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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湖泊颗粒有机碳反演及
日变化初步研究

张　杰１　吕　恒１　潘洪洲１　冯　驰１　赵丽娜１　李云梅１

１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虚拟地理环境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４６

摘　要：以太湖及洞庭湖为例，检验海洋一类水体颗粒有机碳（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ＰＯＣ）浓度遥感估算

方法在内陆湖泊二类水体中的适用性，结果表明，一类水体ＰＯＣ反演模型并不适用于二类水体。针对二类水

体建立了以近红外波段（８３４ｎｍ）为因子的单波段ＰＯＣ反演模型以５６３及８３４ｎｍ波段组合为因子的两种双

波段反演模型，模型验证结果显示，单波段模型的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为１．１２ｍｇ／Ｌ，平均相对误差（ＭＡＰＥ）

为３５．８％，两个双波段反演模型的ＲＭＳＥ分别为１．０９ｍｇ／Ｌ及１．１１ｍｇ／Ｌ，ＭＡＰＥ分别为３７．３％及３７．８％，

三种模型均可用于太湖及洞庭湖水体的ＰＯＣ浓度遥感估算。在此基础上，以太湖为例，建立了基于静止轨道

卫星海洋水色（ＧＯＣＩ）卫星数据的太湖ＰＯＣ反演模型，反演模型的 ＭＡＰＥ为３５％。利用５月１３日８景ＧＯ

ＣＩ影像，研究了太湖ＰＯＣ浓度日变化，发现ＰＯＣ浓度日变化存在两个阶段：上午至中午的递减阶段和中午

至傍晚的递增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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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有机碳（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

ＰＯＣ）是指不能溶解在水中而以颗粒状态悬浮在

水体中的碳的形式。ＰＯＣ的变化反映水中颗粒

物的运动变化。在海洋中，ＰＯＣ的沉降在碳循环

中占有重要作用，是气候变化重要调剂机制之

一［１］。内陆湖泊中，ＰＯＣ同样具有十分重要作

用，与生态系统、生物生命过程及初级生产力密切

相关［２］。因此，研究内陆湖泊ＰＯＣ对湖泊的碳循

环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海洋水色卫星遥感技术进一步发展，

国际水色遥感技术研究已基本解决了全球海洋水

色遥感数据处理、信息提取等方面的关键性问题，

在海洋水色环境监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３］。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全球或区域ＰＯＣ水色

遥感算法，为大时空尺度监测海洋表层ＰＯＣ分布

提供了重要的手段，弥补了传统航次调查的缺憾。

目前，针对海洋水体中的ＰＯＣ反演已经建立

了多种算法，如基于叶绿素和颗粒物浓度的ＰＯＣ

反演算法、基于ＩＯＰ的ＰＯＣ反演算法、基于遥感

反射率波段比值的ＰＯＣ反演算法等
［３５］。

文献［６］等利用两步法来估算ＰＯＣ的浓度，

即先建立ＰＯＣ与颗粒物后向散射犫犫狆之间的关

系，再建立犫犫狆与遥感反射率Ｒｒｓ之间的联系，就

可以直接利用遥感反射率估算ＰＯＣ
［６］。随后，文

献［７］利用Ｒｒｓ（４９０）／Ｒｒｓ（５５５）和Ｒｒｓ（４４３）／Ｒｒｓ

（５５５）来反演海洋中ＰＯＣ浓度
［７］。也有学者利用

单波段的离水辐亮度（Ｌｗｎ）与犆狆或犓４９０的关系

估算ＰＯＣ。文献［８］建立了类似于植被指数的

ＮＤＣＩ和ＭＮＤＣＩ的模型，用于ＰＯＣ浓度反演，该

模型在墨西哥湾得到了较好的效果，且在近岸二

类水体中的表现也十分理想［８］。这些算法的反演

精度都较为理想，特别是 ＭＮＤＣＩ模型，犚２达到了

０．９９，且在近海岸类水体中也具有较好的反演效

果［５８］，为进一步了解海洋中碳循环提供了有效的

手段。

目前，利用遥感反演内陆二类水体ＰＯＣ浓度

的研究相对较少，海洋中的ＰＯＣ反演模型是否适

用于我国的内陆湖泊还有待验证。因此，本文旨

在利用太湖及洞庭湖实测数据检验海洋水体

ＰＯＣ遥感反演模型，并建立适用于我国内陆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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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Ｃ反演的算法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ＧＯ

ＣＩ数据的ＰＯＣ反演模型。

１　研究区及数据获取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位于发展较快

的长江三角洲南缘，是典型的内陆大型浅水湖泊，

面积为２３３８．１ｋｍ２，平均水深约为１．９ｍ，自东

向西有东太湖、胥口湾、贡湖湾、梅梁湾和竺山湾

５个湖湾
［２］。

洞庭湖为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湖区位于长

江中下游下荆江南岸，面积２８２０ｋｍ２，号称“八百

里洞庭”［９］。

１．２　数据的获取

１）实测数据

在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２～１４日及８月５日，对太

湖及洞庭湖部分地区进行采样（两次采样部分点

位重复），太湖采样点位置如图１所示，两次共计

８２个样点，其中洞庭湖２９个点。用ＡＳＤ地物光

谱仪实测其同步的反射光谱数据，同时测定相应

的辅助数据（气温、风速、水温、水深等），将采集的

水样放入水样箱中低温保存，带回实验室对水样

进行室内实验，以测定各种水质参数，包括叶绿素

ａ（Ｃｈｌａ）浓度、ＰＯＣ浓度、总悬浮物（ＴＳＭ）浓度

等。

图１　采样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Ｐｏｉｎｔｓ

　　对于ＴＳＭ，用直径为４７ｍｍ、孔径为０．４μｍ

（经３０℃条件下烘干１～３ｈ）的滤膜过滤水样，再

烘干，称量，减去空白滤膜的重量，测得 ＴＳＭ 数

据［１０］。

对于叶绿素ａ，用热乙醇法测得Ｃｈｌａ浓度。

对于ＰＯＣ，１～３Ｌ的水样经已被灼烧过的直

径为２５ｍｍ的ＧＦ／Ｆ玻璃纤维滤膜过滤，然后用

铝薄片包裹，在３０℃条件下烘干，用浓盐酸雾熏

以去除其中的无机碳，最后通过元素分析仪测定

其中碳的百分含量，以得到ＰＯＣ含量
［１１］。

２）遥感数据

ＧＯＣＩ数据通过官方网站下载（ｈｔｔｐ：／／ｋｏｓｃ．

ｋｏｒｄｉ．ｒｅ．ｋｒ／ｉｎｄｅｘ．ｋｏｓｃ？ｌａｎｇ＝ｅｎｇ），经过辐射

定标及６Ｓ大气校正处理
［１２］。

２　基于实测遥感反射率的太湖犘犗犆

反演模型建立

２．１　海洋犘犗犆遥感反演模型适用性检验

目前，基于遥感反射率的海洋表层ＰＯＣ反演

模型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双波段比值模型（５５０／

４９０（４４３、４１２））、ＮＤＣＩ模型及 ＭＮＤＣＩ模型
［５８］。

利用实测数据检验大洋ＰＯＣ反演模型的适用性，

结果表明，海洋表层ＰＯＣ反演模型并不适用二类

水体，ＲＭＳＥ为１．６ｍｇ／Ｌ左右，ＭＡＰＥ都大于

５７％（未列出详细验证情况）。大洋水体ＰＯＣ来

源单一，二类水体组分较为复杂，ＰＯＣ来源广泛，

Ｃｈｌａ是 ＰＯＣ的组成部分但已不是主要来源，

Ｃｈｌａ敏感波段并不能很好地反演太湖ＰＯＣ浓

度，从而导致一类水体反演模型并不适用于内陆

二类水体。

２．２　太湖水体犘犗犆与主要水质参数之间的关系

分析

　　前人在研究大洋水体ＰＯＣ与水质参数之间

的关系时，发现ＰＯＣ与Ｃｈｌａ之间有很好的相关

性，从而建立了以Ｃｈｌａ敏感波段作为因子的反演

模型［６］。太湖及洞庭湖地区属于典型的二类水

体，水体组份复杂，了解ＰＯＣ与主要水质参数之

间的关系对反演模型的建立至关重要。

利用实测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ＰＯＣ与ＴＳＭ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８０９，与文

献［１３］结果一致，而ＰＯＣ与Ｃｈｌａ的相关系数仅为

０．３４。内陆湖泊受到人类活动影响显著，导致ＰＯＣ

来源多样性，而其中陆源有机物为主要来源［２］。

９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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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犘犗犆反演模型构建

根据实测数据研究发现，ＰＯＣ主要来源为

ＴＳＭ与Ｃｈｌａ，前人研究表明ＴＳＭ主要敏感波段

为５５０ｎｍ附近的绿光波段及７５０～８５０ｎｍ的近

红外波段，其中５５０ｎｍ处的绿光波段是由Ｃｈｌａ

和ＴＳＭ 及纯水共同作用产生的峰值，７５０～８５０

ｎｍ近红外波段水体吸收强，反射信息多为ＴＳＭ

造成，能较好地表达出悬浮物信息［１４］。

因此，本文利用７５０～８５０ｎｍ单波段近红外

波段作为模型因子，建立ＰＯＣ单波段反演模型，

以及利用５５０ｎｍ附近绿波段和７５０ｎｍ～８５０ｎｍ

近红外波段的波段组合作为模型因子，建立双波

段ＰＯＣ反演模型。

２．３．１　基于单波段遥感反射率的ＰＯＣ反演模型

将８２个采样点数据按照ＰＯＣ浓度由高到低

排列，隔两个取一个点作为验证点，最终得到５５

个建模点和２７个验证点（本文中所有模型的构建

与验证数据均统一）。野外实测光谱曲线表明太

湖和洞庭湖水体为典型的二类水体，在７００～８５０

ｎｍ的近红外波段，有两个反射峰，峰值分别位于

７１０ｎｍ及８２５ｎｍ处，其中７１０ｎｍ左右主要是由

于Ｃｈｌａ造成的，８２５ｎｍ处主要是由于ＴＳＭ造成

的。结合７５０～８５０ｎｍ的选择范围，经过迭代循

环发现ＰＯＣ浓度与单波段遥感反射率最大相关

性出现在８３４ｎｍ 处。以８３４ｎｍ 为因子建立

ＰＯＣ单波段反演模型（见式（１）），２７个验证数据

表明，该模型验 证的 ＲＭＳＥ 为 １．１２ ｍｇ／Ｌ，

ＭＡＰＥ为３５．８％。

ＰＯＣ＝１８８×Ｒｒｓ８３４＋０．５１９７，犚
２
＝０．６７

（１）

２．３．２　双波段反演模型

在太湖水体光谱曲线５５０ｎｍ左右所呈现的

峰值不仅仅是由于Ｃｈｌａ的贡献，同时，ＴＳＭ 对

５５０ｎｍ处的峰值也有较大的贡献。５５０ｎｍ附近

峰值应当能够部分表达ＴＳＭ 信息，利用５５０ｎｍ

附近与８２５ｎｍ附近的波段组合作为ＰＯＣ反演模

型因子建立ＰＯＣ反演模型。经循环迭代发现最

佳组合波段为８３４ｎｍ／５６３ｎｍ（见式（２）），验证的

ＲＭＳＥ 为 １．０９ ｍｇ／Ｌ，ＭＡＰＥ 为 ３７．３％

（见图２）。

ＰＯＣ＝９．２９１６×Ｒｒｓ８３４／Ｒｒｓ５６３＋０．１１，

犚２ ＝０．７１ （２）

图２　三种模型预测值与实测值散点图

Ｆｉｇ．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ＰＯＣＶａｌｕｅｓＶｅｒｓｕ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ＯＣＶａｌｕｅ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三种模型反演精度较为接近，从图２中可以

看出，部分点位相对集中在１∶１线附近，较为离

散。分析了不同点位的水质特征可以发现，Ｃｈｌａ

与ＴＳＭ的比例越小越集中于１∶１线，而比例较

大的点位相对较为离散，点的集中或离散与

Ｃｈｌａ／ＴＳＭ值密切相关。

３　基于犌犗犆犐数据的太湖犘犗犆反演

３．１　基于犌犗犆犐数据的犘犗犆反演模型构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波段比值模型具有

较好的反演效果，结合ＧＯＣＩ影像的波段设置情

况，选择犅８／犅４波段组合作为模型反演因子。建

模数据与验证数据均与前文采用的数据一致，５５

个建模点和２７个验证点，通过实测数据模拟

ＧＯＣＩ波段，得到基于模拟 ＧＯＣＩ波段数据的

ＰＯＣ反演模型（见图３）：

ＰＯＣ＝９．７３４× 犅８／犅（ ）４ ＋０．３５５３，

犚２ ＝０．６６８ （４）

　　 验 证 数 据 表 明 反 演 模 型 的 ＭＡＰＥ 为

３６．３８％，ＲＭＳＥ为１．１４ｍｇ／Ｌ。从图４中可以看

出，该模型在ＰＯＣ高值区域内存在较为明显的低

０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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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现象，在小于１．５ｍｇ／Ｌ的区域有高估现象。

图３　 基于ＧＯＣＩ数据的ＰＯＣ反演模型

Ｆｉｇ．３　ＰＯＣ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ＯＣＩ

图４　ＰＯＣ实测值与反演值散点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ＯＣ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ＰＯＣ

３．２　犌犗犆犐影像大气校正效果分析

影像使用的大气校正模型为６Ｓ模型。为了

检验大气校正的效果，采用９个点位的实测Ｒｒｓ

数据模拟ＧＯＣＩ波段与相对应大气校正后ＧＯＣＩ

影像上９个采样点位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图５为

实测遥感反射率值与卫星影像８个波段的遥感反

射率值散点图。

通过分析发现，经６Ｓ大气校正后的遥感影像

Ｒｒｓ值与实测Ｒｒｓ值比较接近，各个波段的平均相

对误差分别为１４．７％、８．６６％、６．６７％、１５．１７％、

１３．７％、１１．９９％、１０．９％、１３．８９％，均小于１６％，最

小值为６．７％，最大值为１５．１７％，本文所应用的波

段为犅４、犅８，其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１５．１７％、

１３．８９％。结果表明实测Ｒｒｓ与大气校正后的ＧＯＩＣ

影像Ｒｒｓ相差较小，证明ＧＯＣＩ影像经过６Ｓ大气

校正处理后的精度能够满足ＰＯＣ反演的要求。

图５　实测ＧＯＣＩＲｒｓ与模拟ＧＯＣＩＲｒｓ散点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ａｔｔｅ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ＧＯＣＩＲｒｓ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ＧＯＣＩＲ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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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述模型，选择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８个

时刻的ＧＯＣＩ影像数据（与实测数据基本准同步

的是上午９时影像），估算太湖全湖ＰＯＣ浓度分

布，结果如图６所示。可以发现，ＰＯＣ浓度在湖

心区域明显较低，沿岸区域明显较高，特别是在三

个湖湾沿岸，部分ＰＯＣ浓度接近１０ｍｇ／Ｌ；东部

区域ＰＯＣ浓度普遍较低，而西部区域ＰＯＣ浓度

较高，呈现出由西向东扩散的趋势。经分析主要

包括几个原因。

１）河流汇入，陆源有机物含量高。通过ＰＯＣ

浓度分布明显发现，太湖属于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

的湖泊，就三个湖湾而言，共计约９条河流汇入，包

括沉塘湖，浯溪，梁溪等，每条河流都具有相同的特

征———流域较长，汇入都伴随着大量的陆源有机

物，不仅提高了ＴＳＭ的浓度，也提高了ＰＯＣ浓度。

２）因为风向等气象因素，特定区域出现特殊

值。西南部沿岸特殊的ＰＯＣ高值区，以及向中间

扩散的趋势，是由于风向的原因，当天上午９时的

风向为西南风向，导致沉积物再悬浮。

基于５月１３日一天八景影像数据，得到８个

时间段ＰＯＣ浓度分布情况，分析发现上午８时全

湖ＰＯＣ浓度高值区域分布最为广泛；８～１２时，

高值浓度区域面积随时间递减，１２时达到最低

值；随着时间的增加，ＰＯＣ浓度高值区域递增，与

太阳辐照度的变化趋势相反（由图６可以发现

ＰＯＣ浓度为２～３ｍｇ／Ｌ及３～４ｍｇ／Ｌ两个范围

内随时间变化明显）。这与前人研究的大洋中

ＰＯＣ随时间变化规律较为近似，由早晨的高值降

低到正午时分的最低值，再由下午到傍晚十分持

续增长，夜晚时分ＰＯＣ持续降低，在次日清晨达

到与前一日清晨十分近似的水平［１５］。

图６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８个时刻太湖ＰＯＣ浓度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ＰＯ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ｋｅＴａｉｈｕａｔ８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ｏｎＭａｙ１３，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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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语

本文以太湖、洞庭湖野外实测数据为基础，建

立了基于实测Ｒｒｓ的ＰＯＣ单波段和双波段反演

模型，并通过波段拟合，建立了适用于ＧＯＣＩ卫星

数据的反演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太湖区域

ＰＯＣ浓度分布及ＰＯＣ日变化情况，得到以下结

论。

１）海洋中ＰＯＣ反演模型并不适用于太湖地

区ＰＯＣ反演模型。海洋一类水体ＰＯＣ反演模型

不适用于内陆二类水体，模型验证平均相对误差

均大于５５％。原因是由于太湖水体组份复杂，光

谱特性差异明显，ＰＯＣ来源广泛。

２）太湖水体ＰＯＣ与ＴＳＭ有较好的相关性，

与Ｃｈｌａ相关性较差，说明太湖地区Ｃｈｌａ并非是

ＰＯＣ的唯一来源。

３）单波段模型（８３４ｎｍ）及双波段模型（８３４

ｎｍ与５６３ｎｍ）均适用于内陆二类水体ＰＯＣ的反

演，特别是双波段比值反演模型，反演效果较好。

４）建立了适用于ＧＯＣＩ卫星数据的ＰＯＣ反

演模型，得到全湖ＰＯＣ浓度分布，发现ＰＯＣ浓度

主要受到河流及气象因素等影响，并且通过ＧＯ

ＣＩ数据的高时间分辨率的特点分析了太湖ＰＯＣ

浓度日变化情况，主要表现为８～１２时的ＰＯＣ高

浓度区域面积的递减及１２～１５时的高浓度区域

面积的递增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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