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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A要A以太湖作为研究区!把数据同化技术引入蓝藻水华预测研究!设计并实现了太湖叶绿
素 ,质量浓度同化试验系统!该系统结合基于 i8<l原理的二维水动力水质耦合模型!采用集
合卡尔曼滤波方法同化空间分辨率为 $#" ;的 TYSN< 叶绿素 ,质量浓度反演数据>结果表
明!利用同化技术将衡量模型预报值*分析值和观测值之间的偏差指标 RT<H减小了 %#f#x!
可以有效地提高叶绿素 ,质量浓度的预测精度>
关键词A数据同化&集合卡尔曼滤波&叶绿素 ,&藻华预测
中图分类号!p!$JAA文献标志码!8AA8,)’%"fD#$!Z[>033+>$"&#IE%!Lf$"%!f"#f""&

L&0)+2*28)#$%&#&2(*(),2,/*2&9$&-)#&2(*%8*(* *00)#)%*(),20"0(&#
/,-’.%,-,$."%%5* )2:*c&R*).76*0&8,2(.&&20&#6%&K*%#*2/)%(&-

i8Bec2IR2+%# $# T8R(+GIP),%# S/8BP(+GI\,(%# cP8BeQ)I67,(%# kNM0+ %#$

!% !)()*K*2V(S$1()$12$&V(G*!",*-"*(-5 H-0,1$-+*-)# D(-7,-8 C-.),)I)*$&A*$81(F#2(-5 V,+-$%$82# 3#,-*.*4"(5*+2$&

!",*-"*.# D(-7,-8 $%"""J# 3#,-(% $ /-,0*1.,)2$&3#,-*.*4"(5*+2$&!",*-"*.# 6*,7,-8 %"""L&# 3#,-("

B60(-*’(Ai2:212-(? ,+(12-:,4,,330;0-,40(+ ,??*(,97 .(*472?*2:0940(+ (.,-G,-@-((;30+ M,X2
\,07)>Y)*,??*(,97 03@,32: (+ ,$S29(-(G09,-;(:2-U7097 9(;@0+23,?75309,-;(:2-# $#" ;
TYSN< 0+12*30(+ 97-(*(?75--I,:,4,# ,+: ,+ 2+32;@-2_,-;,+ .0-42*!H+_C" ,+,-53033972;2>Y)*
*23)-430+:09,4247,4472:,4,,330;0-,40(+ ,??*(,97 03*2-0,@-2.(*?*2:0940+G,-G,-@-((;30+ 47232
9(;?-2VU,42*3>
K&" 4,-80A:,4,,330;0-,40(+% H+_C% 67-(*(?75--I,% ,-G,-@-((;.(*29,34

AA中国湖泊富营养化问题严重#$""D2$"%" 年
湖泊调查结果表明#%!J 个面积大于 %" X;$ 的湖

泊中 J#fLx超过富营养化标准#L"f%x已经达到
重度富营养化 &%’>富营养化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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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藻类大量繁殖#蓝藻水华频发 &$’>$""D 年太
湖蓝藻水华的暴发导致无锡近百万人饮水困难#
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应对蓝藻水华危害时能否
由0被动应急1转向0主动防御1#改变被动局面#
预测技术将发挥决定性作用 &L’>

蓝藻水华的预测通常是以水动力水质耦合模
型为载体#将叶绿素 ,质量浓度!67-I,"作为替代
指标来评价蓝藻水华的暴发程度 &#ID’>但是模型
在描述水体状态变化过程中需要参数化/离散化#
不可避免地引入各种误差%另外#使用模型通常得
不到解析解#需要利用数值方法得到数值解#预测
精度偏低>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预测提供了一
个新的数据获取途径#已成为湖泊水体蓝藻水华
预测中一种不可缺少的技术手段 &J’>受卫星传感
器时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的限制
及云层遮盖的影响#不能完全满足蓝藻水华预测
业务化运行的要求>

为获得湖泊水体蓝藻水华!叶绿素 ,质量浓
度"的未来变化过程#需要将时空连续的模型模
拟方法与瞬时的遥感监测方法融为一体#数据同
化!:,4,,330;0-,40(+"技术是达到此目的的最佳方
法之一 &&I%%’>数据同化的核心思想是在模型上融
合不同来源/不同分辨率的直接或间接的观测数
据#将模型模拟结果与各种观测数据集成#不断依
靠观测自动调整模型运行轨迹#从而获得更加准
确的物理场 &&#%$’>%&E& 年 67,*+25开辟数据同化
研究领域 &%!’至今#同化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研究发展了多种同化方案#包括最优插值法 &%LI%E’

!(?40;,-0+42*?(-,40(+#简称 YN"/卡尔曼滤波法 &%D’

!_,-;,+ .0-42*#简称 _C"/扩展卡尔曼滤波法 &%J’

!2V42+4_,-;,+ .0-42*#简称H_C"/集合卡尔曼滤波
法 &%&’ !2+32;@-2_,-;,+ .0-42*#简称 H+_C"和变分
法 &$"I$%’ !1,*0,40(+,-;247(:"#以及上述各种方法
的变形>H+_C可以利用集合的思想解决卡尔曼
滤波法和变分法在实际应用中背景场协方差误差
难以估计和预报的问题#而且可以避免使用伴随
模式解决非线性系统中的近似问题#有效实现计
算的并行化#提高效率 &$$’>

本文将中国第 ! 大淡水湖222太湖作为研究
对象#设计并实现了基于 H+_C同化方案的太湖
叶绿素 ,质量浓度同化试验系统>该系统结合基
于 水 质 分 析 模 拟 项 目 ! U,42*I]),-045,+,-5303
30;)-,40(+ ?*(G*,;#简称 i8<l"原理的浅水湖泊

平面二维水动力水质耦合模型 &$!I$L’和空间分辨
率为 $#" ;的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2*,42I
*23(-)40(+ 0;,G0+G3?294*(*,:0(;242*#简称 TYSN<"
叶绿素 ,质量浓度反演数据#通过自定义初始场
扰动/观测场扰动/<97)*半径和集合数等同化系
统的关键性参数#以提高太湖蓝藻水华的预测精
度>

EM同化试验系统设计

数据同化是在特定物理特性和时间演变规律
的一致性约束下#将观测信息融合到模型中的一
种分析技术 &$#’>一个完整的数据同化系统主要
由动力模型 ’!或称模型算子"/观测信息 5!或称
观测值 " 和数据同化方案 !,+,-53033972;2" 组
成 &%%’>动力模型描述物理过程%观测信息为待融
合到模型中用来修正动力模型的直接或者间接的
信息%同化方案为二者融合的特定规则>本文实
现的太湖水体叶绿素 ,质量浓度同化试验系统#

模型算子采用水动力水质耦合的二维模型#观测
值采用空间分辨率为 $#" ;的 TYSN< 叶绿素 ,
质量浓度遥感反演数据#同化方案采用 H+_C>

EOEM二维水动力水质耦合模型
该模型应用非结构网格对研究区域进行划

分#并应用有限体积法进行求解#其中二维浅水动
力学和物质输运的基本方程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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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水深%I/0分别为 9/2向沿垂线平均的
水平流速分量%.$9和 .&9分别是 9向的水底底坡和
摩阻坡度%.$2和 .&2分别是 2向的水底底坡和摩阻
坡度%8 为重力加速度% (̂为水面以上 %" ;处的
风速%.O9和 .O2分别为 9向和 2向的风应力#3,为
各水质指标沿垂向平均的浓度%<,9和 <,2分别为 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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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 2向各污染物的扩散系数%.,为各水质因子
的源汇项>

蓝藻的生长消亡是富营养化水体生态系统的
一个重要过程#叶绿素 ,表征的浮游植物量是富
营养化水体的重要指标>根据 i8<l模型 &$L’原
理#水环境中有多种物理化学过程影响着营养物
质/浮游植物/碳质物质和溶解氧的迁移以及它们
之间的相互作用>营养物质的积累/藻类的爆发
和溶解氧的损耗过程#包含 L 个相互作用的子系
统$浮游植物动力学子系统/氮循环子系统/磷循
环子系统以及氧平衡子系统#在以上 L 个子系统
基础上将各项水质指标!包括理化指标生化需氧
量/溶解氧#营养盐指标氮/磷#生物指标叶绿素
,"作为源汇项耦合到水质方程>其中浮游植物动
力学的基本方程描述如下$

!KL7;!AF%7=<F%7=K!L7"3L7# !#"
式中#AF%7为温度/太阳辐射和营养盐浓度影响下
藻类生长率的影响项%<F%7为藻类消亡影响项#包
括藻类内在呼吸/藻细胞感染死亡/被浮游动物捕
食等%K.L7为沉降对藻类生长率的影响项%3L7为藻
类生物量>

EOCM观测数据
观测 数 据 采 用 空 间 分 辨 率 为 $#" ; 的

TYSN< 太湖水体叶绿素 ,质量浓度反演产品!中
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0湖泊与流域数
据中心 1 提供 "#反演的精度平均达到 D"x以
上 &$E’>

EOFMX2K>同化方案
方案包括预报和更新 $ 个阶段>在预报阶

段#根据模型预报值!背景场"和观测值的误差分
布对背景场和观测值加一系列的扰动#利用带扰
动的背景场向前积分#得到分析时刻的背景场集
合>在更新阶段#利用观测值和背景场集合的差
异对背景场进行修正#得到最终的分析值>其计
算思路如图 % 所示>图中#(为系统状态#4为模
型算子#D为观测算子#-为背景场误差协方差#
E为观测误差的协方差#F 为加上扰动的观测向
量集合%上标 &/ ( 分别表示预报和分析#下标 )表

示时间#上划线表示求取数学期望>

图 EM集合卡尔曼滤波算法流程图
>)+?EM>%,4’.*-(,/&20&#6%&K*%#*2/)%(&-*%+,-)(.#

M

EOJM同化方案优化设计
H+_C算法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需要根据实

际问题进行一定的优化#内容包括可以有效减轻
滤波发散#滤除远距离相关影响的局地化方法%影
响样本代表性和计算消耗的集合个数%初始集合
的扰动生成方法等>
EOJOEM局地化方法

H+_C实际应用中所用的集合数目往往远小
于系统状态向量的维数#譬如本文涉及到的集合
数数量级为 %"% 至 %"$#系统状态向量维数的数量
级为 %"!#这样会导致 H+_C在背景场误差协方差
矩 阵 的 近 似 计 算 中 产 生 很 大 的 取 样 误 差
!3,;?-0+G2**(*" &$D’ #使得相隔距离远的点之间产
生很强的虚假相关 &$J’ #并且这种虚假相关使观测
信息传递到很远的网格点上#这与实际情况是不
相符的>通常采用局地化方法来滤除远距离相
关>典型的局地化方法有截断半径或者 <97)*乘
积 $ 种方法#但截断半径的使用会使分析变量不
连续#造成分析不协调 &$&’>因此采用 <97)*乘积
算法#可以减少和平滑观测点之间的影响效果#且
可以使 H+_C的计算量大大减少>

采用 # 阶段有理函数 0作为局地化函数 &!"’ #
此函数各向同性#是三角函数的自卷#仅依赖一个
长度参数! <97)*半径"#并且是一个随距离增加
单调下降的函数>该函数的表达式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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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 <97)*半径#1为任意 $ 点之间的距离#
在 $ 倍 <97)*半径距离内函数值非零#在 $ 倍
<97)*半径之外函数值为零>
EOJOCM集合数

H+_C通过 T(+426,*-(方法解决模型误差的
演变问题#样本个数越多越可准确地描述系统状
态的空间分布#当集合数趋向于无穷时理论上集
合均值的协方差与真值的协方差相等#但是样本
过多会增加系统运行的时间>在实际的应用中取
有限个集合数#可以与集合均值近似>根据 T(+42

6,*-(方法论#取样的误差会呈 %Z槡D变化
&!%’ #其

中 D是集合的个数>采用 H+_C同化方案必须选
择恰当的集合样本数#但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方法
来确定最合适的集合样本数 D#本系统为此预留
了集合数设置功能#可以自定义集合个数>
EOJOFM初始集合生成方案

H+_C需要针对初值的不确定性尽可能地给
出反映初始时刻误差分布的误差集合 !初始扰
动"#然后把误差集合添加到初始场#最后分别利
用带扰动的集合初始场结合模型进行预报得到预
报场>初始扰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集合预报的质
量>初始集合常用的生成方法有增长模繁殖法/
T(+426,*-(法 &!$’ /时间滞后法/奇异向量法等>
T(+426,*-(法简单快捷#物理含义明确#算法容
易实现#已被用于业务预报中 &!!’>采用 T(+42
6,*-(法来进行初始集合生成#具体流程如图 $#
在 )‘" 时#在模型初始场 8上#叠加或者减去不
同分布的随机数 (%#($#(#(-#构成带扰动的初
始集合 6%#6$#(#6->利用带扰动的初始集合
6%#6$#(#6-分别进行模型的积分>

EOGM同化结果验证方法
为定量评价数据同化的效果#以下 ! 个统计

指标用来表征模型预报或者同化分析值与观测的
一致性 &!L’ $偏差!O0,3"#均方根误差!RT<H"#同
化Z模型效率值!TH">

O0,3可以表征模型预报值/分析值与观测值
之间的平均偏差#定义如下

O0,3!)" ; %
-&

-

G;%
&M!G#)" =J!G#)"’#!D"

式中#)和 G分别代表时间下标和空间下标#- 表
示观测值和分析值匹配的对数#M表示 )时刻 G
处预报值或者分析值#J表示 )时刻 G处观测值>
当 O0,3为正值时表示与观测相比预报值或者分
析值偏大#出现高估%反之则表示出现了低估现
象>

图 CM利用蒙特卡洛法生成初始集合的示意图
>)+?CM!’.&#*()’8)*+-*# ,/+&2&-*()2+ )2)()*%

&20&#6%&70)2+ _,2(&;*-%, #&(.,8
M

RT<H利用最小二乘原理表征模型预报值/
分析值与观测值之间的偏差#定义如下

RT<H; %
D&

-

G;%
&M!G#)" =J!G#)"’槡

$ #

!J"
式中各个符号的物理含义同方程 !D">RT<H数
值越小#表明结果越好>

TH表征相对于观测值#预报值/分析值与观
测值之间的偏差#定义如下

TH;% =
&

-

G;%
&M!G#)" =J!G#)"’ $

&
-

G;%
&J!G#)" = %

-&
-

G;%
J!G#)"’ $

#

!&"
式中各个符号的物理含义同方程 !D"#当预报值
或分析值与观测值完全匹配时 TH‘%%当 THh"
表明 M相对观测值来说质量更高#反之则表明 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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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不如观测值高>

CM太湖叶绿素 * 质量浓度同化试验
系统实现

AA建立的基于 H+_C的太湖叶绿素 ,质量浓度

同化试验系统#针对研究区太湖#以二维水动力模
型为载体#耦合辐射传输光场模型/蓝藻生消过程
模型及营养化水体生态系统模型#采用 H+_C同
化方案#试验系统设计的技术路线如图 ! 所示>

图 FM太湖叶绿素 * 质量浓度同化试验系统实现流程图
>)+?FM!’.&#*()’8)*+-*# ,/8*(* *00)#)%*(),20"0(&#/,-:*c&R*).7

M

COEM太湖叶绿素 * 质量浓度同化试验系
统主程序实现
COEOEM分析过程函数实现

试验系统分析过程基于 T,4-,@ 实现#二维水
动力水质模型采用 C(*4*,+ 封装#需要时直接采用

T,4-,@ 进行调用>对应于上文技术路线中的每一
个过程均采用函数封装#表 % 是基于 H+_C的太
湖叶绿素 ,质量浓度同化试验系统的分析过程中
各个函数的详细介绍>表 $ 是函数涉及到参数的
物理含义>

表 EM太湖叶绿素 * 质量浓度同化试验系统主程序各函数列表
R*6%&EM:)0(,//72’(),20/,-8*(* *00)#)%*(),20"0(&# ,/:*c&R*).7

函数名 作用解释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e24�0+0�2+ 生成初始背景场 0+0�9(+:040(+%?2*4�?2*92+4%;% 0+0�9(+:040(+�?2*4

.(*9,34 模型预报 0+0�9(+:040(+�?2*4%34*S0*HV2% V.�.0-2

e24�8�2+ 生成模型预报场 V.�.0-2 8�2+

N+42*?(-,40(+ 遥感数据插值到模型网格中 83�*3�97-%(@3�9((*:%;(:2-�9((*: 83�()4�97-

Y)4-02*3 对插值数据进行质量控制#滤除离群资料 83�()4�97-%39(*2 (@3�9(+4*(-

l2*4)*@Y@3 对插值之后的观测数据#进行扰动 (@3�9(+4*(-%(@3�?2*92+4%+*(@3 S%G,;;,

\,-,G*,+:
结合插值之后的观测数据与集合预报场#对集合预

报值进行检验
(@3�9(+4*(-%8�2+ 0+:2V

6,-9�P 计算出观测算子 P和观测值个数 +*(@3 (@3�9(+4*(- +*(@3%P

-(9,-03,40(+ 对背景场协方差应用局地化函数 ;(:2-�9((*:%-(9�.)+940(+%6 *7(

,+,-5303 分析方案的实现 8�2+%S%;%P%*7( *23)-4�,+,%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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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M不同函数涉及各参数的物理含义表
R*6%&CM_&*2)2+0,/$*-*#&(&-0

参数 物理含义 参数 物理含义 参数 物理含义

0+0�9(+:040(+ 叶绿素 ,初始条件 (@3�9(+4*(- 经过质量控制的观测数据 39(*2 数据质量控制的标准

?2*4�?2*92+4 初始集合扰动 0+:2V \,-,G*,+: 检验结果 5097,+G 数据异常率

; 集合数 +*(@3 观测值的个数 (@3�?2*92+4 观测值扰动的比例

0+0�9(+:040(+�?2*4 带扰动的初始条件集合 P 观测算子 S 观测场

34*S0*HV2
二维水动力水质耦合模

型封装的可执行文件
(@3�9((*: 遥感数据坐标系统 G,;;, 观测扰动

V.�.0-2 单个预报结果 ;(:2-�9((*: 模型坐标系统 -(9�.)+940(+ 局地化函数

8�2+ 集合预报场 83�*3�97- 遥感反演数据 83�()4�97- 经过插值之后的数据

*7( 397)*算子 9 <97)*半径

V, 分析场 *23)-4�,+, 同化之后的结果

COEOCM程序参数传递过程
同化过程中函数的传递过程如图 L 所示#首

先根据 T(+426,*-(法产生 +个初始扰动集合#将
初始扰动集合叠加到初始条件得到模型初始条件
集合%然后利用模型初始条件集合结合模型进行
预报#分别得到单个模型预报结果和集合预报场%
此时把叶绿素 ,质量浓度反演数据插值到模型网

格上#并且经过质量控制得到待同化的数据#随后
将待同化的数据添加扰动得到带扰动的观测场%
最后将观测算子 P#局地化函数 *7(#带扰动的观
测场 S#模型预报场 8�2+#集合个数 +作为输入
传到 ,+,-5303中进行同化#得到同化的分析值作
为最终结果>图 L 中各个参数物理含义均对应于
表 $>

图 JM同化分析过程参数传递过程
>)+?JMN*-*#&(&-(-*20/&-$-,’&00,/8*(* *00)#)%*(),20"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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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M同化系统设定与结果验证
COCOEM系统设定

为检验建立的试验系统的有效性#本文将通
过太湖实例来进行说明>在实例中太湖周边出入
湖河流概化为主要的边界控制断面%计算过程中
所需的边界条件#主要根据河道附近自动监测站
点的监测数据获取%风场/气温等强迫场资料来自
于太湖自动在线监测系统提供的监测数据>模型
计算的水动力初始场采用太湖多年月平均值#模
型从 $""& 年 L 月 %E 日 %" 时起向前运行两周时
间#获得模型计算开始时刻 $""& 年 L 月 !" 日 %"
时的水位和流速#叶绿素 ,质量浓度的初始场数
据根据计算开始时刻的卫星遥感数据插值得到#
其余水质因子的初始值浓度根据太湖往年月平均
水质情况分区给定>在同化系统中#设定集合数
为 %"#<97)*半径设置为 #"" ;#将模型预报场/观

测场输入建立的试验系统进行计算>
COCOCM结果验证

模型计算的叶绿素 ,质量浓度空间分布如图
#!,"所示>观测数据采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
湖泊研究所湖泊与流域数据中心提供的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 $#" ;空间分辨率的 TYSN<
叶绿素 ,质量浓度反演数据#因为云层覆盖的缘
故仅取其有效的反演区域#空间分布如图 #! @"所
示>经同化得到分析场空间分布如图 #!9"所示>
从叶绿素 ,质量浓度的空间分布上!图 #"可以发
现#对比未经同化前的模型预测结果#同化之后的
结果有了显著的改善#特别是模型计算结果出现
明显0断裂1的西太湖区域#经过同化之后的 0断
裂1现象有明显的缓解#不再呈现出空间突变的
现象>

图 GMCDDV 年 G 月 F 日 ED!ED 太湖叶绿素 * 质量浓度分布图
>)+?GM;,#$*-)0,2,/0$*()*%8)0(-)67(),20,/’.%,-,$."%%5* )2:*c&R*).7*(ED!ED ,2_*" F$ CDDV

M

AA表 ! 是利用 ! 个统计指标!O0,3/RT<H/TH"
对模型预报值#观测值与分析值经过统计分析之
后的数据>由表 ! 可知#利用H+_C同化方案进行
同化之后的分析值#相对仅仅依靠模型进行预测
的模型计算结果来说#! 个统计指标均有了很大
的提高# O0,3由 a$$fLD &GZM提高到 "fDD &GZM#
表明经过同化分析模型预报值的低估有所缓解%
RT<H由 !#fDE &GZM减小到 !"f&E &GZM#减小了
%#f#x%TH由 a"f"E 提高到 "f$%#表明观测值与

表 FM观测值%模型预报值与分析值统计数据

R*6%&FM;,#$*-)0,2,/8*(* ’.*-*’(&-6&(4&&2

(.&,60&-1&8*28*00)#)%*()1&-&07%(0

O0,3Z!&GZM" RT<HZ!&GZM" TH

观测值 =< 模型预报值 a$$fLD !#fDE a"f"E

观测值 =< 模型分析值 "fDD !"f&J "f$%

分析值的匹配程度较观测值与模型预报值的匹配
程度有了相当的提升>! 个指标从另一个方面证
实了同化系统是切实有效的>

FM结论及展望

本文仅着眼于数据同化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主要涉及到 H+_C算法中的关键步骤#包括初始
集合的生成#集合数的确定和 <97)*半径的应用>
结合卫星遥感反演数据和模型模拟结果#同化技
术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太湖水体叶绿素 ,质量浓
度预测的效果#分析值与观测值偏差明显小于预
报值与观测值的偏差#O0,3由 a$$fLD &GZM提高
到 "fDD &GZM#RT<H由 !#fDE &GZM减小到 !"f&E
&GZM#TH由 a"f"E 提高到 "f$%>此外#本文建立
的系统提供了同化过程同化方案优化的实验接
口#方便下一步调试>

L!E



第 # 期 王泽人#等$基于集合卡尔曼滤波的太湖叶绿素 ,浓度同化试验系统设计及实现

实际上#系统确实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下
一阶段将利用本文建立的试验系统对影响同化效
果的关键参数进行一系列的敏感性试验#采用遥
感数据抽稀/调整 <97)*半径以及改变观测独立
性假设等研究手段#进一步改善该系统的预测效
果>

本文在完成过程中# 意大利锡耶纳大学
<4212+ 8*47)*>M(032--2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理与湖泊研究所姜广甲博士给予了很好的修改意
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 % ’AQ,+Ge <# T,RP# c7,+GM# 24,->M,X234,4)3;,[(*

?*(@-2;3,+: ?*(42940(+ 34*,42G50+ 670+,&’’>’()*+,-(.M,X2

<902+923# $"%"#$$!E" $D&&IJ%"!0+ 670+232">

杨桂山#马荣华#张路#等>中国湖泊现状及面临的重大问

题与保护策略&’’>湖泊科学#$"%"#$$!E" $D&&IJ%">

& $ ’A_(+GC p# e,(e>P5?(472303(+ 95,+(@,942*0,@-((;I

.(*;0+G;297,+03;0+ -,*G237,--(U2)4*(?709-,X23&’’>894,

H9(-(G09,<0+09,# $""##$#!!" $#J&I#&#!0+ 670+232">

孔繁翔#高光>大型浅水富营养化湖泊中蓝藻水华形成机

理的思考&’’>生态学报#$""##$#!!" $#J&I#&#>

& ! ’AS),+ P \# T,R P# p) p C# 24,-> \U(IS29,:2

*29(+34*)940(+ (.,-G,-@-((; 0+ 670+,n3-,X2\,07) & ’’>

H+10*(+;2+4,-<902+92m\297+(-(G5# L!!%"" $!#$$I!#$J>

& L ’A_(+GCp# T,RP# e,(’C# 24,->\72472(*5,+: ?*,94092

(.?*212+40(+# .(*29,34,+: U,*+0+G(+ 95,+(@,942*0,@-((;0+

M,X2\,07)&’’>’()*+,-(.M,X2<902+923# $""&#$% ! ! " $

!%LI!$J!0+ 670+232">

孔繁翔#马荣华#高俊峰#等>太湖蓝藻水华的预防/预测

和预警的理论与实践&’’>湖泊科学# $""&# $% !!" $!%LI

!$J>

& # ’A6*,9X+2--8 l# B2U9(;@2< _# O-,9X 8 C# 24,->\72

8OST8l!8-G,-@-((;:242940(+# ;(+04(*0+G,+: ?*2:0940(+"

9(+92*42: ,940(+ & ’’> N+42*+,40(+,-’()*+,-(.R2;(42

<2+30+G# $""%# $$!$ Z!" $$"#I$LD>

& E ’Ai20O><)G0)*,B>T,2X,U,\>/32(.,*40.090,-+2)*,-

+24U(*X 0+ 472 ?*2:0940(+ (.,-G,-@-((;3& ’’> i,42*

R232,*97# $""%# !#!J" $$ "$$I$ "$J>

& D ’AR297+,G2-C> 8BB8I8*40.090,-+2)*,-+24U(*X ;(:2-.(*

?*2:0940+G3?29023,@)+:,+92,+: 3)992330(+ (.@-)2IG*22+

,-G,2&’’>P5:*(@0(-(G0,# $""L# !L&$LDI#D>

& J ’Al,+ SM# T,RP><212*,-X25?*(@-2;3(.-,X2U,42*]),-045

*2;(4232+30+G&’’>’()*+,-(.M,X2<902+923# $""J#$"!$" $

%!&I%LL!0+ 670+232">

潘德炉# 马荣华>湖泊水质遥感的几个关键问题&’’>湖

泊科学# $""J# $"!$" $%!&I%LL>

& & ’AS,-25R>84;(3?72*09:,4,,+,-5303>6,;@*0:G2,4;(3?72*09

,+: 3?,92 3902+92 32*023& T’> 6,;@*0:G2$ 6,;@*0:G2

/+012*3045l*233# %&&%$$#D>

&%"’AO2++2448C>N+12*32;247(:30+ ?75309,-(92,+(G*,?75&T’>

6,;@*0:G2$ 6,;@*0:G2/+012*3045l*233# %&&$$EJ>

&%%’AR(@0+3(+ 8 R# M2*;)30,)V l C ’> Y12*102U (.:,4,

,330;0-,40(+&RZYM’>& $"%$I%"I"J ’>744?$C *(@0+3(+>

32,3>7,*1,*:>2:)Zl8lHR<Z*2:�*2?(*4�@$>74;->

&%$’A\,-,G*,+: Y>8330;0-,40(+ (.(@32*1,40(+3# ,+ 0+4*(:)940(+

&’’>’()*+,-(.472T242(*(-(G09,-<(90245(.’,?,+# %&&D# D#

!%" $%&%I$"&>

&%!’A67,*+25’# P,-2;T# ’,34*(UR>/32(.0+9(;?-2427034(*09,-

:,4,4(0+.2*472?*232+434,42(.472,4;(3?72*2&’’>’()*+,-

(.47284;(3?72*09<902+923# %&E&# $E$%%E"I%%E!>

&%L’Ai02+2*B> HV4*,?(-,40(+ 0+42*?(-,40(+ ,+: 3;((470+G (.

3,440(+,*540;232*023&T’>T,33,97)32443$TN\l*233#%&EL>

&%#’Ae,+:0+ M<>Y@[294012,+,-5303(.;242(*(-(G09,-.02-:3&’’>

T242(*(-(G09,-T,G,W0+2# %&EE# &#!%%!"" $$JEI$&!>

&%E’AH::58>\7234,403409,-(@[294012,+,-5303(.39,-,*:,4,.02-:3

&’’>’()*+,-(.8??-02: T242(*(-(G5# %&ED# E$#&DIE"&>

&%D’A_,-;,+ RH>8+2U,??*(,97 4(-0+2,*.0-42*0+G,+: ?*2:0940(+

?*(@-2;&’’>’()*+,-(.O,309H+G0+22*0+G# %&E"# J$! <2*023

S" $!#IL#>

&%J’A’,WU0+3X08P><4(97,3409?*(923323,+: .0-42*0+G472(*5&T’>

B2UQ(*X$ H-32102*# %&D">

&%&’AH12+32+ e><2])2+40,-:,4,,330;0-,40(+ U047 ,+(+I-0+2,*

]),30IG2(34*(?709;(:2-)30+GT(+426,*-(;247(:34(.(*29,34

2**(*34,4034093&’’>’()*+,-(.e2(?75309,-R232,*97# %&&L#

&&!6#" $ %" %L!I%" %E$>

&$"’A<,3,X0Q>8+ (@[294012,+,-5303@,32: (+ 4721,*0,40(+,-

;247(:&’’>’()*+,-(.472T242(*0409,-<(90245# %&#J# !E$

D!JIDL$>

&$%’AM2S0;24C p# \,-,G*,+: Y> =,*0,40(+,-,-G(*047;3.(*

,+,-5303 ,+: ,330;0-,40(+ (.;242(*(-(G09,-(@32*1,40(+$

\72(*2409,-,3?2943&’’>\2--)3#%&JE# !J8$&DI%%">

&$$’AM0) 6<# p)2’<>\722+32;@-2_,-;,+ .0-42*472(*5,+:

;247(: :212-(?;2+4&’’>’()*+,-(.\*(?09,-T242(*(-(G5#

$""##$%!E" $E$JIE!!!0+ 670+232">

刘成思# 薛纪善>关于集合 _,-;,+ 滤波的理论和方法的

发展&’’>热带气象学报#$""##$%!E" $ E$JIE!!>

&$!’Al0+:2*eC# e*,5i e>C0+0422-2;2+430;)-,40(+ 0+ 3)*.,92

,+: 3)@3)*.,9275:*(-(G5&T’>B2UQ(*X$ 89,:2;09l*233#

%&DD$%&J>

&$L’Ai((-\8# 8;@*(32RO# T,*40+ ’M# 24,->i,42*]),-045

,+,-530330;)-,40(+ ?*(G*,;!i8<l" =2*30(+Ef" SR8C\$

)32*n3;,+),-&R’>84-,+4,$ /< H+10*(+;2+4,-l*(42940(+

8G2+95# T< \24*2\297# $""%>

&$#’AO()4402*C# 6()*402*l> S,4, ,330;0-,40(+ 9(+92?43,+:

;247(:3&R’>H6TiCM294)*2B(423H)*(?2,+ 62+4*2.(*

T2:0);IR,+G2i2,472*C(*29,343#R2,:0+G#H+G-,+:#%&&&$

#>

&$E’AT,RP# \,+G’i# S),+ P\# 24,->l*(G*2330+ -,X2U,42*

#!E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 第 !" 卷

9(-(**2;(4232+30+G&’’>’()*+,-(.M,X2<902+923# $""&#$%

!$" $%L!I%#J!0+ 670+232">

马荣华# 唐军武# 段洪涛#等>湖泊水色遥感研究进展

&’’>湖泊科学# $""&# $%!$" $%L!I%#J>

&$D’AP()42X,;2*lM# T04972--PM>S,4,,330;0-,40(+ )30+G,+

2+32;@-2_,-;,+ .0-42*4297+0])2& ’’>T(+47-5i2,472*

R2102U# %&&J# %$E!!" $D&EIJ%%>

&$J’AP,;0--\T# i704,X2*’<# <+5:2*6>S034,+92I:2?2+:2+4

.0-42*0+G(.@,9XG*()+: 2**(*9(1,*0,+92 2340;,4230+ ,+

2+32;@-2_,-;,+ .0-42*&’’>T(+47-5i2,472*R2102U# $""%#

%$&$$ DDEI$ D&">

&$&’Ac7),+GcR# p)2’<# M0p M>\72eR8lH< 2+32;@-2

_,-;,+ .0-42*:,4,,330;0-,40(+ 35342;>l,*4N$ S230G+ ,+: 043

42+4,40122V?2*0;2+4&’’>894,T242(*(-(G09,<0+09,# E&!L" $

E$"IE!"!0+ 670+232">

庄照荣# 薛纪善# 李兴良>eR8lH< 集合卡尔曼滤波资料

同化系统 N$系统设计及初步试验 &’’>气象学报# $"%%#

E&!L" $E$"IE!">

&!"’Ae,3?,*0e# 6(7+ < H>6(+34*)940(+ (.9(**2-,40(+ .)+940(+30+

4U(,+: 47*22:0;2+30(+3&’’>k),*42*-5’()*+,-(.472R(5,-

T242(*(-(G09,-<(90245# %&&&# %$#!##L" $D$!ID#D>

&!%’AH12+32+ e> \72 2+32;@-2 _,-;,+ .0-42*$ 472(*2409,-

.(*;)-,40(+ ,+: ?*,9409,- 0;?-2;2+4,40(+ & ’’> Y92,+

S5+,;093# $""!# #!$!L!I!ED>

&!$’AP()42X,;2*lM# S2*(;2’>T247(:3.(*2+32;@-2?*2:0940(+

&’’>T(+47-5i2,472*R2102U# %&&## %$!$$%J%I$%&#>

&!!’Ac72+G C> 8:1,+923 0+ *232,*9723 ,+: ,??-09,40(+3 (.

2+32;@-2?*2:0940(+ U047 0+040,-?2*4)*@,40(+ &’’><902+92m

\297+(-(G5R2102U# $""J#$E!%&" $&"I&#!0+ 670+232">

郑峰>集合预报初值扰动在天气预报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科技导报#$""J#$E!%&" $&"I&#>

&!L’AP) ’\# C2++2-_# T,442*+ ’l# 24,->S,4,,330;0-,40(+ U047

,-(9,-2+32;@-2_,-;,+ .0-42*,??-02: 4(,47*22I:0;2+30(+,-

@0(-(G09,-;(:2-(.472;0::-2,4-,+409@0G74&’’>’()*+,-(.

T,*0+2<5342;# $"%$# &L$%L#I%#E>

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