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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１３幅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ＥＴＭ＋鄱阳湖区遥感影像，提取不同水位下的淹水范围，根据淹水面积与湖

内７个水文站水位相关性，确定都昌水文站水位能够最好控制鄱阳湖水面范围。为了改善中低水位条件下淹

水范围的制图精度，将遥感提取的水体边界作为水位等值线，插值建立鄱阳湖基于水体边界的数字高程模型

（ｔａｔｅｒｌｉｎｅｂａｓｅｄＤＥＭ，ＷＬ＿ＤＥＭ），利用 ＷＬ＿ＤＥＭ和都昌水位实现中低水位淹水范围制图。结果表明，中低

水位条件下，基于 ＷＬ＿ＤＥＭ的淹水范围制图精度都有显著提高。

关键词：鄱阳湖；淹水范围；遥感；ＤＥＭ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Ｐ２３７．９

　　湖泊水文过程对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

功能都有重要的影响作用［１］。湖泊淹水范围是湖

泊水文特征的重要方面，淹水范围制图对于研究

湖泊水文过程、湖泊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都具有

重要意义。ＤＥＭ在洪水淹没范围、洪水模拟等水

文过程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２３］，但详细的ＤＥＭ

难以获取，而粗分辨率的地形资料得到的水面范

围又难以满足精度要求，导致很少有基于ＤＥＭ

的水体淹没模型能够很好地描述冲积平原的地形

特征［４，５］。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遥感技术就被广泛

用于洪水淹没范围制图［６，７］，主要利用美国地球

资源卫星ＬａｎｄｓａｔＭＳＳ／ＴＭ 传感器获取的可见

光范围多光谱影像［７，８］。由于可见光遥感不能穿

透云层，洪水期间不能正常工作，而主要用于洪水

过后的淹没范围制图［９］。尽管可见光遥感存在局

限性，由于具有合适的空间分辨率（如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ＥＴＭ＋、ＳＰＯＴ）或较高的时间分辨率（如

ＭＯＤＩＳ数据），可见光遥感在水面范围制图中仍

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淹水范围的遥感制

图只能得到遥感获取时间的情况，不能获取任意

水位条件下的淹水范围。利用遥感获取的水体边

界线建立ＤＥＭ 地形重建中
［１０１２］，沈欣等［１３］利用

多时相遥感数据重建了白洋淀水底地形。

１　研究区概况

鄱阳湖位于长江中游，江西省北部，承纳江西

省境内赣江、抚河、信江、修水、饶河等“五河”来

水，通过调蓄后经湖口流入长江，湖泊水文环境受

“五河”与长江的共同控制。受季风气候影响，鄱

阳湖流域水旱灾害频繁发生，造成鄱阳湖水位变

化悬殊。据都昌水文站水位记录，１９５５～２００１年

间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分别是６．２８ｍ和２０．６０

ｍ（１９８５年国家标准高程，本文采用该高程基

准），湖泊水位差异悬殊导致湖泊形态差异悬殊，

呈现“高水为湖、低水似河”和“洪水一片、枯水一

线”的景观［１４］。近５０多年来，鄱阳湖区经历大规

模围湖造田的农业生产活动，据统计，鄱阳湖区现

有大小圩堤５６４座，总面积４１８０ｋｍ２，湖泊面积

平均每年减少４０多ｋｍ２，湖泊湿地大量萎缩
［１５］。

１９９８年洪水后，“退田还湖”政策开始启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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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造田”和 “退田还湖”从根本上改变了鄱阳湖形

态特征，对鄱阳湖水文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犇犈犕数据

鄱阳湖区１∶５万等高线地形图在低山平原

区的等高线间距是５ｍ，山区为１０ｍ，中间有些

高程控制点作为补充。对全部等高线、高程点以

及静止水体范围线、河流等地形特征要素数字化

形成矢量地形图，在 ＡｒｃＧＩＳ环境下对高程要素

进行空间插值生成栅格尺寸为３０ｍ×３０ｍ的数

字高程模型（ｃｏｎｔｏｕｒ＿ｂａｓｅｄ＿ＤＥＭ，ＣＢ＿ＤＥＭ）

（图１）。该数据在湖泊的中心缺少数据，缺少数

据部分缺省为１１ｍ。原ＤＥＭ 数据采用１９８０西

安坐标系的６°分带高斯克吕格投影，中央经线为

１１７°，在 ＡｒｃＧＩＳ环境下进行拼接后转换为横轴

墨卡托投影。

图１　鄱阳湖区ＤＥＭ和环湖圩堤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ＥＭｆｏｒ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

Ｌｅｖｅ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

２．２　水文站观测的水位数据

收集了各遥感影象获取时间的鄱阳湖内７个

水文站（图２）（都昌、湖口、星子、吴城［赣江］、吴

城［修水］外洲、棠荫和康山等）刊布水位，由于吴

城镇是赣江和修水的交接处，这个地方设置了两

个水文观测站，分别监测赣江和修水入湖处的水

文特征。将７个水文站的刊布水位高程转换为

１９８５国家标准高程水位。结合遥感影像提取的

水体面积，确定各水文站水位与水体面积的关系，

选择水位与水体面积相关系数最大的水文站，用

于鄱阳湖不同水位条件下淹水范围的制图。

图２　鄱阳湖主要水文站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

２．３　遥感影像与 犠犔＿犇犈犕重建

文中主要采用了美国Ｌａｎｄｓａｔ卫星所获取的

晴空条件下的１３幅 ＴＭ／ＥＴＭ＋遥感影像，各影

像的获取日期见表１。首先通过选择控制点将所

有影像进行几何纠正，结合ＤＥＭ，投影转换为横

轴墨卡托投影的正射影像。利用这些数据进行非

监督分类提取各影像的水体范围，统计鄱阳湖区

水体面积，结合水文站观测数据建立鄱阳湖水面

范围与水位关系。

在假设相同水位条件下具有相同水面范围的

前提下，将遥感提取的水面范围边界线作为等值

线，赋值为当天的水位，通过空间插值的方法建立

表１　采用的犔犪狀犱狊犪狋影像成像日期及相应的鄱阳湖内水文站观测水位／ｍ

Ｔａｂ．１　ＬａｋｅＬｅｖｅｌ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ｔＳｅｖｅ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Ｓｅｎｓｅｄ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ＬａｎｄｓａｔＩｍａｇｅＤａｔｅ

日期 都昌 湖口 棠荫 星子 康山 吴城［赣江］ 吴城［修水］

１９８７１２１７ ９．７３ ７．５１ １０．９０ ８．２８ １２．０５ １０．１６ １０．０４

１９８９０７１５ １７．３５ １７．５６ １７．４２ １７．３６ １７．２７ １７．３５ １７．３５

１９９３０１３１ ８．３２ ５．６９ １０．０１ ６．６５ １１．１１ ９．２１ ９．０８

１９９３０７１０ １８．３６ １８．２６ １８．４３ １８．２９ １８．３２ １８．３３ １８．３２

１９９９０４０６ １１．４８ ７．３５ １２．３４ １０．１８ １３．１３ １１．５５ １１．４３

１９９９１１１６ １１．２７ １０．９６ １１．５３ １１．０２ １２．０２ １１．３９ １１．３８

１９９９１２１０ ９．２９ ８．６１ １０．２９ ８．７２ １１．４６ ９．７４ ９．８１

２００００４１６ １１．２３ ９．９２ １１．９７ １０．４５ １２．９５ １０．７２ １１．７７

２００００７０５ １５．５４ １５．６８ １５．５９ １５．５４ １５．４５ １５．５５ １５．５２

２００００８２２ １３．７２ １３．８５ １３．８２ １３．７３ １３．７２ １３．８１ １３．８３

２００００９２３ １４．１６ １４．２３ １４．２５ １４．１３ １４．１１ １４．１６ １４．１７

２０００１００９ １４．１３ １４．２８ １３．２２ １４．１４ １３．２４ １４．１３ １４．１５

２００１０１２９ １１．０３ ８．４９ １２．０４ ８．７２ １３．０９ １１．４３ １１．３５

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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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水体边界的数字高程模型（ｗａｔｅｒｌｉｎｅ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ＷＬ＿ＤＥＭ）。由于高水位条件

下基于ＣＢ＿ＤＥＭ的水体范围制图具有很高精度，

所以认为高程大于１８．３６ｍ的区域，ＷＬ＿ＤＥＭ

值等于 ＣＢ＿ＤＥＭ 值，此外圩堤内范围以 ＣＢ＿

ＤＥＭ值替代。由于鄱阳湖水位的空间异质性，湖

泊水边界上各点的高程并不一致，特别是在低水

位下的淹水边界上各点的实际高程的差异更大。

２．４　圩堤数据

鄱阳湖区围湖造田历史悠久［１６］，目前圩堤纵

横６４００ｋｍ
［１７］。鄱阳湖区圩堤较全面的资料是

１９９９年江西省水利厅主持编制的《江西省圩堤图

集》（内部资料）。除了圩堤倒塌的情况，通常圩堤

内与鄱阳湖水体的联系是在人为控制下，不受湖

泊水文地形条件的控制。圩堤内部水体与湖泊水

文站观测水位不存在水力上的联系。文中利用姜

鲁光博士对鄱阳湖区圩堤制图的研究结果［１７］，对

圩堤内区域以掩膜处理，不予考虑。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水面范围遥感提取及水体面积与水位关系

由于ＴＭ数据的近红外波段在水体淹没范

围基本全部被吸收，在影像上表现为黑色调，仅利

用近红外波段就能够准确提取清洁水体。但由于

鄱阳湖水体范围大，水体中悬浮物浓度差异比较

大，在近红外波段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反射率，因此

利用１３景ＴＭ／ＥＴＭ＋遥感影像，通过非监督分类

和标准假彩色合成影像的目视判读相结合，形成水

面范围的二值影像。图３分别是叠加在鄱阳湖区

地形图上的高水位、中水位和低水位鄱阳湖水面范

围。根据遥感提取的水面范围，分别确定鄱阳湖区

水体淹没面积和排除圩堤内的水体淹没面积，通过

对数回归建立水体淹没面积与鄱阳湖内主要水文

站观测水位的关系（图４）。可以看出，水体淹没面

积与都昌水文站水位具有最高的相关系数。此外

从图２的水文站分布图可以看出，都昌水文站处于

鄱阳湖主湖水体的近似中部，利用都昌水文站水位

表征鄱阳湖水体的形态特征具有可行性。不考虑

圩堤内水体淹没面积情况下，水体淹没面积与水位

之间具有更高的相关性，这是由于圩堤内水体与鄱

阳湖主湖水体经常没有水力上联系，圩堤内的水体

不受鄱阳湖内水位的影响。基于以上结果，下文对

鄱阳湖水面范围的制图主要采用都昌水文站观测

水位，并只考虑圩堤之外的范围。

图３　叠加于地形图上的基于遥感的鄱阳湖低、

中和高水位下水体淹没范围（黑色）

Ｆｉｇ．３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ｎｔｓ（ｉｎｂｌａｃｋ）

图４　鄱阳湖内主要水文观测站水位与鄱阳湖水体面积关系

Ｆｉｇ．４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ａｋｅＬｅｖｅｌ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基于犆犅＿犇犈犕的鄱阳湖淹水范围制图

根据遥感影像获取时间的都昌水位，利用ＣＢ

＿ＤＥＭ 分别对２００００８２２、２０００１００９、２００００７

０５、１９８９０７１５和１９９３０７１０等５ｄ的淹水范围，

这５ｄ的都昌水文站观测水位分别是１３．７ｍ、

１４．１ｍ、１５．５ｍ、１７．４ｍ和１８．４ｍ。利用 Ａｒｃ

ＧＩＳ中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功能，分别提取鄱阳湖区

ＣＢ＿ＤＥＭ 小于当天水位的范围作为淹水范围。

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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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遥感获取的淹水范围作为真值，对基于 ＣＢ＿

ＤＥＭ的淹水范围进行评价。如果以整个鄱阳湖

水体进行比较，制图的准确度都在９５％以上。事

实上，离真实水体边界越远，模拟值与真实值一致

性越高，水体边界处的一致性最低。所以，真实水

体边界不同大小的缓冲区的模拟值与真实值的一

致性检验是必要的。

首先根据遥感提取的水体边界，利用边界建

立不同半径缓冲区，以Ｋａｐｐａ系数评价不同大小

缓冲区内模拟值与真实值的一致性 （图５）。由图

５可以看出，随着缓冲区半径的增大，Ｋａｐｐａ系数

增加；另外随着湖泊水位的增加，模拟的淹水范围

精度越高。一般认为在 Ｋａｐｐａ系数大于０．４的

情况下，模拟结果是合理的（ＬａｎｄｉｓａｎｄＫｏｃｈ，

１９７７），所以１９９３０７１０水位为１８．３５９ｍ的情况

下，可以认为模拟的精度为一个像素内。但是在

较低水位下，制图精度都不能控制在一个像素内。

根据１９５５～２００１年都昌水位与其他水文站水位

的比较，水位的空间差异随着水位的增加而减少

（图６），可以认为高水位条件下，水位的空间变异

小，基于ＣＢ＿ＤＥＭ的淹水范围制图精度更高。所

以，基于ＣＢ＿ＤＥＭ 的洪水淹没范围制图是可行

性，但中低水位下仅仅基于ＣＢ＿ＤＥＭ的淹水范围

制图不合理。

图５　不同缓冲区内ＤＥＭ模拟水体淹没

范围的Ｋａｐｐａ系数

Ｆｉｇ．５　Ｋａｐｐａ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ｆｏｒＤＥＭｍｏｄｅｌｅｄ

　　　　

图６　都昌水位与其他６个水文站水位差异

Ｆｉｇ．６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ｕｃｈａｎｇａｎｄＳｉｘＯｔｈ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３．３　基于 犠犔＿犇犈犕的中低水位淹水范围制图

为了提高中低水位淹水范围的制图精度，利

用水线边界重建 ＷＬ＿ＤＥＭ（图７），对２０００１００９

和１９９９０４１６淹水范围进行制图，这２天都昌的

水位分别是１４．１３ｍ和１１．２３ｍ，分别代表中水

位和低水位。分别提取 ＷＬ＿ＤＥＭ小于当天水位

的范围作为淹水范围。图７是在中水位条件下，

分别基于ＣＢ＿ＤＥＭ 和 ＷＬ＿ＤＥＭ 的水体范围。

从图８可以看出，基于ＣＢ＿ＤＥＭ的水面范围基本

不能有效反映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与修水等河

道的水体，这是因为在中水位条件下，湖泊水体存

在一定坡降，河道ＤＥＭ值高于当天的湖泊水位；

而基于 ＷＬ＿ＤＥＭ模拟的水面范围能够较好地提

取河道水体范围。以遥感提取的水面范围为真

值，利用 Ｋａｐｐａ系数分别评价基于 ＣＢ＿ＤＥＭ、

ＷＬ＿ＤＥＭ模拟的水面范围表明 （图９），中水位

条件下基于 ＷＬ＿ＤＥＭ模拟的水面范围结果精度

略高于ＣＢ＿ＤＥＭ模拟结果。在低水位条件下，利

用ＣＢ＿ＤＥＭ不能胜任淹水范围的提取。图１０是

基于ＷＬ＿ＤＥＭ２００００４１６的淹水范围，图１０表

明基于 ＷＬ＿ＤＥＭ的结果基本能够反映低水位下

湖泊主体的淹没范围，但不能够捕捉与主湖泊分

图７　鄱阳湖区基于水体边界的数字高程模型

Ｆｉｇ．７　ＷａｔｅｒＬｉｎｅＤＥＭｆｏｒ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Ｒｅｇｉｏｎ
　　　　　

图８　２０００１００９日模拟的淹水范围

Ｆｉｇ．８　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ｅ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ｎ２０００１００９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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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独立水体范围。由于在低水位条件下，孤立

的小湖泊与主湖泊失去水力联系，根据胡春华

等［１８］的研究，小湖泊水体水位与主湖泊水位不存

在相关性。Ｋａｐｐａ系数评价结果表明（图１１），低

水位下淹水范围制图精度为４个像素。

图９　水体淹没范围

的Ｋａｐｐａ系数

Ｆｉｇ．９　Ｋａｐｐａ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图１０　２００００４１６基于 ＷＬ＿

ＤＥＭ模拟的水体淹没范围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ｅｄ

　 　　

图１１　模拟水体淹没范围

的Ｋａｐｐａ系数

Ｆｉｇ．１１　Ｋａｐｐａ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鄱阳湖区１３幅不同时相的Ｌａｎｄ

ｓａｔＴＭ／ＥＴＭ＋遥感影像，以非监督分类的方法

提取各影像中鄱阳湖水面范围，根据遥感提取的

水体淹没计算的淹没面积与鄱阳湖内７个主要水

文站观测水位的相关性分析，认为都昌水文观测

站能够最好地代表鄱阳湖水面范围。

在此基础上，利用ＣＢ＿ＤＥＭ和都昌水位对淹

水范围制图，并以遥感提取的淹水范围为真值检

验，表明在高水位下基于ＣＢ＿ＤＥＭ的制图精度为

１个像素，中水位时ＣＢ＿ＤＥＭ的制图精度为２个

像素，低水位时利用ＣＢ＿ＤＥＭ不能得到合理的淹

水范围，这是由于低水位条件下水位坡降更大，水

位具有更大的空间变异性。

为了改善中低水位条件下淹水范围的制图精

度，利用基于水体边界的 ＷＬ＿ＤＥＭ 对中低水位

条件下的淹水范围制图表明，相对于ＣＢ＿ＤＥＭ，

中水位条件下基于 ＷＬ＿ＤＥＭ 的模拟精度更高，

低水位条件下基于 ＷＬ＿ＤＥＭ模拟水面范围精度

在４个像素点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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