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 １卷

地球物理学进展

第１期

２００６年３月（页码：３２１～３２６）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Ｖ０１．２１

Ｎｏ．１

Ｍａｒ．

２００６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ＩＮ

近岸Ⅱ类水体表层悬浮泥沙浓度遥感模式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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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具有明显的时间与空间分辨率优势，遥感数据成为近岸Ⅱ类水体悬浮泥沙浓度（ＳＳＣ）信息提取研究的

重要数据源之一．悬浮泥沙遥感信息提取的现状可归纳为：（１）建立近岸Ⅱ类水体ＳＳＣ遥感模式的方法有三种类型，
分别是基于地面光谱与ＳＳＣ测量的反射率反演方法、基于图像信息法和基于大气辐射传输理论模型法；（２）基于地
面测量的反射率反演方法属于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方法，也是目前用于ＳＳＣ定量化遥感模式研究的常用方法．其数
学表达形式包括线性关系式、对数关系式、负指数关系式、Ｇｏｒｄｏｎ模式和综合模式等；（３）到目前为止已有的Ⅱ类水
体ＳＳＣ遥感模式适用性方面还不理想，远未达到与试验室分析相匹配的精度．文章认为：加强地面水文光谱实验研
究，建立多光谱ＳＳＣ定量模式，以高分辨率和高光谱遥感融合数据为基础的ＳＳＣ定量遥感是今后该方向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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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高和视野广阔等特点，遥感技术发展与应用的速
度和广度非常突出．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遥感技术

遥感技术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一

已被广泛应用于资源与环境调查、军事应用、城市规

门综合性探测技术．因其具有重复周期短、空间分辨

划等多个领域，正经历着技术不断完善、能力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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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应用领域不断扩大的发展过程．人类进入多层

星数据和高光谱分辨率遥感技术为水质监测提供了

次、多角度、全方位和全天候对地观测的新时代，遥

更好的条件印川］．尤其高光谱和高分辨率遥感的发

感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逐步深入［１’２］．

展为海洋遥感带来新的活力，从而促进了近岸Ⅱ类

遥感技术和海洋科学的结合，形成了以海洋和

海岸带环境为监测和研究对象的新兴分支学科——

水体悬浮泥沙的定量化遥感反演研究［９］．
１．１国外ＳＳＣ遥感模式研究

海洋遥感．狭义上，海洋遥感是指用遥感技术监测海

美国陆地卫星成功发射以后，国外学者利用遥

洋中各种现象和过程的方法［３］，其内容涉及到海洋

感技术进行了大量的Ⅱ类水体悬浮泥沙的研究工

学的多个领域，包括利用遥感技术监测海洋的环流、

作．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Ｍｉｌｌｅｒ［１０］，Ｊ．Ｌｉｒａ［１１］和Ｓ．Ｏｕｉｌ—

表面温度、风场、波浪、生物活动等．

Ｉｏｎ［１２３等利用ＴＭ、ＳＰＯＴ和ＭＯＤＩＳ等卫星遥感影

在海洋遥感研究中，海洋水体按照光学性质划
分为Ｉ类水体（Ｃａｓｅ

１

Ｗａｔｅｒｓ）和Ⅱ类水体（Ｃａｓｅ

２

像并结合现场（准）同步采样和光谱测量分析，建立
了基于统计分析方法的悬浮泥沙遥感反演模式．

Ｗａｔｅｒｓ）．其中，Ⅱ类水体的光学特性主要由悬浮

Ｌｏｕｉｓ

物、黄色物质（又称有色可溶性有机物）决定；近岸水

素和悬浮颗粒物的估算．Ｈｕ Ｃｈｕａｎｍｉｎ等在墨西哥

体直接受到来自海岸带和河口径流携带的陆源物质

湾利用ＳｅａＷｉＦＳ水色卫星数据建立了区域性悬浮

影响，属于Ⅱ类水体Ｈ’５ｊ．

泥沙遥感数据集，探讨近岸上层水体悬浮泥沙遥感

Ｅ利用神经网络方法通过ＴＭ影像进行叶绿

遥感监测Ⅱ类水体的悬浮泥沙浓度（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理论及应用模型［１ ３｜．Ｒｕｈｌ，Ｃ．Ａ．等借助ＮＯＡ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Ｃ）是海洋遥感领域的一

ＡＶＨＲＲ气象卫星资料和现场ＯＢＳ测量水体混浊

个重要研究方向．掌握近海水体悬浮泥沙浓度和运

度、泥沙浓度等现场信息之间的统计相关模式，计

移特征是分析河口形态和演变规律的重要方面．Ⅱ

算、分析了悬浮泥沙浓度的分布情况，并分析了湾内

类水体悬浮泥沙的含量直接影响到水质的透明度和

悬浮泥沙浓度场受潮流等因素的影响［１引．在混浊水

水色等光学性质，同时也影响到水生生态环境和河

体中，Ｄ．Ｇ Ｂｏｗｅｒｓ等尝试建立高光谱测量仪数据

口海岸带冲淤变化过程．借助遥感手段，可以快速地

和悬浮颗粒浓度之间的监测模型，采用的光谱波段

获取水体泥沙的信息，具有重要的意义．

宽度更窄［１ ５｜．关于光谱特征的研究，国外许多的学

１

研究进展
遥感技术是获取海岸带资源、环境和灾害等信

息的高新技术手段．在海洋水色遥感中，主要观测要

者也利用ＳｅａＷｉＦＳ、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和ＳＰＯＴ卫
星数据与地面测量光谱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
遥感模式ｎ“”］．
１．２国内ＳＳＣ遥感模式研究

素包括叶绿素、悬浮泥沙和黄色物质等，其中固体悬
浮物浓度是一个主要的研究对象．

近年来，国内有关近海Ⅱ类水体悬浮泥沙遥感
模式方面的研究发展很快．在长江口、杭州湾、黄河

海洋及其近岸水体的水文要素动态变化迅速，

口、珠江河口等水体含沙量丰富的典型区域，研究者

并且常规的船测法在采样密度和视野上也会受到限

利用遥感手段对水体悬浮泥沙浓度信息提取和定量

制，难以进行大尺度的研究．遥感可以发挥它的时间

化模式进行探讨．一方面，借助陆地卫星（ＭＳＳ、

尺度和空间尺度的优势，并节省投资，适合对大范围

ＴＭ／ＥＴＭ）、气象卫星（ＮＯＡＡ、ＦＹ一１、ＦＹ一２）和海洋

的水体悬浮泥沙情况进行观测．国内外学者借助遥

水色卫星（ＳｅａＷｉＦＳ、ＨＹ一１）等遥感数据源，并结合

感数据资料，开展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相应的地面（准）同步观测、试验资料，提出了以经验

海洋和海岸带环境遥感数据源主要以陆地卫星

分析法为主的统计相关模式［１８－－２０］；另外，通过地面

（Ｌａｎｄｓａｔ／ＭＳＳ）和气象卫星（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系

水文观测实验和光谱特征分析，对遥感泥沙参数、敏

列等常规数据为主．特别９０年代以来，美国等国家

感波段和波段组合等概念进行定义，总结含沙水体

陆续发射了专门的海洋水色卫星，包括水色传感器

的光谱规律，为Ⅱ类水体悬浮泥沙定量化遥感模式

（ＳｅａＷｉＦＳ）、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ＭＯＤＩＳ），为海

的建立提供支持［２１｜．

洋遥感提供了专门的通道．中国也发射了一系列携
带海洋传感器的卫星和海洋卫星如ＨＹ＿１Ａ、ＨＹ一１Ｂ

２

悬浮泥沙浓度的遥感模式

和ＣＭＯＤＩＳ，加强了对中国及周边海域的遥感动态

利用遥感进行地面目标信息的定量反演是指对

监测．随着卫星技术的发展，常规遥感数据、水色卫
万方数据

地表物质的物理量（如反射率、发射率、温度及一些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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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结构参量等）和大气参量（如气溶胶、水含量等）等要

形成连续光谱，避免在光谱反演中出现较大的定量

素的反演．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有基

误差．

于地面实测法、基于图像信息法和大气辐射传输模

目前，国内外许多遥感专家正在从事这方面的

式法等．

研究，结合地面场地外定标进行目标信息的反演研

２．１基于地面实测分析法

究，并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潘德炉［２５］等人通过

基于地面实测法是一种比较简便的反射率反演

对海洋水色要素的离水辐射率在可见光部分辐射传

方法，它把从地面获取的辅助信息对遥感器进行地

输理论的研究，建立了水体中各要素成分浓度的遥

面定标，然后用遥感数据计算地表物理参数．通过建

感离水模式，其模式已经通过ＦＹ－１Ｂ卫星的海洋水

立地面实测信息和遥感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归纳

色通道实测资料验证，并被推广应用．

出反演的模式．该模型假定地面目标反射率与成像
光谱仪探测器获得的信号之间具有线性关系
ＤＮｉ—Ａｉ·』Ｄ（Ａ）＋Ｂｉ，

３水文光谱特征

（１）

其中，ＤＮ。表示在ｉ波段上给定象元的信号值；ｐ（ａ）

含沙水体的光谱反射特征是建立遥感信息与悬
浮泥沙浓度之间定量化模型的基础．目前已有大量

为该象元所对应的地面目标在波段ｉ上的反射率

的实验工作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口６｜．已有的实验表明

值；Ａｌ为影响ＤＮｉ值的倍增项，如大气透过率与增

含沙水体的反射率光谱有两个峰值：位于黄光波段

益项等；Ｂｉ代表大气程辐射和遥感器的零响应．在

（５６０～５９０ ｎｍ）的主峰和位于近红外波段（７６０～

应用中，利用现场测量的地面Ｅｌ标的反射率和遥感

１

器同步获取的地物反射率值，利用统计回归算法得

波段的水体光谱反射率（Ｒ。）和水体表层ＳＳＣ之间

到Ａｌ、Ｂｉ，从而实现由遥感数据对地物反射率的反演．

的联系［２７＿２ ９｜，总结出离水辐射率Ｒ。随ＳＳＣ（公式

目前国内许多关于悬浮泥沙遥感模式的研究工

１００

ｎｍ）的次级峰．研究者分析了这两个峰值所在

中以Ｓ表示）变化的规律：

作是采用这种原理．乐华福等［２２１利用船测法对水体

（１）Ｒ。随着Ｓ的增加而增加，即

表层悬浮泥沙浓度、后向散射辐射度进行测量，并对

ｄＲ。／ｄｓ＞０；

５５０

ｎｍ和６７０ ｎｍ反射峰值所相应的波段信息进行

计算，建立悬浮泥沙浓度和这两个波段反射率之间

（２）变化率ｄＲ。／ｄｓ并不是一个常量，而是随
着Ｓ的增加而减少，即

的数学关系式．

ｄ２Ｒ。／ａｓ２＜Ｏ；

２．２基于图像信息法

（３）Ｓ一０时，Ｒ。为一个大于０的常量；Ｓ较大

较早的大气辐射校正法是利用清洁水体的象元

时，Ｒ。随Ｓ的增加迅速趋于一个小于１的极值，即

值代替大气程辐射，不考虑其它大气因素的影响．后

ｌｉｍＳ一０，Ｒｗ（Ｓ）＞０和ｌｉｍＳ一＋。。，Ｒ。（Ｓ）＜１；

来该方法加以改进形成暗目标减法．它主要针对程

（４）Ｓ一０时，黄光波段光谱反射率Ｒ。，和近红

辐射问题，并解决大气透过率和天空光向下漫射辐

外波段光谱反射率Ｒ。与清水相同，趋于一个接近０

射等其它因素影响的问题［２ ３｜．这类方法的特点是，

的常量，此时

它只通过遥感图像自身信息，而不需要现场测量的
辅助数据来进行分析，适用于对历史数据和很偏远
的研究区域的研究，是未来遥感信息定量化研究中
的重要方向之一．

Ｒ。１≈Ｒｗ２．
４

悬浮泥沙遥感估算模式
在水体光谱规律分析的基础上，目前的研究者

李炎等充分挖掘遥感影像的本身信息，利用斜

提出了许多水体悬浮泥沙浓度（ＳＳＣ）信息与遥感反

率传递法分析ＳＳＣ和遥感数据之间的关系，建立

射率拟合的数学模式．这些关系式多以地面实测基

ＳＳＣ和水体光谱反射率关系以及大气中的海面一遥

础上的半理论半经验的统计模式为主．这些模式是

感器光谱反射率关系［２

借助遥感数据源针对不同的水域范围而建立，具有

４｜．

２．３基于大气辐射传输理论模型法

代表性，是比较典型的分析悬浮泥沙浓度（ＳＳＣ）和

该模式根据辐射在大气中传输的基本理论，分

光谱反射率值Ｒ（一般用含沙水体光谱峰值对应的

析遥感探测中要处理的问题．在遥感器获取数据的

遥感影像波段上的象元灰度值替代）的关系式．根据

同时，需要对一系列的大气环境参数进行测量．其优

这些模式的数学形式，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点是能够比较合理的处理大气散射、气体吸收问题，

４．１线性关系式

万方数据

地球物理学进展

３２４

２１卷

在利用遥感数据分析悬浮泥沙浓度（ＳＳＣ）的研

公式中Ｒ为水面光谱反射率，Ａ、Ｂ、Ｄ为系数，各常

究中，线性关系式因其形式简单而很早被采用．该模

数项均由与水层内的光学性质和悬浮颗粒粒径有关

式一般形式如下：

的参数构成．负指数公式的特点是难以准确表达高

Ｒ—Ａ＋ＢＳ．

（２）

含沙量区的高阶变化．代表性的负指数模式为杭州

式中Ｒ为水面光谱反射率，Ｓ表示悬浮泥沙浓度，Ａ

湾模式口引，建立了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象元亮度（Ｌ）

和Ｂ为与水体光学性质和太阳与传感器几何关系

和悬浮泥沙浓度（Ｓ）间的关系式

有关的经验参数，属于有限的线性区间内近似表达

Ｌ＝０．４７９～ｅ—ｏ·０１２ ６争１·１９０４．

式．许多学者利用该模式结合遥感影像数据和现场

（１０）

４．５综合模式

测量数据进行统计相关求取参数，然后分析和计算

黎夏［３４１在珠江口流域对ＭＳＳ数据进行分析，

悬浮泥沙浓度．该模式简单、计算量小，适合于低浓

建立了ＭＳＳ遥感图像亮度值和现场测量的泥沙浓

度水体；其缺点是不能准确表达复杂条件下的泥沙

度信息之间的定量化遥感模式．该模式结合了辐射

浓度信息，尤其在高浓度区的误差较大．

传输理论、Ｇｏｒｄｏｎ和负指数关系式，给出亮度Ｌ和

４．２对数关系式

悬浮泥沙浓度（Ｓ）之间的联系，表达式如下

Ｒ—Ａ＋ＢｌｏｇＳ，

（３）

Ｌ＝Ｇｏｒｄｏｎ（Ｓ）·Ｉｎｄｅｘ（Ｓ）

式中Ｒ为水面光谱反射率，Ｓ表示悬浮泥沙浓度，Ａ

＝Ａ＋Ｂ［ｓ／（Ｇ＋Ｓ）］＋ｃＥｓ／（Ｇ＋ｓ）］·ｅ～删．

和Ｂ为与水体光学性质和太阳与传感器几何关系

（１１）

有关的经验参数．在悬浮泥沙浓度不高的情况下，对

该模式在珠江口流域使用效果较好，并成功地

数形式能够较真实地反映悬浮泥沙与卫星数据之间

被其它公开发表的数据所验证，其形式还可以进一

的关系，比简单的线性关系适用性广；但当悬浮泥沙

步得到深化．

浓度比较高时，它计算的误差偏大．该类型的代表模
式有长江口模式［３们（ｆｆ式４）．
１０９Ｓ＝０．５２·Ｒ３／Ｒ１—０．８８，

（４）

其中，Ｒ。、Ｒ，为反射率／灰度值，ｓ是含沙量．

５

悬浮泥沙定量遥感研究的趋势
目前，利用遥感手段提取水体泥沙信息的研究

尚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首先，遥感定量化提取模型

是在一定水域范围内建立的，考虑到水文泥沙环境

李四海‘３１３等借助泥沙参数
Ｓ，一（Ｒ５＋Ｒｅ）／（Ｒ５／Ｒ６），

和光谱特征的差异，这些模式并不能直接推广到其

利用水色卫星资料建立了表层水体泥沙浓度的提取

它区域使用．另外，Ⅱ类水体中含有其它有色物质的

模式，并按照不同的浓度条件给出相应的参数（ｆｆ式

影响、大气成分对辐射传输的影响等因素使得卫星

５和公式６）

遥感所能接收的离水辐射信息较弱，仅仅简单的数

Ｓ＞２００ ｇ／Ｌ，

学统计相关并不能准确的表达遥感信息和泥沙浓度

ｌ０９１０Ｓ一１ ３５５．８ Ｓ；一３６．９９８ Ｓ，＋２．３８５ ７，

值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高光谱遥感数据的信息也没

（５）

有被充分挖掘，使得实验研究的光谱规律并不能被

Ｓ＜２００ ｇ／Ｌ，ｌ０９１０Ｓ一１２．３０５ Ｓ。＋１．９７７

７．

（６）
４．３

Ｃｏｒｄ帆关系式

很好的被应用到模型中来．
目前趋势下，Ⅱ类水体悬浮泥沙的遥感模式研
究应该加强光谱实验方面的分析，充分了解不同水

（７）

体环境、泥沙条件下的光谱规律，并利用更有效的大

上式中Ｒ为水面光谱反射率，Ｓ表示悬浮泥沙浓度，

气校正模型消除大气的影响，从而提高分析的精度

Ａ、Ｂ、Ｃ为常数，它是根据准单散射近似公式得到，

和模型的适用性．

Ｒ—Ｃ＋Ｓ／（Ａ＋ＢＳ），

在实际应用中使用的不多，但比较有名，适用区间包

除水色卫星遥感资料外，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和

括低含沙量和高含沙量区．代表性的模式有为长江

高光谱分辨率遥感等为近岸Ⅱ类水体悬浮泥沙信息

口模式啤］，其中Ｘ为ＴＭ。的反射率，Ｓ是悬浮泥沙

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数据源，如ＳＰＯＴ、ＩＫＯＮＯＳ和

浓度

ＭＯＤＩＳ等［３５’３ ６｜．ＥＯＳ－ＡＭ／ＰＭ上的中分辨率成像
Ｓ—ｚ／（Ｏ．０９７ ５１—０．１１０ ５·ｚ）·１０～．（８）

４．４负指数关系式
Ｒ—Ａ＋Ｂ（１＋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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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仪ＭＯＤＩＳ上的水色波段与宽视场水色扫描仪
ＳｅａＷｉＦＳ相比有更高的信噪比和更窄的波段宽度．

（９）

它的海洋水色通道主要集中在８～１６通道，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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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探测与海洋水色有关的叶绿素、悬浮泥沙、黄色

６

物质等三要素物质的浓度，浮游植物中的叶绿素吸
收系数以及水体总吸收系数等物理量．要考虑分析

结

３２５

论

（１）利用遥感信息提取Ⅱ类水体悬浮泥沙浓度

不同类型的遥感影像间相互融合基础上的建模方法

的研究较多，包括地面的实地测量、水体的光谱实验

研究，利用多源遥感数据分析和地面同步实验相结

工作．目前已经提出了很多区域性的模型，为水体悬

合的方法，对悬浮泥沙定量化提取模式和定量估算

浮泥沙定量化遥感监测分析提供了基础．

模型的进行研究，可以综合影像数据的空间信息和
波谱信息，提高分析模型的精度．

（２）遥感数据源以气象卫星、海洋水色卫星、陆
地卫星为主，特别是水色卫星系列、高光谱遥感数据

图１是关于利用遥感方法进行近岸Ⅱ类水体悬

源，为悬浮泥沙定量化遥感模式研究提供了条件．

浮泥沙浓度信息的流程，其关键内容是遥感数据处

（３）根据光谱实验分析结果，研究者选择最佳波

理、地面光谱实验分析和建立两者相联系的模型等．

段或波段组合来反映泥沙信息，并以统计相关模式

为主的半经验半分析法建立了象元灰度或者亮度值
遥感数据ｌ

『地面光谱实验｜｜基础资料和模型

预处理

与地面同步观测之间数学模式．在数学表达形式上，
包括线性关系式、对数关系式、负指数关系式和

Ｇｏｒｄｏｎ关系式，并推导出一些综合的模式．

ｌ光谱分析

（４）目前研究中同样存在着一些不足的地方．在
信息增强处理ｌ ｌ泥沙参数Ｉ

Ｉ标准化

建立模型或定量化模式的时候，大多是选择对应于
某个光谱特征值波长范围的遥感数据波段象元值进

提取ＳＳＣ

二互二
效果分析

行统计相关模式研究．其所利用的遥感影像波段范
围与含沙水体的反射光谱（峰值）规律并不一定完全

二王三

匹配，再加上波段宽度和辐射值校正等问题，使得遥

估算模型

感数据光谱信息的利用并不充分，也对模型的精度

二王二

产生影响．

精度分析
模型应用

（５）随着遥感手段的进步和应用需求的提高，今
后有关Ⅱ类水体悬浮泥沙遥感模式研究应该继续深
入地分析有关地面含沙水体的光谱规律，考虑不同

图１

利用遥感方法提取悬浮浓度泥沙信息和建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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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ＳＣ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遥感数据分析，尤其是遥感影像的大气校正、影
像的融合和高光谱数据的挖掘是关键的步骤，也有

水文、泥沙条件下的光谱变化情况，并加强对高光谱
遥感数据的挖掘，从而建立科学、灵活的悬浮泥沙遥
感信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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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现有算法上进行改进．高分辨率和高光谱数据
间的融合，可以充分挖掘遥感数据的空间和波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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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更好的利用遥感手段所提供的丰富信息．
地面水体光谱实验是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分析
不同水文、泥沙环境条件下的水体光谱特征，探寻遥
感信息和泥沙信息之间的规律，可为建立水体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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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感信息融合和光谱信息挖掘的基础上，建

Ｙｏｒｋ，１１４．

立科学、合理的悬浮泥沙遥感模式，从而使模型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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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ｅｌ Ｌ．Ｐｒｉｅｕ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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