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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 2004年 10 月在太湖实测的水体反射光谱及实验室分析得到的叶绿素浓度数据, 对太湖水体反射光谱特征与

叶绿素浓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水体叶绿素浓度与各波长处的反射光谱相关性不大, 但是反射光谱

经过比值法和微分处理后,两者具有很好的相关性,而且叶绿素浓度与反射光谱 700nm 附近波峰几何形态特征 (波峰位置、面

积、净高度)相关性很好,建立太湖水体叶绿素浓度估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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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大量污

染物被排放到内陆湖泊, 有机污染物引起水体的富

营养化,导致大量藻类物质的繁殖。藻类物质中都

包含叶绿素,因此通常利用叶绿素浓度这一参数进

行水体富营养化程度的监测评定。传统实验室分析

方法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不能适应大范围水体富营

养化快速监测的需要。遥感技术作为一种区域性水

环境调查和监测手段,日益受到重视,北美和欧洲的

一些国家早已开展了利用航空遥感数据监测湖泊群

内叶绿素分布的研究[ 1~ 2]。

研究水体叶绿素浓度与反射光谱特征的关系是

进行叶绿素浓度遥感监测的基础,通过两者之间的

关系建立计算叶绿素浓度反演算法[ 3]。高光谱分

辨率传感器提供了数十到数百波段的影像数据, 实

现了连续光谱信息的搜集[ 4]。利用高光谱数据, 结

合叶绿素浓度反演算法, 可以快速准确地对研究区

域叶绿素浓度进行监测。本研究选取太湖作为研究

区域, 利用样本的叶绿素浓度数据和同步反射光谱

数据,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太湖水体叶绿素浓度

的反演提供理论参考。

2  数据获取

太湖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水质状况不容乐

观,水体的富营养化是太湖水体污染的重要方面。

2004年 10月在太湖水域采集 30个水体样本, 样本

点主要分布于太湖北部, 覆盖区域较广, 分布较均

匀,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性。获取样本时进行同步

反射光谱的测量工作。水体反射光谱的测量使用美

国ASD公司的便携式分光辐射光谱仪, 波长范围

350~ 2500nm, 采样时间 10次/秒, 1m 长标准光纤

探头, 25b前视场。测量光谱时天气状况良好, 风力

微弱,天空云量很少,水面基本处于平静状态。光谱

测量在船上进行, 仪器垂直于水面上方 1m 左右进

行探测,借助于参考板,仪器自动将水体向上辐射率

转化为水体的反射率。每个样本点至少测量 5次以

上,最后取均值。叶绿素浓度数据在实验室分析得

到,首先对获得的水体样本进行悬浮物浓度的测定,

然后使用萃取- 分光分度计法对水体样本进行处理

后得到各个样本点的叶绿素浓度。

3  结果分析

3. 1  水体反射光谱特征
测量水体反射光谱时,天气、测量环境的变化,

测量角度的微小改变都会对测得的绝对反射光谱值

产生变化,为对不同采样点的反射光谱统一比较,利

用 400nm~ 750nm 波长范围内光谱的积分值对原

始反射光谱作归一化处理。图 1所示为 1号到 3号

样本点的归一化反射光谱曲线。

图 1反映了内陆湖泊水体的光谱特征。400nm

~ 500nm 波长范围内, 叶绿素吸收作用明显, 反射

率较低。580nm 波长附近属于叶绿素和胡萝卜素

弱吸收区域,加上细胞散射作用的影响,因此在该波

长附近出现反射波峰。600nm 波长后, 叶绿素等有

机质反射能力逐步下降
[ 5]
,藻青蛋白在 642nm 处具

18

遥感信息                     理论研究                      2007. 1



有较大的吸收系数,该波长处出现反射率谷值或肩

状特征[ 6]。675nm 附近由于叶绿素强烈的吸收作

用,导致该波长附近出现反射波谷。700nm 附近反

射波峰的出现是含有藻类水体的最显著的光谱特

征,水和叶绿素的吸收系数之和在该波长处最小, 是

判断水体是否含有叶绿素的依据[ 7]。同时, Gitelson

研究表明, 该处波峰位置与叶绿素浓度存在较好的

相关关系[ 7]。800nm 附近波峰的出现原因是水体

中含有一定悬浮物或泥沙。近红外波段处水体反射

率逐步下降。

3. 2  叶绿素浓度与各波长点反射率的相关性

对叶绿素浓度与各波长点反射率作相关分析结

果如图 1所示:

图 1  水体归一化反射光谱曲线

如图 2所示,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为 0. 7左右,

表明水体各波长点的反射率与叶绿素浓度相关性并

不明显,主要影响因素是水体内其他水质参数(悬浮

物、黄色物质等) [ 8]。相关性曲线在 670nm 附近出

现一个波谷,表明该处是一个负相关位置,反射率与

叶绿素浓度成反比关系, 这是因为叶绿素在该波长

附近存在一个光谱吸收峰。700nm 附近是一个正相

关波峰,这也与水体反射光谱在该波长处的波峰特

征相对应的。总的来说, 叶绿素浓度与各波长点的

反射率相关性不大, 以往研究中有类似的结论
[ 6, 8]
。

图 2  叶绿素浓度与各波长点反射率相关系数

3. 3  叶绿素浓度与反射率比值的相关性

单波长处反射率与叶绿素浓度相关性不明显,

处理方法是采用比值法,减少其他水质参数的影响。

研究采用 703nm和 670nm 两个波长处的反射率作

比值,这两处在反射光谱曲线上是相邻的波峰波谷,

且分别与叶绿素浓度具有正负相关性,两者作比值,

可以增强与叶绿素浓度的相关性。以反射率比值

( x )与叶绿素浓度( y)作变量,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

图 3所示。

图 3  叶绿素浓度与反射率比值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两者具有很好的相关性,线性回归复

相关系数为 0. 8188, 两者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可作

为太湖水体叶绿素定量反演的重要参考。

3. 4  叶绿素浓度与反射光谱微分的相关性

光谱一阶微分可以去除线性或接近线性的背

景、噪声光谱对目标光谱(非线性)的影响[ 4]。光谱

一阶微分可以按式( 1)计算:

Rc( K) = [ R ( K+ 1) - R ( K- 1) ] / ( 2$K) (1)

  式中, Rc ( K) 为 K波长处光谱的一阶微分,

R ( K+ 1)和 R ( K- 1)分别为 K+ 1、K- 1 波长处的反射

率,指波长 K到K- 1的间隔。光谱一阶微分与叶绿

素浓度相关性如图 4所示。

图 4  叶绿素农度与反射光谱一阶微分相关性

结果表明,叶绿素浓度在一定波长范围内及各

波长处与反射光谱一阶微分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434nm、633nm 等波长处, 两者复相关系数较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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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679nm~ 700nm 内,两者复相关系数均在 0. 5 以

上,复相关系数最大为 0. 7915,对应波长为 692nm。

这与 Rundquist
[ 9~ 10]

等人的研究结论是相吻合的,

本研究中估算叶绿素浓度则可以扩散到 679nm~

700nm 波长范围内。利用 692nm 处反射光谱一阶

微分( x)与叶绿素浓度( y)作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图

5所示。

图 5  反射光谱一阶微分线性回归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692nm 处反射光谱一阶微

分与叶绿素浓度具有很好的线性相关, 因此, 太湖水

体叶绿素浓度可以通过该回归分析进行估算。同

时,波长范围可以扩展到 679nm~ 700nm 以及一些

波长点处。

3. 5  叶绿素浓度与特征波峰几何特征相关性

700nm附近波峰的出现是水体叶绿素浓度特

征的典型反映, Gitelson [ 7]研究表明,该处波峰位置

与叶绿素浓度存在较好的相关关系,同时,可以将该

波长处波峰高度、波峰面积与叶绿素浓度进行相关

性分析[ 11]。结果表明, 叶绿素浓度与 700nm 附近

波峰的几何特征具有很好的相关性。波峰位置、宽

度、面积、高度与叶绿素浓度复相关系数分别为

0. 73、0. 83、0. 80、0. 81。

3. 6  叶绿素浓度估算

综上,实验对太湖水体反射率、特征波峰波谷反

射率比值、反射光谱微分(一阶)、特征波峰几何特征

(位置、宽度、面积、高度)与叶绿素浓度进行相关性

分析, 基于此尝试推出太湖水体叶绿素浓度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多元回归的基础是变量之间具有很好

的相关性
[ 12]
。实验采用特征波峰波谷比值等 6 个

参数变量,使用 30个样本点的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非标准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Beta

常数 160. 46 574. 46 0. 28 0. 78

v1 15. 07 52. 22 0. 27 0. 29 0. 78

v2 399. 56 567. 67 0. 34 0. 70 0. 49

v3 - 0. 26 0. 85 - 0. 08 - 0. 31 0. 76

v4 0. 70 0. 35 0. 56 2. 03 0. 05

v5 - 0. 89 3. 79 - 0. 34 - 0. 24 0. 82

v6 14. 79 86. 56 0. 20 0. 17 0. 87

  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的 6个自变量参数

中, v2( 692nm 波长处反射光谱一阶微分)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 说明该变量与叶绿素浓度相

关性最大,对估算叶绿素浓度贡献率最大。实验多

元回归分析 F 值为 24. 03, 当显著水平 A= 0. 01时,

查 F 分布表,得到 F 0. 01( 6, 7) + 7. 19, 实验线性回归

分析 F 值> 查表值, 同时该多元线性回归确定系数

R
2 值达到 0. 868, 说明该线性回归方程显著, 因此

建立太湖水体叶绿素浓度估算模型如下:

Ch1= 16. 0. 46+ 15. 07* v1+ 399. 56* v2- 0.

26* v3+ 0. 7* v4- 0. 89* v5+ 14. 79*

v6

式中, Chl 为叶绿素浓度; v1 为 703nm 和

670nm 波长处反射率比值; v2 为 692nm 处光谱一

阶微分; v3为 700nm附近波峰位置; v4为 700nm 附

近波峰宽度; v5 为 700nm 附近波峰面积; v6 为

700nm 附近波峰高度。

4  结束语

随着治理内陆湖泊水体富营养化工作的迫切需

要,使用遥感方法进行水体叶绿素浓度监测已成为水

体富营养化监测重要方法之一。实验选取太湖水体

样本,对水体光谱反射率与叶绿素浓度进行相关性分

析。结果表明:水体叶绿素浓度与各波长点处反射率

相关性不大, 而与 703nm 和 670nm 波长处反射率比

值、692nm处光谱一阶微分、700nm 波长处波峰几何

特征具有较好的相关性,给出太湖水体叶绿素浓度估

算模型,为太湖水体叶绿素浓度反演监测提供了一定

的理论基础与参考。由于样本点数量有限,采样区域

主要集中于太湖北部区域及采样时间的限制,进一步

的实验工作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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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rrelations between Chlorophyll Concentration

and Reflectance Spectral of Taihu Lake

FENG Wei¹ , FENG Xue- zhi ¹ , MA Rong-hua º

( ¹ Depar tment of Geographical Inf ormation Sciences, Nanj ing Univ ersity , Nanj ing 210093;

º Nanj ing Ins 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 imnology , Chinese A cademy of Sciences, Nanj ing 210008)

Abstract: Based on the w ater reflectance spectra and chlorophy ll concentration measured in October, 2004,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order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 een reflectance spectra and chlorophy ll concentr ation o f Taihu Lake.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corr elation betw een the reflectance spectra o f each band and the chlorophyll concentration w as low . But the r atio of

r eflectance and first der ivative reflectance w 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chlorophyll concentrat ion. The geometric

characterist ics of reflectance spectra at the ridge of 700nm were also well correlated w ith the chlorophyll concentration. The estima-

tion model of chlor ophyll concentr ation of Taihu was established.

Key words:chlorophyll; reflectance spectra; hyperspectr al remote sensing; r egr ession analysis

(上接第 29页)

Abstract: Utilize Modis sensor. s data-MOD17A3 and ModisTool, we can get the distr ibution of NPP ( Net Primary Production) in

Guangdong prov ince. I n addition, w e can separate the distribution of paddy in Guangdong using Landsat TM images. After that w e

over lay the tw o maps and then do some analysis. Finally, w e gain the paddy. s biomas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some statistic da-

ta. A lso, based on our fieldwork and some existing outcomes, i. e. , the ratio of paddy. s grass to grain is 0. 623, then w e can get the

g ross straw and stalk. Some of them are left in the field, some are used for paper making and forage, about 30% of them are available

for bio- energ y. Our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cities in the Pearl Riv er Delta have little rice. s bio-ener gy; but in the mountainous ar-

eas far aw ay from the Pearl R iver Delta, there ar e more bio- energ y. By quantitativ e study in t his article, w e can offer valuable infor-

mation for the exploitation of r ice. s bio-ener gy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MOD17A3; usable biomass; paddy ; bio- ener 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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