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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水体范围高动态变化的鄱阳湖，充分发挥数值模拟和遥感各自的优势，使用从 ＭＯＤＩＳ影像上提

取的水体范围初始化鄱阳湖水体范围数值模拟边界和率定模型参数，并与模拟的水体范围结果进行交叉验

证分析。对鄱阳湖２００１０７０８～１１３０水体范围动态变化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水位模拟平均绝对误差小于

１５ｃｍ，数值模拟获取的水体范围与 ＭＯＤＩＳ无云影像提取的湖泊水体范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水体面积平均

相对误差为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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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遥感和数值模拟
［１３］，充分发挥二者各自

的优势进行水环境监测的研究很多，但主要是以

海岸带水环境的研究为主［４６］，针对内陆湖泊水环

境变化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边界高动态变化的鄱

阳湖来说，利用此类方法进行湖泊水体范围动态

变化监测的研究很少见。

鄱阳湖是一个季节性高动态变化的湖泊，湖

泊水体范围随洪、枯水期巨大的水量变化发生周

期性动荡的扩张和萎缩，这对鄱阳湖湖区及其流

域水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本文针对鄱阳湖水体

范围高动态变化的问题，充分发挥遥感快速、及时

获取第一手水域动态变化资料，以及水动力数值

模拟对水体现实物理状态连续模拟的优势，借助

遥感数据，建立鄱阳湖水体范围动态变化的水动

力数值模型，利用从 ＭＯＤＩＳ影像上提取的水体

范围对数值模型进行初始化和模型的参数率定，

并将模拟的水位和水域范围与实测站点的水位值

和影像提取水体范围进行了对比和分析。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即

北纬２８°２２′～２９°４５′、东经１１５°４７′～１１６°４５′，是

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湖体南北长１７３

ｋｍ，东西平均宽度１６．９ｋｍ，湖底高程一般为１～

１２ｍ。鄱阳湖主要接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

修水５大江河（简称５河）及博阳河、漳河和潼河

来水，经调蓄后由湖口汇入长江，是一个过水性、

吞吐型、季节性的湖泊。受流域入湖来水及长江

水共同影响，鄱阳湖的水位、边界范围、水域面积

快速高动态变化，呈现出“高水是湖，低水似河”的

独特自然地理特征，其水域面积在不足１０００ｋｍ２

～３０００ｋｍ
２ 之间变化。

本文选取２００１０７０８～１１３０这一时间段对

鄱阳湖水位、水体范围进行数值模拟。根据水文

记录，７月８日位于大湖区的都昌站实测水位为

１６．３２ｍ（吴淞高程基准，以下同），随后水位值开

始下降，在９月中旬有小幅上升，到１１月３０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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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降到１０．８９ｍ，模拟的该段时间内鄱阳湖区水

位起伏变化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涉及

两方面数据：① 鄱阳湖及其流域水文数据，包括

星子、都昌、棠荫、龙口４个水文站点的日平均水

位数据，赣江的外洲站、修水的虬津站和万家埠

站、饶河的渡峰坑站和虎山站、信江的梅港站、抚

河的李家渡站以及湖口站的日平均流量数据，另

外还有鄱阳湖湖底高程数据和周边圩堤保护区的

范围数据。②２００１０７０８～１１３０期间鄱阳湖湖

区无云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数据。自 ＮＡＳＡ 的 ＭＯ

ＤＩＳ数据下载网站下载Ｌ１Ｂ级的数据，采用遥感

图像处理软件ＥＮＶＩ中自带的 ＭＯＤＩＳ数据几何

校正方法对其进行几何校正，并剔除影像边缘的

“双眼皮”效应。选取最大空间分辨率为２５０ｍ

的第１、２波段（分别为红光和近红外波段，专门为

陆地植被和水陆边界遥感而设置），因卫星重访周

期为１ｄ，其时间分辨率较高，保证了本文有足够

的遥感数据与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犕犗犇犐犛影像水体提取

采用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
［７］阈值法来进行

水体的提取，计算公式为：

ＮＤＶＩ＝
ＢａｎｄＮＩＲ－ＢａｎｄＲｅｄ
ＢａｎｄＮＩＲ＋ＢａｎｄＲｅｄ

（１）

式中，ＢａｎｄＲｅｄ为 ＭＯＤＩＳ红光波段（第１波段）的

数据；ＢａｎｄＮＩＲ为 ＭＯＤＩＳ近红外波段（第２波段）

的数据。根据水体的光谱特性，本文使用 ＮＤＶＩ

＜０作为是否为水体的判断条件。另外，鄱阳湖

枯水季节会出现很多草滩湿地，使用ＮＤＶＩ阈值

提取水体可以有效避免草滩湿地区域的误提取。

利用此方法会不可避免地将周边非湖泊水体（河

流等）从 ＭＯＤＩＳ影像上提取出来，因此，必须将

这些非湖泊水体删除。另外，由于圩堤保护区内

的水体等不是本文研究的对象，因此，对照文献

［８］中的鄱阳湖圩堤范围数据将其剔除。统计得

到鄱阳湖主湖区水体的像元数，乘以每个像元的

面积（像元面积为０．０６２５ｋｍ２）得到水体的面积。

另外，将提取的水体栅格影像数据矢量化可得到

湖泊水体的边界线。

２．２　鄱阳湖水动力数值模拟

考虑到鄱阳湖高动态变化的特点，本文采用

荷兰Ｄｅｌｆ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开发的Ｄｅｌｆｔ３Ｄ水动力模

型中的Ｄｅｌｆｔ３ＤＦｌｏｗ作为鄱阳湖水域动态变化

模拟的模型。考虑到鄱阳湖复杂的地形和不同季

节水文要素对鄱阳湖水动力的影响，本文利用该

水动力数值模型模拟鄱阳湖水体范围变化的时间

为２００１０７０８～１１３０，跨越了鄱阳湖枯水期和丰

水期两个阶段。

１）模型计算网格准备。由于７月８日鄱阳

湖水位是模拟时间段内最高的，利用从７月８日

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上提取水体后得到的鄱阳湖水体

边界确定模拟的初始范围。根据确定的初始模拟

范围划分计算网格，由于鄱阳湖水体边界形状不

规则，在网格划分中采用贴体坐标技术，使网格与

边界线尽量贴合。考虑到数值模型计算收敛性的

要求，计算网格尺寸选取大约为２５０～４００ｍ，对

于非鄱阳湖主湖区如鄱阳湖面积狭小的入江水

道，其网格相对较小。将湖底高程数据通过空间

插值到计算网格，生成模拟需要的鄱阳湖地形数

据。

２）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由于初始模拟时

刻鄱阳湖处于高水位时期，湖面水位差异不大，取

当日鄱阳湖湖区实测站点日平均水位的平均值作

为初始水位。模型上游边界考虑５河流量注入，

选取９个河流注入口设置模拟的入湖流量注入

口：赣江支流入湖有４个口，１支在吴城附近流入

鄱阳湖，另３支在鄱阳湖西南部流入鄱阳湖，各注

入口流量都为外洲水文站监测流量的１／４；饶河

流经渡峰坑和虎山进入鄱阳湖的两条支流分别设

置一个流入口；抚河、信江、修水都设置为一个河

流注入口，饶河、抚河、信江、修水入湖口流量分别

为各自站点的流量监测值。以湖口附近鄱阳湖流

入长江口为开边界，开边界条件为湖口站每日平

均流量值。

３）模型参数。考虑到模型收敛性条件，模拟

计算时间步长设置为２ｍｉｎ，反复计算将模拟计算

的水位和实测站点水位进行比较，率定湖底粗糙系

数并确定其值为０．０２３，同时将模拟得到的湿网格

范围与 ＭＯＤＩＳ影像上提取的水面范围进行比较，

从而率定得到干湿网格判断的临界水深值为０．０７

ｍ，以取得最好的水位和水边界模拟结果。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水位验证和分析

将模拟得到的星子、都昌、棠荫、龙口４个水

文站点的日平均水位与站点实测的日平均数据进

行对比分析。表１是误差分析结果，可看出４个

站点平均绝对误差在１５ｃｍ以下，平均相对误差

在１％左右，４个站点模拟水位和实测水位有较高

８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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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模拟水位的精度较高。

模拟时间段共１４５ｄ，４个站点模拟和实测

水位比较如图１所示，可以看出总模拟期间鄱阳

湖水位大致经历了下降升高下降的波动过程，

这说明鄱阳湖水位随季节变化比较大。总的来

看，４个站点模拟和实测水位的变化趋势一致，其

中在大于１３ｍ的较高水位时（星子、都昌、棠荫３

个站点在约前１１０ｄ、龙口站在整个模拟时段）模

拟和实测水位拟合较好，在后期较低水位时，星

子、都昌、棠荫模拟效果不够理想，这期间模拟水

位误差较大。这可能是由于低水位时湖泊形状萎

缩（近乎河流形态），已设置的边界条件已经不适

合此种情况下的模拟；另外也有可能是所建立的

数值模型中干湿网格临界值等参数已不适合于水

深较浅的情况，必须选取另一组模型参数重新建

立低水位情形下的数值模型。

鄱阳湖季节性的水位涨落比较大，不同季节

鄱阳湖各水文站水位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从图

１可以看出，７～９月（约为模拟时间的１至１００ｄ）

的夏秋季节，湖区４个站点的水位差异不大；到

１１月份枯水季节，位于南部的龙口站和棠荫站的

水位明显高于位于北部的星子站和都昌站水位。

从模拟的整个湖区的水位分布结果（图２（ａ）、

２（ｂ）分别是７月８日和１０月２２日湖区的水位分

布情况）也可以看出，这种洪水季节湖面水位差异

小、枯水季节湖面水位差异大的特征在整个湖区

存在。

表１　水文站点模拟水位误差分析

Ｔａｂ．１　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站点 平均绝对误差／ｃｍ 平均相对误差／％ 相关系数

星子 １２．２ １．２３ ０．９９４

都昌 １１．６ ０．９１ ０．９９２

棠荫 １２．８ ０．９５ ０．９８６

龙口 １４．５ ０．９９ ０．９６７

３．２　水体面积分析

本文选取模拟计算期间从 ＭＯＤＩＳ影像上提

取的水体范围对模拟水体范围进行验证，无云覆

盖下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是比较难获取的，在模拟时

间段内共有２８景鄱阳湖区无云或云量较少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由于影像获取时间不是固定的，为

了保证模拟结果得到有效的验证，选取与影像获

取时间最近模拟时刻的水体范围模拟统计结果，

并计算统计模拟得到的水体面积。对２８个遥感

影像提取和数值模拟水面积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７，模拟结果的平均相对误

差为５．７％。图３是水体面积在１∶１直线附近

图１　水文站点水位模拟值与实测值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ｔｅｓ

的散点分布，从图中可看出模拟时间段内鄱阳湖

水体面积在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ｋｍ
２ 之间变化，这说明

鄱阳湖湖面季节性变化非常明显。总的来看，模

拟得到的水体面积和遥感影像提取面积吻合较

好，枯水期水面积模拟误差大于丰水期，且枯水期

模拟水体面积一般都小于遥感影像提取水体面

积。造成模拟和遥感影像提取水体面积差异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模型计算精度受到计算网

格尺寸和选取的模型参数的影响，特别是在边界

变化异常剧烈而复杂的枯水期；另一方面遥感水

体提取的可靠性是相对的，遥感提取水体精度除

受水体范围提取模型的影响外，还受到遥感观测

空间分辨率的影响，用于验证的 ＭＯＤＩＳ影像分

辨率（２５０ｍ）并不高，遥感水体提取时难免受到

混合像元的影响，特别是在水体范围较小的枯水

期，混合像元的影响可能会导致遥感提取水体面

积偏高。采用高分辨率的遥感数据减小水体范围

提取的误差，并选取尺度较小的模型计算网格，可

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模拟面积的误差。

图２　丰水期７月８日和枯水期１０月２２日

湖区水位分布

Ｆｉｇ．２　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ｙａｎｇＬａｋｅ

ｏｎＷｅｔ（Ｊｕｌｙ８）ａｎｄＤｒｙ（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２）Ｓｅａｓｏｎｓ

３．３　水体边界分析

为了直观地显示水体范围模拟的效果，分别

选取４幅水位极值点附近的影像提取水体范围，

９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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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遥感提取和模拟鄱阳湖水面积分布

Ｆｉｇ．３　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

并与对应时间点模拟的水体范围进行比较。图４

是都昌站在不同季节不同水位值（图中ＤＷＬ表

示当日都昌站水位）情况下模型计算和遥感提取

的水体范围图，表２显示的是４组水体范围对比

图中遥感提取和对应时间模型模拟的水体面积统

计。从图４中可以看出，模拟得到的和遥感提取

的水面形态比较一致，特别是在水位较高的时候

（图４（ａ）、４（ｃ）），其面积差异也比较小，在低水位

时湖面形态在某些地方存在一些差异，如图４（ｄ）

中两者明显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模拟得到的水体面

积小于遥感提取的面积，这和前面面积分析中的

结果是一致的。通过比较和分析可以发现，这种

利用遥感数据辅助进行鄱阳湖水域动态变化数值

模拟的方法是可靠的。

图４　水体范围和对比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ｅｎｄ

４　结　语

本文结合遥感和数值模拟技术，充分发挥两

者的优势，针对水体范围高动态变化的鄱阳湖，提

出了一种利用遥感数据辅助建立湖泊水域动态变

化水动力数值模型的方法，遥感影像水体范围提

取数据同时发挥了初始化模拟边界、参数率定和

与模拟结果对比验证的作用。将此方法用在鄱阳

湖２００１０７０８～１１３０水体动态变化数值模拟中，

取得了较好的结果，模拟站点水位平均误差小于

１５ｃｍ，模拟得到的水面形态和遥感提取结果有较

高的一致性，水体面积的平均绝对误差为５．７％，

和遥感提取水体面积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７，有高相

关性。研究表明，利用此方法成功实现了对鄱阳

湖水体范围变化的监测，可以弥补恶劣天气条件

下遥感监测湖泊水体范围变化的不足，这为进一

步研究鄱阳湖水环境时空动态变化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本文作为遥感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监则湖泊

水体动态变化的探索，对于水体边界动态变化较

复杂的鄱阳湖，模型计算的网格尺寸较大，不利于

鄱阳湖水体边界的高精度模拟，在权衡模型计算

收敛性和计算量的情况下，进行空间尺度较高的

模拟需要进一步改进。对于遥感数据，ＭＯＤＩＳ数

据高时间分辨率和覆盖范围广的特点为本文提供

了充分的数据，但 ＭＯＤＩＳ数据空间分辨率较低，

利用近期国产的高时间、空间分辨率的 ＨＪ卫星

ＣＣＤ数据，并且充分利用多源遥感数据弥补ＭＯ

ＤＩＳ数据在本文研究中的不足，从而更好地进行

遥感和数值模拟的综合研究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

方向。

表２　遥感提取和对应时刻模型模拟水体面积

Ｔａｂ．２　Ｉｍａｇ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

日期 模型模拟／ｍ２ 遥感提取／ｍ２

犃 ２００１０７０８ ２６９８．５ ２５５１．８

犅 ２００１０８１８ １６７６．５ １７３５．８

犆 ２００１０９１６ ２１２５．３ ２１８４．９

犇 ２００１１１２８ １０００．５ １１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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