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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ＰＭＯＤＥＬ地形指数的计算
吴波１，张万昌２
（１．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２．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东亚区域气候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地形指数是Ｔ（）ＰＭＯＤＥ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ｄｅＸ，也称湿润指数，ｗｅ协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中一个重要的输入参数，
它把流域饱和缺水量，变动产流面积的概念紧密联系起来。根据定义介绍了它的计算方法，解决了坡度为
零的栅格的处理以及河道造成的地形指数值偏大的问题。并以两河口流域（２８１８ｋｍ２）分辨率为６０ｍ的数
字高程模型栅格网为例生成地形指数，配合相应的气象数据和水文资料，在ＴＯＰＭＯＤＥＬ中进行了径流日
模拟，效率在７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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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土壤一地形指数”的概念，其表达形式为ｌｎ［以／

ｍｏｄｅｌ）是一个以地形为基础的半分布式水文模型，由

（Ｔ０ｔａｎｐ）］，在比较了地形指数成功指示饱和现象的

Ｂｅｖｅｎ和Ｋｉｒｋｂｙ于１９７９年提出。其主要特征是利用

分布的各种研究之后，发现地形指数并非总是很好地

流域地貌指数（１ｎ口／ｔａｎ口）来反映水文现象、特别是径

预报这种现象Ｌ４ｊ。在地形指数计算方面，国外比较

流运动的分布规律［１｜。该模型的特点是物理意义明

系统的讨论见于Ｑｕｉｎｎ等探讨了地形指数的生成和

确，参数比较少，模型结果简单。

使用的方法【５｜，其它的学者大都探讨地形指数的意

在模型提出后的２０ ａ多时间里，ＴＯＰＭＯＤＥＬ及

义和改进。在国内，虽然ＴＯＰＭＯＤＥＬ已经被接受和

其理论在水文学领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并且随

使用，如刘清娥等把ＴＯＰＭＯＤＥＬ与传统的模型作了

着国内外学者对该模型的研究和应用，该模型的理论

比较，并探讨了模型改进的可能＿６ｊ。陈仁升等在黑

及构造一直在改进和发展之中［２Ｊ。其中地形指数作

河干流山区流域研究了使用较大分辨率的ＤＥＭ生

为ＴＯＰＭＯＤＥＬ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输入参数，也引起

成地形指数输入模型的可能性［７｜。韩杰等研究了考

了众多的关注。它最先是由Ｋｉｒｋｂｙ和ＷｅｙｍａｎＬ３ｊ，

虑气象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异的内插方法在模型中的

Ｂｅｖｅｎ等考虑到土壤传导率在空间上的异质性，而提

使用［８］。但是对地形指数的计算方法讨论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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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算法和Ｄ∞算法。Ｄ Ｏ。算法由Ｔａ‰ｔｏｎ提出，认

题ｌ引。另一方面，尽管Ｂｅｖｅｎ等发布了一个地形指数

为水滴有可能向邻近的８个栅格中的任意方向流去

的计算软件，但这个软件对ＤＥＭ的限制导致它在实

而区别于Ｄ。多流向算法，它的水流方向的可能性是

际应用中存在诸多不便。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地形

无穷多的，故此得名。这种无穷可能的方向的得到，

指数的生成方法和步骤的角度进行探讨，希望有利于

是基于认为水流方向应该是毗邻各个栅格点下坡方

模型的推广。

向的８个三角形中，坡度最陡的方向１１卜“Ｊ。
、Ⅳｂｌｏｃｋ提出了计算ＴＯＰＭＯＤＥＬ中地形指数的

１模型的理论

不同算法：单流向方向算法（Ｓｉ．ｎｇｌｅ

ＴＯＰＭＯＤＥＬ把土壤定义为３层，依次为：根系

多流向方向算法（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ｌｏｗ

ｆｌｏ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并且使用

层（ｒＯＯｔ ｚＯｎｅ）、不饱和层（ｕｎｓｔ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ｚＯｎｅ），以及完

不同的ＤＥＭ数据，对不同的算法得到的均值和方差

全饱和层（ｓｔ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ｚＯｎｅ）。根系层被看做是一个水

进行比较，均值上单流向方向算法小于多流向方向算

库，反映地表植被截留水分的能力，表示用于蒸散发

法；方差上单流向方向算法大于多流向方向算法，若

的水量。当根系层蓄水达到上限时，水分将继续下渗

用ＴＯＰＭＯＤＥＬ比较水文特性空间形式的模拟值与

成为不饱和层和饱和层输入条件。当不饱和层含水

观测值的差异，多流向方向算法比单流向方向算法更

量达到饱和含水量时，土壤中的水以自由水的形态存

好地表示空间特性；若使用ＴＯＰＭＯＤＥＬ进行流速与

在，并在重力作用下运动。由于垂直排水以及流域内

流水量模拟时，这２种方法同样适用１１２ Ｊ。

侧向水分运动，一部分流域面积上的地下水水位被抬

考虑到本文中生成的ＤＥＭ是使用ＴＯＰＭＯＤＥＬ

高到地表成为饱和面，在这些面上会发生产流。而饱

进行流量模拟，以及单流向方向算法的简单性，本文

和面在降水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这就是ＴＯＰＭＯＤ＋

选择Ｄ。单流向方向算法。

ＥＬ变动产流的概念。

２．２概念化估算

在满足模型三大假设的前提下，任意点ｉ在地下

一些学者认为，模型关于地形与地下水之间的关

水水位之下深度ｚ与流域平均地下水深度孑关系为：

系的假设，无非是为了提供一个非线形的流域贡献面

２
ｚ＝２一专［１ｎ兰％一们
２—７ Ｌｌｎ五万一州
ｚ

（１）
Ｌｌ，

式中：Ａ——ｈ（ａｉ／ｔａ蜗）的均值。式（１）是Ｈ）ＰＭ喊Ｌ
最为重要的方程。它把地形指数（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积。为此，不通过ＤＥＭ计算而概念化估计地形指数
的方法也被采纳，这些研究通过假设地形指数的ｙ
分布来表达流域内的水文相似性［１３＿１ ４１。这种做法

ｉｎｄｅｘ，

的好处在于它对于物理实在的、简化的依赖性减弱

也称湿润指数，ｗｅｔ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与流域饱和缺水量、变

了，而它的弱点则在于引入了新的参数，其客观意义

动产流面积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被减弱【”Ｊ。

对于式（１），在模型实现及一些文献中，在地下水
深为２ｉ处用土壤缺水深Ｓｉ来表达，其关系如下［１０］：
Ｓｉ＝（臼。一占，）ｚｉ＝Ｖ碡ｉ

３研究区介绍以及数据准备

（２）

汉江上游地区位于秦岭南麓，是我国华中自然地

式中：Ｂ——饱和土壤中的含水量；臼，——土壤中

理区的组成部分，具有北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与常绿叶

剩余的含水量；％——被称为孔隙度（ｐｏｒｏｓｉｔｙ）。由

混交林一黄棕壤与黄褐土地带的自然综合特征。汉

此，式（２）就变成：

江由西向东横贯该区，从白河县出境，在区内全长

ｓ＝ｓ一删ｎ赢一万）

（３）

式中：柳＝％／厂，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参数。

６１０ ｋｍ，流域面积为５９ ６９６ ｋｍ２。流域内地貌条件复

杂，气候变化多样，垂直差异明显，很适合进行径流模
拟研究。本文选择位于汉江上游地区中部的两河口

由ＴＯＰＭＯＤＥＬ的基本理论可见，壤中流和变动

流域为研究区，其地理位置为陕南的中部地区，控制

饱和区的计算都直接只与地形指数相干，故正确计算

站点位于汉江支流子午河流域的两河口水文站（３３。

地形指数是保证模型模拟结果有效的一个重要基础。

１６’Ｎ，１０８。０４’Ｅ），集水面积为２

２地形指数计算的２条途径

３６０～２

２．１从ＤＥＭ生成地形指数

要有黄褐土、黄棕壤、山地棕壤和冲积土、水稻土。植

从ＤＥＭ生成地形指数，一般有２种算法，即单
流向算法与多流向算法。多流向算法又有Ｄ。多流

８１６

ｋｍ２。海拔范围

９６０ｍ，平均气温变化在７．７℃～１５．７℃之间，

常年降水变化在７３０～１

２３０

ｍｍ之间。土壤类型主

被可分为森林、野生植物和传统经济栽培作物，森林
主要树种为华山松、油松和栎等１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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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０ｌ

１９８４０５

时间／ｄ

描述

单位

率定结果

ｍ

Ｏ．００９５

棚

土壤孑Ｌ隙尺度

Ｔｏ

饱和导水率ｌｎ２／ｄ

ＳＲ一

墨。

９８５０５ １９８５０９

时问／ｄ

ｒ踟ｅ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１ＤＰＭｏＤＥＬ在两河口率定期的参数值

参数

ｌ

图４肌）ＰＭＯＤＥＩ。在校验期的模拟结果

图３Ⅱ）Ｐ］ⅥＩ）ＤＥＬ在率定期的模拟结果
表１

１９８５０ｌ

１９８４０９

根层最大缺水深

ｍ

塑星垫塑鱼垄量

翌

··

［５］

ｓｃａｌ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Ｑ血ｎｎ Ｐ Ｆ，Ｂｅｖｅｎ Ｋ Ｊ，Ｌａｍｂ Ｒ．Ｔｈｅ １ｎ（ａ／ｔａｎ）ｉｎｄｅｘ：
ｈ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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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ｉｔ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ｔｏ

ｕｓｅ

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ＩＤＥ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Ｈｙｄｒｏ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１９９５（９）：１６ｌ一１８２．

０．０２００

［６］刘青娥，夏军，王中根．ＴＯＰＭＯＤＥＬ模型几个问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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