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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海底峡谷是陆源沉积物向深海运移的主要通道袁也是陆架/陆坡区重要的地貌单元遥随着多
波束测深技术的发展袁如何快速而准确地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并提取海底峡谷的特征要素袁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重要热点问题遥 文中根据海底峡谷谷底下切尧谷壁高而陡等地形特征袁基于水文分析
法和坡度分析等原理袁通过 ArcGIS 中的数据建模工具建立了一种从数字高程模型渊DEM冤数据快

速识别和提取海底峡谷特征要素的方法遥 以南海北部陆坡神狐峡谷区为例进行算例分析袁结果表
明袁该方法在快速了解海底峡谷的发育位置和特征要素等方面是可行的袁并可以获得峡谷头尾部
水深尧轴线长度尧峡谷范围等特征信息遥 为获得该方法适用于研究区的最优参数组袁文中讨论分析
了峡谷形态尧重分类阈值及数据分辨率等影响峡谷识别的因素遥 结果分析表明袁峡谷形态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识别结果的准确性袁 但不影响对峡谷的总体了解曰 零值汇流累积量重分类阈值和
DEM 数据的空间分辨率是影响峡谷识别结果准确度的两个重要因素袁在神狐峡谷群区袁空间分辨
率 200 m 且重分类阈值 0.4 时袁海底峡谷识别和特征要素提取效果最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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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院A

海底峡谷亦称“水下峡谷”，是海底窄而深的长
条状负地形[1-2]。峡谷壁陡峭，常发育在大陆架中部
和陆架坡折带/上陆坡区，是从大陆边缘到深海的沉
积物输运的主要通道，同时也是海洋生物生产力多
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3-5]。由于海底峡谷所处的特殊
地质背景，近几年来，对于海底峡谷的研究已经成
为当前海洋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国际地学界“从源
到汇——
—大陆边缘沉积作用计划”的提出，也更加
凸显了对于海底峡谷研究的重要性[6]。
近年来，随着我国油气资源勘探逐渐向深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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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南海陆坡海底峡谷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科研工作者利用南海北部丰富的水深地形数据和
多道地震资料，先后揭示了南海北部陆坡区海底峡
谷的地质、地貌特征 [7-8]，并探讨了海底峡谷的成因
机制[2,9]。然而，对于海底峡谷的识别与轴线长度、峡
谷范围等量化指标提取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是基
于多波束水深资料、
2D/3D 地震资料、浅剖资料及旁
扫声呐等资料进行经验性的人工识别与提取[10-11]，识
别与提取过程费时费力，主观性很强，易于受人为
因素的干扰，对识别与提取结果的准确性将造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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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的影响。为提高海底峡谷特征要素提取的准
确性，
李学杰等[12]在人工识别的基础上，通过计算海
底峡谷横断面的坡度变化率，确定海底峡谷外侧、
斜坡和谷底之间的分界线。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数
字高程模型（DEM）的广泛应用，基于 DEM 的流域
水文特征分析方法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13-15]。
目前，该方法主要用于陆地山脊线和山谷线的识
别，以及提取河网、
流域边界以及划分子流域等[16-20]。
海底峡谷在地形属性上与陆地山谷和河网具有一
定的相似性，因此应用基于 DEM 的水文分析方法
进行海底峡谷的识别与提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Harris P T 等 [21] 基于 ArcGIS 9.3 和 ETOPO1 水深数
据（分辨率 1忆，约 1.852 km），对全球主动和被动大
陆边缘大型海底峡谷进行识别和特征信息提取，并
对这些海底峡谷的分布规律特征进行了讨论分析。
结合前人的研究理论和研究基础，本文以 ArcGIS
水文分析模块及坡度分析模块为基础，基于高分辨
率 DEM 水深数据（分辨率 100~200 m）研究海底峡
谷识别和特征要素自动提取方法，并以南海北部陆
坡神狐峡谷区为例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为获得该
方法适用于研究区的最优参数组，探讨了峡谷形
态、重分类阈值及数据分辨率等因素对识别结果的
影响。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开展海底峡谷研究及灾
害地质研究等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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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峡谷在地形上的这种特征为峡谷的自动识别提
供了可能性。
识别和圈定海底峡谷的分布，首先需要确定峡
谷中轴线位置，从水文物理学角度来看，海底峡谷
中轴线具有汇水性的特点，提取汇水线实质就是提
取谷线，因此海底峡谷中轴线的提取可以使用水文
分析的方法。基于 DEM 的水文分析原理是：首先以
某一水平面为基准，对原始 DEM 所描述的地面进
行完全翻转，从而得到与原始地形完全相反的 DEM
地形数据。在反地形数据中，峡谷中轴线即变为具
有分水性的峡谷脊线。峡谷脊线分水性的特征是水
流的起源点，因此对于分水线上的栅格，在进行地
表径流模拟计算后，其水流方向都应该只具有流出
方向而无流入方向，即其栅格的汇流累积量为零。
通过提取零值汇流累积量栅格，就可以得到反地形
数据中的脊线，也就是原始 DEM 数字高程模型中
的海底峡谷中轴线。
识别和提取峡谷中轴线可以基本确定海底峡
谷的位置，走向及长度等信息，但是对于海底峡谷
的另一重要构成因素-峡谷两侧谷壁斜坡范围，则
需要利用坡度分析来获取，从而进一步界定峡谷位
置和规模。
海底峡谷识别流程如图 2 所示。

方法原理

海底峡谷具有谷壁高而陡、谷底向水深方向倾
斜的特点，峡谷中轴线沿海底峡谷走向，是谷底下
切深度最大点的连线（见图 1[22]）。峡谷边界是峡谷
与峡谷外侧地形之间的天然分界线，海底坡度会在
此发生陡变，由 0毅 ~ 3毅突变或渐变为 5毅 ~ 20毅。海

图 1 海底峡谷立体结构示意图

图 2 海底峡谷的特征识别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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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南海北部珠江口外神狐峡谷群作为
研究区 （图 3），实验数据是 2011 年 4 月利用南海
503 号船的 EM302 多波束系统在研究区进行全覆
盖调查获取的多波束水深数据。多波束水深数据使
用 Caris 软件处理，经过全水深声速剖面校正、系统
参数校正、船资校正及噪点剔除等处理后形成规则
网格数据（格网间距为 100 m），即原始 DEM 数据。
再对其进行投影、重采样等预处理，生成网格间距
200 m、400 m 等不同空间分辨率的 DEM 数据，与原
始 DEM 构成 3 组不同水平分辨率的 DEM 数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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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ArcGIS 软件提供的水文分析及表面分析工具提
取峡谷中轴线、谷壁坡度等特征参数，对比这些参
数特征得出不同分辨率下的峡谷识别效果。

图 3 神狐海底峡谷群区域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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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EM 数据开展水文模拟算法研究识别海
底峡谷，提取峡谷中轴线，关键是流域特征汇流累
积量的计算及其零值区域的提取，识别结果会随
DEM 分辨率的变化而变化。实验过程中，基于网格
大 小 100 m、200 m、400 m 等 不 同 水 平 分 辨 率 的
DEM 数据，计算零值汇流累积量，并进行邻域分
析，在此基础上，对零值汇流累积量分布规律进行
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分辨率下的零值汇流累
积量的变化规律相近，不同分辨率下的零值汇流累
积量均在 0.25、0.40 和 0.50 处转折变化较大（如图
5 所示），因此选以零值汇流累积量 0.25、0.40 和
0.50 作为计算分析中的重分类阈值，进行峡谷中轴
线的筛选提取，以获得完整、连续的峡谷轴线识别
结果。

神狐峡谷区特征要素提取方法实
验与分析

3.1 算法模型的建立与参数设置
在海底峡谷识别过程中，涉及很多复杂的分析
处理过程，这些过程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又具有一定
次序关系的空间操作（如数据输入、投影变换、重采
样等）和空间分析模型（如水文分析、表面分析、叠
加分析、拓扑分析、分类运算等）组成，而它们之间
又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可能是串联、并联、分支或层
次结构。ArcGIS 中的数据建模工具（Model Builder），
可以把处理和分析过程中用到的数据和分析工具
通过流程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处理模型，这个
模型可以被用来自动执行和记录许多空间处理任
务，以实现海底峡谷的自动识别和特征要素提取
（图 4）。

图 4 基于 Model Builder（ArcGIS）实现海底峡谷识别的模型图

图 5 不同分辨率的汇流累积量统计图

栾坤祥[23]对南海北部陆坡区的海底峡谷进行了
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区域海底峡谷头部水
深最大约为 2 000 m，峡谷两侧谷壁平均坡度为
7.6毅，峡谷峡谷宽/深比最大值为 26.74，峡谷最大下
切深度最小值为 109 m，并在赵月霞[24]、俞何兴 [25]以
及 Harris P T[21]等学者对于全球主动和被动大陆边
缘海底峡谷的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建立了南海北部
陆坡区海底峡谷判定标准：
（1）峡谷头部位于 2 500 m 水深以下的可不予
统计；
（2）峡谷谷壁坡度不小于 5毅；
（3）峡谷宽/深比<50:1 （峡谷平均宽度/峡谷最
大下切深度），
峡谷最大下切深度至少超过 50 m。
基于此标准，本文以海底斜坡坡度 5毅作为临界
坡度对峡谷谷壁进行识别，并以此标准作为峡谷识
别过程中干扰信息剔除判断依据。
3.2 峡谷识别结果
研究区水平分辨率分别为 100 m、200 m、400 m
的 DEM 数据，通过水文分析 Hydrology 模块对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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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数据进行处理，并通过设置零汇流累积量重分类
阈值（0.25，0.40，0.50）提取数据，得到峡谷中轴线识
别结果，见图 6。

(a) 重分类阙值 0.25

(b) 重分类阙值 0.40

小于 15 m 且均小于 30 m，峡谷中轴线长度差值在
0.03~9.92 km 范围内，结果差异主要存在于峡谷尾
部水深的确定过程中，具体体现在峡谷下部坡度变
化率变小，人工判别和算法识别存在双重误差。这
表明，基于 ArcGIS 水文分析法可以较好地识别海
底峡谷，其结果较为可靠，其效率也比人工识别海
底峡谷高出很多。

(c) 重分类阙值 0.50

图 6 不同分辨率 DEM 的峡谷轴线识别结果

利用坡度分析模块，针对不同分辨率的 DEM
数据进行海底坡度分析。根据南海北部陆坡区海底
峡谷判定标准第 2 条（峡谷谷壁坡度不小于 5毅），以
海底坡度 5毅为临界坡度，识别和提取海底峡谷的谷
壁，结果如图 7 所示。
3.3 峡谷识别结果对比
通过对神狐峡谷区的算例实验，对比 3 种不同
分辨率的数据和 3 种零值汇流累积量重分类阈值，
可以看出 DEM 数据分辨率为 200 m，且重分类阈值
为 0.40 时，峡谷轴线连续性最好，
杂乱信息最少。对
比不同空间分辨率 DEM 数据的坡度分析结果，分
辨率 200 m 的数据，大于 5毅区域连续性强，杂乱信
息相对较少，
能较好地反映谷壁区域。因此，选择空
间分辨率 200 m 的 DEM 数据和重分类阈值 0.40 提
取的峡谷轴线及该分辨率下识别的峡谷谷壁结果
与人工识别结果进行对比，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
以看出，基于 ArcGIS 自动识别的结果和人工识别
的结果基本一致。针对两种识别方法的结果，提取
峡谷头尾部水深值及峡谷轴线长度等信息进行对
比（见表 1），两种识别结果的头部水深差值大部分

(a) 空间分辩率 100 m

图 8 基于人工识别的海底峡谷对比验证图

4

对影响峡谷识别因素的讨论

4.1 峡谷形态的影响
海底峡谷具有多样的形态，如剖面形态呈“U”
型或“V”型，不同形态的海底峡谷使用水文分析法
识别特征时，会对识别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峡谷中轴线识别结果的准确性方面，
“U”型
峡谷的谷底宽度较大且较为平坦，通过水文分析法
识别的峡谷谷底是一个较宽的区域，再对谷底区域
进行中值计算的得到的峡谷中轴线可能会与实际
中轴线产生一定的偏差；
“V”型峡谷的谷底较窄，识
别得到的峡谷谷底较窄，其识别的中轴线相对更加
准确（如图 9 所示）。总体来说，对于不同形态的海
底峡谷，基于水文分析法，在识别和提取峡谷特征
信息的准确性上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对于从总
体上快速和全面了解一个区域的海底峡谷分布特
征和发育规模等特征还是可行的。

(b) 空间分辩率 200 m

(c) 空间分辩率 400 m

图 7 不同空间分辨率 DEM 数据的峡谷谷壁识别结果

图 9 不同形态的海底峡谷中轴线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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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区海底峡谷参数人工和自动提取结果对比
峡谷

头部水深/m

尾部水深/m

轴线长度/km

差值

编号

人工提取

自动提取

人工提取

自动提取

人工提取

自动提取

头部水深差/m

轴线长度差/km

C1

-806

-805

-1 210

-1 299

17.86

15.75

1

2.11

C3

-663

-678

-1 706

-1 664

44.70

35.12

15

9.58

29.01

28

C2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700
-683
-680
-706
-671
-698
-579
-591
-875
-577
-575
-635
-479
-393
-517

-708
-712
-708
-697
-678
-706
-587
-600
-905
-581
-590
-624
-457
-405
-516

-1 564
-1 693
-1 679
-1 547
-1 524
-1 441
-1 780
-1 743
-1 632
-1 670
-1 617
-1 499
-1 442
-1 204
-1 362

-1 533
-1 596
-1 644
-1 570
-1 522
-1 415
-1 748
-1 429
-1 627
-1 610
-1 548
-1 509
-1 330
-1 231
-1 173

4.2 重分类阈值的影响
水文分析方法识别海底峡谷过程中零值汇流
累积量重分类阈值的选择，直接影响着峡谷轴线的
识别效果，重分类阈值选择较小，会使得到的结果
杂乱信息较多，有效的峡谷轴线信息会被覆盖；重
分类阈值选择较大则会遗漏掉许多有效信息，使得
到的峡谷轴线连续性较差，因此，选择合理的重分
类阈值对于准确识别和提取海底峡谷轴线信息是
至关重要的。在神狐峡谷区算例实验过程中，重分
类阈值为 0.25 时，识别的结果较为杂乱，噪音信息
较多，对准确识别海底峡谷中轴线造成一定的影
响；重分类阈值为 0.50 时，识别的有效信息较少，峡
谷轴线连续性差，有些峡谷无法识别，无法准确得
到海底峡谷的轴线信息；重分类阈值为 0.40 时，识

别结果较为清晰，噪音信息较少，既能保持连续性，
又能较好的去除干扰，能够较好的识别和反映海底
峡谷的位置和轴线信息，
如图 6(a)~图 6(c)所示。
4.3 数据空间分辨率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基于 DEM 所开展的水文模拟算法研
究，
如 D8 算法[26]、
Rho8、
FRho8、
TAPES-C 等算法[27]均
基于地形特征参数计算，因此不同分辨率的 DEM
数据下地形特征参数不同，必然对流域特征参数提
取存在影响[28-29]。在重分类阈值确定的情况下，对不
同分辨率 DEM 数据进行识别提取，如重分类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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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40 时的峡谷轴线识别结果，如图 6 (b) 所示。
DEM 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100 m 时，形态拟合精细，
轴线细碎部较多，进行融合分析和拓扑分析后，轴
线连续性仍很差；空间分辨率为 400 m 时，峡谷轴
线形态失真，局部细节缺失，走向趋近于直线；空间
分辨率为 200 m 时，形态连续性较强，噪声显著减
少，峡谷头部位置贴合度高，形态贴合度较好，无需
进行融合分析，可识别峡谷轴线 17 条，其中连续轴
线 13 条，破断 4 条。这表明，在基于水文分析法提
取峡谷中轴线过程中，DEM 数据分辨率并不是越高
越好，分辨率越高产生的噪音信息就越多，反之，若
分辨率过低则会使识别的轴线信息模糊变形，甚至
使结果失真。对比发现，神狐峡谷区算例分析中选
取的 3 种分辨率的 DEM 数据中，分辨率 200 m 时
的识别效果相对较好。
空间分辨率同时也会影响坡度分析结果，对峡
谷谷壁的识别和提取产生影响。坡度分析结果显示
随着空间分辨率的增大，地形起伏度降低，陡坡区
域趋近平缓，峡谷谷壁顶界区域难以界定，造成峡
谷谷壁识别的准确率降低。图 7 中，DEM 数据空间
分辨率为 100 m 时，以 5毅为临界坡度识别峡谷谷壁
区时，结果可以反映谷壁位置，但噪声信息较多，谷
壁区域界限模糊，粘连性较强；空间分辨率为 400 m
时，大于 5毅区域的噪声信息显著减少，有效信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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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降低，连续性区域变小，即能反映的谷壁区域
变小；空间分辨率为 200 m 时，大于 5毅区域的噪声
信息明显减少，能较好地反映谷壁位置，且谷壁区
域较独立。

5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ArcGIS 水文分析原理识
别海底峡谷的方法，
该方法从水文物理学角度，根据
海底峡谷中轴线即谷线表现的汇水性特点，进行识
别和提取峡谷中轴线；基于谷壁坡度的陡变特征，识
别和确定峡谷谷壁斜坡区，从而确定海底峡谷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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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在此基础上，
以南海北部陆坡神狐峡谷区为例
进行识别并与人工识别结果进行对比验证。结果表
明，
本文所提出的海底峡谷识别方法是可行的，
结果
也较为可靠；由于这一过程是基于 ArcGIS 数据建模
工具（Model Builder）来实现的，
因此大大提高了峡谷
识别的效率。通过神狐峡谷区算例识别结果的对比
分析，表明峡谷形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识别结果
的准确性，
但不影响对峡谷的总体了解；零值汇流累
积量重分类阈值和 DEM 数据的空间分辨率是影响
峡谷识别结果准确度的两个重要因素，在神狐峡谷
群区，空间分辨率 200 m 且重分类阈值 0.4 时，海底
峡谷识别和特征要素提取结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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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Submarine canyons are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migration of continental sediments to the deep sea.
Submarine canyon is also the important geomorphologic unit in the continental shelf/slope area. How to quickly
identify and accurately extract the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of submarine canyons from massive data is a
research hotspot,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beam sounding technology. In this paper, a method is
established to quickly identify and extract the features of submarine canyons according to the topographic features
of down-cutting canyon bottom and high-steep canyon wall from the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data through
the data modeling tool in ArcGIS an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hydrologic analysis and slope analysis. Taking
the Shenhu canyon area o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s an ex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is feasible to quick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submarine
canyons, as well as the water depth of the canyon head and tail, axial length and canyon range. In order to obtain
the optimal parameter group applicable to the research area, the factors affecting canyon recognition, such as
canyon morphology, reclassification threshold and data resolution, a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in detai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nyon morphology can affect the accuracy of the recognition results to some extent, but it does not
affect 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anyon. The reclassification threshold of zero-value confluence cumulant
and the spatial resolution of DEM data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accuracy of canyon recognition
results. In the Shenhu canyon group area, when the spatial resolution is 200 m and the reclassification threshold is
0.4, the submarine canyon recognition and feature element extraction have the optimal effect.
Key words院submarine canyon; hydrologic analysis; feature extraction;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