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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光谱数据估算太湖水体犆犇犗犕
浓度的神经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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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南京师范大学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市文苑路１号，２１００４６）

摘　要：利用２００７１１０８～２００７１１２１１４ｄ时间对太湖７４个样点进行了水质取样分析和波谱实测。在分析

水体固有光学特性的基础上，确定了ＣＤＯＭ浓度遥感反射比的敏感波段，建立了湖泊水体ＣＤＯＭ 浓度反演

的神经网络模型。结果表明，隐含层节点数为１０的神经网络模型在各神经网络模型中效果最佳。利用验证

样本对神经网络模型和其他算法模型进行误差分析，发现神经网络模型更适用于湖泊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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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可溶性有机物（ｃｈｒｏｍｏｐｈｏｒｉｃ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ＣＤＯＭ），又称黄质，是溶解性有

机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遍存在于海洋、湖泊和河

流中。ＣＤＯＭ的化学组成比较复杂，主要包括腐

质酸、芳烃聚合物、碳水化合物、酚等物质，目前尚

无法确定其浓度，常用３５５ｎｍ、３７５ｎｍ、４４０ｎｍ

等波长处的吸收系数表示其浓度［１，２］，吸收系数

越大，对应的ＣＤＯＭ 浓度就越高。ＣＤＯＭ 作为

重要水质参数之一，许多学者对其进行过遥感反

演研究。美国国家航天局的 ＭＯＤＩＳ传感器在０．

４０５～１４．３８５μｍ波谱范围内具有３６个光谱通

道，拥有多种海洋数据产品，其中对ＣＤＯＭ 反演

利用的算法模型（简称 ＭＯＤＩＳ算法模型）
［３］为：

犪ＣＤＯＭ（４００）＝１．５×

［１０
－１．１４７－１．９６３ρ１５－１．０１ρ

２
１５＋０．８５６ρ２５＋１．７０２ρ

２
２５］ （１）

式中，ρ１５ ＝ｌｇ［犚狉狊 （４１２）／犚狉狊 （５５１）］；ρ２５ ＝

ｌｇ［犚狊（４４３）／犚狉狊（５５１）］。波长４１２ｎｍ、４４３ｎｍ和

５５１ｎｍ为 ＭＯＤＩＳ数据波段的中心波长，该模型

的相对误差在３５％～５０％之间。文献［４］对波罗

的海水体ＣＤＯＭ 吸收与遥感反射比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建立了Ｋｏｗａｌｃｚｕｋ模型：

犪ＣＤＯＭ（４００）＝１０
（－０．２０－０．５０犡＋０．６５犡

２）

（犚２ ＝０．６３，狀＝５７７） （２）

式中，犡＝ｌｇ（犚狉狊（４９０）／犚狉狊（５９０）），此模型的平均相

对误差为４％，相对误差的标准差为３２％。诸学者

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且多数研究是基

于波段组合建立的经验模型，缺少对水体固有光

学特性的分析，这无疑将降低模型的通用性。

本文以太湖为实验区，野外实测了水体的高

光谱数据和固有光学量数据。在分析水体各组分

固有光学特性的基础上，确定了ＣＤＯＭ遥感反射

比的敏感波段，建立了湖泊水体ＣＤＯＭ浓度反演

的神经网络模型。同时，利用验证样本对神经网

络模型和已有的算法模型进行了误差分析，发现

神经网络模型更适于湖泊水体。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站点与采样

太湖湖泊面积为２３３８．１ｋｍ２，平均水深１．９

ｍ，最大水深２．６ｍ，是典型的大型浅水内陆湖

泊［５］。利用２００７１１０８～２００７１１２１１４ｄ时间对

太湖７４个样点进行观测，测量各样点的光谱数

据，同时记录采样点的位置坐标和光谱数据测量

时的风速风向，并采集湖体表层水样，样品放入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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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箱带回实验室进行相关参数的测定。

１．２　数据获取及分析

先利用０．４５μｍ的ＧＦ／Ｆ滤膜过滤一定体积

的水样，再使用０．２２μｍ的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滤膜过滤已

经过滤过的水样，即可得ＣＤＯＭ 水样，将ＣＤＯＭ

水样放入比色皿中，利用分光光度计（实测范围为

２４０～８００ｎｍ）测量ＣＤＯＭ 的吸光度，然后可通

过式（３）计算各波长的吸收系数
［６］，并作散射校正

（式（４））：

犪（λ′）＝２．３０３犇（λ）／狉 （３）

犪（λ）＝犪（λ′）－犪（７５０）λ／７５０ （４）

式中，犇（λ）为吸光度；狉为光程路经；犪（λ′）为波长

λ的未校正的吸收系数；犪（λ）为波长λ的吸收系

数（ｍ－１）。本文利用４４０ｎｍ处的ＣＤＯＭ吸收系

数表示其浓度。

光谱测量使用的是美国 ＡＳＤ 公司生产的

ＡＳＤＦｉｅｌｄＳｐｅｃＰｒｏ便携式光谱辐射计，其波段范

围为３５０～１０５０ｎｍ。仪器观测的数据有标准灰

板（反射率为３０％）、水体和天空光的光谱辐亮度

信息，每个对象采集１０条光谱数据，剔除异常光

谱，其余光谱数据作均值处理。为了避开太阳直

射反射和船舶阴影对光场的破坏，采用一定的观

测角度进行水体光谱观测，具体的实验观测几何

及遥感反射率的提取方法可参阅文献［７］。在获

得的各样点水体遥感反射率中，剔除藻类水华区

域的光谱数据，原因在于这些光谱都表现出绿色

植被的光谱特征，而无法真实地反映水体信息。

此外，文献［８］认为太湖系光学浅水湖泊，底质对

水体光谱信息产生重要影响，其研究表明东太湖、

胥口湾等是主要的底质影响区。本文将这些湖区

的样点予以剔除。经上述处理后，最后保留４９组

数据。

悬浮颗粒物的吸收系数采用定量滤膜技术测

定，水体后向散射系数通过 Ｗｅｔｌａｂｓ公司的散射

仪（ＥＣＯＢＢ９）测得
［９］。

在４９组样本数据中，随机选择３４组用于神

经网络模型的构建，其余１５组用于模型的预测验

证，神经网络模型的建立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６．５软件实

现。参数的统计分析、相关系数的计算、误差分析

等利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犆犇犗犕光学特性及敏感波段分析

ＣＤＯＭ是水体重要的光衰减因子，其浓度和

光学特性显著地改变了水体水色和水下光场强度

的分布［１０］。ＣＤＯＭ光学特性比较单一，主要表现

为吸收。在紫外１９０～２５０ｎｍ波段范围，ＣＤＯＭ

吸收光谱存在一明显的吸收峰，文献［１１］认为可

以用高斯曲线函数进行模拟，故常称其为高斯吸

收峰。在近紫外、可见光范围（２５０～７５０ｎｍ），

ＣＤＯＭ吸收系数随波长的增加逐渐降低并趋于

零，其吸收光谱随波长基本上呈指数函数衰

减［６，１２］。４９个样本的犪ＣＤＯＭ （４４０）变化范围为

０．０５～１．４２ｍ
－１，平均值为（０．４８±０．３１）ｍ－１。

作为水体固有光学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ＣＤＯＭ吸收是影响水色要素反演的重要因素。

水体总吸收等于水体中各组分吸收的线性叠

加［１３］，所以各组分对水体光谱反射率的影响程度

可通过各组分吸收占总吸收的比例加以反映。图

１显示了部分样点ＣＤＯＭ 吸收占总吸收的比例

光谱。ＣＤＯＭ 在蓝紫光的强吸收使其在此波段

具有较高吸收比例，并随波长的增加吸收比例逐

渐降低；在绿光５５５ｎｍ附近出现ＣＤＯＭ 吸收比

例峰值，这是因为在此波段范围，虽然ＣＤＯＭ 和

悬浮颗粒物的吸收都小于蓝紫光波段，但悬浮颗

粒物的吸收减小得更快，而ＣＤＯＭ吸收光谱相对

平缓，使得此处出现峰值；从绿光到红光波段范

围，ＣＤＯＭ 吸收比例则逐渐降低，主要是由

ＣＤＯＭ在此波段范围微弱的吸收和纯水的高吸

收造成的。ＣＤＯＭ 的光学吸收特性使得其浓度

与遥感反射比具有负相关关系。图２显示了各波

长遥感反射比与犪ＣＤＯＭ（４４０）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

数。由图２可见，在５５５ｎｍ附近出现了较高的负

相关，这与此处ＣＤＯＭ的高吸收比例形成较好的

吻合；而在紫光范围（３５０～４００ｎｍ）的弱相关性

则主要是由遥感反射比的数据噪声及较高的颗粒

物后向散射造成的；在红光波段由于纯水的高吸

收和浮游植物的吸收峰使得此处的相关性也不够

明显。因此，绿光５５５ｎｍ 附近波长是 ＣＤＯＭ

遥感反射比变化的敏感波段，同时为了增强水中

图１　部分样点ＣＤＯＭ

吸收占总吸收的比例

Ｆｉｇ．１　ＣＤＯＭ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ｏｔａ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

　

图２　犪ＣＤＯＭ（４４０）与遥感

反射比的相关性

Ｆｉｇ．２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犪ＣＤＯＭ（４４０）

ａｎｄ犚狉狊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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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ＯＭ信息，选择了占总吸收比例较高的４００

ｎｍ 参与分析。本文选择４００ｎｍ、５５０ｎｍ、５５５

ｎｍ和５６０ｎｍ作分析，之所以选择５ｎｍ间隔分

辨率的原因在于，即将发射的环境一号卫星上配

置有光谱分辨率为５ｎｍ的超光谱成像仪，本文

以期为环境一号卫星数据在水体中ＣＤＯＭ 浓度

反演上的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２．２　神经网络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以其自学习、自组织、较好的容

错性和优良的非线性逼近能力而备受关注，在实

际应用中，８０％～９０％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是采

用误差反传算法或其变化形式的网络模型（简称

ＢＰ网络）。理论上已证明具有偏差和至少一个Ｓ

型隐含层加上线性输出层的网络，能够逼近任何

有理函数［１４］。在设计ＢＰ网络时应优先考虑３层

网络（即有１个隐含层），而一般靠增加隐含层的

节点数来获得较低误差，其训练效果比增加隐含

层数更易实现。因此，本文建立了３层神经网络

模型，分别以遥感反射比犚狉狊（４００）、犚狉狊（５５０）、

犚狉狊（５５５）和犚狉狊（５６０）为输入层的４个神经元，以

犪ＣＤＯＭ（４４０）为输出层惟一的神经元。神经元传递

函数使用正切Ｓ型函数，为防止神经元进入饱和

状态，减少平台现象的出现，加快学习，对网络的

输入样本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同时，样本训练函

数利用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算法完成，并采用

带动量项的ＢＰ学习函数，学习率取０．２，训练误

差ｇｏａｌ取０．０００１。

隐含层神经元节点数的选择是神经网络模型

设计的最关键步骤，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神经网络

模型的性能，而且也是训练时出现“过拟合”的主

要原因，但目前理论上还没有比较科学的、普遍的

确定隐含层节点数的方法。为尽可能避免训练时

出现“过拟合”，保证足够高的网络性能和泛化能

力，确定隐含层节点数的基本原则是：在满足精度

要求的前提下取尽可能紧凑的结构，即取尽可能

少的隐含层节点数。本文设置了１～１２个隐含层

节点，分别对各节点数的神经网络模型进行网络

训练，并利用模型模拟值与实测值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系数（犚）和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对含不同隐含

层节点数的神经网络模型的测试结果进行比较，

从而选出最佳节点数。表１显示了不同隐含层节

点数的神经网络模型模拟值与实测值的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犚）和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通过比较

发现，节点数为１０的神经网络模型犚＝０．８８７，

ＲＭＳＥ＝０．１５６，在各节点模型中测试结果最好。

表１　不同隐含层节点神经网络模型的犚和ＲＭＳＥ

Ｔａｂ．１　犚ａｎｄＲＭＳＥｏｆ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ｅｌｌｓ

节点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Ｒ ０．６２９ ０．６４３ ０．７７７ ０．８２８ ０．７５３ ０．７８８ ０．７８４ ０．７３６ ０．８４９ ０．８８７ ０．６４６ ０．８８５

ＲＭＳＥ ０．３３７ ０．２２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６２ ０．３３１ ０．１９２ ０．１３５ ０．３７９ ０．２０２ ０．１５６ ０．２０５ ０．１９８

２．３　模型的验证与比较

表２显示了神经网络模型、ＭＯＤＩＳ算法模型

和Ｋｏｗａｌｃｚｕｋ模型的相对误差统计分析，其中神

经网络模型利用剩余的１５个验证样本作分析，而

ＭＯＤＩＳ算法模型和Ｋｏｗａｌｃｚｕｋ模型则利用全部

的４９个样本。神经网络模型相对误差的最小值

为－５４．１％，最大值为３４．８％，平均相对误差为

（１２．８±２９．９）％；ＭＯＤＩＳ算法模型和Ｋｏｗａｌｃｚｕｋ

模型的平均相对误差则分别达到了（９５．２±

２．４）％和（－９．８±５８．９）％。通过比较可知，神经

网络模型的验证误差远小于其他两模型，说明神

经网络模型对反演湖泊水体ＣＤＯＭ 浓度具有一

定的应用价值，而 ＭＯＤＩＳ算法模型和 Ｋｏｗａｌｃ

ｚｕｋ模型则不适用于太湖水体。此外，经分析，之

前研究提出的犚狉狊（５１０）／犚狉狊（５５５）和犚狉狊（６７０）／

犚狉狊（４４３）波段组合方法也不适用于太湖水体。

表２　神经网络模型和其他模型的误差比较／％

Ｔａｂ．２　Ｅｒｒ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ｕｔ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

相对误差 神经网络模型 ＭＯＤＩＳ算法模型 Ｋｏｗａｌｃｚｕｋ模型

最小值 －５４．１ ８７．１ －２０１．７

最大值 ３４．８ ９８．２ ６９．７

平均值 １２．８ ９５．２ －９．８

标准差 ２９．９ ２．４ ５８．９

３　讨　论

目前，湖泊水体水色遥感中已经开展了较多

的悬浮颗粒物和叶绿素浓度的遥感反演研究，并

取得了较好的结果，而相比悬浮颗粒物和叶绿素

而言，ＣＤＯＭ 的水体光谱信息较弱，给遥感提取

ＣＤＯＭ浓度带来一定的困难。许多研究表明，

ＣＤＯＭ吸收与荧光信号值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

显著线性关系，证实了利用荧光信号值反演水中

ＣＤＯＭ 浓度的可行性
［１２］，然而限于传感器的发

３５８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７月

展，相应的研究目前无法用于卫星遥感。ＣＤＯＭ

是溶解有机碳（ＤＯＣ）库中吸收紫外光和可见光

的部分［１５］，代表了溶解有机物中具有颜色的那部

分物质［１６］，它与 ＤＯＣ 存在密切的关系。加之

ＣＤＯＭ的复杂化学组成使得目前仍无法通过水

质化学的方法测定其浓度，因而 ＤＯＣ常替代

ＣＤＯＭ进行遥感反演研究
［１７］。但有研究表明，

ＣＤＯＭ吸收系数与ＤＯＣ浓度相关性存在较大变

化与ＤＯＣ的组成有关，有时两者之间的关系比

较微弱［１８］，这说明两种物质之间的替代遥感研究

具有一定模糊性。

国内外诸多学者对遥感反演ＣＤＯＭ 吸收进

行过研究，其中形成比较经典的模型有 ＭＯＤＩＳ

算法模型、Ｋｏｗａｌｃｚｕｋ模型、犚狉狊（５１０）／犚狉狊（５５５）模

型、犚狉狊（６７０）／犚狉狊（４４３）模型等。将这些模型用于

太湖水体后出现较大误差，原因在于模型本身具

有较大的误差范围以及模型可能适用于不同类型

的水体。复杂的光学湖泊水体中，各组分的吸收

和后向散射特性是影响水体遥感反射比光谱的关

键因素，欲准确地提取水体中ＣＤＯＭ 的浓度信

息，需选择除ＣＤＯＭ外水体其他组分对光谱反射

率信息影响较小的波段范围，这样方能在较大程

度上减少水体其他组分对ＣＤＯＭ 浓度反演的干

扰。之前的研究利用卫星影像数据，受传感器光

谱通道设计的限制，未能更充分地发现ＣＤＯＭ的

光谱敏感波段，同时其通过波段组合建立的经验

模型缺乏物理基础，大大降低了模型的可移植性。

本文通过地面实测高光谱数据，并首次结合水体

其他组分的固有光学特性分析了ＣＤＯＭ 的敏感

波段范围，建立了ＣＤＯＭ浓度反演的神经网络模

型，对湖泊水体ＣＤＯＭ浓度的反演具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然而，该模型的平均相对误差为（１２．８±

２９．９）％，反演精度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４　结　语

１）ＣＤＯＭ吸收占总吸收的比例光谱在蓝紫

光波段具有较高的吸收比例值，并随波长的增加

吸收比例逐渐降低；在绿光５５５ｎｍ 附近出现

ＣＤＯＭ吸收比例峰值，这是由悬浮颗粒物吸收的

锐减造成的；从绿光到红光波段范围，ＣＤＯＭ 的

吸收比例逐渐降低。

２）ＣＤＯＭ吸收系数与遥感反射比具有负相

关关系，在５５５ｎｍ附近出现了较高的负相关性，

与此处的ＣＤＯＭ高吸收比例形成较好的吻合；在

紫光和红光波段由于数据噪声、纯水的高吸收等

因素影响相关性不够明显。因此，绿光５５５ｎｍ

附近波长是ＣＤＯＭ遥感反射比变化的敏感波段。

３）建立了ＣＤＯＭ浓度反演的３层神经网络

模型，分别以遥感反射比犚狉狊（４００）、犚狉狊（５５０）、

犚狉狊（５５５）和犚狉狊（５６０）作为输入层的４个神经元，

以犪ＣＤＯＭ（４４０）为输出层惟一的神经元。经学习训

练后，比较测试结果发现，节点数为１０的神经网

络模型在各隐含层节点的模型中效果最佳。

４）利用验证样本对神经网络模型、ＭＯＤＩＳ

算法模型和 Ｋｏｗａｌｃｚｕｋ模型的相对误差进行统

计分析后得出，神经网络模型的平均相对误差为

（１２．８±２９．９）％；ＭＯＤＩＳ算法模型和Ｋｏｗａｌｃｚｕｋ

模型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９５．２±２．４）％以及

（－９．８±５８．９）％。通过比较可知，本文建立的神

经网络模型的验证误差远小于其他两模型，说明

此模型对反演湖泊水体ＣＤＯＭ 浓度具有一定的

应用价值，而其他两模型则不适用于太湖水体。

此外，还验证了犚狉狊（５１０）／犚狉狊（５５５）和犚狉狊（６７０）／

犚狉狊（４４３）波段组合的方法同样不适用于太湖水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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