planform-geometry-of-river-network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11/15/smoothing-the-planform-geometry-of-river-network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11/15/smoothing-the-planform-geometry-of-river-networks/
https://doi.org/10.5194/esurf-5-82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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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原始河网数据。下图：平滑的河网。 

现在这有什么用？首先，通过平滑进行简化可能有助于可视化。其次，平滑的河流坐标

可用于推导河网平面曲率等指标。这些指标受到来自数字高程模型的河网被迫遵循网格

的对角线和基本方向的情况的强烈影响。这导致局部流动方向以 45°的倍数为步长。因

此，水流方向的变化发生在跳跃中，因此河网的平面曲率非常不稳定。这些不稳定的值

可能会隐藏一些我们可能感兴趣的更大规模的曲率模式。 

STREAMobj/curvature 函数提供了一个示例，该示例展示了如何使用平滑来突出更大

规模的曲率模式。按照上面的代码，从平滑平面坐标导出曲率可以如下完成： 

y = smooth(S,S.y,'k',100,'nstribs',true); 

x = smooth(S,S.x,'k',100,'nstribs',true); 

c = curvature(S,x,y); 

plotc(S,c) 

box on 

% 颜色映射的中心 0 值 

caxis([-1 1]*max(abs(caxis))) 

colormap(ttscm('vik')) 

h = colorbar; 

h.Label.String = 'Curv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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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网的平面曲率。 

显然，平滑量决定了曲率的空间尺度。在这里，选择的平滑参数(K=100)突出了几百米范

围内的弯曲。 

这种分析有很多应用。河流的横向侵蚀可能会削弱斜坡，调查平面曲率指标是否有助于

检测和预测滑坡的位置可能会很有趣。只是一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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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滑的河流剖面得出的陡度 

发布于 AUGUST 22, 2017 更新于 DECEMBER 21, 2019 

今天，我在我们研究所 Manfred Strecker 小组的每周研讨会上做了一个演讲。演讲的

题目是：TopoToolbox 简介及其在构造地貌学中的应用。其中，我提供了一个示例，说

明如何计算和绘制河网的陡度（请参阅新函数 ksn ）以及新的平滑函数

crs （Schwanghart 和 Scherler 2017）如何在这里有所帮助。 我在这里为 Big Tujunga
流域的 DEM 提供代码，但您可以轻松地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代码。 

首先，加载 DEM 并导出流向和流网络。另外，计算一个我们需要计算 ksn 的流量累积

网格。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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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flowacc(FD); 

然后，我们为 1 平方公里的阈值上游区域提取河流网络。 

S = STREAMobj(FD,'minarea',1e6,'unit','map'); 

S = klargestconncomps(S,1); 

为了对河流剖面进行水文校正和平滑处理，我们使用函数 crs： 

zs = crs(S,DEM,'K',6,'tau',0.1); 

我们现在可以使用平滑的河流剖面来计算 ksn。 

k = ksn(S,zs,A,0.45); 

最后，我们绘制了这一切 

plotc(S,k); 

imageschs(DEM,[],'colormap',[1 1 1],'colorbar',false,'ticklabels','nice'); 

hold on 

plotc(S,k); 

colormap(jet); 

hx = colorbar; 

hx.Label.String = 'k_{sn}';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8/22/steepness-derived-from-smoothed-river-profil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8/22/steepness-derived-from-smoothed-river-profil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8/22/steepness-derived-from-smoothed-river-profiles/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ksn.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cr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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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Tujunga 流域的 ksn 值地图。 

应该使用哪些参数值来平滑流剖面？这些值取决于轮廓中的散射量、空间分辨率和平滑

量。因此，建议对结果进行目视交叉检查。在本次讲座中，我介绍了工具 crsapp，可让

您确定一组合适的参数值。该工具的屏幕截图如下所示。 

 

crsapp GUI 让您以交互方式选择正确的参数来平滑河流剖面。 

参考文献 

Schwanghart, W., Scherler, D., 2017. Bumps in river profiles: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Earth Surface Dynamics Discussions 1–30. [DOI: 10.5194/esurf-2017-
50]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crsapp.m
https://doi.org/10.5194/esurf-2017-50
https://doi.org/10.5194/esurf-2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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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现在发表：河流剖面的颠簸 

发布于 DECEMBER 7, 2017 

不同的预处理技术及其对纵向河流剖面的影响 (Figure 1来自 Schwanghart and 

Scherler(2017)). 

我们关于纵向河流剖面的不确定性量化和平滑的论文现已发表在 Earth Surface 
Dynamics 上。该论文描述了一种使用分位数回归进行水文更正和平滑剖面的新方法。

平滑基于曲率正则化，其约束是高程必须随着流动距离的增加而减小。因此，我们将这

种技术称为约束正则化平滑 (constrained regularized smoothing, CRS)。我们将 CRS
派生的轮廓与从常见的填充和雕刻方法获得的轮廓进行比较，并表明 CRS 在准确性和

精度方面优于这些方法。 

查看论文随附的新 TopoToolbox 函数： 

• STREAMobj/crs 

• STREAMobj/crslin 

• STREAMobj/crsapp 

• STREAMobj/smooth 

• STREAMobj/quantcarve 

• FLOWobj/quantcarve 

这些函数的应用已经在沿河条带剖面的替代方案, 从平滑的河流剖面得出的陡度, 平滑

运算符… 

参考文献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12/07/paper-out-now-bumps-in-river-profil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12/07/paper-out-now-bumps-in-river-profiles/
https://doi.org/10.5194/esurf-5-821-2017
https://www.earth-surface-dynamics.net/
https://www.earth-surface-dynamic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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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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i.org/10.5194/esurf-5-82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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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运算符… 

发布于 AUGUST 14, 2017 

现在可以在 TopoToolbox 中使用不同的水文调节和平滑方法以及新的 CRS 算法(Source: 

Schwanghart and Scherler, 2017). 

不，这篇文章不是关于我最喜欢的椰子先生对这首歌的诠释。它是关于我们提交给

ESURF 的最新讨论文件 latest discussion paper submitted to ESURF ，其中 Dirk 和

我介绍了一种平滑河流剖面的新方法。我们表明，谷底的 DEM 的特征是具有正偏分布

的误差，并且通常偏向更高的值。这些错误在高地形起伏中更为明显，从而限制了我们

解释剖面的能力。我们还评估了来自不同全球可用 DEM 的剖面的不确定性，并发现 
ALOS World 3D 30 m (AW3D30) DEM 在精度和准确性方面优于其他 DEM。 

手稿附带了一组现在是 TopoToolbox 的一部分的函数，我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更详细

地介绍这些函数。这是一个快速预览： 

STREAMobj/smooth 

STREAMobj/quantcarve 

STREAMobj/crs 

STREAMobj/crslin 

STREAMobj/crsapp 

和 

FLOWobj/quantcarve 

尽情探索这些新函数。我很快就会回来这里提供更多信息。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8/14/smooth-operato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8/14/smooth-operato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8/14/smooth-operato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1wuZ6xLqk
https://doi.org/10.5194/esurf-2017-50
http://www.eorc.jaxa.jp/ALOS/en/aw3d30/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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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Schwanghart, W., Scherler, D., 2017. Bumps in river profiles: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Earth Surface Dynamics Discussions 1–30. [DOI: 10.5194/esurf-2017-50] 
  

https://doi.org/10.5194/esurf-2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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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地貌地形分析的其他方法 

山顶曲率作为绘制土壤覆盖地形侵蚀率的工具 

发布于 APRIL 28, 2022 更新于 MAY 9, 2022 

这篇文章由亚利桑那大学的博士后 Will Struble 撰写。Will 致力于研究地貌学、构造学

和地表过程中的广泛问题。他的工具之一是数字地形分析。感谢这篇文章，威尔！ 

许多地貌分析侧重于河流排水网络。事实上，诸如河道陡度(ksn),Χ,和相关测量等指标可

以很好地了解河流部分地形如何响应气候和构造。然而，很大一部分地形不是由河流组

成的。我们缺少什么？当然是山坡！ 

以色列 Zin Valley Badlands 的圆润的山顶，没有那么多被土壤覆盖的山顶(Photo: Wolfgang 

Schwanghart) 

它早已得到认可，尤其是早期的 G.K. Gilbert 认为，山坡坡度和地势通常与侵蚀率相关，

因此基层下降率的增加会导致山坡更陡、更大。然而，在快速侵蚀的地形中，山坡通常

会形成阈值梯度，因此侵蚀速率和山坡角度变得不相关。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山顶曲

率仍然对超过阈值山坡形成的侵蚀率敏感。因此，山顶曲率是绘制土壤覆盖地形中侵蚀

率空间分布的非常有用的工具。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将侵蚀率 E 量化为 

 

其中 ρs和 ρr分别代表沉积物和基岩的密度，D 是土壤输送系数（即扩散率），CHT 是山

顶的曲率(Hurst et al., 2012; Roering et al., 2007).。 

CHT 的测量对数字高程模型网格间距很敏感，因此需要高分辨率的地形数据（理想情况

下为 1 米或更好）来提取准确的 CHT值。然而，随着激光雷达数据集变得越来越容易获

得，这为更广泛地绘制 CHT 地图打开了大门。此外，虽然过去计算 CHT 的方法（例如，

将 2D 多项式拟合到地形表面并找到该函数的曲率）在计算上可能很麻烦，但包括连续

小波变换在内的新技术可显着提高 CHT 计算速度。有关 CHT 测量的更多详细信息以及使

用小波变换的优势，请参阅我们最近在 ESURF 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其中引用的论文

(Struble and Roering, 2021)。我在这里介绍的练习包括在许多地形中绘制 CHT所需的基

础知识。 

我们将通过一个简短的示例练习来计算使用连续小波变换的 CHT，并估计流域平均曲率

和侵蚀率。可悲的是，因为 TopoToolbox Big Tujunga DEM 的分辨率相当粗糙，并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2/04/28/hilltop-curvature-as-tool-for-mapping-erosion-rates-in-soil-mantled-landscap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2/04/28/hilltop-curvature-as-tool-for-mapping-erosion-rates-in-soil-mantled-landscap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2/04/28/hilltop-curvature-as-tool-for-mapping-erosion-rates-in-soil-mantled-landscapes/
https://willstruble.wordpress.com/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4/2008_07_israel_-006_cr.jp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4/eq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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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于圣盖博山脉的部分地区显示出不规则的土壤覆盖，我们将改为（对不起

Wolfgang！[没关系......这一次（Wolfgang）]）我的一个最喜欢的地形，俄勒冈海岸

山脉！我为本示例选择了 Barber Creek 流域（北纬 44.049°，西经 123.719°），因为

它呈现出相当均匀的山脊和山谷，没有大的滑坡，并且几乎没有道路可以使排水分水

岭映射和偏差曲率测量变得复杂. 

我们将从预处理 DEM 开始（感谢 Oregon Lidar Consortium,，在此处下载），包括

映射通道和划分网络（使用 DIVIDEobj 函数）。请注意，由于此 DEM 相当大，因此

DIVIDEobj 计算将需要几分钟时间。 

DEM = GRIDobj('BarberCrk.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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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flowacc(FD).*(FD.cellsize^2); 

S = STREAMobj(FD,A>5000);     % 河道头部从 5000 m^2 开始 

S = klargestconncomps(S,1); 

 

D = DIVIDEobj(FD,S,'outlets',true,'network',false,'verbose',true); 

Dc = divnet(D,FD); 

D_s = sort(Dc); 

D_o = divorder(D_s); 

Df = removeshortdivides(D_o,FD,700);  % 移除小于 700 m 的分水岭 

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可视化我们的 DEM、流网络和分水岭网络： 

figure 

imageschs(DEM,[],'colorbar',false); 

hold on 

plot(Df,'color','k'); 

plot(S,'w'); 

https://www.oregongeology.org/lidar/
https://share.mailbox.org/ajax/share/0eba58d60656f45cea13828656f444c7a0d1cff55cfe6214/1/8/MTk1/MTk1LzI0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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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绘制的当前分水岭网络非常密集，我们绘制的一些山顶延伸到谷底。虽然我可

以调整 DIVIDEobj 映射（包括在 removeshortdivides 函数中使用更激进的截止值），

但我将改为使用函数 maplateral 来剪掉延伸到山谷网络附近（在本例中为 50 米）的分

界线。 

Sc = STREAMobj(FD,A>100000); % 粗流网 

Sc = klargestconncomps(Sc); 

[~,mask] = maplateral(Sc,A,50,[]); % 在河道的每一侧映射 50 m 

 

% 将 DIVIDEobj 转换为 GRIDobj 

[x,y]=ind2coord(Df,Df.IX); 

Divides = line2GRIDobj(DEM,x,y); 

Divides.Z(mask.Z==1)=0; 

所以，我们有我们的初始划分网络。在计算曲率栅格后，我们将对其进行更多调整。（请

注意，我们也只查看单个像素宽的划分）。 

我们将利用连续小波变换，特别是利用 Ricker 小波来计算曲率。Ricker 小波是二维高

斯函数的二阶导数。曲率是一个与尺度相关的度量。也就是说，我们得到非常不同的结

果，这取决于我们是在几个像素的尺度上测量曲率（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提取地形粗

糙度）还是超过 100 米（我们可以用这种尺度识别山脊-山谷地形）甚至更大！不过，

出于我们的目的，我们将使用 15 米的平滑尺度 λ，这已在俄勒冈海岸山脉中显示为近似

侵蚀率的适当尺度，并且不会因精细尺度的曲率贡献而过度偏向树抛坑丘地形或更大规

模的凹谷底部（此 λ 值将因景观而异。）。有多种定义用于定义曲率平滑尺度如何转换

为适当的小波核尺度。保留细节，这里我们将平滑尺度 λ 定义为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4/fig_1.jp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4/eq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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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 代表小波的尺度(Lashermes et al., 2007)。请注意，s 在物理上不像 λ 那样容易

直观（您可以将 s 视为 Ricker 小波函数的标准偏差。请参阅 Struble and Roering (2021)
以更深入地讨论 Ricker 小波，包括函数定义）.对于我们这里的目的，理解增加 s 将导

致更大范围的平滑就足够了。换句话说，较大的 s 值将提取较大地形的曲率。因此，如

果我们想要平滑 λ=15 米，我们可以求解所需的 s 确保按 DEM 单元大小进行缩放）： 

smooth_scale = 15; % 以米为单位 

s = smooth_scale/(sqrt(2)*pi*DEM.cellsize); 

最后，小波变换的一个优点是它是通过卷积计算的。卷积的超酷特性之一是，我们可以

对平滑函数（高斯）进行二阶导数并使用该新函数（Ricker 小波），而不是先平滑形貌

然后计算曲率（即取二阶导数）以“平滑”地形。因此，我们可以同时平滑地形和计算曲

率！我们将在小波函数 conv2_rick_curv 中使用 MATLAB 函数 conv2，一个 2D 卷积。

此功能最初来自 AdamBooth 的自动滑坡测绘工具包。我绝对建议检查一下！

（http://web.pdx.edu/~boothad/tools.html)）。输入包括我们的 DEM、小波核大小、

s 和我们的网格间距。希望你会注意到它的运行速度有多快！ 

C = GRIDobj(DEM); % 准备曲率 GRIDobj 

[C.Z,~,~] = conv2_rick_curv(DEM.Z,s,DEM.cellsize); 

我们可以使用压缩的颜色轴以及曲率值的直方图来可视化曲率栅格： 

figure 

subplot(1,2,1) 

imageschs(DEM,C,'caxis',[-0.1 0.1]); 

  

subplot(1,2,2) 

histogram(C.Z,20); 

xlabel('Curvature (m^{-1})','FontSize',15); 

ylabel('Counts','FontSize',15); 

https://share.mailbox.org/ajax/share/0d4be89c03c1b358d5088623c1b341d5b331b20ce8565e10/1/8/MTk1/MTk1LzI0NzY
http://web.pdx.edu/~boothad/too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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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凹谷底部呈现出亮黄色，凸出的山顶呈现蓝色。这个 DEM 中的少数几条

道路中的一些也非常明显。在直方图中，曲率值呈现凹凸值，并且近似正态分布在 0 附

近。 

现在，您可能对谷底曲率感兴趣，以绘制排水网络或识别渠道头。您仍然可以为此使用

生成的栅格（我建议您查看 Clubb et al.(2014)、Lashermes et al.(2007)和 Passalacqua 
et al. (2010a, 2010b)的著名示例）。但是现在，我们将继续前进，将曲率隔离到山顶。 

为了清楚地隔离流域平均值并比较流域之间的曲率，您可以使用 类似于 Adam Forte 的

地形分析工具包和 DivideTools 的工具,，它们已经比较了高程、地势和坡度的跨界差

异。但是，在这里，我们保持我们的分析非常基本，并且将只关注 Barbe rCreek 流域

的曲率。有时，流域之间的排水分水岭可能是不对称的（通常是分水岭迁移的迹象！）。

为了确保任何不对称的排水分水岭不会影响我们对巴伯溪流域的曲率测量，我们将剪掉

流域的主要分水岭。 

L = drainagebasins(FD,S);  % 确定主要排水分水岭 

[~,L_x,L_y] = GRIDobj2polygon(L); 

L_GRID = line2GRIDobj(DEM,L_x,L_y); 

Divides.Z(L_GRID.Z==1) = 0; 

 

figure 

imageschs(DEM,[],'colorbar',false); 

hold on 

plot(L_x,L_y,'r-','LineWidth',2); 

plot(S,'w');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dam-m-forte/research/tools-and-software?authuser=0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dam-m-forte/research/tools-and-software?authuser=0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4/fig_2jp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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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代表我们正在消除的主要鸿沟，以防它不对称且可移动。 

 

我们还将删除梯度大于 0.4 的任何映射的山顶。这是因为在这些陡峭的山坡角度，沉积

物通量通常与坡度呈非线性关系，使得公式 1 不适用于估算侵蚀速率。我们还将继续删

除任何剩余的平面或凹面像素（此时不应有很多。您也可以尝试不执行此步骤的剩余分

析。）。 

G = arcslope(DEM);  % 计算梯度 

Divides.Z(G.Z>0.4) = 0; % 移除陡峭的山顶 

Divides.Z(C.Z>=0) = 0; % 去除剩余的凹面和平面像素 

我现在有一个经过处理的山顶 GRIDobj，我们可以使用它来裁剪曲率栅格。 

Cht = C; 

Cht.Z(Divides.Z==0) = NaN; 

虽然计算曲率本身就可以提供信息，但让我们估计一下侵蚀率。使用公式 1，我们将假

设扩散率 D 为 m2yr-1，这是从俄勒冈海岸山脉其他地点推断的值。我们还将假设土壤与

基岩密度之比约为 0.5。然后我们将绘制结果的直方图。 

meanC = nanmean(Cht.Z,'all'); 

stdC = nanstd(Cht.Z,0,'all'); 

 

Diff = 0.003; % 扩散率 (m^2/yr) 

E = (-1)*(0.5*Diff*Cht.Z)*1000; % 侵蚀率 (mm/yr) 

 

meanE = nanmean(E,'all'); 

stdE = nanstd(E,0,'all');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4/fig_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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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subplot(1,2,1) 

histogram(Cht.Z,20) 

xlabel('C_{HT} (m^{-1})','FontSize',15); 

ylabel('Counts','FontSize',15) 

text(-0.3,7000,['C_{HT} = ',num2str(round(meanC,2)),' ',char(177),' ',... 

    num2str(round(stdC,2)),' m^{-1}'],'FontSize',15); 

title('Hilltop Curvature','FontSize',17); 

  

subplot(1,2,2) 

histogram(E,20); 

xlabel('Erosion rate (mm yr^{-1})','FontSize',15); 

ylabel('Counts','FontSize',15) 

text(0.3,7000,['E = ',num2str(round(meanE,2)),' ',char(177),' ',... 

    num2str(round(stdE,2)),' mm yr^{-1}'],'FontSize',15); 

title('Erosion Rate','FontSize',17); 

 

因此，根据我们计算的 Barber Creek 流域山顶的曲率，我们可以看到 CHT=-0.08±0.04m-

1，我们还发现 E=0.12±0.06mmyr-1。该侵蚀率与俄勒冈海岸山脉其他地区从山顶曲率以

及宇宙成因放射性核素（通常约为~0.1-0.2mmyr-1）估计的侵蚀率一致。 

显然，CHT在估算土壤覆盖地形中的侵蚀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应用此工具时，

我们是否需要注意任何潜在问题？当然！首先，刚刚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只能在等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4/fig_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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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 的假设成立的地形中应用这种侵蚀率估计。值得注意的是，公式 1 适用于土壤覆盖

的山坡；应避免有明显的山坡基岩暴露的地形。其次，与许多指标一样，我们假设这些

山坡接近稳定状态。最后，控制 D 的是什么？是否很好约束？它显然对侵蚀率计算有影

响。当然，已经提出了许多影响山坡土壤输送效率的因素（例如生物学、气候、坡向、

基岩裂缝等），最近有人提出 D 可能与侵蚀率表现出一些系统关系，因此对方程 1 中侵

蚀率与山顶曲率之间的线性关系。（参见 Gabet et al.,2021）。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

对于一定范围的 D，CHT 在高侵蚀率下可能被低估，因为平坦的山坡开始接近山顶。在

这些情况下，曲率测量内核（小波或其他）包括山顶曲率测量中的那些平面边坡，因此

低估了 CHT并引入了与侵蚀率相关的测量伪影(Struble and Roering, 2021)。 

这些只是 CHT侵蚀率估计的剩余不确定性的几个例子，但它们提供了许多令人兴奋的途

径来探索山坡形式如何为地表过程、气候和构造的解释提供信息。CHT 在各种地形观中

的实用性，以及 CHT测量计算速度的提高，使得对这些问题的仔细分析和测试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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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横向地形对称 (T-) 因子  

发布于 FEBRUARY 19, 2022 

在回应最近一篇关于流域不对称的博客文章时，博客读者 Allan 问，如何使用

TopoToolbox 计算横向地形对称因子或 T 因子。老实说，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T 因子，

但后来我看到了 HeidiDaxberger 的论文(Daxberger et al. 2014)，其中包含以下描述。 

横向地形对称(T-)因子数据由一组单独的流域盆地不对称矢量组成，这些矢量表征了曲

折带相对于理论盆地中线的偏转。数据包括不对称幅度（T 因子从 0 到 1）和矢量箭头

指向的迁移方向（°）（图 1，Cox，1994）。T 因子（不对称矢量幅度）定义为 

T=Da/Dd 

其中 Da 是流域从盆地中线的偏转，Dd 是从盆地中线到排水分界线的距离（图 1a）。由

于沿盆地中线的通道切口（Da=0），对称的流域盆地由 T=0 表示。当溪流从中线向盆地

分界线进一步迁移(Da)时，T接近 1(Cox, 1994; Viveen et al., 2012 ;Daxberger et al. 2014)。 

好的，所以 T 因子量化了流域的不对称性，它是从流域的主要河流到流域中线的距离通

过流域中线到分水岭(?)的距离归一化来计算的。让我们看看如何使用 TopoToolbox 为

单个集水区完成这项工作。通常，我们会以 Big Tujunga 为例。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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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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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trunk(klargestconncomps(S,1)); 

DB  = drainagebasins(FD,S); 

DBMS = GRIDobj2polygon(DB); 

 

figure 

imageschs(DEM,[],'colormap',[1 1 1],... 

    'ticklabels','nice','colorbar',false) 

hold on 

mapshow(DBMS,'EdgeColor','k','FaceColor','none',... 

    'LineWidth',1.5) 

plot(S,'b','LineWidth',1.5)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2/02/19/calculating-the-transverse-topographic-symmetry-t-facto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2/02/19/calculating-the-transverse-topographic-symmetry-t-facto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2/02/19/calculating-the-transverse-topographic-symmetry-t-factor/
https://doi.org/10.1016/j.cageo.2014.05.015
https://doi.org/10.1016/j.cageo.2014.0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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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从中线开始。Heidi 在她的论文中解释了一种方法，但在这里，我将采用基于两

个距离变换的不同方法。第一个距离变换计算从流域轮廓向内的距离，另一个使用第一

个距离的倒数作为到流域出口的灰度加权距离变换的输入。 

% 做一个 DB的副本  

D   = DB; 

% 使用 bwdist 计算第一次距离变换 

D.Z = bwdist(~D.Z,'e'); 

 

subplot(1,2,1) 

imageschs(DEM,D) 

 

% 和第二次距离变换 

D = 1./D; 

D.Z = graydist(D.Z,streampoi(S,'out','ix'),'q'); 

D.Z(isinf(D.Z)) = nan; 

 

subplot(1,2,1) 

imageschs(DEM,D)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2/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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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使用第二个距离变换作为辅助地形来获得中线 CL。请注意，我们将在这里

使用 FLOWobj 和 STREAMobj。有没有人说这些只能应用于真实的地形？ 

FD  = FLOWobj(D,'preprocess','c'); 

[~,ix] = max(D.Z(:)); 

CL   = STREAMobj(FD,'chan',ix); 

 

figure 

mapshow(DBMS) 

hold on 

plot(CL) 

box on 

 

好的，中线有点不规则，我们可以稍微平滑一下。请注意，在此处选择正确的平滑值很

重要，并且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您的结果。但是，我没有在这里详细测试过。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2/2.pn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2/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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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smooth(CL,CL.x,'K',10000); 

y = smooth(CL,CL.y,'K',10000); 

[~,~,x,y] = STREAMobj2XY(CL,x,y); 

 

figure 

imageschs(DEM,~isnan(D),'colorbar',false); 

hold on 

plot(x,y,'k','LineWidth',2) 

 

现在，我们有一个平滑的中线。现在让我们继续计算到中线的距离。为此，我们需要另

一个距离变换来计算分水岭中每个像素到中线的距离。 

IX = coord2ind(DEM,x,y); 

inan = isnan(IX); 

IX(inan) = []; 

x(inan)  = []; 

y(inan)  = []; 

 

% 到中线的距离 

[DIST,L]  = distance(DEM,IX);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2/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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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棘手的部分。我们需要提取流域内到每个中线像素的最大距离。让我们首先为分

水岭做这件事。 

DBPERIM = bwperim(DB.Z>0); 

dd = accumarray(L(DBPERIM),DIST.Z(DBPERIM),... 

                [numel(DEM.Z) 1],@max,... 

                nan(1,class(DIST.Z))); 

Dd = dd(IX); 

然后是主干流。 

da = accumarray(L(S.IXgrid),DIST.Z(S.IXgrid),... 

                [numel(DEM.Z) 1],@max,... 

                nan(1,class(DIST.Z))); 

Da = da(IX); 

让我们绘制这些距离： 

figure 

subplot(2,1,1) 

mapshow(DBMS,'EdgeColor','k','FaceColor','none') 

hold on 

plot(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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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 off 

box on 

h1 = colorbar; 

h1.Label.String = 'Distance to divide [m]'; 

 

subplot(2,1,2) 

mapshow(DBMS,'EdgeColor','k','FaceColor','none') 

hold on 

plot(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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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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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on 

h2 = colorbar; 

h2.Label.String = 'Distance to stream [m]'; 

 

最后，我们可以将 T 因子计算为： 

T  = mean(Da,'omitnan')./mean(Dd,'omitnan'); 

事实证明，Big Tujunga 流域的 T 为 0.35。这意味着，主要河流平均偏离中心线约 35%
的距离朝向分水岭。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程序，编写一个迭代计算多个流域的 T 因子的函数应该非常简单。 

参考文献 

Daxberger, H., Dalumpines, R., Scott, D. M., and Riller, U.: The ValleyMorph Tool: 
An automated extraction tool for transverse topographic symmetry (T-) factor and 
valley width to valley height (Vf-) ratio, Computers & Geosciences, 70, 154–
163, https://doi.org/10.1016/j.cageo.2014.05.015, 2014.  

https://doi.org/10.1016/j.cageo.2014.05.015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2/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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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横向地形对称 (T-) 因子 (2) 

发布于 MARCH 4, 2022 

上回书说道，我写过关于计算横向地形对称因子或简称 T 因子的文章。我提出了一种使

用（灰度加权）距离变换推导出盆地中心线的计算方法。事实上，我认为它对 Big Tujunga
集水区的效果非常好。 

好吧，现在是时候看看该方法是否普遍有效，为此，我将大部分代码放在一个函数中，

以便它可以轻松运行并同时应用于多个集水区。您会发现这个名为 tfactor 的函数是

TopoToolbox 的一部分。只需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 

与往常一样，该函数包含一个示例，该示例演示了如何调用该函数并可视化其输出。我

包括了一个“绘图”选项，它创建了一个新图形，其中包含由 tfactor 着色的流域地图，以

及干流和流域中心线。以下是示例中的代码： 

DEM = readexample('taiwan'); 

DEM = inpaintnans(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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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CL] = tfactor(FD,S,'plot',true); 

这将创建下图：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2/03/04/calculating-the-transverse-topographic-symmetry-t-factor-2/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2/03/04/calculating-the-transverse-topographic-symmetry-t-factor-2/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2/03/04/calculating-the-transverse-topographic-symmetry-t-factor-2/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FLOWobj/tfactor.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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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图显示了台湾省和其上游超过 8.1 平方公里的河流流域。该地图表明有许多非常对

称的集水区，但其他集水区则显示出明显的不对称迹象。从视觉上看，当比较干流河流

和流域中心线的位置时，可以识别这些集水区。然而，查看地图也会发现中心线通常有

点问题。它是弯曲的，但这没关系，因为许多集水区本身都是弯曲的。此外，对于某些

盆地，中心线从奇怪的位置开始。那是因为我强制中心线从离出口最远的位置开始，到

出口结束。这有时可能不是正确的方法。然而，有些集水区即使在视觉上也很难确定中

心线。在某些情况下，增加平滑参数（这里我选择 K=100 的值）可能会减少这个问题。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3/tfactor.png


 

170/270 

因此，考虑到这些困难，请谨慎使用函数 tfactor 并目视检查中心线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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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opoToolbox 计算 hypsometric 积分 

发布于 NOVEMBER 21, 2021 更新于 NOVEMBER 22, 2021 

 

hypsometric 积分(hypsometric integral, HI)是一种地貌测量指标，用于推断地貌发展

的时间阶段。HI 是无量纲的，其计算方法是用流域平均和最小海拔之差除以最大和最小

海拔之差(HI=(Hmean–Hmin)/(Hmax–Hmin))。HI 的值通常在 0.15 和 0.85 之间，并且

通常聚集在 0.4 和 0.6 之间。具有孤立高地表面的低地区域具有较低的值，而高值表示

主要具有高地表面的景观，这些表面被山谷陡峭地分割。 

通常，您会看到 HI 是针对各个流域计算的。然而，计算流网络中每个节点的 HI 实际上

非常简单。这篇文章展示了如何在 TopoToolbox 中进行这些计算并提供了代码。我将

以台湾省的 90m DEM 为例。 

DEM = readexample('taiwan'); 

DEM = inpaintnans(DEM); 

FD = FLOWobj(DEM); 

一旦我们有了 DEM 和流向，我们就可以使用函数 upslopestats 计算 HI 方程中的项。

请注意，Hmin 实际上是河流海拔（除非上游海拔较低）。 

Hmax  = upslopestats(FD,DEM,'max'); 

Hmin  = upslopestats(FD,DEM,'min'); 

Hmean = upslopestats(FD,DEM,'mean'); 

upslopestats 函数返回一个 GRIDobj，因此，输出可以直接用于计算 HI。然而，我们

希望只看一下河网的 HI 空间分布。因此，在下一步中，我们推导出一个 STREAMobj 并
将各个术语提取为节点属性列表（节点属性列表是一个向量，其中每个节点的值存储在

STREAMobj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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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mean = getnal(S,Hmean); 

Hmin  = getnal(S,Hmin); 

Hmax  = getnal(S,Hmax); 

HI = (Hmean - Hmin)./(Hmax - Hmin); 

好的，让我们绘制结果。 

plotc(S,HI)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11/21/calculating-the-hypsometric-integral-using-topotoolbox/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11/21/calculating-the-hypsometric-integral-using-topotoolbox/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11/21/calculating-the-hypsometric-integral-using-topotoolbox/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IOtools/readexample.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IOtools/readexample.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FLOWobj/upslopestats.m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11/hi_taiwan_plotdz_banner.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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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is image 

padextent(2000); 

[x,y] = getoutline(DEM,true); 

hold on 

plot(x,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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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河流与高程积分值的空间分布。 

在第二步中，让我们提取主要河流以探索 HI 如何在下游变化。我使用

extractconncomps 和 trunk 来提取主要河流和 nal2nal 来创建与新 STREAMobj 兼容

的新节点属性列表。 

St = trunk(klargestconncomps(S));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extractconncomps.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trunk.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nal2nal.m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11/hi_taiwan.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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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ean = nal2nal(St,S,Hmean); 

Hmax = nal2nal(St,S,Hmax); 

Hmin = nal2nal(St,S,Hmin); 

HI   = nal2nal(St,S,HI); 

最后，让我们绘制结果。 

figure 

plotdzshaded(St,[Hmax, Hmean],'facecolor',[0.3010 0.7450 0.9330]) 

hold on 

plotdzshaded(St,[Hmean Hmin],'facecolor',[0.9290 0.6940 0.1250]); 

plotdz(St,DEM,'color','k'); 

yyaxis right 

plotdz(St,HI,'color','b','LineWidth',1.5) 

ylabel('Hypsometric integral'); 

xlim([0 max(St.distance)]) 

legend('Hmax | Hmean','Hmean | Hmin',... 

    'River profile', 'Hypsometric integral','location','northwest') 

box on 

台湾省最长河流高程积分的下游变化。 

就是这样了。实际上，HI 与纵向河流剖面所示的海拔高度相关是非常酷的。HI 中的大

台阶可能对应于主要低地河流的支流。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11/hi_taiwan_plotdz.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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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流域不对称 

发布于 JANUARY 22, 2022 更新于 JANUARY 24, 2022 

今天的博文是关于流域不对称的。流域不对称性由不对称因子 AF=(Ar/At)表示，其中 Ar
是流域网络主干右侧的流域面积，At 是流域的总面积。通常，我们会假设主干河左右的

流域面积或多或少相同。然而，更具抗性岩层的区域性倾斜、构造倾斜或走滑断裂带的

存在（或这些因素的组合）可能导致河流横向迁移，从而在干线河流的两侧产生不同的

流域. 

下面，我将演示如何使用 TopoToolbox 计算流域不对称性。为此，我将分析 Liran Goren 
et al. (2015)详细研究过的死海断层系统(DSFS)黎巴嫩段沿线流域的流域形态。西奈和阿

拉伯板块之间沿 DSFS 的左侧运动导致流域相对于我们从横向排水方向所期望的方向

逆时针旋转。这也导致流域变形，我们将尝试使用流域不对称来量化。 

好的，让我们开始使用 OpenTopography 的 API 和 readopentopo 下载 DEM。请注

意，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您将需要一个 API 密钥来下载 DEM。我已将 API 密钥放在

TopoToolbox 文件夹 IOtools 中名为 opentopography.apikey 的文本文件中，因此我

不需要在其中输入它每次我想下载 DEM 时，函数的参数列表。另请注意，我使用的是

COP30 DEM，即 Copernicus DEM，它源自 WorldDEM，最终依赖于 TanDEM-X 任

务期间获得的卫星数据。 

ext = [35.3149   36.3650   33.3146   34.6128]; 

DEM = readopentopo('extent',ext,'DEMtype','cop30'); 

下载 DEM 后，需要进行一些编辑以将海面设置为 NoData、重新投影为 UTM，并进行

更多裁剪所需的范围。 

DEM.Z(DEM.Z==0) = nan; 

DEM = reproject2utm(DEM,30); 

ext = 1.0e+06 .* ... 

    [0.7209    3.7924;... 

    0.7796    3.7086]; 

DEM = crop(DEM,ext(:,1),ext(:,2)); 

现在 DEM 已准备好进行分析。我们首先导出流向和流网络。我们还识别海洋以仅检索

那些进入地中海的河流。最后，我们提取了该地区最大的五个集水区。 

FD  = FLOWobj(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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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 = isnan(DEM); 

SEA = dilate(SEA,ones(3)); 

S   = modify(S,'upstreamto',SEA);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2/01/22/calculating-drainage-basin-asymmetry/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2/01/22/calculating-drainage-basin-asymmetry/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2/01/22/calculating-drainage-basin-asymmetry/
https://doi.org/10.1130/G36841.1
https://doi.org/10.1130/G36841.1
https://opentopography.org/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IOtools/readopentopo.m
https://opentopography.org/developers
https://portal.opentopography.org/raster?opentopoID=OTSDEM.032021.4326.3
https://spacedata.copernicus.eu/explore-more/news-archive/-/asset_publisher/Ye8egYeRPLEs/blog/id/43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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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klargestconncomps(S,5); 

下一步，我们将计算流量累积并获得每个流域的干流河流。请注意，这里的函数主干将

上坡区域作为第二个输入参数。默认情况下（并且只有一个输入参数），trunk 将检索

最长的流。然而，这不一定是流量最大或面积最大的河流。以上坡面积为第二个参数，

主干河被定义为上游面积最大的河流。 

A   = flowacc(FD); 

ST  = trunk(S,A); 

一旦我们有了每个流域的主干河流，我们就可以使用函数 dbasymmetry 计算流域的不

对称性。请注意，该函数采用 FLOWobjFD、主干河以及一些额外的参数名称/值对。

将选项 extractlongest 设置为 true 会将主干河流延伸到分水岭。 

dbasymmetry 返回两个输出变量。第一个输出 D 是一个 GRIDobj，它用 1 表示盆地的

水文右侧部分，用0表示左侧部分，用0.5表示干流。第二个输出AS包含一个GRIDobj，
用于存储每个盆地的盆地不对称性。在这里，我们将首先绘制这些不对称值。 

[D,AS] = dbasymmetry(FD,ST,'extractlongest',true); 

imageschs(DEM,AS,'caxis',[0 1], ... 

'colormap',ttscm('broc'))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FLOWobj/dbasymmetr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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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有流域的值均小于 0.5，说明流域较大部分位于干流左侧。因此，让我们可视

化主干流的左右区域分布。 

DB  = drainagebasins(FD,ST); 

DB  = GRIDobj2polygon(DB); 

figure 

imageschs(DEM,D>0,'truecolor',[.5 .5 .5]); 

hold on 

mapshow(DB,'FaceColor','none','EdgeColor','k') 

plot(ST,'b')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1/dba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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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展示如何进一步分析流域划分沿河流的变化。使用 upslopestats，我们可以

计算流域不对称性如何沿干线河流变化，在这里我们简单地将这些变化与河流剖面一起

绘制。 

DM  = upslopestats(FD,D,'mean'); 

CST = STREAMobj2cell(ST); 

for r = 1:numel(CST) 

    subplot(numel(CST),1,r); 

    plotdz(CST{r},DM,'dunit','km') 

    hold on 

    plot(xlim,[.5 .5],':k')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1/dba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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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label('Asymmetry') 

    ylim([0 1]) 

    yyaxis right 

    plotdz(CST{r},DEM,'dunit','km') 

    if r < numel(CST) 

        xlabel('') 

    end 

end 

 
因此，似乎沿 DSFS 的左侧运动导致流域不对称，因此它们的较大份额位于干线河流的

左侧。那有意义吗？很想听听比我更熟悉该地区的人的消息。所以，我很高兴阅读您的

评论。 

参考文献 

Goren, L., Castelltort, S., and Klinger, Y.: Modes and rates of horizontal 
deformation from rotated river basins: Application to the Dead Sea fault system in 
Lebanon, Geology, 43, 843–846, https://doi.org/10.1130/G36841.1, 2015. 

  

https://doi.org/10.1130/G36841.1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1/dba3.png


 

180/270 

地形变化建模 

滑坡还是不滑坡：HyLands 给出了答案 

发布于 SEPTEMBER 2, 2020 更新于 SEPTEMBER 4, 2020 

这篇博文由 Benjamin Campforts 和 Charlie Shobe 撰写 

山体滑坡会在地质瞬间改变地球表面的形状，对山区的社会和基础设施造成毁灭性后

果。山体滑坡作为自然灾害的威胁及其塑造地形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激发了几代地貌

学家的灵感。由于滑坡的偶发性，预测滑坡发生具有挑战性。感谢数十年的泪水和汗水，

在具有挑战性的野外现场，检查褪色和破碎的旧区域照片，或者，如果你有幸生活在现

在，谷歌地球，在建立相对准确的滑坡敏感性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指数和危险地图。 

然而，与滑坡有关的危害超出了滑坡本身的物理影响。正如范宣梅(Fan et al., 2019) 明
确记录的那样，滑坡是灾害链的一部分，它始于滑坡，但进一步转化为不断变化的沉积

物动态和相关的下游风险，例如洪水。数值模型是了解滑坡对沉积物动力学的大规模影

响的关键工具。 

 

• 

第一次遇到严重的滑坡：2011年在厄瓜多尔昆卡的硕士论文项目期间，

实地工作被搁置了几天。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9/02/to-slide-or-not-to-slide-hylands-gives-the-answe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9/02/to-slide-or-not-to-slide-hylands-gives-the-answe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9/02/to-slide-or-not-to-slide-hylands-gives-the-answer/
https://instaar.colorado.edu/people/benjamin-campforts/
http://www.charliesho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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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 

2014 年，科罗拉多州梅萨县的盐溪山体滑坡 (Rockslide) 和沉积物流

出（图片由梅萨县治安官办公室提供） 

我们很高兴发布 HyLands，这是一个新的大型模型，用于研究滑坡、河流沉积物输送和

地形演变之间的相互作用(Campforts et al. 2020）。HyLands 旨在模拟滑坡对地球表

面动力学的长期影响。虽然更先进的模型可以更好地模拟大规模运动的动态，但可以更

好地预测特定场地的滑坡敏感性和风险，HyLands 具有评估一系列滑坡如何改变景观

和相关沉积物动态的独特能力。相反，HyLands 可以用来了解当前的地形可以告诉我们

过去和未来的滑坡行为。 

HyLands 可用作使用真实的现有 DEM 模拟滑坡的工具，以及在地质时间尺度上模拟景

观演变和相关滑坡和沉积物动力学的工具。以下短片说明了 HyLands 在 Namche 
Barwa-Gyala Peri 地块的 DEM 中的应用： 

短片 1：HyLands：山体滑坡–真实 DEM，Namche-Barwa 

 

在以下系列短片中；我们首先运行 HyLands 以创建稳定状态地形，随后在稳定状态地

形上模拟 100 多年的剧烈滑坡时期，最后使用 HyLands 展示地形如何从如此强烈的滑

坡活动时期恢复并演变回稳定状态. 

短片 2：模拟地形和沉积物动力学的稳定状态的景观演变。 

短片 3：滑坡对稳态地形的影响。 

短片 4：使用 Hylands 模拟从剧烈滑坡中恢复的景观。 

自己试试看 

https://doi.org/10.5194/gmd-13-386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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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Lands 是 TTLEM（Campforts et al., 2017）的扩展，完全嵌入到 TopoToolbox
（Schwanghart and Scherler, 2014）中，并受益于其中可用的所有地形分析工具。我

们邀请大家使用本文中描述并存档于以下位置的教程和示例脚本来尝试和探索

HyLands 的功能：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iniSed=GRIDobj(DEM); 

T.spatial  = GRIDobj(DEM); 

p.TimeSpan = 100; 

p.TimeStep = 20; 

p.ploteach = 1; 

p.FlowBC='open'; 

p.BC_Type='Bed_Sed_Open'; 

p.LS_Bed   = true; 

p.t_LS=1e2; 

p.Sc_fixed =.5; 

p   = HYLANDS_set(p); 

如果 resultdir 不存在，则创建它 

if  ~exist(p.resultsdir,'dir') 

    mkdir(p.resultsdir) 

end 

 

HYLANDS_Out = HYLANDS(DEM,T,p,'iniSed',iniSed); 

 

最后，地块滑坡特征 

dx2=DEM.cellsize*DEM.cellsize; 

bins=logspace(1,5,15); 

figure; histogram([HYLANDS_Out.LS_prop_bed_store.Size]*dx2,bins); 

set(gca,'YScale','log')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7/19/lets-go-dynamic-with-tt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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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gca,'XScale','log') 

xlabel('\bfArea of landslides, m^2') 

ylabel('\bfNumber of landslides (#)') 

 

HyLands 现 在 作 为 TTLEM 和 TopoToolbox 的 一 部 分 在 线 提 供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尽情探索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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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7–66. https://doi.org/10.5194/esurf-5-47-
2017 

Campforts, B., Shobe, C. M., Steer, P., Vanmaercke, M., Lague, D., and Brau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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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i.org/10.5194/gmd-13-3863-2020 

Fan, X., Scaringi, G., Korup, O., West, A. J., Westen, C. J., Tanyas, H., Hovius, N., 
Hales, T. C., Jibson, R. W., Allstadt, K. E., Zhang, L., Evans, S. G., Xu, C., Li, G., Pei, X., 
Xu, Q., & Huang, R. (2019). Earthquake‐Induced Chains of Geologic Hazards: 
Patterns, Mechanisms, and Impacts. Reviews of Geophysics, 57(2), 421–
503. https://doi.org/10.1029/2018RG000626 

Schwanghart, W., & Scherler, D. (2014). Short Communication: TopoToolbox 2 – 
MATLAB-based software for topographic analysis and modeling in Earth surface 
sciences. Earth Surface Dynamics, 2(1), 1–7. https://doi.org/10.5194/esurf-2-1-
2014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
https://doi.org/10.5194/esurf-5-47-2017
https://doi.org/10.5194/esurf-5-47-2017
https://doi.org/10.5194/gmd-13-3863-2020
https://doi.org/10.1029/2018RG000626
https://doi.org/10.5194/esurf-2-1-2014
https://doi.org/10.5194/esurf-2-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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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LEM 论文出版了！ 

发布于 JANUARY 22, 2017 

这是一个简短的说明，我们关于地球表面动力学中的 TTLEM 的论文已经过修订并现已

出版。Benjamin Campforts 添加了一些重大更新以提高性能并解决了先前版本中的一

些错误。您可以在此处找到与 TopoToolbox 一起使用的软件。我们一定会很快在这里

报告示例、应用程序和新版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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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1/22/ttlem-paper-ou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1/22/ttlem-paper-ou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7/01/22/ttlem-paper-out/
http://dx.doi.org/10.5194/esurf-5-47-2017
http://dx.doi.org/10.5194/esurf-5-4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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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动态地使用 TTLEM！ 

发布于 JULY 19, 2016 更新于 JULY 20, 2016 

作为地貌学家，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很少能观察到塑造地球表面的过程。

仪器记录只涵盖了许多地貌过程所起作用的一小段时间，因此对我们解开和理解地形演

变复杂相互作用的能力是一种挑战。相反，我们的大部分工作必须依赖于对地貌、几何

形状、组合和构成材料的分析，以及日益复杂的地球化学和数字测年技术的结合。 

数值地形演化模型(landscape evolution models, LEM)为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一种有

用的方法。LEM 是模拟工具，试图模拟侵蚀、泥沙输送和沉积以及植被和土地利用的反

馈。它们将我们的知识状态融合在一组基于物理的数学公式中，并允许我们测试这些方

程及其参数值是否能够生成合理且与现场证据一致的输出。 

TopoToolbox 地形演化模型 TTLEM 是 TopoToolbox 的最新成员。在 KU Leuven 的

Benjamin Campforts 的带领下，我们开发了一种 LEM，它使我们能够模拟山脉生长、

河流切割和山坡如何响应构造和气候强迫。我们特别强调实现最小化数值扩散的数值模

型。为此，Benjamin 采用了一种高阶通量限制总体积方法，即总变差递减法(TVD-
TVM)(Campforts and Govers 2015) 来求解河流切入和构造位移的偏微分方程。 

在我们最近在 ESurf 讨论的手稿中，我们表明使用这些方法不仅仅是数值建模的练习。

一阶近似通常以无法控制的方式平滑拐点，这会影响导出的流域范围内的侵蚀率。数值

扩散强烈影响横向构造位移，因此将其模拟限制为使用不规则网格和拉格朗日方法的模

型。TVD-TVM 方法通过将数值扩散降至最低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提供了一种在构造

地貌学中具有广泛应用的基于规则网格的模型。 

不用说，您可以使用 TopoToolbox 直接分析和可视化输出。该实现附带一组示例，您

可以直接从命令行运行这些示例。试一试，让我们知道您的想法！ 

参考文献 

Campforts, B., Govers, G., 2015. Keeping the edge: A numerical method that 
avoids knickpoint smearing when solving the stream power law.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Earth Surface 120, 1189–1205. doi:10.1002/2014JF003376 

Campforts, B., Schwanghart, W., Govers, G. (2016): Accurate simulation of transient 
landscape evolution by eliminating numerical diffusion: the TTLEM 1.0 
model. Earth Surface Dynamics Discussion, in review. [DOI: 10.5194/esurf-2016-39]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7/19/lets-go-dynamic-with-ttle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7/19/lets-go-dynamic-with-ttlem/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7/19/lets-go-dynamic-with-ttlem/
http://www.kuleuven.be/wieiswie/en/person/59629
http://www.kuleuven.be/wieiswie/en/person/59629
http://www.kuleuven.be/wieiswie/en/person/59629
http://dx.doi.org/10.1002/2014JF003376
http://dx.doi.org/10.5194/esurf-2016-39
http://dx.doi.org/10.1002/2014JF003376
http://dx.doi.org/10.5194/esurf-20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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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 

制作漂亮的流域轮廓 

发布于 DECEMBER 17, 2021 

流域是许多地貌和水文研究中最重要的空间单位。因此，我们经常在地图上绘制流域轮

廓。然而，一旦您的地图中有许多不同的线（例如流域网、断层线、道路等），您的地

图可能会变得混乱。视觉清晰度对于传达内容很重要。因此，在这里，我将展示一种不

同的，也许更微妙的方式来描绘排水轮廓。 

我所说的是多边形的边缘型环境。我在论文的一些地图中看到了它们：半透明、彩色和

相对粗的线条表示排水沟。如果您想在 TopoToolbox 中自己创建它们，现在使用函数

plotdbfringe 很容易。如果您只对结果感兴趣，这里是代码。接下来，我将详细解释它

是如何工作的。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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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klargestconncomps(S,2); 

imageschs(DEM,[],'colormap',[1 1 1],'colorbar',false) 

hold on 

h = plotdbfringe(FD,S,'colormap',parula,'width',30); 

plot(S,'b') 

hold off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12/17/making-beautiful-drainage-basin-outlin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12/17/making-beautiful-drainage-basin-outlines/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FLOWobj/plotdbfringe.m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12/plotdbfring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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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解释一下函数内部发生了什么。如果您通过下面的代码，您将学习如何将值矩

阵转换为 RGB 图像。绘制 RGB 图像的优点是，根据我的经验，它们对放大和缩小和平

移的响应要快得多，并且它们不会干扰颜色轴（这也是函数 imageschs 实际绘制的原

因（或返回）一个 RGB 图像。此外，我正在展示如何计算边缘的宽度以及如何设置透

明度。好的，让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看一下 plotdbfringe 函数，你会发现它需要一个 FLOWobj 和 STREAMobj。
STREAMobj 不是严格要求的，但在这里我将使用它。两者都具备后，您可以计算存储

在 STREAMobj 中的溪流排水口的流域。 

D = drainagebasins(FD,S);  

maxD = double(max(D)); 

其中 FD 和 S 分别是 FLOWobj 和 STREAMobj，它们是在前面的代码部分中创建的。

maxD 是流域的数量。 

在下一步中，我们要为每个流域创建颜色。通常，这是由 imagesc 或 pcolor 等函数默

认完成的。但在这里，我们需要自己做。为此，我们需要一个颜色映射。因此，让我们

采用默认的颜色映射 parula。 

clr = parula; 

颜色映射存储为 RGB 三元组，每个原色 R、G 和 B 在 0 和 1 之间变化。我们将值乘以

255，因为稍后我们将使用 uint8 格式存储图像。 

clr = clr*255; 

现在，我们需要为每个流域提取一个颜色三元组。有 256 种颜色可供选择，我们将在每

个流域 ID 之间进行线性插值。 

colors = interp1(linspace(1,maxD,size(clr,1))',clr,1:maxD); 

颜色是一个 3 列矩阵，其行数与流域的数量一样多。随后，让我们将这些颜色转换为 8
位无符号整数。这使得大型网格的存储和绘图效率更高。 

colors = uint8(colors); 

在下一步中，我们需要创建一个与 DEM 大小相同且包含 RGB 值的三个波段的图像。由

于有些像素不属于流域，我们需要考虑那些使用变量 iszero 的像素。然后，我用白色

（255 秒的三元组）预分配 RGB 数组（同样这是一个 nx3 数组，其中 n 是行数 x 列数）

并将颜色值写入该数组。这涉及一些巧妙的索引，这使得这部分代码难以阅读，但评估

速度非常快。最后，我只需要将这个矩阵重塑为 3D 数组。 

iszero  = isnan(D.Z) | D.Z == 0; 

RGB     = repmat(uint8(255),prod(FD.size),3); 

RGB(~iszero,:)    = colors(D.Z(~iszero(:)),:); 

RGB    = reshape(RGB,[FD.siz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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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计算透明度的时候了。在这里，透明度将随着与分界线距离的增加而增加。所以，

首先，我们需要分割像素。我们使用 imerode 和 imdilate 的组合来获得这些，这有助

于我们识别那些相邻像素具有不同值的像素。 

BDS    = imerode(D.Z,ones(3)) ~= D.Z | imdilate(D.Z,ones(3)) ~= D.Z;  

一旦我们有了边界像素，我们就计算距离变换，计算从每个零像素（或非分割像素）到

每个非零像素（或每个分割像素）的最短距离。 

DIST   = bwdist(BDS,'quasi-euclidean'); 

然后使用距离矩阵来计算透明度。靠近分界线时，透明度应该很低（这意味着 alpha 应

该为 1 或接近 1）并且应该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在这里，我们将边缘的宽度定义为

图像将完全透明（或 alpha 为 0）的距离[以像素为单位]。如果没有定义流域，图像应

该是完全透明的。 

width = 10; 

ALPHA = 1 - min(DIST*width,1);  

ALPHA(iszero) = 0; 

在这个阶段，我们有图像和透明度。现在是绘图的时候了。为此，我们首先需要使用

GRIDobj/getcoordinates 函数获得的坐标。然后我们使用 image 命令绘制 RGB 图像，

然后通过修改句柄的 AlphaData 属性来改变透明度。最后，我们将轴设置为 xy，因为

默认情况下，图像显示在 y 轴反转的坐标系中。 

[x,y] = getcoordinates(D); 

h = image(x,y,RGB); 

h.AlphaData = ALPHA; 

axis xy 

就这！希望您通过函数 plotdbfringe 喜欢这个分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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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opoToolbox 中创建地图的一些小助手 

发布于 OCTOBER 19, 2021 

地球科学研究经常使用地图进行交流。因此，在撰写论文、准备演讲或设计海报时，我

经常花费大量时间来制作地图。长期以来，我一直使用 ArcGIS 和 QGIS 创建地图。但

是，一旦您更换了软件，这意味着您的工作流程会变得更加复杂和流畅。因此，我更喜

欢在 MATLAB（或 R，取决于我所做的）中创建所有图形和地图。由于 MATLAB 的图

形引擎真的很强大，所以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与执行分析的代码相比，执行可视化

的代码通常要冗长得多。有些代码甚至可能是重复的，所以我开始编写几个函数，以便

更容易编写和组织代码。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介绍其中的一些函数。 

TopoToolbox 中 的 一 组 函 数 设 置 并 获 取 轴 的 限 制 ， 包 括

setextent,getextentandpadextent，所有这些都位于文件夹实用程序中。例如，

setextent 采用 STREAMobj、PPS 对象、一些坐标或 mapstruct，并将轴限制（请参阅

axis 函数，或 ylim 或 xlim）设置为这些对象的空间范围。下面是一些代码，它采用四

个最大流域的河流网络并分别绘制它们。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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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4; 

S = klargestconncomps(S,k); 

CS = STREAMobj2cell(S); 

tiledlayout('flow','TileSpacing','compact') 

for r = 1:k 

    nexttile 

    imageschs(DEM,[],'colormap',landcolor,'useperm',true,... 

        'ticklabels','none','colorbar',false); 

    hold on 

    plot(CS{r},'w','LineWidth',1.5); 

    hold off 

    setextent(CS{r}) 

end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10/19/some-tiny-helpers-for-creating-maps-in-topotoolbox/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10/19/some-tiny-helpers-for-creating-maps-in-topotoolbox/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tree/master/ut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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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extent 采用给定的范围并添加（或删除）边框。边界的宽度可以以地图单位或当前

轴范围的百分比定义。以下代码显示了如何使用 padextent 动态放大地图。请注意，代

码使用了 Chad Greene 出色的 gif 函数，您可以在此处下载。另请注意，我正在使用函

数 niceticks 在放大时制作更好的刻度标签。 

figure 

imageschs(DEM,[],'colormap',landcolor,'useperm',true,... 

        'ticklabels','nice','colorbar',false); 

for r = 1:50 

    padextent(-1,'unit','perc');  

    niceticks 

    pause(.01);  

    if r == 1 

        gif('zoomexample.gif','frame',gcf); 

    else 

        gif 

    end       

end 

https://science.jpl.nasa.gov/people/CGreene/
https://de.mathworks.com/matlabcentral/fileexchange/63239-gif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10/vis_0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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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地图，坐标可能无关紧要，但比例尺可能完全没问题。检查向图形添加动态比

例尺的功能 ScaleBar。在这里，我使用与上面相同的代码，但我绘制的图形没有刻度标

签，而是使用比例尺。 

figure 

imageschs(DEM,[],'colormap',landcolor,'useperm',true,... 

        'ticklabels','none','colorbar',false); 

SB = ScaleBar('color','white'); 

for r = 1:50 

    padextent(-1,'unit','perc');  

    pause(.01);  

    if r == 1 

        gif('zoomexample_scalebar.gif','frame',gca); 

    else 

        gif 

    end       

end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utilities/ScaleBar.m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10/zoomexample.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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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函数 subplotlabel。如果您创建具有多个面板的图形，您将需要此功能。

subplotlabel 添加面板编号或字母，并在该文前面进行了描述。 

当然，还有更多需要探索的地方，如果您希望使用其他投影，MATLAB 的地图工具箱会

添加许多功能。TopoToolbox 有一些非常基本的地图功能，如果需要，这些功能将在

未来得到增强。 

您是否使用 MATLAB 创建地图？如果是，并且如果您希望分享这些地图及其底层代码，

请随时与我联系。我们可以在这里发布代码，从而帮助其他人更有效地制作地图。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10/zoomexample_scalebar.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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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山峰突起度 

发布于 JUNE 28, 2021 更新于 JUNE 30, 2021 

如果你喜欢徒步旅行和攀登，你可能知道山峰突起度这个词。根据维基百科，地形突起

度 topographicprominence 是“在任何路线上从更高的山峰或从海平面（如果没有更高

的山峰）爬升到山顶的最小高度。”（Wikipedia）。 

山峰突起度(来源:Wikipedia) 

现在如何计算地形突起度？好吧，当然这并不像计算单个峰值位置并得出它们的高度那

么容易。如果您需要穿越以到达下一个更高的山峰的鞍座也很高，某些山峰的海拔可能

不高。那么，还有什么办法。 

好吧，定义突起度的方式让我想起了我如何计算地形下沉的位置和深度。其中一些可能

很深并且是真正的内流流域，但它们可能包含不太突出的嵌套下沉，这些下沉通常是由

于高程数据的错误造成的。为了计算这些流域，我以迭代方式使用函数 imreconstruct。 

为了计算突起度，我的做法完全相同，但只是将 DEM 倒置。检查我刚刚添加到 GRIDobj
文件夹的函数 prominence。代码很短。 

这是一个涉及 taiwan-dataset 的快速示例。运行 prominence 函数时，也可以退出计

算。然后该函数将返回在此之前计算的峰值列表。 

DEM = readexample('taiwan'); 

[x,y,p] = prominence(DEM,200); 

imageschs(DEM,[],'colormap',[1 1 1],'colorbar',false); 

hold on 

h = bubblechart(x,y,p); 

h.MarkerEdgeColor = 'k'; 

bubblelim([200 2000])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6/28/calculating-mountain-prominenc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6/28/calculating-mountain-prominenc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6/28/calculating-mountain-prominen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pographic_prominence
https://de.mathworks.com/help/images/ref/imreconstruct.html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GRIDobj/prominence.m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6/prominenc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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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bblesize([2 20]) 

bubblelegend('location','southeast') 



 

195/270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6/taiwan_prominenc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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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希望此函数在您计划下一次徒步旅行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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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标记拼图 

发布于 FEBRUARY 21, 2021 

上回书,说到，我越来越多地使用 MATLAB 来制作可供出版的图片。事实上，MATLAB
提供了创建地图和图形所需的一切，这些地图和图形可以导出为期刊要求的任何格式和

质量（另请参阅 Martin Trauth 的博客文章 ）。 

尽管有这些功能，但我经常手动做一件事：在复合图形中标记面板。如果您在一个图中

有多个面板，您通常会为它们分配字母，例如 A,B,C……这样您就可以在文本和图形标

题中引用它们。期刊通常对标签有不同的要求。有些人想要大写字母，有些人不喜欢。 

因此，为了使标记任务更快，我编写了一个名为 subplotlabel 的函数（或者在这里，如

果你想从 MATLAB Fileexchange 下载），它可以自动完成这项繁琐的任务。它不是

TopoToolbox 的一部分（最后，我会添加它），但你可以在这里下载它，这里有一个例

子来展示它的使用：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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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klargestconncomps(S); 

现在让我们绘制一个包含四个子图的复合图形…… 

subplot(2,2,1); imageschs(DEM); 

subplot(2,2,2); plot(S); 

subplot(2,2,3); plotdz(S,DEM); 

subplot(2,2,4); imageschs(DEM,gradient8(DEM)) 

...并使用 subplotlabel 在第一个右侧中标记它们，然后是向下序列： 

h = subplotlabel(gcf,'A');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2/21/labelling-composite-figures-quickly/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2/21/labelling-composite-figures-quickly/
http://mres.uni-potsdam.de/index.php/2017/02/09/create-publishable-graphics-with-matlab/
http://mres.uni-potsdam.de/index.php/2017/02/09/create-publishable-graphics-with-matlab/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subplotlabel/
https://de.mathworks.com/matlabcentral/fileexchange/85453-subplotlabel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1/02/subplotlabel.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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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子图标签存储在 h 中后，您可以使用许多函数来更改它们的外观，例如： 

• bigger(h,s)将字体大小增加 s。默认值为 1。 

• smaller(h,s)将字体大小减小 s。默认值为 1。 

• resetposition(h)重置位置。 

• upper(h)将所有标签设置为大写 

• lower(h)将所有标签设置为小写 

• italic(h)将所有标签设置为斜体 

• bold(h)将所有标签设置为粗体 

• normal(h)将所有标签设置为正常 

• delete(h)删除所有标签 

因此，我希望 subplotlabel 对您有用，并帮助您有效地创建可发布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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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R2020a 的 geoglobe 

发布于 MAY 12, 2020 更新于 AUGUST 20, 2020 

在上一篇文章（此处）中，我展示了 TopoToolbox 如何能够将数据导出到可以在 
Google Earth（或其他数字地球，如 ArcGIS Earth）中直接打开的 kml 文件。实际上，

kml 是共享地理数据的好方法。但是，如果您想直观地探索您的数据，则可能不再需要

通过 kml 和 Google Earth 执行相关的步骤。自最新发布以来，MATLAB 的地图工具箱

包括 geoglobe，这是一个允许在地球表面导航和添加数据的地理地球。为此，geoglobe
将启用众多应用程序，增强我们探索使用 TopoToolbox 分析和生成的数据的方式。 

geoglobe 在使用 uifigure 创建的图形中打开。 

h = uifigure; 

g = geoglobe(h); 

 

启动后，您可以从 GeographicGlobe 对象 g 开始。例如，您可以更改默认为‘satellite’
的底图。 

g.Basemap = 'topographic';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5/12/geoglobe-now-in-matlab-r2020a/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5/12/geoglobe-now-in-matlab-r2020a/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0/05/12/geoglobe-now-in-matlab-r2020a/
https://www.google.de/intl/de/earth/index.html
https://www.esri.com/en-us/arcgis/products/arcgis-earth/overview
https://in.mathworks.com/help/map/ref/geoglobe.html


 

200/270 

 

有许多可用的 ESRI 底图，以及来自 Natural Earth 的一些底图。Terrain 基于美国地质

调查局(USGS)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的 GMTED 2010 模型，并由 MathWorks 托

管。DEM 的空间分辨率为 250m，足以满足许多大规模应用的需求。如果要添加更高分

辨率的数据，可以添加带有地形数据的 DTED 文件。 

最后，您可以添加自己的地理数据。在这里，我将展示如何添加使用 TopoToolbox 生

成的流网络数据。我将使用函数 readexample 从台湾省下载一些示例数据： 

DEM = readexample('taiwan'); 

DEM = inpaintnans(DEM); 

FD  = FLOWobj(DEM); 

S   = STREAMobj(FD,'minarea',5000); 

[lat,lon,z] = STREAMobj2latlon(S,DEM); 

geoplot3(g,lat,lon,z+10,'Heightreference','geoid','LineWidth',2) 

http://www.naturalearthdata.co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IOtools/readexamp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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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视化网络时仍然存在一些小问题，因为这些线仍然部分隐藏在地形之下。我通过在

流网络的高程上增加 10m 来减少但没有完全解决这种影响。尽管如此，geoglobe 是可

视化地形数据的一个很好的实用程序，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功能使我们能够与地理地

球仪进行交互工作。到目前为止，我特别喜欢 The Mathworks 如何在地球上实现超级

流畅的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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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坐标轴上多个颜色映射 

发布于 SEPTEMBER 13, 2018 更新于 AUGUST 20, 2020 

我最近 提到，MATLAB 现在可以让您在一个图中轻松使用不同的颜色映射。诀窍是提

供轴句柄作为颜色映射函数调用的第一个输入参数。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ax(1) = subplot(2,1,1); 

imagesc(DEM);  

colorbar; 

 

ax(2) = subplot(2,1,2); 

imagesc(DEM);  

% 使用坐标轴句柄作为颜色映射的第一个输入参数 

colormap(ax(2),landcolor);  

colorbar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9/13/multiple-colormaps-in-one-figur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9/13/multiple-colormaps-in-one-figur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9/13/multiple-colormaps-in-one-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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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图中的多个颜色映射。 

但是，如何在一个坐标轴上使用多个颜色映射？这有点棘手。下面，您可以找到注释代

码，这些代码显示了如何绘制彩色和山体阴影 DEM 以及使用 ksn 值着色的流网络。 

% 部分数据（河网 DEM和 ksn）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A   = flowac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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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smooth(S,ksn(S,DEM,A),'K',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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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新图像 

hFig = figure; 

%调用具有一些参数/值对的 imageschs 来控制颜色映射和颜色条的外观  

imageschs(DEM,[],'colormap','landcolor',... 

                 'colorbar',true,... 

                 'colorbarylabel','Elevation'); 

 

% 获取当前坐标轴 

h_ax = gca; 

% 在与第一个相同的位置创建一个新坐标轴，覆盖在顶部. 

h_ax_stream = axes('position', get(h_ax, 'position'),... 

                   'Color','none');  

% 绘制流网                

plotc(S,k,'LineWidth',2); 

% 让坐标轴看不见 

set(h_ax_stream,'Color','none'); 

% 创建颜色条 

hc = colorbar(h_ax_stream,'Location','southoutside'); 

% ... 并且标注它 

hc.Label.String = 'ksn'; 

% 调节颜色范围 

caxis(h_ax_stream,[0 200]) 

% 完美对齐两个轴 

set(h_ax_stream,'position', get(h_ax, 'position'),... 

                'XLim',xlim(h_ax),... 

                'YLim',ylim(h_ax),... 

                'DataAspectRatio',[1 1 1]... 

                ); 

% 链接两个轴，以便您可以放大和缩小             

linkaxes([h_ax,h_ax_stream],'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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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图形大小可能会搞砸一切。使用图形属性 ResizeFcn 确保两个轴完全对齐 

hFig.ResizeFcn = @(varargin) ... 

    set(h_ax_stream,'Position',get(h_ax, 'position')); 

一个坐标轴上的多个颜色映射。 

诀窍是使用额外的轴。困难在于完美对齐它们并使对齐对调整图形大小具有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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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地图上的流网络 

发布于 OCTOBER 14, 2019 更新于 AUGUST 20, 2020 

您是否知道 TopoToolbox 有一个函数可以让您在 MATLAB 网络地图上绘制流网络？

您甚至知道您可以使用 MATLAB 访问 Web 地图吗？ 

自 2016a 以来，MATLAB 具有函数 webmap。该函数打开一个 web 地图浏览器，提

供对可用基础地图列表的访问，例如世界街道地图（World Street Map）、USGS 图像

等等。 

TopoToolbox 在函数 wmplot（webmapplot,网络地图绘图）中使用此函数。我经常使

用此函数，因为它允许我将派生的河流网络与卫星图像中可见的河道进行比较。 

在内部，函数 wmplot 相当简洁。该函数将坐标重新投影回地理坐标（参见函数

STREAMobj2latlon，（STREAMobj 必须具有坐标系！）），然后使用 wmline 绘制 nan-
separated 向量。 

现在这里是一个例子： 

DEM = readexample('taiwan'); 

DEM = inpaintnans(DEM); 

FD = FLOWobj(DEM); 

S = STREAMobj(FD,'minarea',10000); 

wmplot(S) 

 

但是，您如何绘制流域？没有额外的函数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几行代码就可以了。 

D = drainagebasins(FD,S); 

MS = GRIDobj2polygon(D);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14/stream-networks-on-web-map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14/stream-networks-on-web-map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14/stream-networks-on-web-maps/
https://de.mathworks.com/help/map/ref/webmap.html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wmplot.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STREAMobj2latlon.m
https://de.mathworks.com/help/map/ref/wmline.html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9/10/2019-10-14_19241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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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lon] = cellfun(@(x,y) minvtran(S.georef.mstruct,x,y),{MS.X},{MS.Y},'Un

iformOutput',false); 

[MS.Lat] = deal(lat{:}); 

[MS.Lon] = deal(lon{:}); 

G = geoshape(MS); 

wmplot(S) 

wmline(G,'color',[.5 .5 .5]) 

 

就是酱紫！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9/10/2019-10-14_201419.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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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的彩色流网 

发布于 OCTOBER 20, 2019 更新于 AUGUST 20, 2020 

 

上回书说到，我展示了 TopoToolbox 函数 wmplot 可以轻松地在 web 地图上绘制流

网络。在对这篇文章的评论中， KH 询问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像使用函数

STREAMobj/plotc 那样为网络着色。 

我搜索了 wmline 的文档，是一个 wmplot 包装的函数，但显然，每行只能选择一种颜

色。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网络切成小块，并用单独的颜色分别绘制这些小块。很开森，

已经有一个函数支持这种方法：STREAMobj2mapstruct。 

但是，在 web 地图中迭代地绘制单条线需要时间。我不知道问题的原因，但是绘制一

条线需要很长时间，不管它的大小。一个可捕获的解决方案是合并具有相似特征属性的

线。这可以通过 geoshape 和 mapshape 对象很好地完成。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对象，

我认为如果 Mathworks 和地图工具箱添加更好地支持坐标系和转换的功能，它们将来

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从现在开始我可能会更频繁地使用这些对象，所以我编写了一个

名为 STREAMobj2shape 的新函数。 

然而，调用 STREAMobj2shape 有点棘手。语法可能很长，而且我知道许多用户不太愿

意阅读帮助文件。因此，我还编辑了 wmplot 以便它采用额外的参数来控制着色。 

wmplot 现在使它变得非常容易。以下是 TopoToolbox 如何通过几行代码在 web 地图

中绘制台湾省的 chi 地图。绘图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请耐心等待，并享受观看逆向增长

的河流网络的不受欢迎的动画。 

DEM = readexample('taiwan'); 

DEM = inpaintnans(DEM); 

FD  = FLOWobj(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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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flowacc(FD); 

c   = chitransform(S,A); 

wmplot(S,'color',c)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20/colored-stream-networks-on-web-map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20/colored-stream-networks-on-web-map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20/colored-stream-networks-on-web-maps/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plotc.m
https://de.mathworks.com/help/map/ref/wmline.html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wmplot.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STREAMobj2mapstruct.m
https://de.mathworks.com/help/map/ref/geoshape.html
https://de.mathworks.com/help/map/ref/mapshape.html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STREAMobj2shape.m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9/10/2019-10-17_192147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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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 Chi 填色流网。 

KH 还提出了这些网络地图应该可以与他人共享的想法。不幸的是，我认为这目前是不

可能的。如果您有想法，请告诉我。 

我目前也在探索制作彩色 kml 或 kmz 文件的方法。我遇到了 kml toolbox，它非常方

便。如果有人有兴趣共同开发这样的工具，那就太好了。 

  

https://github.com/rafael-aero/kml-toolbox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9/10/2019-10-17_192147.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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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arth 中的彩色流网 

详见：Google Earth 中的彩色流网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30/colored-stream-networks-in-google-earth/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10/30/colored-stream-networks-in-google-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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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颜色映射预览 

发布于 AUGUST 13, 2018 

可视化是科学展示和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添加了一些支持在

TopoToolbox 中绘图的实用程序（另请参阅我以前的博客 “Jet 已死 ”和 “使用

TopoToolbox 绘制更好的地图”）。主要新增功能之一是 Fabio Crameri 的科学颜色映

射，可通过文件夹 colormaps 中的函数 ttscm 访问。 

Fabio 最近通过我现在添加的一些配色方案修改了他的编辑。请在下图中查看我通过以

下代码行创建的可用颜色映射的概述。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cmaps = ttscm; 

for r = 1:numel(cmaps);  

   subplot(6,4,r);  

   imageschs(DEM,[],'colormap', ttscm(cmaps{r}),... 

                    'colorbar',false,'ticklabels','none'); 

   title(cmaps{r}); 

end 

 
Big Tujunga 集水区的阴影地形，由不同的科学颜色映射可视化。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8/13/overview-of-scientific-colormap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8/13/overview-of-scientific-colormaps/
http://www.fabiocrameri.ch/colourmaps.php
http://www.fabiocrameri.ch/colourmaps.php
http://www.fabiocrameri.ch/colourmaps.php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colormaps/ttsc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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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此处和此处找到有关这些颜色映射的更多信息。 

  

https://blogs.egu.eu/divisions/gd/2017/08/23/the-rainbow-colour-map/
http://www.fabiocrameri.ch/colourmap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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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纵向河流剖面 

发布于 OCTOBER 25, 2016 

您是否曾经遇到过想要将其他变量与河流剖面的两个空间维度在一起绘制的问题。一个

这样的变量可以是 ksn 值、梯度或岩性标识符。我最近遇到了这个问题，然后编写了一

个解决方案，现在上传了一个更新版本的 STREAMobj/plotdz。 

此类附加变量必须以所谓的节点属性列表 (node-attributed lists, nal)的形式提供。这

些列表是具有与流网络中的节点一样多的元素的列向量。STREAMobjS 有几个这样的

属性，例如 S.x、S.y 或 S.IXgrid。S.x 和 S.y 是在投影坐标系中定位每个节点的坐标向

量。S.IXgrid 是 DEM 中的线性索引向量，从中导出 S。最终由许多 STREAMobj 方法返

回，例如 STREAMobj/gradient,STREAMobj/streamorder,STREAMobj/curvature 和

STREAMobj/chitransform 等。或者，您可以使用 getnal 导出 nal。例如，具有高程值

的 nal 只需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z = getnal(S,DEM); 

现在如何绘制彩色河流剖面图。由函数 plot 生成的线对象不支持渐变颜色。据我所

知，有三种解决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使用低级功能线绘制具有可变颜色的每个线段。

然而，对于具有数千个单独线段的大型流网络，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第二种方法是

将线绘制为具有彩色边缘的表面。这种老式的 hack 效果很好，并为您提供了表面对象

提供的所有选项。第三种方法是我在阅读 Yair Altman 的 undocumented MATLAB
博客时遇到的一种方法。他报告了 R2014b 中 MATLAB 的新图形引擎引入的一些未记

录的线属性。我实现了第二种方法和第三种方法，让你选择。 

好的，现在让我们看看更新后的 plotdz 函数： 

load exampleDEM 

DEM = GRIDobj(X,Y,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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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flowacc(FD); 

S = STREAMobj(FD,A>100); 

S = klargestconncomps(S); 

z = imposemin(S,DEM); 

s = streamorder(S); 

subplot(2,1,1) 

plotdz(S,DEM,'color',s,'LineWidth',1,'cbarlabel','Stream order') 

 

g = gradient(S,z); 

c = chitransform(S,A,'mn',0.45);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10/25/colored-longitudinal-river-profil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10/25/colored-longitudinal-river-profiles/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plotdz.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STREAMobj.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gradient.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streamorder.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curvature.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chitransform.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getnal.m
https://www.mathworks.com/matlabcentral/answers/5042-how-do-i-vary-color-along-a-2d-line
https://www.mathworks.com/matlabcentral/answers/5042-how-do-i-vary-color-along-a-2d-line
https://www.mathworks.com/help/matlab/ref/primitivesurface-properties.html
https://www.mathworks.com/help/matlab/ref/primitivesurface-properties.html
http://undocumentedmatlab.com/
http://undocumentedmatlab.com/
http://undocumentedmatlab.com/blog/plot-line-transparency-and-color-gradient
http://undocumentedmatlab.com/blog/plot-line-transparency-and-color-gra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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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plot(2,1,2) 

plotdz(S,DEM,'color',g,'LineWidth',1,'distance',c,'cbarlabel','Gradient [m/

m]') 

xlabel('\chi [m]') 

使用 STREAMobj/plotdz 的彩色纵向河流剖面图 

现在看起来还不错。另请注意修改上游距离值的选项，该选项允许您轻松绘制 Χ图，而

无需使用函数 chiplot。 

希望这些函数对您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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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彩色流网 

发布于 JANUARY 22, 2015 更新于 JULY 18, 2017 

在使用更复杂的工具（例如斜坡区域图或 chiplot）之前，必须先进行流网络和通道长度

剖面的可视化探索。查看平面河流模式和相应的河道长度剖面将提供对三维河流模式的

良好印象。这是一个快速指南，如何为每个河流系统（或流域）使用不同的颜色来可视

化河流网络。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函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STREAMobj2cell。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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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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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  = STREAMobj2cell(S); 

  

h1 = subplot(1,2,1); 

hold(h1,'on'); 

h2 = subplot(1,2,2); 

hold(h2,'on'); 

clrs = jet(32); 

  

for r=1:numel(CS); 

axes(h1) 

plot(CS{r},'color',clrs(r,:)); 

axes(h2) 

plotdz(CS{r},DEM,'color',clrs(r,:)); 

end; 

hold(h1,'off') 

hold(h2,'off') 

  

axis(h1,'image') 

box(h1,'on') 

axis(h2,'image') 

set(h2,'DataAspectRatio',[1 1/16 1]) 

box(h2,'on')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5/01/22/plotting-colored-stream-network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5/01/22/plotting-colored-stream-network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5/01/22/plotting-colored-stream-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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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动编辑了图形以使图形看起来更好。然而，问题是：函数 STREAMobj2cell 是做什

么的？此函数将属于单个流域的河流网络作为单元阵列中的单独 STREAMobjs 返回。

有了这个元胞数组，您只需要循环遍历元胞数组并索引到元胞数组即可访问流网络的各

个 “ 连接组件 ” 。连同其他用于流网络修改的功能，如 modify 、 trunk 或

klargestconncomps，我认为 STREAMobj2cell 将极大地帮助您自动化流网络分析。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5/01/streamcoloring.png


 

217/270 

Jet 已死 

发布于 JUNE 13, 2018 

Jet 已死，parula 万岁！对 MATLAB 以前的默认颜色图的批评无处不在。Jet 在感知上

是不均匀的。我们的大脑更倾向于检测特定颜色之间的变化，而不是其他颜色之间的过

渡。因此，jet 颜色映射具有误导性，它突出了您的部分数据，从而歪曲了它。 

我不得不承认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jet。它是 TopoToolbox 中的核心可视化工具之一

imageschs 的默认颜色映射。这些日子现在结束了。默认颜色映射现在是 parula，您

可以在 colormaps 文件夹中找到它。此外，您还会发现其他颜色映射： 

–landcolor 
–flowcolor 
–magmacolor 
–以及 ttcmap 中的一大堆地形颜色映射 

好消息是：现在您可以在一个图中拥有多个颜色映射……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subplot(2,2,1); 

imageschs(DEM,[],'colormap','landcolor','ticklabels','nice') 

title('DEM - landcolor') 

subplot(2,2,2); 

G = gradient8(DEM); 

imageschs(DEM,G,'colormap',flipud(magmacolor(255)),'ticklabels','nice') 

title('Gradient - magmacolor') 

subplot(2,2,3); 

FD = FLOWobj(DEM); 

A  = flowacc(FD); 

A  = dilate(A,ones(5)); 

imageschs(DEM,sqrt(A),'colormap','flowcolor','ticklabels','nice') 

title('Flow accumulation - flowcolor') 

subplot(2,2,4) 

[clr,lims] = ttcmap(DEM,'cmap','gmtglobe'); 

imageschs(DEM,[],'colormap',clr,'caxis',lims,'ticklabels','nice') 

title('DEM - gmtglob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6/13/jet-is-dead/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6/13/jet-is-dead/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6/13/jet-is-dead/
https://predictablynoisy.com/makeitpop-intro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GRIDobj/imageschs.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tree/master/colormaps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tree/master/color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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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您可以使用各种带有 imageschs 的颜色映射，例如 hot、spring 等。如果您使用

自定义颜色映射，请记住 

• 如果数据中有 nan，imageschs 需要小于或等于 256 种颜色或 255 种颜色

的颜色映射。 

• 您可以轻松翻转颜色映射，例如 flipud(gray(255)) 

• 您可以使用 colormapeditor 轻松构建自己的颜色映射 

您是否有想要与他人共享的最喜欢的颜色映射，并且应该包含在 TopoToolbox 的未来

版本中。例如，TopoToolbox 可能需要一个双极颜色图来显示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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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TopoToolbox 绘制更好的地图 

发布于 FEBRUARY 3, 2018 

我越来越多地使用 MATLAB 来创建地图。我只是觉得结合 TopoToolbox、ArcGIS 或

QGIS 的工作流程很麻烦。这就是我在 TopoToolbox 中实现一个新函数的原因之一，该

函数可以帮助您为 DEM 着色，尤其是那些包含地形和水深测量的 DEM。该函数是

ttcmap，您可以在 colormaps 文件夹中找到它。 

这是此函数的示例应用程序。我将使用从安第斯山脉到秘鲁-智利深海海沟的世界上最

陡峭的地形梯度之一的 DEM。 

在运行该函数之前，请选择一个颜色映射。在没有输入参数的情况下调用 ttcmap 会显

示一个表格，其中显示了不同的颜色映射及其各自的高程范围。 

ttcmap 

 

    Colormap_Name    Min_Elevation    Max_Elevation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gmtrelief'       -8000           7000          

    'france'          -5000           4000          

    'mby'             -8000           4000          

    'gmtglobe'       -10000           9500     

 

现在这里是三个跨越 DEM 中高程范围的颜色图。请注意，ttcmap 输出数组 zlimits，
这是 imageschs的输入，因此海陆边界正好为零。ttcmap与地图工具箱函数demcmap
类似，但更精确地将海陆过渡设置为零值。 

[cmap,zlimits] = ttcmap(DEM,'cmap','gmtrelief'); 

imageschs(DEM,[],'caxis',zlimits,'colormap',cmap)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2/03/better-maps-with-topotoolbox/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8/02/03/better-maps-with-topotoolbox/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colormaps/ttcmap.m
https://de.mathworks.com/help/map/ref/demcmap.html
https://de.mathworks.com/help/map/ref/demc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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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relief 

[cmap,zlimits] = ttcmap(DEM,'cmap','mby'); 

imageschs(DEM,[],'caxis',zlimits,'colormap',c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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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y 

[cmap,zlimits] = ttcmap(DEM,'cmap','gmtglobe'); 

imageschs(DEM,[],'caxis',zlimits,'colormap',c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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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globe 

我从 cpt-city 下载了颜色映射，这是一个很好的颜色映射资源。 

  

http://soliton.vm.bytemark.co.uk/pub/cpt-city/views/totp-sv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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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冰范围趋势的可视化 

发布于 AUGUST 27, 2019 更新于 AUGUST 20, 2020 

你说外语的能力会随着练习而提高。您也可以编写 MATLAB 代码。因此，我有时会写

一些有趣的代码并进行一些可视化。这样做的好处是我可以及时了解 MATLAB 图形引

擎的最新发展。 

我最新的代码是关于冰层范围及其时间动态的可视化，我决定在这里发布这段代码。您

需要的是另外两个可以从文件交换器下载的函数：Chad Greene 的 gif 和 Robert Bemis
的 lbmap。lbmap 提供双极颜色映射，而 gif 允许我们编写动画 gif 图像。我们可视化

的数据来自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可以在这里下载。 

data = readtable('Sea_Ice_Index_Monthly_Data_by_Year_G02135_v3.0.xlsx'); 

data = removevars(data,{'Var14' 'Annual'}); 

year = data.Var1; 

month = 1:12; 

monthstr = data.Properties.VariableNames(2:end); 

 

[year,month] = ndgrid(year,month); 

A    = table2array(data(:,2:end)); 

 

year = year'; 

month = month'; 

A    = A'; 

 

monthmean = mean(A,2,'omitnan'); 

monthdev  = (A - monthmean)./monthmean * 100; 

 

year = year(:); 

month = month(:); 

A    = A(:); 

t    = datetime(year,month,repmat(15,size(year))); 

 

% 删除前导和后尾的 nan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8/27/visualizing-trends-in-sea-ice-exten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8/27/visualizing-trends-in-sea-ice-exten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8/27/visualizing-trends-in-sea-ice-extent/
https://de.mathworks.com/matlabcentral/fileexchange/63239-gif
https://de.mathworks.com/matlabcentral/fileexchange/17555-light-bartlein-color-maps
https://nsidc.org/data/seaice_index/archives
ftp://sidads.colorado.edu/DATASETS/NOAA/G02135/seaice_analysis/Sea_Ice_Index_Monthly_Data_by_Year_G02135_v3.0.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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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isnan(A); 

I(find(I,1,'first'):find(I,1,'last')) = true; 

 

year = year(I); 

month = month(I); 

A    = A(I); 

t    = t(I); 

monthdev = monthdev(I); 

 

theta = (month)/12*2*pi; 

 

% 动态图像 

figure 

 

ncol     = 500; 

cmap     = lbmap(ncol,'BrownBlue'); 

 

monthdev = monthdev(:); 

monthdev = min(monthdev,20); 

monthdev = max(monthdev,-20); 

minmonthdev = min(monthdev(:)); 

maxmonthdev = max(monthdev(:)); 

colix    = interp1(linspace(minmonthdev,maxmonthdev,ncol),1:ncol,monthdev,'

nearest'); 

 

paxanim = polaraxes('ThetaDir','clockwise',... 

    'ThetaZeroLocation','top',... 

    'ThetaTickLabel',circshift(monthstr,1),... 

    'Rlim',[floor(min(A)) ceil(max(A))],... 

    'Clim',[minmonthdev maxmonth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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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map(paxanim,cmap); 

h = colorbar; 

h.Label.String = 'Rel. deviation from average [%]'; 

h.Location = 'southoutside'; 

 

% 一些图像属性 

paxanim.Color = [.5 .5 .5]; 

fax = gcf; 

fax.Color = [1 1 1]; 

 

hold on 

makegif   = true; 

inigif    = true; 

 

for r = 2:numel(A) 

    if ~isnan(A(r)) 

         

        line(paxanim,theta([r-1 r]),A([r-1 r]),'color',cmap(colix(r),:)); 

        poi = line(paxanim,theta(r),A(r),'Marker','o',... 

            'MarkerFaceColor',cmap(colix(r),:),... 

            'MarkerEdgeColor',cmap(colix(r),:)); 

        title(num2str(year(r)));pause(.01); 

        if inigif && makegif 

            gif('seaiceextent.gif','DelayTime',0.08,... 

                'LoopCount',inf,... 

                'frame',fax); 

            inigif = false; 

        elseif ~inigif && makegif && mod(r,4)==0 

            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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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if r == numel(A) 

            title('Now') 

            poi = line(paxanim,theta(r),A(r),'Marker','o',... 

                'MarkerFaceColor',cmap(colix(r),:),... 

                'MarkerEdgeColor','k'); 

            for r2 = 1:50 

                gif 

            end 

        end 

        delete(poi) 

    end 

end 

这是结果。做自己的可视化和动画，玩得开心。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9/08/seaiceextent.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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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至今北半球的海冰范围。沿半径的值的单位为 1Mio.平方公里。线条颜色表示与长期

（1978-2019 年）月平均值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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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技术和软件开发 

要不要整并行计算？ 

发布于 JUNE 8, 2016 更新于 JUNE 9, 2016 

虽然隐藏在源代码中并且没有明确记录，但 TopoToolbox 使用了一些 MATLAB 内置

的并行化技术。例如，函数 gradient8、curve 和 hillshade 使用图像处理工具箱附带的

函数 blockproc。如果您有并行处理工具箱，blockproc 将使用多个线程来处理您的数

据。至少在理论上，这应该更有效、更快。 

在实践中，尽管并行方法令人尴尬，但并行方法仍然可能效率不高。但是我花了一些时

间才意识到这一点，部分是由于 MATLAB 的错误，部分是由于我自己的错误。 

以下是我遇到的一些问题： 

1.在 2015b 版本之前，blockproc 存在 bug（参见错误报告 1157095）。巨大的内存需

求减慢了执行速度。Mathworks 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解决了这个 bug，但内存要求

仍然很高。 

2.这些内存需求是由于我在编写 blockproc 即将处理的匿名函数时犯的一个愚蠢的错

误。这是一个来自 gradient8 的代码片段，它说明了这个问题： 

fun = @(x) steepestgradient(x,G.cellsize,c); 

G.Z = blockproc(DEM.Z,blksiz,fun,... 

'BorderSize',[1 1],... 

'Padmethod',padval,... 

'UseParallel',true); 

最陡梯度函数是 gradient8 的子函数，用于计算每个块的梯度。G 是我预先分配的

GRIDobj。现在，怎么了。好吧，我将 G.cellsize 传递给匿名函数，我猜这会导致整个

GRIDobj 被转移到每个线程，从而造成大量内存开销和线程之间的大量传输时间。 

我现在已将此代码段更改为 

cs  = G.cellsize; 

fun = @(x) steepestgradient(x,cs,c); 

G.Z = blockproc(DEM.Z,blksiz,fun,... 

'BorderSize',[1 1],... 

'Padmethod',padval,... 

'UseParallel',true);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6/08/run-in-parallel-or-no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6/08/run-in-parallel-or-not/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6/06/08/run-in-parallel-or-not/
http://www.mathworks.com/help/images/ref/blockproc.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mbarrassingly_parallel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GRIDobj/gradient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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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解决了问题。 

3.现在，在并行模式下调用 blockproc 真的值得吗？我尝试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用例。我

使用了一个相对较大的 DEM，它以单精度存储了 12477 行和 21275 列，并使用函数

bestblk 确定了块大小。 

blksiz = bestblk(size(DEM.Z),5000); 

然后我使用 tic 和 toc 来计时执行：在 blockproc 并行运行的情况下，gradient8 需要

13.03秒才能返回梯度GRIDobj。选择 2000个的最佳块大小将运行时间增加到 33.8秒。

在不调用 blockproc 的情况下，gradient8 只用了 8.23 秒。这是什么原因？我的猜测

是，被最陡梯度函数两次调用的函数 imerode 具有一些内置的并行性，因此它不会从

额外的并行化中受益。使用任务管理器观察物理内存使用情况表明，这些方法都不会导

致大量内存开销。 

现在让我们尝试另一个函数：hillshade。Hillshade 调用函数 surfnorm，它返回三个与

DEM 大小相同的网格。因此，在计算应该通过使用 blockproc 减少的非常大的矩阵的

surfnorm 时，我预计会出现一些内存问题。当我在不使用 blockproc 的情况下运行此

函数时，我发现内存需求大幅增加，高达我 24Gb 可用 RAM 的 100%。CPU 使用率下

降，可能是因为 MATLAB 被迫在硬盘和主存之间交换数据。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的时间

是 161.2 秒。令人惊讶的是，当调用 blockproc（块大小 5000）时，函数 hillshade 的

内存开销急剧下降，经过的时间减少到 66.7 秒。2000 和 500 个较小块大小分别将运

行时间增加到 89.1 和 104.4 秒。 

现在我学到了什么。(i)注意您在线程之间传输的数据量。(ii)使用 blockproc 的好处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线程将要处理的算法。内存要求高的算法受益于使用并行化。但是，

这种好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的计算资源，并且(iii)受您转移给线程的块大小的调节。 

我现在更新了一些调用 blockproc 的 GRIDobj 方法，并删除了导致线程之间过度数据

传输的错误。这在我的系统上运行良好，但可能不适用于您的系统。我的建议是，你最

好自己修改一下何时应该涉及 blockproc 以及如果应该使用哪些块大小。 

你有使用 blockproc 的经验吗？请告诉我。 

  

http://www.mathworks.com/help/images/ref/bestblk.html
http://www.mathworks.com/help/images/ref/imerode.html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GRIDobj/hillshade.m
http://www.mathworks.com/help/matlab/ref/surfnorm.html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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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opoToolbox 中使用元胞数组 

发布于 JANUARY 2, 2021 更新于 JANUARY 4, 2021 

您使用 MATLAB 元胞数组吗？如果是，您就会知道它们是一种方便的数据格式，可以

存储所有类型的数据，例如字符串、数字数据和日期。 

A = cell(1,3); 

A{1} = 'Happy New Year'; 

A{2} = [1 2 3]; 

A{3} = datetime(2021,1,1); 

 

>> A 

 

A = 

 

  1×3 cell array 

 

    {'Happy New Year'}    {1×3 double}    {[01-Jan-2021]} 

现在，您还可以使用元胞数组来存储使用 TopoToolbox 生成的数据。今天，我将展示

如何通过利用函数 STREAMobj2cell 的一些最新增强来有效地使用元胞数组。为此，这

些新函数启用了几种绘制流网络、并行运行分析任务和自动化工作流程的新方法。 

通常，STREAMobj2cell 采用存储为 STREAMobj 的流网络并将其部分放置在函数返回

的元胞数组的各个元素中。例如，命令 

CS = STREAMobj2cell(S); 

将属于单个流域网络的每个流网络放入元胞数组 CS 中的一个自己的元素中。命令 

CS = STREAMobj2cell(S,'outlet',3); 

做同样的事情，但只返回 CS 中最大的三个流域。命令 

CS = STREAMobj2cell(S,'channelheads'); 

返回一个元胞数组，其条目数与流网中的河道头数一样多。CS 中的每个条目都包含一

个从河道头到出口的范围。请注意，此选项可能会大量增加存储网络的内存需求。第三

种选择是 

CS = STREAMobj2cell(S,'tributaries'); 

此选项迭代地从流网络中提取支流。 该算法从网络中最长的河流（干流）开始，然后

识别最长的支流，然后再确定这些支流的最长支流，依此类推。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1/02/working-with-cell-arrays-in-topotoolbox/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1/02/working-with-cell-arrays-in-topotoolbox/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21/01/02/working-with-cell-arrays-in-topotoolbox/
https://de.mathworks.com/help/matlab/cell-arrays.html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STREAMobj2cel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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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 ， 还 有 两 个 选 项 ： STREAMobj2cell(S,'segments',seglength) 和

STREAMobj2cell(S,'labels',labelnal)，在接下来的文本中，我将展示一些应用程序来演

示后一个选项的用法（事实上，'segments'选项是'labels'选项的一个特例）。在运行以

下代码之前，请准备好以下代码。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FD  = FLOWobj(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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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klargestconncomps(S); 

绘制具有可变线宽的河网 

首先，考虑您要绘制河流网络的地图，以便线宽与上游区域相关。这实际上是 GIS 中常

见的可视化，但在 MATLAB 中相当具有挑战性，因为 MATLAB 的绘图函数本身不支持

可变线宽。以下代码的做法是将上游区域的节点属性列表分为 10 个类，根据这些类对

流网络进行剖析，然后将这些剖析的网络用单独的线宽绘制出来。然而，让我们一步一

步来： 

在以下代码行中，我们计算流量累积并检索流网络 S 的累积值的节点属性列表。由于流

量累积的分布极右偏，我们将取上游区域的对数。 

A   = flowacc(FD); 

a   = getnal(S,A); 

a   = log10(a); 

然后我使用 histcounts 将数据以相等的间隔分为 10 个类。每个节点所属的类是

histcounts 的第三个输出参数。由于 bin 是按排序顺序计算的，因此标签是从小到大的

上坡区域排序的。 

[~,~,label] = histcounts(a,10); 

现在，我使用 STREAMobj2cell 将 STREAMobj 划分为具有分类上坡区域的网络。第二

个输出参数将在稍后使用和解释。 

[CS,locs] = STREAMobj2cell(S,'labels',label); 

请注意，在这个阶段，我们只知道存储在 CS 中的 STREAMobj 的上坡区域越大，它们

在 CS 中的位置越高。在这个阶段这可能没问题，但对于其他应用，我们可能想知道每

个网络的平均上坡面积。在这里，将它们按排序顺序排列并通过以下方式为每个流网络

分配宽度就足够了： 

width = (1:numel(CS))/2; 

最后，让我们使用可变宽度绘制网络。我正在使用 cellfun，这在第一次遇到时可能会

非常困难，但如果您使用元胞数组，则非常有用。 

figure 

https://de.mathworks.com/help/matlab/ref/cellfu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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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chs(DEM,[],'colorbar',false,'colormap',[1 1 1]); 

hold on 

cellfun(@(s,w) plot(s,'linewidth',w*0.5,'color','k'),CS,num2cell(width)); 

hold off 

 

在此之前，该方法非常简单。但实际上，使用 mapshow 和 mapstruct 可以获得相同

（或相似）的结果（参见 STREAMobj2mapstruct）。优点是我们可以轻松地将该方法

应用于剖面图。 

绘制具有可变宽度的流剖面 

以下代码显示了如何绘制具有可变宽度的剖面图。我们提取上面的分类，只是使用

plotdz 更改对 cellfun 的调用。请注意，我使用参数名称/值对‘distance’,S。这确保了

从原始流网络 S 获得距离值（距离通常从出口计算，因此 CS 中的 STREAMobj 具有其

他距离）。 

figure 

hold on 

cellfun(@(s,w) plotdz(s,DEM,'linewidth',w*0.5,'color','k','distance',S),CS,

num2cell(width)); 

hold off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STREAMobj2mapstruc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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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具有可变线宽的 chi 剖面 

我们还可以调整代码以绘制 chi 剖面。首先，我们使用上坡面积计算 chi。在这里，我

们使用 STREAMobj2cell 的第二个输出参数，它为每个 STREAMobj 的每个节点包含来

自原始 STREAMobj 的节点属性列表的索引。这可以检索我们之前为 S 计算的数据（在

本例中为 chi）。 

c = chitransform(S,A); 

figure 

hold on 

cellfun(@(s,ix,w) plotdz(s,DEM,'linewidth',w*0.5,'color','k','distance',c(i

x)),CS,locs,num2cell(width)); 

hold off 

xlabel('\chi [m]')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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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 STREAMobj2cell 的功能和应用的简短演示。选项‘labels’允许您根据标记的节

点属性列表将流网络拆分为单独的组件。反过来，‘segment’选项允许您定义距离，以便

流网络在指定距离处分割。将流网络的各个部分放入元胞数组的元素中的优点是您可以

有效地对它们进行计算，然后拼接结果。例如，函数 crs 和 smooth 利用这种方法来启

用并行计算。 

我知道有效使用元胞数组可能很复杂，但是一旦您认识到它们的优势，您就会喜欢它们

的灵活性和效率。编程开心！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crs.m
https://github.com/wschwanghart/topotoolbox/blob/master/%40STREAMobj/smoo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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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Toolbox 的依赖 

发布于 JUNE 7, 2019 更新于 AUGUST 20, 2020 

 

TopoToolbox 是一个 MATLAB 软件。MATLAB 由核心产品 MATLAB 组成，可以通过许

多具有特定用途的工具箱进行扩展，但需要额外付费。TopoToolbox 也作为工具箱提供，

并且是免费的。在命令行中输入 ver 时，TopoToolbox 应该与其他可用的工具箱一起列出。 

TopoToolbox 主要依赖于核心的 MATLAB 函数，但不幸的是它还需要一些工具箱。许多大

学和学术机构可能拥有这些工具箱的许可证，但如果您为私人公司或某些政府管理部门工

作，则通常由于金钱原因，对这些工具箱的访问可能会受到限制。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

TopoToolbox 的可用性可能会受到限制。 

Dirk 和我很清楚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在设计 TopoToolbox 时将工具箱的依赖性保持在最

低限度。然而，这并不完全可行。这是因为，首先，我们的 TopoToolbox 开发时间有限。

我们自己编写其他工具箱的一些函数当然是可能的，但它们可能不会以相同的效率和速度运

行。这也意味着重新写轮子。其次，我们可以利用 MATLAB 文件交换和 github 上提供的外

部和免费的第三方工具箱和库。但是，这也意味着维护这些依赖关系，如果发生重大变化，

这可能会很困难。当然，MATLAB 工具箱也经常更改，但这些更改通常在发行说明中都有

详细记录。因此，为了确保积极的用户体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使用第三方工具箱。 

TopoToolbox 的工具箱依赖项是什么？ 

DEM 分析严重依赖图像处理算法。事实上，网格 DEM 只是地理参考的灰度图像。因此，

TopoToolbox 需要图像处理(Image Processing, IP)工具箱，该工具箱提供对众多过滤和形

态算法（例如图像腐蚀和膨胀、灰度加权距离变换）的访问。如果您没有 IP 工具箱，您将

很快遇到指出缺少特定函数的错误。如果您没有图像处理工具箱但仍想使用 TopoToolbox，

我建议您使用 dipimage，这是一个出色的图像处理工具箱。但这意味着对代码进行大量更

改。我不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但这将是相当多的工作。 

然后，您应该拥有地图工具箱（Mapping Toolbox）。如果你没有它，读取和写入地理编码数

据（geotiffs、shapefile）有点乏味。此外，某些函数（例如 STREAMobj2latlon）无法工作，

因为它们依赖于将坐标从投影系统转换为地理系统的地图工具箱函数，反之亦然。

TopoToolbox 在没有地理配准的情况下工作得很好，但是拥有地图工具箱更方便。 

一些新函数（crs、smooth（仅当输出为正时）、quantcarve）需要优化工具箱，因为它们依

赖于大规模稀疏线性和二次规划算法。如果您没有优化工具箱（Optimization Toolbox），

您将无法运行这些函数。有一些第三方优化产品可用，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替代品。

如果您知道免费的优秀替代工具箱并实施大规模稀疏优化技术，请告诉我。mnoptim 使用

统计和机器学习工具箱（Statistics and Machine Learning Toolbox）附带的 bayesopt 函数。 

最后，对一些函数进行了编码，以便它们可以使用并行计算工具箱（Parallel Computing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6/07/topotoolbox-dependenci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6/07/topotoolbox-dependenci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6/07/topotoolbox-dependencies/
https://topotoolbox.wordpress.com/2019/06/07/topotoolbox-dependencies/
https://mathworks.com/
https://mathworks.com/
https://de.mathworks.com/products.html?s_tid=gn_ps
https://de.mathworks.com/products.html?s_tid=gn_ps
http://www.diplib.org/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19/06/dependency.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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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box）。但是，它们也可以在没有此工具箱的情况下运行。 

总而言之，要运行 TopoToolbox，您绝对应该拥有图像处理和地图工具箱。有些函数需要其

他工具箱，但也许您并不真正需要这些函数。希望我没有忘记任何依赖项。如果我这样做了，

请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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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Toolbox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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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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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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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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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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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x.doi.org/10.1002/esp.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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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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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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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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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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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1-2020
http://dx.doi.org/10.5194/esurf-8-261-2020
http://dx.doi.org/10.1002/esp.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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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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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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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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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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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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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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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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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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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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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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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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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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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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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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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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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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f(x,y,doub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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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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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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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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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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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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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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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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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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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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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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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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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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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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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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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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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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历史 
本用户指南最后更新：2013 年 6 月 19 日。 

 



 

253/270 

绘制 ksn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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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加载并生成所需数据 

DEM = GRIDobj('srtm_bigtujunga30m_utm11.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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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flowac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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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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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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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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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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Line: 178.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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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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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bar 

axis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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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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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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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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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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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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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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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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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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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参考文献 
Freeman, T.G. (1991): Calculating catchment area with divergent flow based on a regular grid. 

Computers & Geosciences 17, 413-422. doi:10.1016/0098-3004(91)9004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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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boton, D.G. (1997). A new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flow directions and upslope 

areas in grid digital elevation models. Water Resour. Res. 33, 309-319. 

doi:10.1029/96WR03137 

 
4 历史 
本用户指南最后一次更新：2017 年 8 月 16 日。 

http://dx.doi.org/10.5194/esurf-2-1-2014
http://dx.doi.org/10.5194/esurf-2-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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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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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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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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readopentopo 

• 实用程序更新: setextent and getext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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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biocrameri.ch/colourmap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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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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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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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x.doi.org/10.5194/esurf-5-47-2017
http://dx.doi.org/10.5194/esurf-5-821-2017
http://dx.doi.org/10.5194/esurf-5-82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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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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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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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x.doi.org/10.1130/G3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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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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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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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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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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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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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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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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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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270 

Cheat Sheet 

 

https://topotoolbox.files.wordpress.com/2022/05/topotoolbox_cheatsheetefbc88chines

e_versionefbc8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