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感学报

第７卷第３期
２００３年５月

Ｖｏ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０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７．Ｎｏ

３

Ｍａｖ．２００３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４６１９（２００３）０３—０２２ｌ—０６

太湖流域典型中小湖群水资源利用及动态
变化的遥感调查与分析
沈

芳１一，匡定波１

中国科学院ｆ：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０８３；２太原师范学院，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０６

摘要：近年来太湖流域中小型湖群的网围水产养殖业带来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洮、涌湖经遥感分析网
围养殖面积占总湖水面积７５％以上，属超密度网围。超密度网围养殖的负面效应是湖水营养盐急剧增高，水
草资源大幅度减少．从而破坏了湖泊的生态平衡，恶化了湖水环境。采用１５年以来的陆地卫星影像结合航空
数据，对研究区的水资源利用类型、空间分布及变化状况进行了分析解译和目标分类，结合ＧＩｓ技术，对各类
型进行了面积量算，推算了网围养殖密度，同时遥感分析了养殖水域环境和水草资源的变化，并展开了野外实
地调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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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不易全面把握，还有可能存在漏报、虚报网围面积
的现象。遥感监测手段以其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地处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大小湖泊星罗棋布。

客观的、长期稳定的观测特点对湖群水资源利用管

其中面积在５ｋｍ２以上的湖泊２５个，面积小于５ｋｍ２

理、水资源变化状况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强有力的

的湖泊１６４个…。该流域水资源丰富，但人口密集、

工具。本文利用遥感技术对太湖流域具有代表性的

人均耕地极少。近年来流域经济迅猛发展，人类活

洮涌湖群的水资源利用类型、空间分布和变化状况，

动的影响显著加剧，水资源利用程度也越来越高。

以及网围养殖规模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

超密度网围水产养殖已是这一流域中小型湖群水资
源过度开发利用的一个特征，从１９９８年的ＴＭ影像
上可看出，太湖流域涌、洮湖围网，围栏以及湖周池
塘养殖区范围很大，约占总湖区７５％以上，湖区三

２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择太湖流域中小湖群涌湖、洮湖为主要
调查研究对象，选择这两个湖泊有一定的代表性。

分之二以上用于养殖业。据研究资料Ｌ２ Ｊ，涌湖网围

（１）涌湖位于江苏省常州市西南１３ｋｍ处，太湖

养殖区饵料的散失和鱼类的排泄，对水质的污染作

的西部，面积约１４６．５ｋｍ２，是太湖流域中第二大的湖

用十分明显，在网围区面积仅占全湖面积的１８．７％

泊，渔业生产的重要基地。湖水依赖地表径流和湖

时，网围投饵入湖的氮、磷为年入湖氮、磷的

面降水补给，主要入湖河流有扁河、夏溪、湟里、北干

１２．３８％和２９．８５％，网围区底泥释放磷量在全湖内

和中干河，上与洮湖相通；湖水出太涌、殷村、烧香及

源负荷中占６０．１％一６７．８％。此外，超密度网围对

北溪河东注太湖，因此涌湖水质也会影响到太湖。

湖区的水草资源有严重的破坏，由于水草起着净化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由于沿江水利设施的兴建和

水体的作用，水草资源的破坏使湖泊失去自净能力，

湖泊滩地的大量围垦，湖体萎缩【４ 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从而加剧水质环境的恶化”Ｊ。

中期以来，湖泊网围养殖业迅速发展，湖泊富营养化

湖泊网围养殖管理与控制，在地面上有一定的
局限性，一是经济因素，二是主观性，网围面积和规

程度也随之增高。
（２）洮湖位于涌湖的西部，跨江苏省金坛、溧阳两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０１．２８；修订日期：２００２．０６＿１０

基金项目：奉史得到了国家８６３计划卫星遥感水环境应用技术研究（蝴．２—７＿４．２５）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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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原有面积１１０．Ｏ余平方公里，２０世纪６０一８０年

步结果。选择水资源利用类型相对复杂，湖水面积

代湖泊滩地被大量围垦，建圩丝座，圩区面积

较大的涌湖进行实地调查。调查之前，先在影像上

２２．４６ｋｍ２，使湖泊面积急剧缩小，现湖水面积约为

拟定类别特征点和调查路线。调查采用ＧＰＳ定位

８９．Ｏｋｍ２ ４；。从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陆地卫星资料看出，湖体

定点方式，从坊前镇湖管分站出发，乘小快艇从太漏

养殖区猛增，全湖网围养殖面积约占湖区总面积舳％。

运河人湖沿着从南向北的航道，向北从东至西到扁

３

遥感分析水资源利用类型与空问分布

担河入湖附近，再从北向南至北干河人湖口，再向东
返回。并收集研究区以往水资源利用的历史资料，
验证遥感分类结果。

３．１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遥感影像目标分析解译、实地调查验

（３）修正初步解译分类。根据涌湖调查结果，

证、遥感影像目标类型修正的研究方法划分研究区

证实遥感影像上水资源利用类型的划分基本正确，

水资源利用类型，具体如下：

对初步解译的部分鱼塘（主要在太涌运河入湖口以

（１）采用１９８６一１９９８年多时相ＴＭ卫星数据，

北局部沿线，以西局部地带）修正为网围区。结合

选取对水体、陆地、滩地、围栏、围网、水生植被等地

ＧＩｓ技术，量算不同水资源利用类型的面积，推算网

物标志反映较好的通道ＴＭ２、３、４进行处理分析，结

围养殖密度。

合１９９８年８月涌湖０ＭＩｓｌ２８个通道的航空数据，并

３．２水资源利用类型的划分与空间分布

选取８（中心波长５４７．３ｎｍ）、１５（中心波长６３２．４ｎｍ）、

（１）涌湖

２３（中心波长７２７．８ｎｍ）通道进行处理分析，对水资

根据以上研究方法，涌湖水资源类型划分及空

源利用类型初步划分。图版Ｉ图１为１５（红）、２３

问分布见图２。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８年涌湖北部为２０世纪

（绿）、８（蓝）伪彩色合成图。

６０—７０年代围垦的农田［“，面积９３．８ｋｍ２，围湖鱼塘

（２）实地调查与验证分析解译、目标分类的初

面积３１．７ｋｍ２，湖周滩地面积７５ｋｍ２。

口自然淄区ｅ；；ｌ墨习网围养殖四围湖鱼塘Ｉ；；；｜围垦农田圈滩地利用
图２漏湖水资源利用类型

Ｆｉ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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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未被人工利用的自然湖区面积为
１４６．３ｋｍ２。

１９９４年网围面积２３．１８ｋｍ２，未被人工利用的自
然湖区面积为１２１．２ｋｍ２。
１９９７年网围面积“．１３ｋｍ２，未被人工利用的自
然湖区面积为８２．３６ｋｍ２。
１９９８年网围面积１１３．２ｋｍ２，未被人工利用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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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湖区面积为３０．４５ｋｍ２。网围面积占全湖面积的
７８．８％。

１５年来涌湖的围垦农田、围湖鱼塘、滩地利用
面积变化不大，但湖周滩地利用方式有所改变，由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滩地农田利用为主到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改变为以池塘养殖利用为主。研究区面积变化
较大的是网围养殖区与未被人工利用的自然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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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洮湖周围滩地面积３０．６ｋｍ２，１９８４—１９９８年１５年来

变化状况见图３。

面积变化不大，滩地利用方式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滩地农田利用为主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池塘养殖利
用为主；面积变化较大的是网围养殖区与未被人工
利用的自然湖区，变化状况见图５。
１９８４年未被人工利用的自然湖区面积为
８ｌ

７ｋｍ２。

１９９４年网围面积２２．６ｋｍ２，未被人工利用的自
然湖区面积为５８．３ｋｍ２。

图３涌湖网围面积变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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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洮湖

然湖区面积为３２．２ｋｍ２。

洮湖水资源利用类型划分及空间分布见图４。

Ｎ

Ａ

１９９７年网围面积４８．５ｋｍ２，未被人工利用的自

１

９９８年网围面积６８．５ｋｍ２，未被人工利用的自

留壁筻…露
图４洮湖水资源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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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
超密度网围养殖可导致湖水质量的下降。有关
部门曾对涌湖网围内外水质做过测定，通过对３个
网内测点与３个相近的网外测点的水质指标进行比
较得出：总氮、高锰酸盐指数网内比网外略有升高，
而磷酸盐网内要比网外高出一倍。说明网围养殖的
投饵以及鱼类的排泄对湖水中的营养物质的增加有
图５洮湖网围面积变化状况
Ｆ１９ ５

Ｃｈａ“ｇｅ ｃｈａｒｌ ０ｆ

ｐ㈣ｅｔ

Ｂｎａｉｎ ＴⅡｏｈｕ Ｌ丑ｋｅ

然湖区面积为１３．２ｋｍ２。网围面积占湖水面积的
８３．８％。

一定的作用。

４研究区水资源环境遥感研究
对于浅水湖泊，水中悬浮物的多次散射对湖泊
的反射能量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６ Ｊ。国内外许多学

遥感影像上所反映的网围区、鱼塘区、自然湖

者对水体悬浮泥沙进行了实验室光谱测量及遥感定

区、滩地利用、围垦区的空间分布和面积大小，直观

量研究，有代表性的如“七五”期间海洋局第一研究

明了地再现了现实客观状况。其空间分布及面积量

所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黄河口和长江口悬浮泥沙反射

算经调查基本正确，经计算两个湖泊网围面积均占

率波谱特性测量和最佳波段的研究－７，，以及１９９１年

全湖面积的７５％以上，远远超过合理网围面积应占

Ｎｏｖｏ等悬浮泥沙水体的反射率特性的实验室光谱

全湖面积的２０％左右ｂ。，均属于超密度网围养殖型

测量研究。结果均表明：在４００～９００ｎｍ可见光至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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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波段，悬浮泥沙物浓度与光谱反射率之间有良

入湖来水附近，悬浮物浓度分布及水质状况的空间分

好的棚关关系；在４００—５７０ｎｍ其反射率较低，从

布（图版Ｉ图９）与地面监测采样点的资料＿１０十分吻

５７０一５０ｎｍ以后的红至红外波段，反射率逐渐增

合，证实了西部新开河人湖来水水质较差；中部水质

大；中、低浓度含沙水体（＜１０００ｍ∥１）多光谱遥感的

稍好；东北部水质最好，并规划为特种水产养殖区。

最佳波段为ＴＭ３（０．６３—０ ６９“ｍ），高浓度含沙水体

有研究表明，两湖泊近年来水环境质量恶化，部

（＞ｌＯｏｏｒｒ影１）多光谱遥感的最佳波段为ＴＭ４（０ ７６一

分湖区出现富营养化，浮游藻类密度有所上升。对

Ｏ

９０Ｊ一）。水体悬浮泥沙遥感定量反演模式也有多

于湖水中浮游藻类富集，时有“水华”发生的情况下，

种如线性关系式、对数关系式、Ｇｏｒｄｏｎ关系式等。湖

多光谱遥感定量监测效果突出，这一技术在太湖、滇

泊浮游藻类的叶绿素浓度也会影响水体的光谱特

池等水体中得到应用１８ Ｊ。但是，对于象洮、涌湖这样

性，随着其浓度的增加，蓝光和红光波段反射率下

的浅水草型湖泊，水草相对来说为优势种，虽然网围

降，绿光波段反射率增高，尤其近红外波段反射率显

养殖造成湖泊水草资源一定规模的破坏，浮游藻类

著增高。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近年来曾

有增加的趋势，但用多光谱遥感反演区分浮游藻类

多次对太湖水环境进行了多平台多层次同步遥感监

和水草有一定困难。解决办法：一是采用高光谱或

测，建立了湖水总悬浮物及叶绿素ａ浓度的遥感定

超光谱通过光谱测量试验，进而反演区分。从水环

量反演模型，并在太湖、滇池进行了应用示范”一Ｊ。

境来讲，水草资源丰富，水质较好；浮游藻类富集，水

４．１养殖水域环境遥感

质较差。因此，发展高光谱或超光谱遥感对水环境

养殖水环境是养殖生物栖息繁衍的水域环境，

遥感监测具有广阔的前景。二是通过形态，如浮游

其水质受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和生物因素的影响，尤

藻类聚集易受湖流、风向的影响，常呈条带状延伸分

其受人为和生物因素影响强烈。

布；而沉水植被水草根植于湖底，呈片状分布，不易

湖泊养殖水体污染物质主要包括浮游藻类、悬

受风向影响。三是通过调查湖水中优势种类以及空

浮泥沙物和有机或无机溶解物质等，用遥感监测污

间分布状况，判断区分。

染物质有一定效果的是浮游藻类和悬浮泥沙物，有

４．２水草资源遥感研究

机或无机溶解物质的遥感监测在现有条件下存在一
定困难。

湖泊水草是鱼类天然饵料和水生动物栖息的场
所，湖水通过水草吸收消耗营养物质抑制浮游藻类

湖泊水体悬浮泥沙物浓度大多属于低浓度

的大量繁殖，使其水质得到净化。此外它的存在可

（＜３００ｍ∥１），多光谱遥感的最佳波段是ＴＭ３波段。

以减少湖水中的悬浮物，增加水体的透明度，提高水

两湖研究区通过ＴＭ３、４、２假彩色合成与图像增强

体的含氧量，促进水体的生态平衡。超密度网围养

处理，可以获得悬浮物质的相对浓度与空间分布（图

殖可造成湖泊水草资源锐减，使湖泊失去净化水质

版Ｉ图６、图７）。

的支柱。

（１）涌湖

洮、涌湖水生植物主要优势种类为沉水植被水

从影像上分析，涌湖北部自扁担河入湖来水处

草。本文对１９８４—１９９８年ＴＭ卫星影像进行３，４，２

颜色呈粉红色，即ＴＭ３通道辐射值较高，表明悬浮

波段合成或ＴＭ４与ＴＭ３比值增强处理，可解译出沉

物含量相对较高；或根据太湖悬浮物浓度反演模

水植被水草的空间分布状况。

型Ｌ８ Ｊ，反演得到悬浮物的相对浓度（图版Ｉ图８）。

（１）涌湖

１９８４年自扁担河的人湖悬浮物浓度相对较大，至

１９８４年８月水生植物覆盖面积７４ｋｍ２，覆盖率

１９９８年人湖悬浮物相对减少。据地面监测”ｏ的涌

约５０．６％，主要分布于湖区中部、南部。

湖水质指标ＴＮ、ｃＯＤ。。的水平分布：湖西北部、西部

１９８７年７月水生植物覆盖面积７６ｋｍ２，覆盖率

的含量要比湖东部、东南部高，分析是由于湖水受纳

约５２％，主要分布于湖区中部、北部（图版Ｉ图１０）。

的有机物与营养盐大部分来自西北部及西部的入湖
河道。遥感解译的悬浮物浓度及空间分布状况与地
面监测资料相符，此外遥感分析结果比地面少量监
测点更能直观形象地反映空间分布特征。

万方数据

１９９４年５月水生植物覆盖面积３２ｋｍ２，覆盖率
约２２％，部分水域被网围利用。
１９９８年８月水生植物覆盖大幅减少，大部分水
域被网围利用（图版Ｉ图６）。

（２）洮湖

（２）洮湖

遥感影像分析，洮湖悬浮物主要是自西部新开河

１９８４年８月水生植物覆盖面积７０．８ｋｍ２，覆盖

．。爱。ｊ滋。豢鬟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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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约８６．７％，全湖分布（图版Ｉ图１１）。
１９８７年７月水生植物覆盖面积６１．１ｋｍ２，覆盖
率约７５％以上，在西部新开河人湖水流方向水生植

湖７８％的水域被围网占用，只有在占总湖水面积

２０％左右的自然湖区内有水生植物，同样洮湖也只
有湖区中部有少许，覆盖率只有５％。

物空间分布受到影响。
１９９８年８月水生植物覆盖大幅减少，只有湖区

中部有少许，覆盖率约５％，大部分空间被网围利用

湖体大部分空间被网围利用，极大地降低了湖
泊作为饮水资源、水生动植物资源、旅游资源等多方
面的综合价值。

（图版Ｉ图７）。

５讨论与总结

（３）有研究表明，两湖泊水环境质量恶化，部分
湖区出现富营养化，造成水质下降的原因之一是超
密度网围养殖。

利用遥感技术划分湖泊水资源利用类型，可以

多光谱遥感技术监测水环境指标较为有效的是

全面、客观、直观地再现湖泊水资源利用状况及历年

总悬浮物浓度和叶绿素浓度。在湖泊处于富营养化

的变化情况，避免了地面调查时“只见树木，不见森

水平时，通过遥感监测浮游藻类叶绿素ａ浓度可以

林”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此外，利用遥感监测手段，

间接反映湖水总氮、总磷指标水平。对于复杂水质

对湖泊水资源利用、水资源管理进行宏观全面监控，

和生态条件下的水环境，多光谱遥感监测由于其波

避免水资源过度开发，辅助管理部门监督水资源合

段带宽的限制，反演有一定的困难。高光谱或超光

理利用等方面具有实际意义。

谱遥感技术监测复杂水环境将是一个发展趋势。

（１）本研究对太湖流域典型湖泊洮、涌湖近１５
年以来水资源利用与水环境动态变化进行了遥感监

致谢本文研究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技

测分析研究及野外实地调查，划分了网围养殖、围湖

术物理研究所尹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恽才兴教

鱼塘、滩地利用、围垦农田、未被人工利用的自然湖

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胡伟平、黄文

区水资源利用类型，并对各种类型进行了面积量算。

钰研究员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衷。的感谢！

由于养殖业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得近十年以
来湖泊网围养殖业发展迅速。
经分析１９８４一１９９８年１５年来两湖？自水资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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