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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武汉市东湖为研究区域，利用同步的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气溶胶光学厚度数据为输入参数，采用

ＦＬＡＡＳＨ模型对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１日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像进行大气校正处理，并利用多年实测数据建立叶

绿素ａ浓度、悬浮泥沙浓度、黄色物质吸收系数三要素神经网络反演模型，对水色三要素进行反演。通过对反

演结果与实测数据的对比分析可知，悬浮泥沙浓度、黄色物质吸收系数和叶绿素ａ浓度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

为２８．０５２％、１７．６２８％和３５．６２１％，表明 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传感器基本能满足ＩＩ类水体水色要素的遥感监

测需求。

关键词：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传感器；叶绿素ａ；悬浮泥沙；黄色物质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

　　目前，卫星遥感常用的水色传感器如 ＭＯＤＩＳ

等，虽然时间分辨率较高，但因为空间分辨率较

低，１ｋｍ的空间分辨率难以满足中小型内陆湖泊

水体水环境的监测需求；常用的陆地应用传感器

如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ＥＴＭ＋等，其空间分辨率虽然达

到３０ｍ，能对中小型内陆湖泊进行监测，但由于

时间分辨率为１６ｄ，也难以满足高动态水体长时

间序列的遥感动态监测需求。２００８年９月６日，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ＨＪ１Ａ／Ｂ卫星发射升空。

目前，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传感器在内陆湖泊水

色要素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而与之类似的传感

器在ＩＩ类水体的研究也多见于在悬浮泥沙浓度

反演方面的探索［１３］。

本文以武汉市东湖为研究区域，采用５次现

场实测光谱与实验室分析所得的叶绿素ａ浓度、

悬浮泥沙浓度、黄色物质（ｃｏｌｏｒｅｄ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ｏｒ

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ＣＤＯＭ）吸收系数建立和验证神经

网络反演模型，然后应用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１日

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像，获取武汉市东湖水色

三要素反演结果的空间分布，以期对 ＨＪ１Ａ／Ｂ卫

星ＣＣＤ影像在内陆湖泊水环境遥感监测方面的

能力进行评价。

１　研究区域和数据

武汉市东湖位于武昌区东北部，水域面积为

２７．９ｋｍ２，平均水深约２．２１ｍ，最深处达６ｍ，湖

中１２０多个岛渚星罗棋布，１１２ｋｍ湖岸线曲折，

环湖３４座山峰绵延起伏，是全国最大的城中湖

泊。目前，最大的湖区是郭郑湖，面积１２．３４

ｋｍ２，是富营养化比较严重的湖区
［４］。

笔者分别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７日、２００８年１０

月１６日、２４日、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４日、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１日对武汉市东湖进行了５次观测，共获取了３６

个站位的实测光谱数据和叶绿素ａ、悬浮泥沙浓

度、黄色物质吸收系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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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光谱观测采用美国 ＯｃｅａｎＯｐｔｉｃｓ公司

的ＨＲ２０００光谱仪，光谱仪波段设置范围为０．２

～１．１μｍ，共２０４８个波段，最高光谱分辨率为

０．０３５ｎｍ，数据以１２ｂｉｔ进行存储，积分时间可

调３ｍｓ～６５ｓ。光谱观测时，采用 ＮＡＳＡ 和

ＳＩＭＢＩＯＳ推荐的观测几何Φ狏＝１３５°、θ狏＝４０°对

水体进行水面以上法光谱测量［５７］，各站点光谱测

量均采用灰板天空水体的测量方法获取９组以

上数据，以保证获取光谱数据的质量。叶绿素ａ

含量采用萃取法测定，即将表层水样经孔径为

０．４５μｍ的醋酸纤维滤膜过滤，然后用乙醇萃取。

悬浮泥沙含量的测定采用电子天平称重法，即用

烘干后孔径为０．７μｍ的 ＷｈａｔｍａｎＧＦ／Ｃ滤纸过

滤，烘干、冷却后称重。ＣＤＯＭ 吸收光谱测定采

用ＯｃｅａｎＯｐｔｉｃｓＨＲ２０００光谱仪、ＰＸ２光源和

ＬＷＣＣ波导池组成的 ＣＤＯＭ 吸收光谱处理设

备，将表层水样经０．２２μｍ微孔滤膜过滤后注入

设备测定吸收光谱，然后，经过计算得出４００ｎｍ

处的ＣＤＯＭ 吸收系数和指数函数斜率犛。

本研究采用有同步实测数据的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１日格林尼治时间３：０９过境东湖的ＨＪ１Ｂ卫星

ＣＣＤ２影像进行算法实现和精度验证。利用同一

天格林尼治时间３：００过境的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影像

短波红外大气校正算法获取的气溶胶光学厚度数

据作为 ＨＪ１Ｂ卫星ＣＣＤ２影像大气校正的气溶

胶输入参数。

２　模型与方法

２．１　基于 犕犗犇犐犛犜犲狉狉犪气溶胶信息的大气校正

陆地应用遥感传感器的大气校正方法多采用

基于辐射传输机理的大气校正模型，主要包括

ＬＯＷＴＲＡＮ、ＭＯＤＴＲＡＮ、５Ｓ、６Ｓ、ＡＣＯＲＮ、

ＦＬＡＡＳＨ、ＡＴＲＥＭ 以及 ＨＡＴＣＨ 等。这些大

气辐射传输模型一般需要输入卫星传感器过境时

的能见度等大气状况数据，但同步实地观测非常

困难，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对历史数据无

能为力，实现诸如 ＨＪ１Ａ／ＢＣＣＤ同样也面临同

步实测数据获取等方面的问题［８］。ＨＪ１Ａ／Ｂ与

Ｔｅｒｒａ卫星都是太阳同步轨道，过境同一地方的

时间间隔相差很小，可认为二者是准同步的，在同

一地区成像时的大气状况差异较小，因此通过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反演获得的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

可近似作为准同步的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像大

气校正的参数。在本实验中，利用与ＨＪ１Ａ／Ｂ卫

星ＣＣＤ传感器准同步、灵敏度较高、有专门针对

水色和大气波段设置的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数据，采用

目前业务化运行程度最高的汪萌华等提出的

ＮＩＲＳＷＩＲ大气校正扩展算法
［９］，获取研究水域

有代表性的大气气溶胶光学厚度（ａｅｒｏｓｏｌｏｐｔｉｃａｌ

ｄｅｐｔｈ，ＡＯＤ）数 据，充 分 利 用 ＥＮＶＩ 软 件 中

ＦＬＡＡＳＨ大气校正模型操作方便的优势，实现一

种基于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气溶胶光学厚度信息的

ＨＪ１Ａ／ＢＣＣＤ影像大气校正方法
［８］。

２．２　水色三要素反演

目前，最常用的遥感反演算法是基于经验统

计关系的单参数反演算法，这类算法没有考虑各

个参数之间的相互影响，可推广性较差。人工神

经网络作为一种通用的非线性逼近方法，近年来

在海洋水色反演中已有应用［１０１３］，并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该方法既能充分和灵活地利用卫星传感

器的各波段信息和各种先验知识，同时又有较高

的计算效率。在实际应用中，８０％～９０％的人工

神经网络模型是采用ＢＰ网络或其变化形式。在

水色遥感研究中，大气校正和水色反演算法一般

可看作是对输入光谱的一个非线性函数逼近，因

此，本文采用前馈ＢＰ网络进行建模。

在进行反演研究前，根据 ＨＪ１Ａ／Ｂ 卫星

ＣＣＤ传感器的波段设置，利用各个波段的光谱响

应函数对所有站位的光谱数据进行波段等效计

算。波段等效值的计算方法如下：

犔狑犻 ＝ （∫
λ２

λ１

ＲＳＲ犻（λ）犔狑（λ）ｄλ）／（∫
λ２

λ１

ＲＳＲ犻（λ）ｄλ）

（１）

犈犱犻（０＋）＝ （∫
λ２

λ１

ＲＳＲ犻（λ）犈犱（λ）ｄλ）／（∫
λ２

λ１

ＲＳＲ犻（λ）ｄλ）

（２）

犚狉狊犻 ＝犔狑犻／犈犱犻（０＋） （３）

其中，犔狑犻为等效模拟的ＣＣＤ各个波段的离水辐

亮度；ＲＳＲ犻（λ）为 ＣＣＤ各个波段的光谱响应函

数；犔狑为利用实测光谱计算的各个波长处的离水

辐亮度；犈犱犻（０＋）为等效模拟的ＣＣＤ各个波段的

向上辐照度；犈犱（λ）为利用实测光谱计算的各个

波长处的向上辐照度。

理论上已证明，具有偏差和至少一个Ｓ型隐含

层加上线性输出的三层网络能够逼近任何有理函

数。因此在多次实验的基础上，本文选用三层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由于ＯｃｅａｎＯｐｔｉｃｓ公司的ＨＲ２０００

光谱仪的信噪比在近红外波段较低，因此，受实测

数据的波段设置限制，本文主要采用 ＨＪ１Ａ／Ｂ小

卫星星座ＣＣＤ传感器的前３个波段进行反演算法

研究。波段比值在一定程度上能进一步消除大气

１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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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的影响，本文采用波段１、３的波段比值犅１／犅３

和波段２、３的波段比值犅２／犅３ 作为神经网络的输

入，以相应的悬浮泥沙浓度、黄色物质吸收系数、叶

绿素ａ浓度为输出，以双曲正切函数作为神经元的

激励函数。在神经网络反演的过程中，将训练样本

分成两个集合：训练集和测试集，２７组数据作为训

练集，９组数据作为测试集。用训练集的数据对

网络进行训练，以测试集反演的三要素浓度的数

值分别与相应的实测数值的相对误差的变化来选

定最佳隐结点数目，其中，ＭＡＴＬＡＢ神经网络工

具箱在对训练集数据进行训练的过程中随机选取

６０％（１７组）作为模型训练数据，２０％（５组）作为

模型验证，２０％（５组）作为模型预测。训练结果

表明，隐结点数目为１２时，多数随机初始化所得

的网络有最佳的反演精度，选取其中精度最高的

网络作为反演模型，其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武汉市东湖水色三要素的神经网络模型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ｆｏｒ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ｌｏ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３　实验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像在

武汉市东湖水体监测中的适用性，选用２０１０年３

月１１日的实测光谱和实验室分析的水色要素数

据对同步反演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

３．１　大气校正结果分析

采用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卫星的ＮＩＲＳＷＩＲ大气

校正算法扩展模型反演获取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１日武

汉市东湖区域出现概率最高的５５１ｎｍ波段的气

溶胶 光 学 厚 度，转 换 成 能 见 度 之 后，利 用

ＦＬＡＡＳＨ 大气校正模型得到的 ＨＪ１Ｂ 卫星

ＣＣＤ２影像的反射率如插页Ⅱ彩图１所示，彩图１

（ａ）、１（ｂ）、１（ｃ）分别为波段１、波段２、波段３的反

射率分布。与实测光谱结果相比，犅１／犅３、犅２／犅３

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６．４％和－６．７％。由此

可得，在利用代表性气溶胶光学厚度数据得到的

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像ＦＬＡＡＳＨ 模型大气校

正结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武汉市东湖水色要

素波段比值反演算法的需要。

３．２　水色三要素反演结果分析

为了更好地分析反演结果，利用建立的神经

网络模型对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１日武汉市东湖大气校

正后的数据进行了处理，水色三要素的空间分布

见插页Ⅱ彩图２，反演结果分布趋势与现场调查

状况基本一致。图中存在一些破碎分布的区域是

否由图像散点噪声引起，还是因为游船聚集引起

的异常点，需要作进一步探讨。从反演结果来看，

整个东湖水域黄色物质吸收系数都较高，说明整

体水体污染状况比较严重。特别是郭郑湖水域，

水色三要素都明显高于其他各个湖区，这与秦祖

殿等人前期的研究结果一致［４］。三要素反演结果

与实测的悬浮泥沙浓度、黄色物质吸收系数和叶

绿素ａ浓度数据的比较分析结果见表１。从表中

可以看出，悬浮泥沙、ＣＤＯＭ吸收系数和叶绿素ａ

浓度的反演相对误差分别为２８．０５２％、１７．６２８％

和３５．６２１％，满足ＩＩ类水体的水色要素反演要

求。叶绿素ａ浓度反演误差相对其他参数较大，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① 相对于其他水色要

素，叶绿素ａ浓度的季节变化明显。９、１０月份，

实测叶绿素浓度集中在１３．６２３～６１．０３０ｍｇ／ｍ
３

之间，而３月份的叶绿素浓度只有８．５～１６．７

ｍｇ／ｍ
３，这种明显的时间变化特点应该是导致东

湖叶绿素反演较大误差的主要原因；② 宽波段的

陆地应用为主的ＣＣＤ传感器对叶绿素浓度的反

演能力也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基于此，建议在利

用神经网络模型对武汉市东湖的叶绿素浓度进行

反演研究时，尽量兼顾各个季节的数据样本。

表１　水色三要素反演结果与实测数据的相对误差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ａｎｄＣＤＯＭ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ｎｓｉｔ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站点 悬浮泥沙 ＣＤＯＭ 叶绿素

ＤＨ２００７０９２７０３ ０．０６４９ ０．０５１９ ０．６８２２

ＤＨ２００８１０１６０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１ ０．１１１４

ＤＨ２００８１０１６０７ ０．３７９１ ０．０８３５ ０．１３６２

ＤＨ２００９０１１４０５ ０．３３１７ ０．６８０７ ０．３２５０

ＤＨ２００９０１１４０７ ０．２３７９ ０．１６１６ ０．６９７８

ＤＨ２００９０１１４０８ ０．３６０２ ０．３９０６ ０．００３６

ＤＨ２００９０１１４１３ ０．４３９７ ０．１２０４ ０．６０１８

ＤＨ２０１００３１１０４ ０．３２３７ ０．０３０８ ０．４０８４

ＤＨ２０１００３１１０６ ０．３８６６ ０．０７８７ ０．２３９５

平均相对误差 ０．２８０５ ０．１７９３ ０．３５６２

４　结　语

针对我国的 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传感器，本

文建立了武汉市东湖水域的神经网络反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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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反演结果进行了验证。从结果分析来看，悬

浮泥沙浓度、黄色物质吸收系数、叶绿素ａ浓度的

反演精度总体符合ＩＩ类水体悬浮泥沙浓度的反

演要求。叶绿素浓度反演结果相对误差略大，从

一定程度上说明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像在与东

湖类似的叶绿素含量较高的中小型湖泊水环境遥

感监测中的应用潜力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对于小

型内陆湖泊水体的遥感理论与应用研究，还需要

高空间、高光谱以及高辐射分辨率传感器的支持。

研究过程中发现，部分站点存在着神经网络

反演结果与实测值相对误差较大的现象，其原因

主要有：① 神经网络进行反演时所采用的遥感反

射率数据在大气校正过程中引入了一定的误差，

从而影响到神经网络的反演精度；② 神经网络

模型的建立需要更大的样本空间，至少应该涵盖

各种有代表性的样本数据，季节气候等方面因素

引起的水色要素变化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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