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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野外高光谱仪( ASD FieldSpec radiometer)在长春南湖进行了反射光谱测量和同步水质采样分析, 通过研究

水体藻类叶绿素 a浓度与其高光谱反射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 采用单波段反射率、反射率比值法和一阶微分法分别

建立了叶绿素 a的高光谱定量模型。结果表明 : 三者与叶绿素 a线性相关程度都比较高, 决定系数在 0170 左右, 而

且其显著水平 P < 0101, 都可以用于叶绿素 a的定量遥感, 其中单波段模型效果最好。为今后利用高光谱传感器在

南湖进行叶绿素 a浓度大面积遥感反演提供了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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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是人类重要的自然资源, 广泛用于防洪、灌溉、航运、给水和养殖等, 而城市湖泊的价值则更多地体

现于旅游、娱乐和美学方面, 以及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中的作用。由于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 这类湖泊大多已

处于富营养化状态, 严重影响了湖泊价值
[ 1]
。叶绿素是藻类重要的组成成分之一, 叶绿素 a( Chlorophyl-l a)存在

于所有的藻类中, 其浓度的多寡是表征光能自养生物量的重要指标。叶绿素 a 含量的高低与水体藻类的种类、

数量等密切相关, 其浓度经常用于估测浮游植物的生物量和生产力, 也是反映水体营养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参

数。因此, 通过测定叶绿素 a含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水质状况[ 2, 3]。

遥感监测叶绿素 a 具有监测范围广、速度快、成本低和便于进行长期动态监测的优势,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

对此进行过研究[ 2, 4~ 7]。同时发现, 在水体遥感中, 由于其光谱信息取决于多种物质的复杂集合体, 它包括纯

水、溶解的有机物质、浮游植物、悬浮物质等。各种信息重叠干扰, 造成各种目标物成分的反射模型及其光谱

曲线不同, 呈现随机性。在提取光谱特征时, 既不可能逐个定量地考虑这些因素, 也无法为其产生的综合效果

建立整体分析模型, 因此如何确定水体光谱信息中不同成分的贡献率就显得尤其重要。随着高光谱传感器的出

现, 相对于传统多光谱传感器较低的光谱分辨率, 由于其达纳米( nm)级的光谱分辨率, 可以获得目标物的诊断

性光谱特性, 实现遥感信息模型参数或条件约束的确定, 很好的解决了常规遥感中出现的问题[ 8]。本文利用野

外高光谱仪测定长春南湖水体的光谱反射率, 通过分析研究水体反射光谱特征与水质参数叶绿素 a浓度之间的

关系, 运用多种半经验算法建立叶绿素 a反演模型,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并为今后利用高光谱传感器对南湖叶

绿素 a浓度进行大面积反演提供了基础。

1  实验方法及数据获取

111  研究区

南湖( 43b51cN, 125b18cE) 是一个小型半封闭式的内陆湖泊, 属于磷限制型湖泊[ 9] , 海拔 214m, 汇水区面

积14136 km2。研究期间, 湖水面积 81528 @ 105m2, 最大水深 6165m, 平均水深 2184m, 最大库容量 313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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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m3, 平均水力学滞留时间 270 d 左右。该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 四季盛行西南风。每年冰期约 150 d,

无霜期140~ 150 d。多年平均降水量和蒸发量分别为 57613mm 和 1 43814mm[ 10]。

图 1 南湖采样点分布图

Fig11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points in Nanhu lake

南湖是长春市内唯一的水上风景区和天然浴场。1966 年以

前, 南湖湖水清澈, 水质良好。然而, 自 20世纪 60年代末起,

随着城市的发展, 南湖周围逐渐都市化, 人类活动影响加剧, 各

种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农田汇水排入南湖, 致使水质变差,

湖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明显变化, 富营养化程度日益

严重[ 11]。

112  数据获取及预处理

为研究南湖水体波谱特征, 从 2004年 4月份到 9 月份, 共

计6次对研究区内代表点位分别用 GPS进行定位, 并测量水体

反射光谱, 同步采集水样。其中, 由于 5月份实验室叶绿素 a

测试数据错误, 排除在外。因此 5次采样共计 37点, 随机选取

其中 26个作为建模数据, 其余 11个用以模型验证(表 1)。水样

的叶绿素 a浓度的测定在采样后, 立即返回实验室过滤, 然后

用丙酮萃取, 蔽光 24 h 后, 采用分光光度计法测定。水体的反

射光谱测量光谱测试采用美国分析光谱仪器公司(Analytical Spec-

tral Devices, ASD公司)生产的 Fieldspec FSR VNIR 野外光谱仪,

可在 350~ 1 050 nm 波长范围内进行连续测量, 采样间隔为 114
nm, 光谱分辨率 3 nm, 视场角 25b, 共有 512个采样值。光谱测

量时间为北京时间10B00~ 14B00, 5次采样当时天气晴朗无风, 湖面基本平静。光谱测量在距水面上方 1m 处进

行, 光谱仪传感器探头方向基本垂直于水面。在每个点位进行 20次反射光谱测量, 最后取其平均值作为该点的

表 1  各期水体采样点样本数及平均叶绿素

Table 1 Samples and average Ch-l a contents in different months

4月 6月 7月 8月 9月

样本数 5 7 8 8 9

平均叶绿素/ (Lg#L- 1) 74114 101120 134101 69167 37159

光谱反射值, 每个样点测定前都进行白板

定标。由于在湖面进行光谱测量时, 天气

条件的变化、周围环境的影响及测量角度

的变化都会影响反射率数值的大小。为了

便于不同期采样点光谱值之间的比较, 对

每条平均反射光谱利用其在 350~ 1000 nm

范围内的波段反射率先进行合并处理, 选取类似欧盟星载 ENVISAT 高光谱传感器 MERIS 相应中心波段: 400、

412、443、490、510、560、620、665、681、705、753、765、775、865、890、900 nm, 分别以其为中心, 上下

各扩展 5 nm; 同时, 由于一般认为近红外波段几乎被水体全部吸收, 假设其 900 nm处反射率值统一为 01005,
进行归一化处理, 作为实际研究光谱数据。

2  高光谱估算模型建立及验证

211  水体光谱反射特征

根据王小雨等
[ 9, 11, 12]

对南湖的研究, 发现悬浮物浓度常年保持在 20~ 70mg/ L; 藻类组成比较多, 主要以

蓝藻门的铜绿微囊藻( Microcystis aerugnosa) 、螺旋鱼腥藻( Anabaena spiroides)等为主。因此, 如图 2所示, 南湖

水体反射光谱是由黄色物质的吸收、悬浮物的吸收和散射、浮游植物叶绿素 a的吸收和散射及水的吸收和散射

共同作用的结果, 呈现典型的内陆水体光谱特征。

南湖水体在 400~ 500 nm 范围内, 由于叶绿素 a在蓝光波段的吸收峰及黄色物质在该范围的强烈吸收作用,

水体的反射率较低, 但由于悬浮物的影响, 叶绿素 a在440 nm 的吸收峰不是很明显[ 13] ; 670 nm附近是叶绿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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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湖水体光谱反射率

Fig1 2 Spectral reflectance over the Nanhu lake

的又一吸收峰, 因此当藻类密度较高时水体光谱反射率曲线在

该处出现谷值[ 2] ; 510~ 620 nm范围的反射峰是由于叶绿素和胡

萝卜素弱吸收和细胞的散射作用形成的, 该反射峰值与色素组

成有关, 而且水体叶绿素浓度越高, 其辐射峰值也越高, 可以

作为叶绿素定量标志[ 14] ; 因为藻蓝素的吸收, 665 nm附近出现

反射率谷值; Gitelson发现在 683 nm 附近, 叶绿素 a有明显的荧

光峰, 但同时随着叶绿素 a 浓度的增加, 荧光峰峰值将向长波

方向移动[ 5, 15] , 南湖水体由于其叶绿素 a 含量较高, 其峰值移

动到 705 nm左右。685~ 715 nm范围反射峰的出现是含藻类水体

最显著的光谱特征, 其存在与否通常被认为是判定水体是否含有藻类叶绿素的依据, 反射峰的位置和数值是叶

绿素 a浓度的指示[ 4]。

212  叶绿素 a高光谱模型

( 1) 单波段相关分析  各特征波段反射率与叶绿素 a 浓度的相关系数如图 3。叶绿素 a 含量在 443 nm之前

与光谱反射率呈负相关, 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小, 在 013以下。正相关中, 具有两个较高相关系数区域, 510~

665 nm和 705~ 890 nm。在510~ 665 nm区域, 相关系数在 015左右; 705~ 890 nm 区域, 叶绿素 a相关系数最为

明显, 达到018以上。443、560和 705 nm, 这 3个波段位置分别对应叶绿素 a的吸收峰、叶绿素和胡萝卜素弱

吸收形成的反射峰及叶绿素 a的荧光峰的位置, 560和 705 nm附近相关系数较高, 说明在这些波段附近的光谱

反射率受浮游植物浓度变化的影响较大, 443 nm 附近相关系数较低, 主要因为它不但吸收了太阳的入射光, 也

吸收了藻类和悬浮物的散射光, 从而导致该波段与叶绿素的相关系数降低[ 13] , 这与刘英等[ 2, 7, 16]的研究基本相

似。南湖水体不同的是, 705 nm 之后的近红外区域, 相关系数仍旧很高, 甚至高于 705 nm 处。考虑到近红外

区域水体强吸收, 光谱反射率主要是由于水体中无机悬浮物和叶绿素 a共同作用而成, 因此, 其中包含着更为

丰富的叶绿素 a信息, 可以考虑选择该区域波段估算叶绿素 a 浓度。Koponen等发现[ 16, 17] , 通过对光谱反射率

数据进行对数转换, 有助于对叶绿素 a含量进行定量遥感。本研究也尝试使用了这种方法, 发现模型确定系数

( R
2
)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图4)。最终选取了相关度较高的 753 nm特征波长处的光谱反射率对数, 和叶绿素

a含量做一元回归相关分析, 得到叶绿素 a含量估测模型(图 4) :

Y = 138151X + 704167     ( R
2

= 017628  N = 26  P < 0101) (1)

式中  Y 为叶绿素含量, Lg/ L; X 为 753 nm特征波长处的反射率的对数值。

图 4 753 nm 反射率及其对数与叶绿素 a的相关关系

Fig14 Correlation between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 and spectral

reflectance

图 3 光谱反射率和叶绿素 a浓度相关系数示意图

Fig13 Correlation between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 and spectral

reflec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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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波段比值分析  前人大量的研究表明[ 2, 6, 7, 16]
, 波段比值分析方法可以部分地消除水表面光滑度和微

波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干扰, 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其他污染物的影响。本文在研究南湖光谱反射率与叶绿素 a

浓度敏感波段的基础上, 尝试分析各种不同的波段比值(表 2) , 并将对数转换方法应用其中, 最终发现 753 nm

与681 nm 比值与叶绿素 a浓度有较好的相关性(图 5) , 应用其建立高光谱估测模型:

Y= 171115X- 471966    ( R
2= 016778  N= 26  P< 0101) (2)

式中  Y 为叶绿素含量, Lg/ L; X 为R753/ R681光谱反射率比值。

表 2 波段比值与叶绿素 a浓度回归拟合方程及相关指数

Table 2 Regressive equations and relation coefficients indic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s and spectral reflectance ratios

波段比值 线性拟合方程 确定指数( R2) P 波段比值 线性拟合方程 确定指数( R2) P

705/ 443 y = 301365x + 13198 015600 < 0101 ln(705/ 681) y = 126118x + 131141 016492 < 0101
ln( 705/ 443) y = 801953x + 23181 015652 < 0101 753/ 620 y = 276179x - 791817 016722 < 0101
753/ 681 y = 171115x - 471966 016778 < 0101 ln(753/ 620) y = 170102x + 176159 016721 < 0101

ln( 753/ 681) y = 136154x + 123168 016711 < 0101 705/ 620 y = 103103x - 591751 016464 < 0101
705/ 681 y = 641416x - 331318 016511 < 0101 ln(705/ 620) y = 155181x + 361146 016517 < 0101

叶绿素 a浓度与 R 753/ R 681的关系及拟合曲线如图 5所示,结果表明 R753/ R681比值与叶绿素 a浓度有很好的

相关性, R
2达 016778, 所以该模型可用来估算南湖水体的叶绿素 a浓度。

(3) 微分模型  微分光谱技术通过对反射光谱进行数学模拟, 可以迅速地确定光谱弯曲点及最大最小反射

率的波长位置, 微分技术对光谱信噪比非常敏感。研究表明, 光谱的低阶微分处理对噪声影响敏感性较低, 因

而在实际应用中较有效
[ 18]
。一般认为, 可用一阶微分处理取出部分线形或接近线性的背景、噪声光谱对目标

光谱(必须为非线性的)的影响
[ 19]
。由于光谱仪采集的是离散型数据, 因此光谱数据的一阶微分可用以下公式

近似计算:

R( Ki )c =
R( Ki+ 1) - R ( Ki- 1)

Ki+ 1- Ki- 1

式中  Ki+ 1, Ki , Ki- 1为相邻波长; R( Ki )c为波长 Ki 的一阶微分反射光谱。计算得到的一阶微分光谱如图6所示。

图 6 南湖水体光谱反射率一阶微分及其与叶绿素 a浓度的

相关系数示意图

Fig16 One-order-derivative spectral reflectance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and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s

图 5  R753 / R681与叶绿素 a浓度的相关关系

Fig15 Correlation between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s

and R 753/ R681

分别求取各波段微分值与叶绿素 a浓度的相关系数, 如图 6所示。Rundquist[ 20, 21]等曾通过大量的实测数据

研究证明 690 nm 附近反射率的一阶微分值与叶绿素 a 浓度相关系数大, 而与浑浊度变化相关系数小, 适合于

在其他水质组分存在时用来估算叶绿素 a浓度, 当叶绿素 a浓度较高时, 利用 690nm处反射率微分估算叶绿素

a浓度效果最佳。本研究发现南湖水体光谱反射波段 700 nm 具有类似的效果, 这与李素菊等人的研究结果类

似[ 2]。因此选用该波段建立叶绿素 a 估测模型(图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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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51 748X + 451934     ( R
2

= 016934  N = 26  P < 0101) (3)

式中  Y 为叶绿素含量, Lg/ L; X 为 700 nm反射率的一阶微分值。

213  模型验证

为了分析模型实际应用的适用性以及由模型模拟而造成的误差, 选用所有采样点( N = 37)实测数据和模型

模拟数据作线性相关, 对叶绿素 a浓度单波段、波段比值和波段一阶微分估测模型分别进行验证(图 8~ 图 10)。

模型验证结果显示, 单波段估测模型确定系数( R
2
)最高, 达到 01768 7, 其余两个稍低, 但总体在 0172以上, 都

达到极显著相关( P< 0101) , 相对来说, 效果比较理想。

图 8 单波段模型验证

Fig18 Result of single band model

图 7 700 nm 一阶微分与叶绿素 a浓度相关关系

 Fig17 Correlation between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s and

one-order-derivative spectral reflectance

图 10  波段一阶微分模型验证

Fig110 Result of one-order-derivative model

图 9  波段比值模型验证

Fig19 Result of band ratios model

3  结果与讨论

在分析长春南湖水体反射光谱特征的基础上, 通过对光谱反射率与叶绿素 a 的浓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

究, 结果表明:

(1) 单波段、波段比值和一阶微分模型与叶绿素 a浓度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好, 估测模型确定性系数在 017
上下, 显著度水平 P< 0101, 模型验证也呈极显著水平, 因此皆可以用于估算叶绿素 a浓度。与以往研究相

比, 增加了单波段估测模型, 这是由于南湖叶绿素浓度较高, 叶绿素 a对水体光谱反射率贡献最大, 因此单波

段估测模型足以反演; 而比值、一阶微分等处理方法主要目的是用以消除噪声和其它水质污染物的影响等, 因

此在南湖水体中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

(2) 单波段模型中选用了 753 nm 用以建立模型, 不同于以往研究较多选用的叶绿素荧光峰(680 nm 或者

705 nm)。南湖水体荧光峰后移, 在 705 nm左右, 相关度比较好, 但近红外波段相关度更高。这是由于内陆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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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水体多为二类水体, 近红外波段受悬浮物、叶绿素 a等影响, 不同于一类水体该波段几乎被全部吸收, 呈现

较高的反射率, 其中包含着比较丰富的悬浮物和叶绿素 a 信息。南湖水体 4到 8月份叶绿素浓度平均在 70~

135 Lg/L 之间, 9月份相对较低, 也为 40 Lg/L 左右, 大部分呈现极富营养化状态,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近红外

波段的较高反射率, 当然这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3) 同以往研究类似, 比值模型选用了近红外波段与红光波段进行比值, 即 753/ 681, 一阶微分模型选用

了光谱反射波段 700 nm处微分。这两个模型都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 4) 本文对南湖水体叶绿素 a 估测模型的研究, 总体上效果比较理想, 这为今后利用高光谱传感器在南湖

进行叶绿素 a浓度大面积遥感反演研究提供了基础。同时也由于没有浮游植物、悬浮物及黄色物质固有光学特

性等实测数据, 无法准确分析其对水体光谱反射率的影响, 导致难于更准确的解释和分析叶绿素 a水体反射光

谱特征。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应加强这部分工作, 以提高水质参数的估测模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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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spectral model of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

in Nanhu lake in Changchu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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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esents an approach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trophic parameters of chlorophyl-l a from field re-

flectance spectra in Nanhu lake in eutrophic status in Changchun. The reflectance spectra was measured using ASD FieldSpec

spectrometer from April to september in 2004. Based on in situ water samplies and the reflectance measurements, the features

of the spectral reflectance of thewater are discussed1 Algorithms are developed to evaluation the spectral data1 The single band

R753nm, the spectra ratio of R 753nm / R 681nm , and the reflectance firs-t derivative of 700 nm, showing a linear relationship, a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ncentrat ion of chlorophyl-l a, and the determinative coefficient R
2 gained by using

the single band is higher than that gained with other two models1There is satisfactory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yperspectral

models and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o monitor the water quality of Nanhu lake throngh the hyper-

spetral remote sensing data1

Key words: chlorophyl-l a; hyperspectral; model; Changchun; Nanhu lake; remote sensing

329 第 3期 段洪涛等:长春市南湖叶绿素 a浓度高光谱估测模型研究

X The study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 No. 40401003 and No. 40371082) and the Knowledge

lnnovation Program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ZCX-NA-3-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