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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遥感反演结果的悬浮泥沙时空动态规律研究
——— 以珠江河口及邻近海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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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了珠江口及其邻近海域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１５２个时相的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影像反演的悬浮泥沙

浓度结果，通过对悬浮泥沙反演结果影像的叠加，求算叠加像素点像素平均值，计算了研究海域在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年间月、季及丰枯水期几个时间尺度上的悬浮泥沙平均浓度及其平均变化。结果大致表明了陆地径流

对海域的影响范围和悬浮泥沙在海域的运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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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浮泥沙是入海径流中的重要陆源物质，它

携带了丰富的养分和污染物质，一方面成为藻类

的生存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水质、水色等生态

环境，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悬浮泥沙随流

域自然环境和人为活动的不同而呈现出动态变

化，并与海岸带潮汐、风浪等共同作用，对河口岸

滩地貌也带来显著的影响。悬浮泥沙在海岸带水

域的空间分布可以大致表明河流淡水和陆源物质

的可达范围，成为河口海岸地区水流运动的自然

示踪物质。

由于海域面积广大、环境复杂，大面积同步观

测受到技术、资金、海况等条件的限制，采用常规

手段难以快速获得足够的河口悬浮泥沙时空动态

信息。利用覆盖面大、同步性和连续性好、信息丰

富的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可以快速监测河口悬

浮泥沙浓度，直观揭示大面积水域表层含沙量分

布状况和动态变化［１～５］。珠江流域尤其是珠江三

角洲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人类活动影响剧烈，口门

演变延伸速度加快，河口环境呈恶化趋势。本文

通过分析珠江河口及其邻近海域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卫星遥感数据反演的悬浮泥沙浓度，试图寻求河

口悬浮泥沙浓度的时空分布与动态变化规律。

１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由香港科技大学完成的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年１５２个时相的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遥感反

演悬浮泥沙浓度结果图和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珠江口

悬浮泥沙实测数据，对珠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悬浮

泥沙在全年各时期的动态变化进行空间统计分

析。同时，使用相应年份的监测数据对研究结果

进行验证，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影像经过

几何与辐射纠正、数据格式转换后，由基于ＶＣ＋＋

６．０平台开发的软件模块进行去云与去陆处理，泥

沙反演分析模型是基于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第１、２

波段光谱特征的差异，用极值法提取悬浮泥沙浓

度信息，７个断面的数据用于检验算法，悬浮泥沙

浓度探测结果以固定地理坐标的图像格式输

出［６～８］。

本文的研究区域位于多云的南海海岸带，无

云的高质量影像并非每天都能获取，而且，瞬时扫

描捕捉到的光谱特性中反映的瞬态海水光学特性

不具有一般代表意义，分析表明，月可以作为时空

动态分析的基本时间单位，月平均状况可以反映

河口区域水环境的季节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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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悬浮泥沙浓度的季节平均状况，来分析

悬浮泥沙的年变化规律。由于河口区的悬浮泥沙

变化主要受河流入流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按照丰、

枯水文期，计算泥沙浓度的平均分布状况。

本研究采用 ＥＲＤＡＳＩＭＡＧＩＮＥｖ８．５ 的

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ｅｒ模块，按照所选定的月、季节和丰

枯水期三种时间尺度，将不同时间尺度下同一时

段所有年份的遥感反演泥沙浓度结果按像素叠

加，并计算各对应像素点的平均值，生成的结果影

像代表该时段悬浮泥沙时空分布的平均状况，最

后进行各时段悬浮泥沙时空分布状况的比较，进

而研究河口悬浮泥沙时空动态分布规律。由于部

分遥感反演的悬浮泥沙浓度结果图中的局部海域

反演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平均值的计算，本研

究对此作了特殊处理，即在进行叠加求像素平均

值时，反演失败的局部海域不参与运算，而只求算

叠加像素中反演成功部分的平均值，所以只要一

个时段的影像越多，其平均值将越能反映该时段

泥沙时空分布平均状况。

２　数据处理与结果验证

２．１　数据处理

为了得到悬浮泥沙浓度在不同时间尺度的变

化规律及其在各个时间尺度上的空间分布规律，

首先按悬浮泥沙平均浓度１０ｍｇ·Ｌ
－１等间隔划

分１３个浓度等级，然后，分别计算１～１２月、四季

以及丰枯水期悬浮泥沙浓度的平均分布（封二彩

图１）。在研究悬浮泥沙的时间变化规律时，将相

邻时段平均浓度值影像两两相减，以确定相邻时

间段悬浮泥沙的相对变化。对于悬浮泥沙逐月、

逐季或丰枯水期的相对变化，将随后一个月、季节

或丰枯水期的平均浓度影像减去前１个月、季节

或丰枯水期的平均浓度影像，大于０表明悬浮泥

沙浓度增大，反之则降低，采用不同等级来反映其

增减程度（封二彩图２）。

２．２　结果验证

本研究采用珠江口相应年份悬浮泥沙监测数

据对时空分析结果影像和研究中所使用的原始悬

浮泥沙浓度反演结果影像进行了验证。利用ＥＲ

ＤＡＳＩＭＡＧＩＮＥｖ８．５和ＡｒｃＧＩＳｖ８．３，在统一空

间参考下，将珠江口监测站与所使用的影像叠加

（封二彩图３），通过比较各监测站悬浮泥沙监测

值（或研究时段监测平均值）与相同时间对应位置

的悬浮泥沙影像值（或对应时段对应位置影像处

理结果值），计算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以此验证

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与研究方法的正确性。本研究

共选取了１４个监测站的１９个悬浮泥沙监测数据

（或研究时段监测数据平均值），分别对珠江口在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所有年份的３月、７月以及１９９８

年３月１３日悬浮泥沙状况进行了验证（表１）。

表１　珠江口悬浮泥沙验证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Ｅｓｔｕａｒｙ

纬度／（°） 经度／（°） 时间（段）
监测（平均）

值／（ｍｇ·Ｌ－１）

影像（处理

结果）值／（ｍｇ·Ｌ－１）

绝对误差

／（ｍｇ·Ｌ－１）

相对误差

／（ｍｇ·Ｌ－１）

２２．３３８ １１３．６９１ ３月平均 ５０．４ ４７ ３．４１ ０．０６８

２２．５６２ １１３．６２５ ３月平均 ６０．９ ６０ ０．８９ ０．０１５

２２．６２１ １１３．６５０ ３月平均 ８８．７ ６０ ２８．７３ ０．３２４

２２．７２３ １１３．６６２ ３月平均 ５６．０ ５３ ２．９６ ０．０５３

２１．９６９ １１３．６３４ ７月平均 ７２．８ ６９ ３．８０ ０．０５２

２２．３２７ １１３．６３０ ７月平均 １２９．４ １１７ １２．４０ ０．０９６

２２．３３０ １１３．７００ ７月平均 １２７．６ ８７ ４０．６０ ０．３１８

２２．３５０ １１３．６９０ ７月平均 １０４．４ ９５ ９．４１ ０．０９０

２２．３５０ １１３．６９１ ７月平均 １４３．２ ９５ ４８．１９ ０．３３７

２２．３８８ １１３．６０７ ７月平均 ９９．８ １１０ －１０．２０ ０．１０２

２２．３９３ １１３．７０３ ７月平均 ９９．２ ９８ １．２０ ０．０１２

２２．４４５ １１３．６６０ ７月平均 ９９．８ ９７ ２．８０ ０．０２８

２２．４８０ １１３．７７３ ７月平均 ７２．４ １０６ －３３．６０ ０．４６４

２２．６２１ １１３．６５０ ７月平均 ６５．９ ８２ －１６．１３ ０．２４５

２２．７２３ １１３．６６２ ７月平均 ６０．０ ８０ －１９．９９ ０．３３３

２２．３３８ １１３．６９１ 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３日 ５４．２ ５７ －２．７８ ０．０５１

２２．５６２ １１３．６２５ 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３日 ９２．８ ７２ ２０．８０ ０．２２４

２２．６２１ １１３．６５０ 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３日 ９９．０ ７１ ２７．９５ ０．２８２

２２．７２３ １１３．６６２ 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３日 ７３．７ ７３ ０．６５ ０．００９

　　从表１可以看出，１９个验证结果中，有１０个

的相对误差小于０．１，占５２．６％，其中最小相对误

差为０．００９，最大相对误差为０．４６４；１９个验证结

果的平均相对误差为０．１６３。由此判断本研究结

８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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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精度约为８３．７％，本研究结果是可接受的。

３　悬浮泥沙时空分布规律

３．１　月平均悬浮泥沙浓度空间分布与变化

１～３月，悬浮泥沙的分布规律基本相同，各

口门悬浮泥沙平均浓度一般为７０～８０ｍｇ·Ｌ
－１，

悬浮泥沙浓度呈东北西南走向的条带状分布，与

海域西岸平行，向东南方向逐级降低。４、５月份

悬浮泥沙分布范围大体一致，珠江口各口门附近，

悬浮泥沙平均浓度在４月可达７０～１１０ｍｇ·

Ｌ－１，５月为５０～８０ｍｇ·Ｌ
－１，各浓度带以近似相

等的宽度向东南方向逐渐减少。６月，珠江口各

口门附近的平均浓度一般为６０～１００ｍｇ·Ｌ
－１，

从各口门往外海，悬浮泥沙平均浓度逐渐降低。７

月，整个珠江口海域悬浮泥沙浓度增大，分布范围

扩大，悬浮泥沙平均浓度一般为８０～１２０ｍｇ·

Ｌ－１，部分海域平均浓度大于１２０ｍｇ·Ｌ
－１。８

月，各口门附近的悬浮泥沙平均浓度都在１２０ｍｇ

·Ｌ－１以上。９月，口门附近的悬浮泥沙平均浓度

一般为７０～９０ｍｇ·Ｌ
－１，部分海域平均浓度高于

９０ｍｇ·Ｌ
－１，平均浓度呈东北西南走向的条带

状逐级降低，越往外海，浓度带弯曲度越小，说明

径流对悬浮泥沙分布影响越来越小。１０月，珠江

口各口门悬浮泥沙平均浓度在７０～９０ｍｇ·Ｌ
－１。

１１、１２月，各口门悬浮泥沙平均浓度一般为６０～

８０ｍｇ·Ｌ
－１。从１２月到次年２月，珠江口海域

悬浮泥沙平均浓度每月普遍降低１～１０ｍｇ·

Ｌ－１，部分海域平均浓度每月降低１０～２０ｍｇ·

Ｌ－１。２～３月，珠江口海域悬浮泥沙平均浓度开

始逐渐增加。３～４月，由于春汛来临，悬浮泥沙

平均浓度普遍增加，大部分海域增加１０ｍｇ·Ｌ
－１

以上。４～５月珠江口大部分海域悬浮泥沙平均

浓度开始降低，降低比较明显的是各口门及附近

海域，悬浮泥沙平均浓度一般降低１０～３０ｍｇ·

Ｌ－１。５～６月，珠江口大部分海域悬浮泥沙平均

浓度开始增加，越往外海增加越少。６～７月，整

个海域悬浮泥沙平均浓度都不同程度增加，一般

增加１０～４０ｍｇ·Ｌ
－１，部分海域增加幅度大于

４０ｍｇ·Ｌ
－１。７～８月，珠江口悬浮泥沙平均浓度

继续增加，各口门一般增加３０～４０ｍｇ·Ｌ
－１或者

更多，越往外海，变化越来越小，增加值低于１０

ｍｇ·Ｌ
－１。８～９月，整个海域悬浮泥沙浓度全面

降低，从口门往外海，降低幅度由大变小，且降低

相同幅度的海域近似呈带状，浓度较高的海域，浓

度降低幅度大；浓度相对较低的海域降低幅度较

小，浓度降低的空间分布规律与悬浮泥沙平均浓

度的空间分布规律近似一致。９～１０月，珠江口

大部分海域悬浮泥沙浓度继续降低，一般降低１

～２０ｍｇ·Ｌ
－１。１０～１２月，整个海域悬浮泥沙平

均浓度持续降低，每月一般降低１～１０ｍｇ·Ｌ
－１。

从全年各月来看，１～３月，悬浮泥沙平均浓

度较低，空间分布变化不大，到了４月，珠江流域

春汛到来，整个海域平均浓度开始增加，增加明显

的区域是各口门及附近海域，５月正值春夏之交，

平均浓度有所降低，而６～８月，珠江流域进入汛

期，悬浮泥沙平均浓度持续增大，９～１２月，珠江

流域开始由汛期转入枯水期，整个海域悬浮泥沙

平均浓度持续降低，特别是９月，平均浓度降低幅

度较大，１１～１２月悬浮泥沙平均浓度逐月变化较

小。这种分布与变化规律表明，珠江流域降水是

影响珠江口海域悬浮泥沙分布的重要因素。

３．２　不同季节与丰枯水期悬浮泥沙浓度的空间

分布与变化

由封二彩图１、彩图２可以看出，春季，珠江

河口最高浓度区出现在各大口门的沿岸海域，平

均浓度为７０～８０ｍｇ·Ｌ
－１，呈规则的条带状从西

北向东南逐渐由８０ｍｇ·Ｌ
－１降低到２０ｍｇ·

Ｌ－１，各条带宽度几乎相等。夏季，珠江河口内悬

浮泥沙浓度普遍增至全年最高，平均悬浮泥沙浓

度在１００ｍｇ·Ｌ
－１以上的海域范围达到最高水

平，大部分海域平均浓度由口门附近逐渐向外海

方向减少到２０～３０ｍｇ·Ｌ
－１，浓度带曲率和浓度

梯度变化逐渐变小，表明陆地径流对悬浮泥沙的

影响减小。秋季，各口门悬浮泥沙浓度最高达７０

～８０ｍｇ·Ｌ
－１，部分海域高于８０ｍｇ·Ｌ

－１。平

均浓度为４０～５０ｍｇ·Ｌ
－１、３０～４０ｍｇ·Ｌ

－１、２０

～３０ｍｇ·Ｌ
－１的三个浓度带为东北西南走向，

浓度变化逐渐减小。冬季，悬浮泥沙浓度最高区

域仍然在各口门，平均浓度为６０～７０ｍｇ·Ｌ
－１，

部分区域高于７０ｍｇ·Ｌ
－１。由于冬季径流量小，

悬浮泥沙空间分布规律十分明显，平均浓度为５０

～６０ｍｇ·Ｌ
－１、４０～５０ｍｇ·Ｌ

－１、３０～４０ｍｇ·

Ｌ－１、２０～３０ｍｇ·Ｌ
－１的浓度带均呈东北西南走

向，并与海域西岸平行。从冬季过渡到次年春季，

随着珠江口降雨径流的增加，大部分海域悬浮泥

沙浓度增加１～１０ｍｇ·Ｌ
－１；从春季到夏季，珠江

口进入汛期，各口门径流进一步增大，整个海域悬

浮泥沙浓度都不同程度增加。各口门及附近海

域，平均浓度增加３０～４０ｍｇ·Ｌ
－１。从夏季到秋

季，珠江口各口门径流减少，整个海域悬浮泥沙浓

度都不同程度降低，从口门往外海，浓度变化越来

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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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从秋季到冬季，珠江口进入枯水期，口门径

流全年最小，整个海域悬浮泥沙浓度都不同程度

降低，但普遍降低幅度不大，与秋季相比，一般最

多降低１０～２０ｍｇ·Ｌ
－１。

从全年各季来看，春季由于降水逐渐增加，珠

江口悬浮泥沙逐渐增多；到了夏季，珠江流域进入

汛期，悬浮泥沙浓度进一步增大，分布范围更宽；

进入秋季，珠江流域降水减少，悬浮泥沙浓度降

低，分布范围缩小；到了冬季，降水量全年最低，整

个海域悬浮泥沙浓度也降至最低，分布范围缩至

最小。总之，整个海域全年悬浮泥沙浓度变化最

大的是各口门及附近海域，而且这些区域在全年

任何时候悬浮泥沙浓度都相对较高。从时间来

看，夏季悬浮泥沙平均浓度最高，冬季平均浓度最

低，春秋两季相差不大，并介于冬夏季之间。珠江

口丰水期泥沙浓度显著高于枯水期，从各口门往

外海，丰枯水期浓度差值逐渐减小。在丰水期，海

域西岸的各大口门及附近海域，悬浮泥沙平均浓

度一般介于８０～１００ｍｇ·Ｌ
－１之间，有的海域甚

至高于１００ｍｇ·Ｌ
－１。悬浮泥沙浓度由西北向东

南方向逐渐降低，且呈规则的条带状。在枯水期，

海域西岸的各大口门、海湾悬浮泥沙平均浓度最

高，一般为６０～７０ｍｇ·Ｌ
－１，部分海域高于７０

ｍｇ·Ｌ
－１。珠江河口悬浮泥沙在不同季节和丰枯

水期的分布和变化均表现出明显的与中国南方降

水形势较为一致的变化，表明了气象条件是影响

珠江口悬浮泥沙最重要的因素。

４　结　语

对多时相遥感反演的悬浮泥沙结果影像的分

析可以明显看出，珠江河口及其邻近海域悬浮泥

沙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布与变化规律，在全年各个

时期，海域西岸的各大口门、海湾悬浮泥沙平均浓

度都相对最高，平均浓度从各口门向外海（由西北

向东南方向）逐级降低，并呈规律的带状分布，条

带走向为东北西南向。而且，靠近口门的浓度带

弯曲度大，越往外海；弯曲度越小，浓度带也越来

越宽，即浓度梯度变化越来越小，这表明陆地径流

对悬浮泥沙分布的影响越来越小。等浓度线的迁

移和凸出方向，大致表明了悬浮泥沙的运动方向。

遥感反演得到的悬浮泥沙平均浓度和扩散范围，

在不同时间尺度上所表现出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动

态变化均与流域降水量和来水、来沙具有显著的

一致性，反映了河流流域对海岸带水环境的影响

范围和程度，为海岸带水环境与生态监测提供了

宏观尺度上的动态信息，成为海岸带管理的重要

辅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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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０５年《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即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是以测绘为主的专业学术期刊。

其办刊宗旨是：立足测绘科学前沿，面向国际测量界，通过发表具有创新性和重大研究价值的测绘

理论成果，展示中国测绘研究的最高水平，引导测绘学术研究的方向。本刊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

ＥＩ刊源期刊。是国家优秀科技期刊，并获中国国家期刊奖，入选中国期刊方阵。

本刊主要栏目有院士论坛、学术论文、科技新闻等，内容涉及摄影测量与遥感、大地测量与物理

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地图学、图形图像学、地球动力学、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收录本刊

论文的著名国际检索机构包括ＥＩ、ＣＡＳ、Ｐ等，其中ＥＩ收录率达１００％，其影响因子长期名列中国

高校学报前列。本刊读者对象为测绘及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等。

本刊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３８３１７，国外代号 ＭＯ１５５５。Ａ４开本，９６面，定价

８元／册，每月５日出版。漏订的读者可以与编辑部联系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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