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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实验室单一成分叶绿素水体与巢湖复杂水体的条件下，比较了基于反射率光谱与基于偏振度光谱

所建模型精度上的区别。结果显示，对于复杂水质条件水体，在叶绿素蓝绿光特征波段处，偏振度光谱比反射

率光谱具有更好地克服其他光学活性物质影响和保留叶绿素浓度信息的能力；而在红光特征波段处，两种光

谱反演效果的差异性则较小。

关键词：偏振度；偏振度光谱；叶绿素；反演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

　　对于内陆湖泊等二类水体，由于水体组成成

分复杂，不同成分之间光谱特性的相互影响，使得

单纯的利用反射率光谱进行遥感监测出现了信息

量不足的情况，导致所建立的叶绿素浓度反演模

型出现精度不够高及难以推广等困难。偏振是反

映光在传输过程中振动方向的独立属性，离水辐

射的偏振状态是光与水体介质相互作用的结

果［１］。Ａｈｍｅｄ等的研究表明，光的偏振度变化模

式与水体的水质组成状况密切相关［２４］，离水辐射

的偏振度光谱包含有水体水质成分的浓度信息。

可以通过提取含有水体水质状况信息的偏振光谱

特性，建立水体成分浓度与偏振度之间的关系，从

而为扩大遥感反演所能使用的信息维度提供依

据。

本文利用离水辐射的偏振光谱特性在不同水

体条件下建立了叶绿素浓度的反演模型，并与基

于反射率光谱特性所建立模型的结果进行了比

较，说明了利用偏振度光谱进行叶绿素浓度反演

的有效性。

１　实验数据的获取

为研究水体叶绿素的偏振光谱特性并与相同

水体状态下的反射率光谱作比较，需要分别展开

反射率、偏振度光谱的测量。实验采用美国

ＳｐｅｃｔｒａＶｉｓｔａ公司的ＳＶＣＨＲ１０２４地物光谱仪，

对仪器进行偏振改造后，在保持原有光谱测量能

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偏振光谱的测量。对于偏

振度数据，通过在ＳＶＣ光谱仪的探测头上加装可

任意角度旋转的偏振镜头，获取０°、６０°、１２０°等３

个方向的偏振辐亮度计算得到［５］。

对于反射率数据，参照唐军武等［６］推荐的方

法使用不加偏振测量单元的地物光谱仪进行测

量。为保证偏振光谱数据的质量，同样需要确定

合适的观测几何条件。Ｃｈａｍｉ
［７］等利用模拟分析

的结果指出，偏振度随水体成分浓度变化最明显

的观测角出现在偏振度的极大值处，Ａｈｍｅｄ
［４］等

的研究结果表明偏振度极大值存在于主平面内。

因此，可以通过在主平面内分析偏振度随观测角

的变化关系找到最佳的观测角度。结合主平面内

偏振度随观测角的变化情况，以及光反射半平面

内太阳耀光对光谱数据的影响［８］，本文最终选取

太阳主平面内观测角－５０°（光入射半平面）时所

测得的偏振光谱数据进行讨论。

２　数据分析与讨论

２．１　实验室配制叶绿素水体的偏振特性定量分析

自然存在的水体组成相当复杂，其离水辐射

的光谱特性是水体各组分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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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难以区分出其中由于叶绿素的存在而引起的光

谱变化，为此，首先对实验室配制的只含叶绿素的

水体进行分析。图１为４种典型浓度叶绿素水体

（Ｃｈｌａ）的偏振度光谱曲线。

为直观获得偏振度光谱随叶绿素浓度变化的

特征波段以及与对应的反射率光谱的分析结果相

比较，将测得的叶绿素水体的偏振度、反射率光谱

与浓度之间作相关性分析，结果如图２所示。叶

绿素的偏振度光谱、反射率光谱的相关性分析结

果存在很好的对应关系，与吸收、散射特性相对

应，在４２０ｎｍ～５７０ｎｍ 的蓝绿波段、６７５ｎｍ～

７１５ｎｍ的红光波段都出现了相关系数曲线的峰

谷变化，表现出光谱与浓度之间的密切关系。以

下将依据这些特征波段处的光谱特征，分析比较

反射率光谱、偏振度光谱与叶绿素浓度之间的

关系。

２．１．１　实验水体叶绿素蓝绿特征波段处偏振度、

反射率光谱特性分析比较

在航空遥感监测领域常利用叶绿素在蓝绿特

征波段的光谱特性建立这两个波段处反射率比值

与叶绿素浓度之间的关系，为进行反射率、偏振度

光谱特性的比较，结合图２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使

用５３０ｎｍ、４４０ｎｍ 处偏振度比值 犘（５３０）／

犘（４４０）、反射率比值犘（５３０）／犘（４４０）分别与叶绿

素浓度之间进行回归拟合分析，表１为基于几种

典型关系式的拟合结果。

由表 １ 所示，基于偏振度比值 犘（５３０）／

犘（４４０）所建立的对数关系模型的相关系数达

０．９４７，如图３（ａ）所示模型具有很高的拟合精度。

基于反射率比值犚（５３０）／犚（４４０）所建立的指数

关系模型的精度最高，其拟合结果如图３（ｂ）

所示。

表１　基于偏振度比值犘（５３０）／犘（４４０）、反射率比值犚（５３０）／犚（４４０）的拟合结果分析

Ｔａｂ．１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ＯＰＲａｔｉｏ犘（５３０）／犘（４４０）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ｉｏ犚（５３０）／犚（４４０）

关系式 拟合方程 犚２ 犉 Ｓｉｇ犉 ＭＳ ＲＭＳＥ

犘（５３０）

犘（４４０）

幂函数 犢＝０．８２８狓０．２８６７ ０．９４７ ３１７．９ ０．００３１ １４．３ ０．２１２

指数函数 犢＝ｅ－０．６７４８６＋０．００４４３狓 ０．９１６ ２０３．１ ０．００４９ １４．３ ０．２６５

对数关系 犢＝ｌｎ（２．９６＋０．１９６０２狓） ０．９４８ ３１８．４ ０．００３１ １４．３ ０．２１２

犚（５３０）

犚（４４０）

幂函数 犢＝０．４５３８狓０．３８６ ０．９３７ １５８．１ ０．００６３ ９．９２ ０．２５０

指数函数 犢＝０．１１３９３ｅ－０．０２２８狓 ０．９６４ ３７４．９ ０．００３６ ６．６５ ０．１３３

对数关系 犢＝ｌｎ（１．９２１１２＋０．１２２３７狓） ０．９２６ １３５．２ ０．００７３ ９．９１ ０．２７１

　　注：犚２为拟合结果的相关系数；ＭＳ为平均标准差；ＲＭＳＥ为实测值与模拟值之间的均方根误差；犉为检验值；Ｓｉｇ犉为显著性水平。

　　

图１　不同浓度叶绿素

水体偏振度光谱曲线

Ｆｉｇ．１　ＤＯＰ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ｌａ
　　 　

图２　反射率、偏振度与

浓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ＤＯＰ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图３　偏振度比值犘（５３０）／犘（４４０）、

反射率比值犚（５３０）／犚（４４０）随

叶绿素浓度的变化关系

Ｆｉｇ．３　ＤＯＰＲａｔｉｏ犘（５３０）／犘（４４０）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ｉｏ

犚（５３０）／犚（４４０）ＶａｒｙｗｉｔｈＣｈｌａ

　　可见，对于实验室配制的叶绿素水体，在叶绿

素的蓝绿特征波段处，基于反射率、偏振度光谱特

性都能建立相关度很高的叶绿素浓度关系模型。

２．１．２　实验水体叶绿素红光特征波段处偏振度、

反射率光谱特性分析比较

叶绿素水体在红光波段的光谱曲线峰谷变化

是含叶绿素水体最显著的特征，众多学者利用此

特征波段范围内反射率峰谷的比值来建立叶绿素

浓度的反演模型。结合上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本文选用７０５、６７５ｎｍ 特征波段处偏振度比值

犘（７０５）／犘（６７５）、反射率比值犚（７０５）／犚（６７５）

与叶绿素浓度之间进行回归拟合分析。表２为基

于几种典型关系式的拟合结果。

由表２，基于偏振度比值犘（７０５）／犘（６７５）的

二次多项式模型的相关系数达０．９８１，模型具有

很好的拟合精度，其拟合结果如图４（ａ）所示；基

于反射率比值犚（７０５）／犚（６７５）的幂函数模型的

相关系数达０．９４７且模型具有很好的显著性水

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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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于偏振度比值犘（７０５）／犘（６７５）、反射率比值犚（７０５）／犚（６７５）的拟合结果分析

Ｔａｂ．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ＯＰＲａｔｉｏ犘（７０５）／犘（６７５）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ｉｏ犚（７０５）／犚（６７５）

光谱比值 关系式 拟合方程 犚２ 犉 Ｓｉｇ犉 ＭＳ ＲＭＳＥ

犘（７０５）

犘（６７５）

幂函数 犢＝２．５３７４７狓－０．４３９３８ ０．９６８ ２５４．０ ０．００３９ ０．４３ ０．０４２

对数关系 犢＝０．７９－０．１０２４ｌｎ（狓－２０．３） ０．９６９ ８９．１８ ０．０７４８ ０．２９ ０．０５７

二次多项式 犢＝０．８８９７－０．０１２狓－０．００００６６１狓２ ０．９８１ ３４９．３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３ ０．００３

犚（７０５）

犚（６７５）

幂函数 犢＝０．３７９狓０．４８８７１ ０．９４７ ７９．５３ ０．００１２ １６．６５ ０．４５８

指数函数 犢＝３．９７２－４．５６×０．９７４狓 ０．９５７ ４４．３６ ０．１０５６ １１．１５ ０．５０１

对数关系 犢＝５．５３５ｌｎ（－０．４２ｌｎ（狓）） ０．９４４ １０４．０ ０．００９５ １６．７ ０．４０１

平，其拟合结果如图４（ｂ）所示。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实验室配制的单一成

分叶绿素水体条件下，基于叶绿素７０５ｎｍ、６７５

ｎｍ特征波段处的偏振度、反射率光谱特性都能

建立精度很高的关系模型。

２．２　巢湖水体的偏振特性定量分析

本文选用安徽境内的巢湖（Ｅ１１７°１６′５４″～

１１７°５１′４６″，Ｗ３１°４３′２８″～３１°２５′２８″）为代表来对

典型内陆湖泊的偏振光谱特性进行分析。巢湖数

据于２０１１０３２７在不同的采样点实测获得，在各

样点进行反射与偏振光谱测量的同时对水质样本

进行同步采样。水质分析结果显示，叶绿素浓度

随采样区域的不同变化明显，各采样点处的偏振

度光谱如图５所示。

比较上文中实验水体的偏振度光谱曲线，由

于巢湖水体其他光学活性物质的影响，在叶绿素

的蓝绿特征波段处偏振度光谱的峰谷变化变得相

对平缓，而在红光波段范围内出现的特征峰谷变

化仍然得到了比较好的保留。与实验水体的分析

结果相对应，对复杂巢湖水体采用相同的方法进

行分析。

２．２．１　巢湖水体叶绿素蓝绿特征波段处偏振度、

反射率光谱特性分析与建模比较

首先，利用叶绿素５３０ｎｍ、４４０ｎｍ特征波段

处偏振度比值 犘（５３０）／犘（４４０）、反射率比值

犚（５３０）／犚（４４０）与叶绿素浓度来进行回归分析。

图６（ｂ）为反射率比值犚（５３０）／犚（４４０）随叶绿素

浓度的变化关系，由图６可知，两者之间并不存在

明显的相互关系；而基于偏振度比值犘（５３０）／

犘（４４０）几种典型关系式的拟合结果如表３所示。

图４　偏振度比值犘（７０５）／犘（６７５）、反射率

比值犚（７０５）／犚（６７５）随叶绿素浓度的变化关系

Ｆｉｇ．４　ＤＯＰＲａｔｉｏ犘（７０５）／犘（６７５）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ｉｏ犚（７０５）／犚（６７５）ＶａｒｙｗｉｔｈＣｈｌａ

　　　　　　　

图５　巢湖水体不同采样点

偏振度随波长的变化关系

Ｆｉｇ．５　ＤＯＰ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Ｐｏｉｎｔｓ

表３　基于偏振度比值犘（５３０）／犘（４４０）的拟合结果分析

Ｔａｂ．３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ＯＰＲａｔｉｏ犘（５３０）／犘（４４０）

光谱比值 关系式 拟合方程 犚２ 犉 Ｓｉｇ犉 ＭＳ ＲＭＳＥ

犘（５３０）

犘（４４０）

幂函数 犢＝０．３２９７４狓０．１６０１９ ０．８７４ １２８７．７ ０ １．３６ ０．０３３

指数函数 犢＝－０．３１５ｅ狓／６２．３５＋０．７５８ ０．８７０ ７１６．１８ ０ ０．９１ ０．０３６

对数关系 犢＝０．１５９７＋０．１１３２８ｌｎ（狓＋６．８１３） ０．８７３ ７２９．２０ ０ ０．９１ ０．０３５

　　由表３所示，基于偏振度比值 犘（５３０）／

犘（４４０）的幂函数关系模型的相关系数达０．８７４，

如图６（ａ）所示，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精度。

通过比较发现，在组成复杂的巢湖水体条件

下，基 于 叶 绿 素 反 射 率 光 谱 蓝 绿 波 段 比 值

犚（５３０）／犚（４４０）进行浓度反演的方法失去了可适

用性；然而，基于偏振度比值犘（５３０）／犘（４４０）的

方法仍能保持很好的可适用性。

０４５



　第３８卷第５期 朱　进等：水体叶绿素的偏振光谱特性

２．２．２　巢湖水体叶绿素红光波波段处特征波段处

偏振度、反射率光谱特性分析与建模比较

同样地，在巢湖水体条件下利用叶绿素７０５

ｎｍ、６７５ｎｍ 特征波段处偏振度比值 犘（７０５）／

犘（６７５）、反射率比值犚（７０５）／犚（６７５）与叶绿素浓

度之间进行回归拟合分析，表４为基于几类典型

关系式的拟合结果。

表４中，基于偏振度比值犘（７０５）／犘（６７５）的

表４　基于偏振度比值犘（７０５）／犘（６７５）、反射率比值犚（７０５）／犚（６７５）的拟合结果分析

Ｔａｂ．４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ＯＰＲａｔｉｏ犘（７０５）／犘（６７５）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ｉｏ犚（７０５）／犚（６７５）

光谱比值 关系式 拟合方程 犚２ 犉 Ｓｉｇ犉 ＭＳ ＲＭＳＥ

犘（７０５）

犘（６７５）

幂函数 犢＝１．５６４５狓－０．１９３７５ ０．８９２ １３３８．０ ０ ６．６９３ ０．０５

指数函数 犢＝ｅ－０．０２－０．００５狓 ０．７６０ ６４４．４ ０ ６．６７ ０．０７２

对数关系 犢＝１．０２＋０．０７５ｌｎ（狓－１０．９８） ０．９４７ １５０５．０ ０ ６．７０１ ０．０３９

犚（７０５）

犚（６７５）

幂函数 犢＝０．４０７７１狓－０．３３７４２ ０．８９９ ３４１．７ ０ ６．７１０ ０．１４０

指数函数 犢＝ｅ－０．５２７＋０．０３８狓－０．０００３２３狓２ ０．９６４ ５３８．６ ０ ４．５０２ ０．０９１

对数关系 犢＝０．０６１４＋０．３８８４５ｌｎ（狓－３．７９） ０．９１５ ２３２．６ ０ ４．４８１ ０．１３９

对数关系模型的相关系数达０．９４且模型具有很

高的拟合精度，其拟合结果如图７（ａ）所示。基于

反射率比值犚（７０５）／犚（６７５）的指数关系模型的

相关系数达０．９６４，模型具有很高的拟合精度，其

拟合结果如图７（ｂ）所示。

可见对于组分复杂的巢湖水体，基于叶绿素

７０５ｎｍ、６７５ｎｍ特征波段处反射率、偏振度光谱

特性都能建立关于叶绿素浓度相关度很高的关系

模型。

图６　偏振度比值犘（５３０）／犘（４４０）、反射率比

值犚（５３０）／犚（４４０）随叶绿素浓度的变化关系

Ｆｉｇ．６　ＤＯＰＲａｔｉｏ犘（５３０）／犘（４４０）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

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ｉｏ犚（５３０）／犚（４４０）ＶａｒｙｗｉｔｈＣｈｌａ

　　　　　

图７　偏振度比值犘（７０５）／犘（６７５）、反射率比

值犚（７０５）／犚（６７５）随叶绿素浓度的变化关系

Ｆｉｇ．７　ＤＯＰＲａｔｉｏ犘（７０５）／犘（６７５）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

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ｉｏ犚（７０５）／犚（６７５）ＶａｒｙｗｉｔｈＣｈｌａ

３　结　语

水体的反射率、偏振度光谱从强度与方向两

个侧面描述了离水辐射所包含的水体水质信息，

在不同的特征波段处，两者携带叶绿素浓度信息

的光谱特性抵制其他成分干扰的能力存在差异

性。本文分析讨论的结果表明，当所研究的水体

环境由单一成分实验水体变为复杂巢湖水体时，

在叶绿素的红光特征波段范围内，离水辐射的反

射率、偏振度光谱都能较好地抵制其他光学活性

物质的干扰，对叶绿素的浓度反演效果保持了比

较好的一致性；而在叶绿素的蓝绿特征波段处，由

于巢湖水体组分的复杂性，各类光学活性物质的

反射率光谱相互重叠、相互影响，使得基于此特征

波段处反射率光谱的反演方法失去了可适用性，

而在相同的水体条件下，利用离水辐射的偏振度

光谱仍能获得具有相当精度的叶绿素浓度反演模

型，可见，在此波段范围内，偏振度光谱的抗干扰

能力更强，能更好地保留叶绿素的浓度信息，在复

杂的巢湖水体条件下仍保持了一定的可适用性。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简单实验水体及复杂巢湖

水体条件下利用反射率、偏振度光谱特性进行叶

绿素浓度反演的结果，论证了偏振度光谱用于水

体水质反演的有效性，对偏振度光谱与反射率光

谱携带水体水质信息能力的差异性进行了讨论。

如何利用反射率、偏振度光谱的这种差异性，将离

水辐射的强度、方向特性结合起来，从而丰富遥感

所获得的信息量，提高水体水质的反演精度是需

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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