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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０４年秋季在太湖进行的一次大范围水体吸收系数、散射系数、辐照度比等生物光学特性及光

学活性物质浓度的测定和计算，分析了秋季太湖光学活性物质浓度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水体生物光学特性，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内陆浅水湖泊非色素颗粒物、浮游植物色素和有色可溶性有机物（ｃｈｒｏｍｏｐｈｏｒｉｃｄｉｓ

ｓｏｌｖ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ＣＤＯＭ）的半分析模型。

关键词：太湖；光学活性物质；吸收系数；后向散射系数；水面下辐照度比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湖泊富营养化、蓝藻水华暴发是当前我国湖

泊，尤其是浅水湖泊所面临的最主要的环境问题，

其中太湖就是我国众多富营养化浅水湖泊中的典

型代表。由于太湖具有生态类型多样、风浪扰动

强烈、蓝藻水华频繁暴发等不同于海洋和深水湖

泊的特点，相应的光学活性物质（非色素颗粒物、

浮游植物和ＣＤＯＭ）浓度和水体光学特性复杂多

变，使得许多水色遥感模型往往不适用。因此，如

何实现大型浅水湖泊水质、蓝藻水华和湖泊富营

养化的快速、实时、动态监测，逐渐成为我国当前

环境遥感、湖泊监测和富营养化治理的重点和难

点。国内先前的许多湖泊水质遥感模型绝大部分

是经验模型，通过现场测定水面上的遥感反射率，

并与实测的叶绿素犪和总悬浮物浓度建立定量关

系［１５］，而真正针对水体内光学活性物质尤其是

ＣＤＯＭ的反演模型则很少。本文对此进行了分

析。

１　材料与方法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０～２９日，在太湖布设了６７

个采样点（图１）。野外记录采样点的经纬度、时

间等，并采集水样，分析总悬浮物、浮游植物色素

浓度和颗粒物、ＣＤＯＭ吸收系数。

图１　采样站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

１．１　悬浮物和色素浓度测定

总悬浮物浓度采用灼烧称重法测定，叶绿素

犪和脱镁叶绿素的测定采用分光光度法。总色素

浓度为叶绿素犪和脱镁叶绿素浓度之和：

犆Ｃｈｌ犪＋犘犪 ＝犆Ｃｈｌ犪＋犆犘犪 （１）

　　总悬浮物中的色素和非色素颗粒物的分离采

用式（２）
［６］进行：

犆Ｔｒｉｐｔｏｎ＝犆ＴＳＭ－０．０７犆Ｃｈｌ犪＋犘犪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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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犆Ｔｒｉｐｔｏｎ、犆ＴＳＭ、犆Ｃｈｌ犪＋Ｐ犪分别表示非色素、总悬

浮物和总色素浓度。由此可以得到非色素颗粒物

浓度。

１．２　吸收、后向散射系数测定及计算

颗粒物、ＣＤＯＭ吸收系数测定与计算的具体

操作参见文献［７］。由于ＣＤＯＭ组成成分的复杂

性，其浓度一般用特征波长的吸收系数来表示，这

里选取犪犵（４４０）来表示ＣＤＯＭ浓度。

总吸收系数为悬浮颗粒物（浮游植物和非色素

颗粒物）、ＣＤＯＭ和纯水吸收系数的线性加和
［８］：

犪狋（λ）＝犪狆（λ）＋犪犵（λ）＋犪狑（λ） （３）

式中，犪狋（λ）、犪狆（λ）、犪犵（λ）、犪狑（λ）分别代表总吸收

系数、颗粒物、ＣＤＯＭ和纯水吸收系数。其中，计

算纯水的光谱吸收系数采用文献［９］方法，纯水

的后向散射系数由下式得到［１０］：

犫犫狑（λ）＝０．５犫狑（λ）＝０．００１４４
λ（ ）５００

－４．３２

（４）

　　从秋季实测的３类光学活性物质的浓度来

看，颗粒物中非色素颗粒物占绝对优势，因此，总

颗粒物散射系数参数化参照Ｂａｂｉｎ等提出的针对

两类水体的公式［１１］：

犫狆（λ）＝０．５犆Ｔｒｉｐｔｏｎ
λ（ ）５００

－０．４

（５）

　　颗粒物后向散射系数与散射系数的比值β＝

犫犫狆／犫狆依赖于颗粒物的粒径分布和折射率，这里采

用Ｐｅｔｚｏｌｄ针对浑浊的沿岸带和内陆水体推荐使

用的０．０１９
［１２］。总后向散射系数为颗粒物和纯水

后向散射系数的线性加和［９］。

１．３　水面下辐照度比的计算模型

Ｋｉｒｋ等利用蒙特卡罗模型，基于水体的固有

光学特性推导出水面下辐照度比的计算公式［８］：

犚（λ，０－
１）＝犳

犫犫狋（λ）

犪狋（λ）＋犫犫狋（λ）
＝

（０．９７５－０．６２９μ０）
犫犫狋（λ）

犪狋（λ）＋犫犫狋（λ）
（６）

式中，犫犫狋（λ）为总后向散射系数；μ０为刚好水面下

入射太阳光的折射角余弦值。根据采样的具体时

间、采样点纬度、当天赤纬即可计算出太阳高度

角，进而可以获得μ０值。此次研究中，秋季太阳

高度角较低，犳 值的变化范围为０．４３２～０．５４１

（均值为０．４７２±０．０３２）。

１．４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采用ＧＩＳ软件绘制各光学活性物质的等值

线，即用反距离加权插值方法插值得到全湖光学

活性物质浓度分布图，进而绘制等值线图。运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引入均方根误差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Ｅ）和相对误差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ＲＥ）作为统计量来检验反演值和

实测值是否一致。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光学活性物质浓度的空间分布

对于太湖而言，光学活性物质的浓度存在很

大的空间异质性。非色素颗粒物浓度的变化范围

为２．９５～１６７．８１ｍｇ／Ｌ，均值为４５．０２ｍｇ／Ｌ，最

高值出现在西南面开阔水域的４９号点，最低值出

现在东南面草型湖区沿岸带的５７号点，最高值是

最低值的５７倍。叶绿素犪的最高值为５３．５９μｇ／

Ｌ，出现在梅梁湾的２２号点；最低值为１．２１μｇ／

Ｌ，出现在５７号点。ＣＤＯＭ吸收系数的空间分布

与叶绿素犪的浓度基本相似，高值出现在梅梁湾

等北部湖区。光学活性物质浓度的空间分布总的

趋势是最低的非色素颗粒物、叶绿素犪 和犪犵

（４４０）均出现在东太湖等草型湖区，浮游植物色素

在北面的梅梁湾和贡湖湾湖区比较高，而非色素

颗粒物则在西南面的开阔湖区较高。

２．２　吸收、后向散射系数及水面下辐照度比

受高浓度悬浮颗粒物和ＣＤＯＭ 在短波部分

的强烈吸收影响，太湖水体在４００～５５０ｎｍ的短

波部分，总吸收系数大致呈下降趋势，之后，变化

趋向平缓。由于秋季水体中的浮游植物浓度并不

高，加上沉积物再悬浮引起非色素颗粒物浓度比

较高，因而在６７５ｎｍ附近，浮游植物的特征吸收

并不明显，只是在个别站点存在峰值（图２（ａ））。

７００ｎｍ之后，总吸收则主要来自于纯水的吸收；

在７００～７５０ｎｍ 波段，随着纯水吸收的明显增

加，总吸收也不断增加；７５０ｎｍ之后由于纯水吸

收下降，总吸收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总后向散

射系数基本上随波长的增加而逐渐降低，由于浮

游植物的浓度比较低，因此，在６７５ｎｍ附近也没

有出现由于浮游植物吸收和散射而形成的弱峰值

（图２（ｂ））。水面下辐照度比在５５０ｎｍ以下短波

部分以及７５０ｎｍ以上长波部分随波长的增加而

逐渐增大，大部分站点在５７０ｎｍ、６５０ｎｍ、７０５

ｎｍ存在３个峰值，而在６２５ｎｍ、６７５ｎｍ、７５０ｎｍ

则存在３个谷值（图２（ｃ））。其中，辐照度比在

５５０ｎｍ以下波段较小，这是由于非色素颗粒物和

ＣＤＯＭ的强烈吸收造成的总吸收系数非常高（图

２（ｂ））。

２．３　非色素颗粒物的反演模型

研究表明，悬浮物的反演一般选取红光和近

红外单波段辐照度比与悬浮物浓度建立其定量关

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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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总吸收系数、后向散射系数及水面下辐

照度比光谱变化（不同线代表不同站点）

Ｆｉｇ．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系［３，１３，１４］。选取线性、指数函数、幂函数和二次

多项式在６００～８００ｎｍ进行回归反演，其中，线

性、幂函数和二次多项式三种模型拟合的决定系

数差别不大，为此，选取最简单的线性函数建立悬

浮物的反演模型。从模型回归决定系数的光谱分

布来看，在７００ｎｍ后，各波长的决定系数相差不

大，以７５０ｎｍ附近的辐照度比建模决定系数最

高，这是因为除纯水外，其他光学活性物质在此波

段都没有明显的吸收峰。

悬浮物中包含非色素颗粒物和浮游植物两种

光学活性物质，其光谱信息是这两种光学活性物

质的叠加。为了更精确地区分各光学活性物质，

这里分别对非色素颗粒物和浮游植物建立反演模

型。考虑到总悬浮物中非色素颗粒物占绝对优

势，因而其反演方法参照总悬浮物。从水面下辐

照度比与非色素颗粒物线性相关的决定系数来

看，各波段决定系数的大小与悬浮物的结果几乎

没有差别，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悬浮物中主要以非

色素颗粒物为主。因此，这里仅给出非色素颗粒

物的反演模型和实测值与模拟值的对比（图３

（ａ）），计算得到模型的ＲＭＳＥ和ＲＥ分别为６．５２

ｍｇ／Ｌ（占平均值的１４．５％）、２０．５％。从反演模

型的决定系数、ＲＭＳＥ、ＲＥ以及实测值和模拟值

的对比来看，基于固有光学测定的水面下辐照度

比能很好地用于非色素颗粒物的定量反演。

２．４　浮游植物色素的反演模型

浮游植物色素浓度的反演可以采取单波段、

波段比值、一阶微分等方法。一般来说，波段比值

法能取得比较好的反演精度。在一类大洋水体

里，由于非色素颗粒物和ＣＤＯＭ 浓度非常低，水

体吸收主要由纯水和浮游植物决定，因而在短波

的４４０ｎｍ附近，浮游植物的吸收峰非常明显，造

成在此波段遥感反射率的谷值，常常利用其他波

段与４４０ｎｍ的遥感反射率的比值来估算水体中

叶绿素犪的浓度
［８，１５］，并与水色遥感器ＳｅａＷｉＦＳ

在此波段的通道联系起来遥感反演大洋水体中的

色素浓度。而在浅水湖泊等光学复杂的二类水体

中，浮游植物在４４０ｎｍ附近的吸收峰被高浓度

的非色素颗粒物和ＣＤＯＭ 所掩盖，而在红光的

６７５ｎｍ和近红外的７０５ｎｍ附近，由于非色素颗

粒物和ＣＤＯＭ吸收系数均较小，其对辐照度比的

干扰要小得多，使得在此波段浮游植物造成的辐

照度比的峰谷值非常明显，可以用于内陆水体色

素浓度的反演。但在利用比值法进行色素浓度的

定量反演时，不同研究者选择不同的波段组

合［１，２，４，１５］。

对以上波段组合与浮游植物色素浓度进行线

性回归分析发现，犚（７０５）／犚（６７５）、犚（７０６）／犚

（６８２）、犚（７０５）／犚（６８０）、犚（７０４）／犚（６７２）波段组合

拟合的决定系数分别为０．７１、０．７１、０．７２、０．６９，各

种波段组合的决定系数差别不是很大。之后，又选

择其他一些邻近波段组合进行回归，最后发现，犚

（７０４）／犚（６８０）拟合的决定系数最高，为０．７３。浮游

植物色素浓度的反演模型如图３（ｂ）所示，ＲＭＳＥ

和平均 ＲＥ 分别 为 ６．１４μｇ／Ｌ （占 平 均 值 的

２８．４％）、２４．３％。选定的犚（７０４）／犚（６８０）与ＭＥＲ

ＩＳ在第９波段（中心波长为７０８．７５ｎｍ）、８波段（中

心波长为６８１．２５ｎｍ）的设置非常吻合，可以考虑

利用 ＭＥＲＩＳ数据来监测太湖浮游植物的色素。但

相比于非色素颗粒物，色素浓度反演的精度略低，

这归结于浅水湖泊浮游植物的水色信号要低于非

色素颗粒物。与一些同类的经验模型相比［２，５］，尽

管模型间的决定系数差不多，但考虑到本次研究较

大的样本量，因此可以说，发展起来的浮游植物色

素浓度反演模型的精度还是有所提高的，但与

２００５年春、夏季的研究相比，模型精度有所下

降［１６］。这主要是由于本次采样水体内浮游植物

色素浓度较低，而春、夏季水体内浮游植物色素浓

度较高（４．６～１６２．４μｇ／Ｌ），浮游植物形成的光

谱信号较强，其遥感反演自然要容易得多。

２．５　犆犇犗犕吸收的反演模型

相比于悬浮物和叶绿素犪的大量反演模型，

ＣＤＯＭ吸收的反演研究相对要少得多，这可能与

ＣＤＯＭ的光谱信号较弱、反演精度偏低有关。已

有的研究显示，ＣＤＯＭ的反演模型大多也选取波

段比值法，但由于不同水体中ＣＤＯＭ吸收对总吸

收的贡献份额以及形成的光谱信号差别很大，因

此，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各自的研究水体提出不同

的波段组合。在海洋或者近岸带水体，为了与水

色遥感器ＳｅａＷｉＦＳ的通道联系起来，大多数研究

者选取４９０ｎｍ、６７０ｎｍ与其他波段的组合来反

演水体中的ＣＤＯＭ 吸收
［１７，１８］。湖泊里的研究则

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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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选取两个波段范围的遥感反射率的比值来建

立ＣＤＯＭ吸收的反演模型
［１９，２０］。

利用４００～７００ｎｍ波段水面下辐照度比进行

单波段组合与犪犵（４４０）进行线性拟合，拟合的结果

显示犚（６４５）／犚（５２０）用于反演太湖秋季ＣＤＯＭ吸

收的精度最高，决定系数为０．５１（图３（ｃ）），计算得

到模型的ＲＭＳＥ和平均ＲＥ分别为０．２６ｍ－１（占

平均值的２４．６％）、２３．５％。参比于其他湖泊选定

的波段组合，本次研究选定的６４５ｎｍ和５２０ｎｍ

波段比值落入Ｋｕｓｔｅｒ等
［１９］、Ｐｉｅｒｓｏｎ等

［２０］提出的

波段范围之内，与Ｋａｌｌｉｏ等
［２１］提出的波段组合也

比较接近。

相比于非色素颗粒物和浮游植物，太湖

ＣＤＯＭ吸收反演模型的精度要低得多，归结于

ＣＤＯＭ吸收形成的光谱信号要远远低于非色素

颗粒物和浮游植物。非色素颗粒物和浮游植物对

光的衰减既有吸收，又有散射，其形成的后向散射

明显改变水面下辐照度比；而ＣＤＯＭ对光的衰减

只有吸收，其对水面下辐照度比的贡献要远低于

非色素颗粒物和浮游植物。基于这次实验测定的

数据分析表明，非色素颗粒物、浮游植物和

ＣＤＯＭ对ＰＡＲ漫射衰减的贡献率分别为５８．１％

～９５．９％（均值为８２．６％）、２．８％～３４．６％（均值

为９．７％）、０．８％～２２．８％（均值为６．８％）
［２２］。

３　结　语

通过对水体吸收系数、散射系数等固有光学

特性的测定和计算，利用生物光学模型得到水面

下辐照度比，进而发展太湖秋季三类光学活性物

质的定量反演模型。但由于模型在散射系数和后

向散射系数的确定上利用了在其他地区获得的参

图３　反演模型及实测值和模拟值的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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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这对模型的精度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加之样

本数据仅为秋季，因此以后的研究要特别关注散

射系数和后向散射系数的精确测量和β值的确

定，并增加其他季节的样本量，以提高模型反演的

精度。

致谢：野外采样得到唐军武、孙小洲、宋庆君、

高飞、杨安安、李刚、朱建华等同志的大力帮助，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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