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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地形模型網格解析度對自動化
河川萃取之影響
莊永忠1 陳永寬2 詹進發3
（收件日期：民國 95 年 4 月 28 日、接受日期：民國 95 年 9 月 21 日）

【摘要】在森林學相關領域中，河川網絡模擬之應用範圍日益廣泛，而利用網格式數值
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萃取山地集水區河川網絡，較人工測繪快速有
效率，而水系萃取分佈與準確度通常直接受到數值地形模型網格解析度影響。
本研究以國立台灣大學實驗林區內之北勢溪流域為試區，使用網格解析度 5 m、
10 m、20 m、40 m 之數值地形模型，配合 3 種流向演算法（單流向、多流向、無限流
向）與 12 等級之集流閥值（Threshold Value）進行組合演算，自動化萃取網格式河川網
絡，並對照 1/5,000 地形圖之河流線，分別使用誤授率與漏授率之網格對位誤差檢核，
以及人工局部判釋方式，分析其網格空間對位誤差與河川網絡分佈特性。研究結果指
出，由於網格解析度增高，涵蓋基準圖層河川網絡面積減少，其相對對位偏移明顯提升。
然而經過「再取樣」程序之 DTM，隨網格解析度降低，其萃取之河川網絡產生不合理
「轉向偏移」與「交會點錯估」比率增加，且其河道彎曲度明顯下降。整體而言，網格
解析度對山地集水區河川網絡萃取分佈影響，主要在於河道對位誤差與河川網絡之空間
產出特性。但不論以何種網格解析度之數值地形模型配合流向演算法萃取河川網絡，對
位誤差仍存在，故僅可適用於河川位置粗估萃取，如擬應用於精確河道對位與河寬推
估，仍有諸多問題尚待解決。綜合評估結果，高網格解析度數值地形模型適用於萃取山
地集水區河川網絡形狀，凸顯其彎曲度與河道寬度變化；低網格解析度數值地形模型，
因為其網格涵蓋面積較大，除可萃取基準圖層之河道外，在位置上亦包含邊坡單元，故
適用於同時呈現河川網絡與邊坡區域位置。建議使用者視分析目的選用不同網格解析度
數值地形模型。
【關鍵詞】數值地形模型、流向演算法、網格解析度、河川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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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aditionally, stream networks were produced manually in hydrologic analysis.
Though certain degree of accuracy can be achieved, the process requires large amount of time.
In comparison, deriving mountainous stream networks from grid based 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 i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manual process, however, the accuracy of the results varies
with different digital terrain model resolution.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Bei-Shih-Shi mountainous watershed as the study site, and utilized digital terrain models with 5 m, 10 m, 20 m, 40 m grid size to derive stream networks
automatically. Three different flow direction algorithms and twelve threshold values were appli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ant stream networks were manually compared to the stream
networks found on 1/5,000 topographic map.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 conformity of
flow path increased as the grid cell size decreased, however the commission error and omission error increased as well. (2) As the grid size decreased, the sinuosity increased and the
variations of stream width became more significant. (3) The commission error always happened in headwaters. (4) The commission error and omission error were more effective on
stream width when Multiple-flow direction algorithm and D-infinity flow direction algorithm
were applied. (5) Overall, though deriving the streams with different DTM resolution, bias
remain existed when comparing to the stream networks shown on the topographic maps. The
result obtained from the Bei-Shih-Shi watershed shown that the error rate was high. For accurate estimation of stream network,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re needed.
【Key words】 Digital terrain model, Flow direction algorithm, Resolution, Stream networks

I、前言
由於研究與經營管理需要，在森林學
相關領域中，河川網絡模擬之應用範圍日
益廣泛。河川網絡模擬不僅可進行空間變
異性評估（Moore et al., 1991），亦可探討
自然界中水資源之複雜作用機制與崩塌地
分析，對集水區經營規劃而言相當重要。
河川網絡模擬結果若與現地分佈符合，則

直接受到數值地形模型網格解析度影響
（Moore et al., 1993）。
目前在河川網絡模擬分析中，資料尺
度之選用及其影響程度往往困擾著使用
者。一般而言，國內易取得之數值地形模
型網格解析度多為 40 m、20 m、10 m 與 5 m
等 4 種格式，Wolock and Price（1994）曾
針對不同網格解析度進行地形指標分析，

有助於提高上述分析之準確性。而利用網

楊奕岑等（2005）亦探討解析度效應對集

格式數值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流面積值之影響，但有關後續具有寬度之

DTM）萃取集水區河川網絡，較人工測繪

河川網絡萃取，以及河道型態差異分析之

快速有效率，不僅資料獲取容易且能減少

相關研究則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將進

人為主觀判斷誤差，並可有效保存萃取結

一步針對網格式數值地形模型，使用 4 種

果（鄭祈全，1993；Morris and Heerdegen,

不同網格解析度對河川萃取進行量化之對

1988）。而水系萃取分佈結果與準確度則

位分析，以及評估其在河道寬度上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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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網格解析度對地形計測與水文演算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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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網格解析度之變化與地形複雜度有關，
在地形複雜度小於 0.05 的緩坡條件下，數

目前分析山地集水區所採用之數值地

值高程模型所算出之坡度隨網格解析度粗

形模型，在實際應用上以網格式數值地形

放而增加。此顯示不同網格解析度資料，

模型為主。網格式數值地形模型，是採用

對不同類型地形坡度與坡向之影響具明顯

對真實地形面進行類似「系統抽樣」模式

差異，但影響程度於各試驗區不甚一致。

製作而成，而其抽樣點間距即為網格解析

研究者應視其研究目的與試驗區選擇適當

度，是模型中最小之可辨識單位。由於採

網格解析度資料進行分析。

用系統抽樣方式時，並不會隨地形複雜度

而在集流面積分佈之影響上，Wolock

之不同而採用特殊樣點，故網格式數值地

and Price（1994）使用 2 種不同比例尺之地

形模型會遺漏真實地表中某些高程起伏點

圖，生產不同網格解析度數值地形模型，

或地形特徵點，造成地形表現上之失真（賴

並針對地形指標 ln (α / tan β) 進行比較。

進貴，1994）。也因此，網格解析度越細，

研究結果顯示，地圖比例尺與網格解析度

與 真 實 地 表 之 外 型 越 為 接 近 ， 但 Balce

會對集流面積值之極大值、變異數與偏態

（1987）指出，在使用網格資料時，必須

分佈產生影響，而其中地圖比例尺主要影

採用最少的抽樣點來獲得正確之資料，以

響 ln (1/ tan β)，亦即造成地表坡度值之變

節省不必要之資源浪費，故網格解析度之

化；網格解析度則主要影響 ln (α)（地表之

取捨為使用網格資料時之首要問題。

集流面積值），此表示調整網格解析度會

而網格式數值地形模型之「再取樣」

造成地形指標與集流面積分佈之改變，故

則為地表現象的簡化，對地形細緻度之表

Moore et al.（1993）與 Tarboton（1997）

現，與由地形推導出之水系承載資訊會產

均採用「比集流面積」（Specific Catchment

生扭曲影響。由於網格式數值地形模型之

Area），來消除因網格解析度不同所造成

格式具規則性，故許多前人研究均著重於

之 集 流 面 積 比 較 差 異 。 而 Quinn et al.

探討網格之抽樣理論，以及不同網格解析

（1991）之研究中則發現，於多流向演算

度對地形分析之影響。蔡宗勳（1994）、

法下，網格解析度較高之數值地形模型，

賴進貴（1996）均指出，在平坦地區，坡

其地形指標 ln (α / tan β) 隨集流面積累積

向值對網格解析度的改變較為敏感；而在

百分比增加而上升之速率較緩，且大集流

地勢起伏大之區域，坡度受網格解析度之

面積網格分佈之面積亦較廣。此說明網格

影響較大，且網格解析度降低會造成地形

解析度越高，透過流向演算法之疊代運算

顯示上之平夷化，地表起伏亦相對變平

作用，集流面積值累積之速率相對較低，

緩。坡度之平均值、極大值與標準差等地

但於集流面積值顯示之分佈則較為均等且

形計測參數之差距，亦會隨著圖層解析度

分散。

之差距增加而產生程度不等之上升趨勢。

而對河川萃取之空間分佈上，Clarke

但黃誌川與徐美玲（2001）則指出，坡度

and Burnett（2003）指出，單線式河川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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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與曲流率等形狀係數，以及河川位置

域中，有相當多針對網格式數值地形模型

分佈，均隨著網格解析度提升而更加合

發展之流向演算法，而流向演算法基本上

理，此表示網格解析度越高，越能凸顯單

分為單流向與多流向 2 大類型。單流向類

線式河川網絡之細部特性與位置正確性。

型演算法，顧名思義，即每個網格的水流

詹仕堅與孫志鴻（2000）則指出，使用網

僅允許流至周圍 8 個網格中的其中 1 個，

格式數值地形模型計算河川網絡時，因格

此類型演算法以八流向演算法為代表；而

式特性會產生 2 種誤差，第一種誤差為網

多流向類型演算法則具有分流之特性，每

格系統採樣所造成之河道中心位置誤判；

個網格的水流可以分流至 2 個以上之高程

第二種誤差則為網格式流量累積運算所造

較低相鄰網格中，目前以多流向演算法與

成之網格納入誤差，增加網格解析度則能

無限流向演算法最為人所熟知。本研究將

有效降低誤差產生機率。而楊奕岑等

佐以此 3 種常見之流向演算法進行河道萃

（2005）亦透過查閱大集流面積網格分

取，簡述原理如下：

佈，分析解析度效應所造成之影響。結果

1. 八流向演算法

指出，使用「再取樣」產出之網格解析度
40 m 數值地形模型之演算結果，其大集流
面積網格相對於真實河道，產生明顯的「轉
向偏移」與「交會點錯估」現象，而此現
象會隨著網格解析度提高而有所改善。且
「再取樣」後之數值高程模型，對集流面
積累積機率分佈並不會造成太大差異，但
在產出河道空間位置上造成較大之誤差。

本流向演算法為單流向類型演算法之
代表，由 O`Callaghan and Mark（1984）提
出。本法以 3×3 網格移動視窗為基本運算
單元，模擬中心網格之水流可往其周圍 8
個網格方向行進，流入高差最大（即坡度
最陡）之下坡相鄰網格中（O`Callaghan and
Mark, 1984）。若吾人設定各網格上之模擬
水量或網格權重，便可根據水流方向加權

綜合上述前人研究可發現，網格解析

疊代運算，而求得每一網格上游所累積之

度變動，不僅對不同地區之地形因子產生

集流面積。其過程簡單快速，但此演算法

程度不等之影響，於輸入流向演算法進行

只允許模擬水流全數流至單獨 1 個相鄰網

疊代運算後，更會產生河川網絡之空間分

格，強制遞延水流為 45 度倍數之特定流向

佈變異性。但整體而言，網格解析度越高，

角度，故與真實水流會產生分流的現象並

高程抽樣樣點增多，故各式由網格式數值

不相符。且流向被歸類為 45 度、135 度、

地形模型推導出之地形因子越趨近於實際

225 度、315 度的網格在設定集流閥值後，

地形與地貌。本研究將進一步採用流向演

河道會變成斜向斷續的網格形狀，造成河

算法與集流閥值設定萃取山地集水區河川

道「形狀失真」（Moore et al., 1991）。此

網絡，檢驗網格解析度對河道寬度對位檢

為八流向演算法使用上之限制。

核之影響程度。
( II ) 流向演算法介紹
在目前河川網絡自動化萃取之研究領

2. 多流向演算法
Quinn et al.（1991）提出之多流向演算
法，主要在於解決單流向演算法中水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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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的限制，而將水流量依照數學式分配

割成 8 個三角形平面（圖 1）， 由於各三

給所有較中心網格高程為低的相鄰網格。

角形均單獨構成一個趨勢面，且各自擁有 1

其數學式如下：

條最陡坡度方向線，比較並找出 8 條方向

fi =

S i Li
ΣS i Li

線中，其起始點為 3×3 移動視窗中心，具
(1)

式中：
fi 代表遞沿至第 i 個網格的水流量。
i 代表鄰近網格的編號，範圍值由 1 至 8。
S 代表較低鄰點網格方向坡度。
L 代表「有效等高線長度」。
90 度的倍數角度採用 L = 0.5 為其權
數；其餘 45 度的倍數角度對其相鄰網格則
採用 L = 0.354 為其權數。不過此值因研究
需求而異。

下坡趨勢且坡度最陡者，其方向向量即定
義為 3×3 移動視窗之中心網格水流流向。
若 8 個三角形中有任何 2 個相鄰三角形位
於同一平面上，則可能形成 0 度、45 度、
90 度、135 度、180 度、225 度、270 度、
315 度之水流流向。此模式之優點為每個網
格只要記錄 1 筆 0 至 2π 間之流向，可有效
節省運算時間。
流向確定後，每個網格均假設具有 1
個單位深度的水量，根據圖 1 之分流式，
該中心網格模擬水流量流入（i-1, j+1）網

而 Freeman（1991）曾進一步對本流向

格機率為 α1 / (α1+ α2)；該中心網格模擬水

演算法提出修正模式，使其分流模式更符

流量流入（i-1, j）網格的機率為α2 / (α1+

合物理效應。然而本演算法具有某些使用

α2)。依此類推疊代運算，即可將整個 DTM

上之限制，Tarboton（1997）指出多流向演

中之集流面積運算出來。

算法於陡坡集水區河道推估表現較佳，當
運算範圍為廣大平坦地時，由於過度分流
以及地形面參數影響，會造成河流線散亂
及大集流面積網格不連續之問題。在河道
已相當明顯之地區，亦會使水流無法集中
而造成集流面積演算上之錯誤（楊奕岑
等，2005；Moore et al., 1993），此為本流
向演算法較不足之處。
3. 無限流向演算法
無限流向演算法由 Tarboton（1997）
提出，具有利用趨勢面方向向量求取流向
角（0 至 2π）的特性，同時有對水流量進
行分流的優點。
本法先連結 3×3 網格移動視窗中 9 個
高程點，成為 4 個方格，再將 4 個方格切

圖 1 無限流向演算法之分流方式圖示
Fig. 1 D-Infinity flow direction algorithm,
flow direction difined as steepest
downward slope on planar triangular
facets on a block-centered grid (Tarbot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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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流向演算法套用在正圓凸球面、正

位於南投縣鹿谷鄉，為濁水溪上游之支

圓凹球面、平坦斜面、圓錐體等理想地形

流，發源自溪頭南方之嶺頭山，流經溪頭

面，所求得之集流面積分佈表現與數值等

與竹山地區後匯入東埔蚋溪。北勢溪流域

高線運算結果相近，故目前廣為研究者參

面積約 32 km2，在地形上為三面環山之大

考選用。

型谷地，東面為鳳凰山脈，南面為嶺頭山

由於上述 3 種流向演算法，在運算原
理與產出之集流面積分佈上具有顯著差異
（Tarboton, 1997），故本研究選用其作為
河川萃取之輔助工具，檢驗不同網格解析
度配合流向演算法所產出之集流面積圖層
差異性，以及對河道對位正確率之影響。

脈，西南面為內樹皮山脈，西面為樟空倫
山脈，整體地勢高程由南向北遞減。集水
區中央沖積谷地以溪頭一帶最為寬廣，呈
堆積地形。向北河道漸窄亦逐漸加深，河
道向下侵蝕快速。流域高程分佈約為海拔
417 m 至 2,036 m。
本研究使用之數值地形初始資料，為

II、材料與方法
( I ) 研究試區與材料
本研究選用國立台灣大學實驗林境內
之北勢溪流域為試區（圖 2）。北勢溪流域

1998 年製作之台灣大學實驗林 5 m×5 m 網
格式數值地形模型，大小為 5,197×8,374
個網格。而在具有寬度之基準河道生產方
面，則以與數值地形模型同期航照測繪之
1/5,000 地形圖河川網絡為檢核用之基準圖
層。
( II )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別採用 5 m、10 m、20 m 與
40 m 等 4 種網格解析度之數值地形模型，
佐以上述 3 種流向演算法，藉助 SAGA 流
向演算模組進行集流面積推算，套用 12 個
等級集流閥值萃取河川網絡，比較其河道
走向與人工測繪之運算結果。並將降雨
量、地表植被與地質類型、土壤滲透率等
影響因素擱置，簡化萃取流程，將焦點集
中於網格解析度之影響，以避免參數過多
而模糊本研究之目標。各流程概述如下：
1. 「再取樣」生產低解析度數值地形模
型
本研究以網格解析度 5 m 之台大實驗

圖 2 北勢溪流域圖

林區數值地形模型為初始資料。為避免網

Fig. 2 Bei-Shih-Shi watershed

格資料「再取樣」（Resample）時，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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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資料高程值因線性、非線性等各種內

設定各網格權重以進行集流面積疊代運

插或擬合演算而失真，故不選用最鄰近法

算。在水文學上，集流面積可用於代表該

（Nearest Neighborhood, NN）、雙線性內

網格所匯集之上游網格總面積，意義上亦

插法（Bi-Linear, BL）或立方迴旋法（Cubic

等同上游網格累積水量總和。本研究設定

Convolution, CC）等網格內插計算方式，

各網格水量為 1 個網格單位面積。集流面

而採用「固定距離選取網格點」之「再取

積推算後配合「等面積方式」方式（依照 1

樣」方式，以保存初始資料高程值，於相

個網格解析度 40 m 網格面積，等於 4 個網

同比例尺條件下分別產出網格解析度

格解析度 20 m 網格面積之方式類推），針

10 m、20 m 與 40 m 之數值地形模型，而後

對 4 種網格解析度 DTM 所運算出之集流面

裁切集水區進行分析（表 1）。

積圖層設定 12 等級之集流閥值（表 2），
即可萃取出河川網絡。萃取結果於圖層上

2. DTM 資料前處理

分別以 1 和 0 代表河川與非河川，以便於

為消除系統誤差與取樣效應
（Sampling Effects）所造成之窪地與凹陷
點（Sinks or Pits），減少平坦地形（Flat
Areas）影響流向決定之問題，一般在流向
運算之前，均須先對數值地形模型進行資
料 前 處 理 （ Pre-Processing ）
（ Jenson and
Domingue, 1988）
。本研究使用 Arc/Info 8.2
軟體功能，對試區資料執行「直接填高法」
（Fill）處理，將 3×3 網格矩陣中央凹陷
點高程，提升至與鄰近 8 點中最低高程相
同，消除水流至凹陷點無法流出進行遞延
之問題。
3. 使用流向演算法萃取河川網絡
數值地形模型經前處理後，即依各種
流向演算法推算網格分流方式與流向，並

與基準圖層進行誤授與漏授分析。
4. 轉換基準圖層為網格模式
針對河川網絡萃取結果進行之檢核
時，主要著重於河川網絡形狀（包含河道
寬度、河道長度、河道彎曲度）與河川網
絡位置之正確性。但因河川網絡基準圖層
為向量格式，萃取出之河川網絡則為網格
格式，無法直接進行量化比較，故必須先
行將兩者轉換為同一格式。
而若將萃取之網格式河川網絡演算結
果轉回向量格式時，將會遇到河道邊界判
定困難之問題，且難以定義偏移距離。故
本研究採用以網格格式為基準之檢核方
式，除可避免上述問題，亦可同時檢驗「空
間型態」與「空間位置」正確性。

表 1 研究區不同網格解析度 DTM 基本資料表
Table 1 Attributes of study area at different DTM grid resolution
DTM 網格解析度 行數 列數 有值網格總數
5m

1,032 1,904

流域面積 (km2)

高程最大值 (m)

高程最小值 (m)

1,267,328

31.68

2,036.05

417.17

10 m

516

952

316,832

31.68

2,036.05

417.17

20 m

258

476

79,208

31.68

2,035.82

417.63

40 m

129

238

19,802

31.68

2,033.35

4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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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網格河道納入之基準，分為以網格

網格數、流域河川網格總數，即可求各演

中心點是否落入基準河道進行評判，或以

算組合之「誤授率」、「漏授率」、「總

網格是否涵蓋做為納入標準 2 種方式。本

誤差率」，河川網絡之對位差異即可量化

研究以整個網格涵蓋面積作為河道檢核基

呈現。其式如下：

準，將基準圖層以「投影落入」方式（觸
碰到河川網絡向量圖層之網格，即視為河

誤授率 = (

道）轉換為網格格式，並設定以 1 和 0 代
表河川與非河川，如此流向演算法萃取之
河川網絡將可與基準圖層進行誤差量比
較。

漏授率 = (

誤授網格數
)×100%
基準圖層河川網路總數
(2)
漏授網格數
)×100%
基準圖層河川網路總數
(3)

授」與「漏授」進行分類正確性評估。陳

總誤差率 =
誤授網格數 + 漏授網格數
(0.5×(
)×100%
基準圖層河川網路總數
(4)

朝圳與鍾玉龍（2003）曾使用本評估方式

6. 人工檢核流向演算法表現與局部差異

5. 河川網絡對位差異量求算
在遙測影像判釋分類中，常使用「誤

檢測 IKONOS 衛星影像分類特性以繪製墾
丁國家公園植群圖。由於河川網絡資料與
遙測影像均屬網格格式，故本研究應用此
法求算萃取河川之對位差異量。

一般而言，對照河川網絡基準圖層，
網格誤授可分類為：(1)萃取河道河寬過
大、(2)萃取河川支流過長、(3)河道對位偏
移；而網格漏授則可分類為：(1)萃取河道

河川網絡基準圖層與萃取之河川網絡

河寬不足、(2)萃取河川支流過短、(3)河道

圖層，經設定成相同座標系統後，將相同

對位偏移。上述定量檢核雖可明確顯示各

網格解析度之 2 個圖層直接相減即可獲知

網格解析度產出之河川網絡與基準圖層差

其對位差異量。差異圖層上網格值為 0 者，

異量，卻為一個整體性檢驗，無法個別檢

表示兩圖層河道位置相符合；若於該位置

驗每一條河川支流長短、走向與寬度表

上之網格，在萃取河川之圖層上為河川，

現，以及上述之誤差產生區域與程度，故

但在基準圖層上為非河川，則差異圖層上

仍須套疊向量格式基準圖層，以人工方式

之網格值為 1，即表「不應產生河川卻產生

進行檢核。

河川」，在差異量檢驗上被歸類為「誤授」
（Commission Error）；若該位置上之網
格，在萃取河川圖層上為非河川，但基準

III、結果

圖層上為河川，則差異圖層上之網格值為

本研究獲得北勢溪流域以 4 種網格解

−1，即表「應產生河川卻沒有產生河川」，

析度，配合 3 種流向演算法與 12 等級集流

在差異量檢驗上被歸類為「漏授」(Omission

閥值組合運算萃取河川網絡之結果，並與

Error）。

河川網絡基準圖層進行量化比較分析，定

經統計差異圖層「誤授」、「漏授」

義差異量與檢核河道對位表現。茲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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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說明如下：
( I ) 整體性河川網絡對位差異量檢核結果
1. 網格解析度對網格對位差異量檢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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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過去針對集流閥值設定產生之影響有
不少研究，Jenson and Domingue（1988）
、
Tarboton et al.（1991）均指出，使用八流
向演算法進行河川萃取時，河川長度與水

影響

系密度會隨集流閥值增加而呈現連續性減

本部份比較採用不同網格解析度數值

少之現象。而本研究在 4 種網格解析度下，

地形模型萃取之河川網絡與基準圖層的對

其誤差分布趨勢與河道面積改變量亦呈現

位差異（圖 3、圖 4、圖 5），由數據上顯

此連續性規則（圖 3、圖 4、圖 5、圖 6），

示無論誤授率、漏授率與總誤差率均偏

且誤差修正幅度均隨集流閥值升高而遞

高，此與詹仕堅與孫志鴻（2000）使用網

減。除此之外，網格解析度對多流向演算

格解析度 40m 數值地形模型，針對河道萃

法之影響明顯大於八流向演算法與無限流

取空間正確性之檢核結果相比較，同樣都

向演算法。此顯示無論使用何種網格解析

未達理想水準（其正確率為 55.98%）。但

度數值地形模型進行河川萃取，集流閥值

無論採用何種網格解析度之資料，其差異

設定均具有調整河川長度與水系密度之能

檢核曲線走向隨著集流閥值升高，均分別

力，且修正效果隨網格解析度提高而增加。

呈現誤授率減少、漏授率增加與總誤差率

Tarboton et al.（1991）曾提出藉由

減少之連續性變化趨勢，且變化量逐漸減

Horton （1945）之河川級序之地形法則尋

圖 3 使用 4 種網格解析度萃取河川網絡之對位檢核誤授率
Fig. 3 Commission error rates of stream networks extraction at four different grid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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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使用 4 種網格解析度萃取河川網絡之對位檢核漏授率
Fig. 4 Comission error rates of stream networks extraction at four different grid resolution

圖 5 使用 4 種網格解析度萃取河川網絡之對位檢核總誤差率
Fig. 5 Total error rates of stream networks extraction at four different grid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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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不同網格解析度下設定集流閥值萃取之河道總面積
Fig.6 Streamway area extracted by setting threshold values at different grid resolution

表 2 集流閥值等級表（單位：網格數）
Table 2 Twelve levels of threshold values (Unit: grid number)
網格解析度
集流閥值等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40 m

20 m

10 m

5m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200
400
600
8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800
1,600
2,400
3,200
4,000
4,800
5,600
6,400
7,200
8,000
8,800
9,600

3,200
6,400
9,600
12,800
16,000
19,200
22,400
25,600
28,800
32,000
35,200
38,400

找適當的集流閥值，其認為由於河川網絡

閥值萃取出之河川網絡，雖然在型態上符

之長度與密度隨集流閥值產生連續性變

合河川級序地形法則，但在空間對位上卻

化，故在連續尺度上存在一臨界值，小於

未必處於正確之位置，此為網格資料格式

此臨界值所萃取之河川網絡無法符合河川

與流向演算法之複合效應所造成（詹仕

級序地形法則，反之則可產生符合法則之

堅、孫志鴻，2000）。本研究獲得類似之

水系，此即為「等降程序」（Constant Drop

檢驗結果，由誤授率與漏授率（圖 3、圖 4）

Procedure）。此程序廣泛使用於探討「向

可觀察到，其值均偏高，顯示無論集流閥

量式」河川網絡萃取上，但根據最適集流

值如何調整，在空間對位上仍存在某種誤

－508－

數值地形模型網格解析度對自動化河川萃取之影響

差。在網格解析度 40 m 下調整集流閥值僅

網洛，其與具有寬度之基準圖層河川網絡

可修正誤授率至約 5 %，但其漏授率提升至

比較時，橫向寬度明顯不足（圖 7-A、圖

約 75 %；在網格解析度 20 m 下則可修正誤

7-C），故於漏授率表現上不如採用較低網

授率至約 6 %，漏授率則提升至約 78 %；

格解析度數值地形模型萃取之河川網絡

網格解析度 10 m 下則可修正誤授率至約

（圖 7-B、圖 7-D）。然而在相同網格解析

10 %，漏授率則提升至約 84 %；網格解析

度下，多流向演算法萃取之河川網絡，相

度 5 m 下則可修正誤授率至約 15 %，漏授

較八流向演算法擁有較少之漏授網格（圖

率則提升至約 90 %。

7），故在整體對位檢核數據中，其漏授率

由數據可知，網格解析度越高，會造

明顯低於八流向演算法。

成誤授率與漏授率分佈曲線向上調整，其

在誤授率方面，網格解析度較高之數

中集流閥值可控制之誤授率修正區間增

值地形模型所萃取之河川網絡，在對位上

加，漏授率修正區間則相對減少。因為就

偏離基準圖層之網格比率，明顯較網格解

數據上無法解釋此特殊結果，故使用人工

析度較低之數值地形模型萃取結果為高。

判釋輔助檢核。由圖 7 中可看出，採用網

換言之，由於網格解析度較低之河川網絡

格解析度越高之數值地形模型萃取之河川

萃取結果，其網格包含面積範圍較大，故

(A) 5 m DTM 配合八流向演算法

(B) 40 m DTM 配合八流向演算法

(C) 5 m DTM 配合多流向演算法

(D) 40 m DTM 配合多流向演算法

圖 7 萃取河道與基準河道之比較
Fig. 7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xtracted stream networks and the modular stream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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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圖層河川網絡落入機率相對較高，重

分需要由人工判釋輔助選擇。此顯示空間

疊比率亦較大。且相同網格解析度下多流

對位檢核之特性與集流閥值具有相關性，

向演算法之誤授網格數，亦較八流向演算

但在選擇最適集流閥值之過程中，與

法為多。

Horton（1945）之河川地形法則間可能存

整體而言，由於較高網格解析度所萃
取出之河川網絡涵蓋範圍較小（圖 6），故
其與基準圖層重疊之比率上相對較低；且

在一連續而複雜的轉換機制，此部分值得
後續研究討論。
3. 不同網格解析度對格式轉換之影響

由人工判釋發現，網格解析度越高，對具

詹仕堅與孫志鴻（2000）曾指出，在

水流發散特性之演算法，其「大集流面積

使用網格架構進行河系描述時會產生 2 種

網格」之分佈越為分散，河道之寬窄變異
度亦相對提升，也因此產生之誤授率越高。

誤差，第一種誤差為網格系統採樣所造成
之河道真實位置誤判；第二種為網格式流

透過上述研究可發現，在萃取具有寬

量累積法所造成之網格納入誤差。此 2 種

度之河川網路上，網格解析度之提升將增

誤差都僅會產生於擷取河系之鄰近網格，

加流向演算法凸顯河川網絡形狀之能力，

而在其試驗中，若將網格式數值地形模型

尤其在上游低級序河川之河道寬度定義與

萃取之河川網絡向外擴張 1 個網格，則河

曲流率表現上，能大幅提升合理性。但在

道重疊比率將可由 55.98 %提升至 96.7 %。

精確對位上，亦因此產生與基準圖層相對

故本研究亦採用此方式進行進一步檢核，

較小之範圍重疊率與較大之差異性。

結果顯示在網格解析度 40 m 之部分，本研

2. 不同網格解析度下最適集流閥值定義
雖然採用網格式數值地形模型萃取具
有寬度河川網絡，其誤差率均偏高，但本
研究還是希望能從對位誤差檢核數據中找
出最佳之集流閥值，並檢核空間對位上之
集流閥值設定方式是否與 Tarboton et al.
（1991）之「等降程序」具有關連性。由
對位誤差檢核數據（圖 5）可發現，除網格
解析度 40 m 之河川網絡萃取結果，可較清

究與前人研究結果符合；但隨著網格解析
度越高，擴張單一網格之修正效果會逐次
降低。換言之，隨著網格解析度提高，網
格擴張之數量需越大才能達到相同等級之
河道位置修正效果（表 3）。由於本研究所
採用之網格對位基準圖層為具有寬度之河
川網絡，河川橫向複雜度增加，實驗設計
上與前人研究不同，因此產生實驗結果上
之差異。

楚判別出 1 個最適集流閥值區間外，網格

而由人工輔助判釋發現，由於基準圖

解析度 20 m 以下之數值地形模型所萃取出

層河道具有寬度，故網格解析度提高時，

之河川網絡，雖然其空間分佈特性會隨集

網格擴張所能修正之漏授率相對較低；而

流閥值而在河川長度與水系密度上產生連

網格解析度較低之數值地形模型，由於單

續尺度之變化，但從對位誤差檢核之總誤

一網格涵蓋面積較大，故在大集流面積網

差率上並無法定義出最適集流閥值，且網

格集中之區域，網格擴張所能涵蓋之偏移

格解析度越高其定義區域越不明顯。此部

量較大，因此產生較高之誤授率修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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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種流向演算法運算諸元與在不同網格解析度下之產出結果特性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grid resolution and flow direction algorithms on stream network extraction
項目

演算法
運算單元

八流向演算法
(D8)

多流向演算法
(MFD)

無限流向演算法
(D-inf)

網格格式

網格格式

網格格式

運算原理

3×3 網格矩陣之周圍網格 3×3 網格矩陣之周圍網格與 3×3 網格矩陣內切割出 8 個
與中央網格進行高程比較
中央網格進行高程比較
三角形趨勢面進行比較

流向定義

8 鄰點網格中高差最大下坡 3×3 網格矩陣內較中央網格
方向
高程為低之所有相鄰網格

選用 8 個三角形趨勢面中
最陡下坡趨勢面方向向量

是否產出流向圖層

是

否
(因為 1 個網格只能賦予
1 個流向值)

是

水流是否分流

否
(將中央網格所有水量
傳遞予高差最大之較低
相鄰網格)

是
(將中央網格水量傳遞予
所有較中央網格高程為低
之相鄰網格)

是
(將中央網格水量依夾角
比例分配給周圍 1 至 2 個
相鄰網格)

是否產出集流面積圖

是

是

是

是否產出大於 1 個
網格寬度以上之河道

否
(自上游至下游均維持
固定河道寬度)

是
(具河道寬度調整能力，
但可能產生過寬河道，
並集中於上游部分)

是
(具河道寬度調整能力，
但可能產生過寬河道，調整能
力低於多流向演算法)

設定集流閥值後
是否造成斷流

否

是

是

河道寬度維持 40m，
河道寬度介於 40m 至 120m， 河道寬度介於 40m 至 80m，
於網格解析度 40m 下
與基準圖層左右偏移量大 與基準圖層左右偏移量大多介 與基準圖層左右偏移量大多介
之演算表現
多介於 1 個 40m 網格距離內 於 1 個 40m 網格距離內
於 1 個 40m 網格距離內
河道寬度維持 20m，
河道寬度大多介於 20m 至 80m，河道寬度大多介於 20m 至 40m，
於網格解析度 20m 下
與基準圖層左右偏移量大 與基準圖層左右偏移量大多介 與基準圖層左右偏移量大多介
之演算表現
多介於 2 個 20m 網格距離內
於 2 個 20m 網格距離內
於 2 個 20m 網格距離內
河道寬度維持 10m，
河道寬度大多介於 10m 至 60m，河道寬度大多介於 10m 至 30m，
於網格解析度 10m 下
與基準圖層左右偏移量大 與基準圖層左右偏移量大多介 與基準圖層左右偏移量大多介
之演算表現
多介於 4 個 10m 網格距離內
於 4 個 10m 網格距離內
於 4 個 10m 網格距離內
於網格解析度 5m 下
之演算表現

河道寬度大多介於 5m 至 40m，河道寬度大多介於 5m 至 30m，
河道寬度維持 5m，
與基準圖層左右偏移量大 與基準圖層左右偏移量大多介 與基準圖層左右偏移量大多介
於 7 個 5m 網格距離內
於 7 個 5m 網格距離內
多介於 7 個 5m 網格距離內

( II ) 局部差異檢核結果
由上述網格對位誤差檢核結果，可得
知網格解析度對流域型態統計數據與萃取
正確率之整體性影響，但許多影響是位於
河道局部或特定部位，故本研究採用人工
判釋法進行局部差異性檢核，其分析如下：

1. 網格解析度對河道「左右偏移」之影
響
整體性河川網絡對位差異量檢核中，
在不同數值地形模型網格解析度下，調整
集流閥值會對誤授率與漏授率產生不同程
度之影響。但由統計數據可知，集流閥值
能控制之誤差區間有限，許多檢核上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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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主要來自於河道的偏移（圖 7），而其偏

雖然在整體對位檢核上，網格解析度越高

移程度會依選用之數值地形模型網格解析

之數值地形模型演算結果相對不理想，但

度而有程度上之不同。

本研究發現，網格解析度 5 m 之數值地形

本研究使用人工判釋，發現主要造成

模型經過「再取樣」程序降低網格解析度

對位檢核誤差偏高之原因，為相對於基準

後，其萃取之河川網絡對照向量格式之基

圖層河道附近之「左右偏移」，其偏移量

準圖層時，發生大幅度不合理「轉向偏移」

在網格解析度 40 m 時集中於 1 個 40 m 網

與「交會點錯估」之機率隨網格解析度降

格距離內；網格解析度 20 m 時則集中於

低程度而增加。圖 8 中之橢圓標示區域為

1~2 個 20 m 網格距離內；網格解析度 10 m

網格解析度 40 m 時所產生之大幅度「轉向

時集中於 1~4 個 10 m 網格距離內；網格解

偏移」，而該部位在網格解析度 20 m、10 m

析度 5 m 時則集中於 1~7 個 5 m 網格距離

與 5 m 下均未產生偏移現象；而圖 8 中之

內。換言之，使用各種數值地形模型網格

圓形標示區域則為網格解析度 40 m 時所產

解析度所獲得之「左右偏移」均集中在約

生之河道「交會點錯估」，原本應該向西

40 m 以內（表 3）。但由於低網格解析度數

匯入之河道，卻呈現轉向西北方匯入之情

值地形模型其單一網格其涵蓋範圍較大，

況。

因此在對位檢核上與基準圖層河道重疊機

楊奕岑等（2005）指出，高解析度網

率提高，對位誤差率相對較小；而隨著網

格式數值地形模型經過「再取樣」產生較

格解析度提高，萃取河道之形狀越益明

低網格解析度數值地形模型之過程中，遺

顯，且因網格涵蓋面積較小造成與基準圖

漏了部分地形資訊，而導致與流向演算法

層河道重疊範圍減少，故在整體性對位檢

作用後，與真實地表河川網路間產生明顯

核數據上表現相對不理想。

誤差。本研究結果符合此論點，並可進一

2. 網格解析度對河道「轉向偏移」與「交
會點錯估」之影響

步推論圖 8 中橢圓標示區域，在網格解析
度 5 m 至網格解析度 20 m 之「再取樣」過

(A) 40 m

(B) 5 m

圖 8 網格解析度降低所產生之「河道偏移」與「交會點錯估」
Fig. 8 The streamway divergence and the erring convergence caused by the decrease of grid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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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其資料轉換所造成之地形特徵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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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符合。

有限，故其透過流向演算法運算後仍能萃

本研究亦因為此 3 種流向演算法之特

取出與基準圖層位置相近之河道。但整體

性，而在萃取之河川網絡寬度上，於上游

而言，大幅度「轉向偏移」與「交會點錯

與下游具有不同之表現。當採用網格解析

估」之發生機率會隨網格解析度降低而增

度 5 m 之數值地形模型時，八流向演算法

加。

所萃取出之河川網絡，由於河道侷限於單
一網格寬度，而在下游產生多數之漏授網

IV、討論

格，因而產生河道寬度不足之情形；多流
向演算法與無限流向演算法則可部分改善

( I ) 網格解析度對河道寬度變化之影響

河道寬度不足之問題。但使用網格解析度

上述河川網絡整體性對位檢核中提

40 m 之數值地形模型時，則會因網格寬度

到，河寬表現為直接影響檢核數據的原因

過大，而在河川網絡上游產生與現實寬度

之一，尤其對漏授率大小影響非常顯著。

不符合之情況，且搭配使用多流向演算法

Tarboton（1997）曾針對單流向與多流
向 2 大類型演算法套用數值地形模型進行
演算，並比較其集流面積分佈特性。其研
究結果顯示，八流向演算法因為水流完全

時，其分流特性會在局部使河道寬度增大
1~2 個網格寬度，相當於產生 40 m~120 m
之不合理寬度河道（表 3），此造成對位誤
差檢核時誤授網格之增加。

遞延至下一個網格之原因，故其集流面積

在數值地形模型網格解析度對流向演

值呈現單線傳遞；多流向演算法與無限流

算法之影響程度上，本研究發現，隨網格

向演算法則因具有分流之特性，其大集流
面積值分佈會呈現發散之情況。本研究萃
取之河川網絡在空間分佈上亦符合此特
性，無論在何種網格解析度下，八流向演
算法之河道寬度侷限於單一網格寬度；多
流向演算法與無限流向演算法所萃取之河
道則有寬窄之變化，其中多流向演算法在
寬窄變化量與變化頻率方面均較高（表
3）。且在同一網格解析度與集流閥值設定
下，多流向演算法所萃取出之河道面積最
大，無限流向演算法居次，八流向演算法
則最少（圖 6）；換言之，其「比集流面積」
亦呈現此大小排列，此與 Tarboton（1997）
在 Walnut Gulch 與 Tennessee Valley 兩試區
進行之流向演算法「比集流面積值」大小

解析度提高，具有分流特性之流向演算法
其河道寬度變化量隨之上升，其中多流向
演算法又大於無限流向演算法，八流向演
算法則永遠維持單一網格寬度之河寬（表
3）。此現象顯示網格解析度提升，由於單
位面積所包含之網格數增加，多流向類型
演算法進行散流運算之次數亦隨之提升，
因此使集流面積值分佈較為散佈且平均
（楊奕岑等，2005；Moore et al., 1993）。
換言之，網格解析度越高，其大集流面積
網格分佈分散度越高，故設定集流閥值萃
取河川網絡時，在橫向寬度上具有較大之
空間變異性。
( II ) 網格解析度對河道彎曲度變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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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具有相當之影響力。

越高，其彎曲度表現越佳。探討其原因，

若欲精確萃取與現地相符之河川網絡

以本研究使用之數值地形模型搭配八流向

形狀與位置，除了網格式數值地形模型本

演算法為例，在寬度為 40 m×40 m 之方格

身因資料格式限制，會依網格解析度變動

內，採用網格解析度 40 m 時僅會進行 1 次

而產生不同程度之地形抽樣誤差外，利用

流向運算，故此方格內水流全部僅指向 1

立體測圖儀、數值航測影像工作站，或其

個方向；而採用網格解析度 20 m 時則會進

它航測儀器測錄數值地形模型所可能產生

行 4 次流向運算，故方格內之水流可產生

之人為或儀器錯估，亦應納入考量。而進

最多 4 種流向。以此類推可得知，網格解

行對位誤差檢核時，應選用相同年份季節

析度提升將增加河道轉向次數，有助於凸

及來源資料之數值地形模型與基準圖層。

顯河道之形狀，使河川網絡分佈更趨近於

因台灣山區之河川網絡會隨年份與季節變

現實。

化，甚至受特定事件影響，而產生河道位

(III) 谷線誤判為河川
本研究純粹採用數值地形模型萃取河

置與河寬之變動，故空間尺度與時間上之
不整合，極有可能造成對位檢核結果之錯
誤。

川網絡，主要決定河川網絡之因子為地形
與流向演算法。萃取結果中某些判定為河
川之谷線，在現地實際為無水流之空谷或

V、結論

為跟隨季節性降雨隨機產生之季節河，因

在本研究之河川網絡整體性對位誤差

而產生網格誤授。或因為部分河段之上游

檢核中，由於數值地形模型網格解析度由

集水區域內存在特殊之地質與地形因素，

40 m 提升至 5 m 時，單一網格所能涵蓋之

造成大量而穩定之水源，以致於在無足夠

面積減少，與基準圖層之重疊率隨之降

之集流面積下仍然形成河川，而產生河川

低，故無論在誤授率、漏授率與總誤差率

網絡萃取上之漏授（詹仕堅、孫志鴻，

上均呈現上升之趨勢。且從演算結果可得

2000）。此誤判無法由電腦自動化判別消

知，無論採用何種網格解析度之數值地形

除，須賴人工判釋校正之。也因此利用數

模型與集流閥值相互組合演算，萃取河川

值地形模型配合流向演算法萃取河川網

之網格對位誤差率仍存在，其主要原因在

絡，存在某種程度無法消除之誤差率。

於網格格式與流向演算法共同作用所造成

(IV) DTM 正確性與圖層生產時間差異之
影響：
採用網格式數值地形模型進行河川網
絡萃取與對位誤差檢核之過程中，數值地
形模型資料正確性，以及試驗對照圖層間
之生產時間差異，對萃取與檢核結果是否

之河道偏移，以及萃取之河川網絡未能隨
基準圖層反應正確寬度。
而數值地形模型網格解析度對流向演
算法萃取結果亦產生影響。八流向演算法
萃取之河川網絡限制於單一網格寬度，無
法表現河寬變動型態，故當採用高網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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