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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建立了海水浊度的水色卫星遥感方法袁并应用于 酝韵阅陨杂 水色卫星数据袁获取了东中国海浊度分

布遥 首先袁根据 圆园员员 年和 圆园员猿 年四个航次的海洋光学综合科学考察实验获取的现场数据袁建立了基于颗

粒物后向散射系数的浊度反演算法曰然后袁利用时空匹配的现场数据袁印证了 酝韵阅陨杂 卫星数据反演浊度的

可靠性曰在此基础上袁利用 圆园园怨 耀 圆园员猿 年 酝韵阅陨杂 水色卫星资料获取了东中国海 员圆 个月的浊度分布袁并对

影响浊度分布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遥 结果表明袁东中国海浊度分布在空间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袁
其中近岸高袁远岸低遥 时间上袁东中国海区域浊度分布的季节性变化显著袁冬季最高袁夏季最低袁春秋季节

属于变化过渡期袁冬夏季节进入稳定期遥 其中袁春季下降速度明显高于秋季上升速度遥
关键词院东中国海曰遥感曰浊度曰时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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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浊度是一种光学效应袁水中颗粒物对光产生

吸收尧散射作用造成了入射光的衰减袁根据衰减量

的多少表示浊度的大小遥 浊度是重要的水质参数

之一袁它是水质污染程度的一个表征因子遥 同时袁
由于浊度的大小决定了光在水体中的穿透深度袁

进而影响了浮游植物的生长袁所以它也可以指示

水体富营养化的程度咱员鄄圆暂 遥 浊度是悬浮体浓度的

指标因子袁可以根据区域性的浊度与悬浮体浓度

关系袁利用浊度的测量获取悬浮体浓度的信息袁广
泛应用于近岸及河口区域悬浮体的运移尧沉降和



第 源 期 胡静雯袁等院利用 酝韵阅陨杂 卫星遥感数据监测东中国海浊度的时空分布 缘远缘摇摇
再悬浮等研究咱猿鄄缘暂 遥

东中国海属陆架浅海袁是受物理强迫 为强

烈的海域之一咱远暂 遥 海区具有复杂的水动力环境袁
又受周围两大世界著名河流渊黄河及长江冤输入

的影响袁其水体性质无论在短或长的时间和空间

尺度上都有剧烈的变化咱苑鄄愿暂 遥 首先 为显著的是

年度的周期性变化遥 冬季的降温及大风的影响

下袁上下混合作用强烈袁水体性质上下基本均匀遥
对于较短的时间尺度上袁水体的垂直结构又受到

风暴尧浪尧潮汐及坡水的入侵等影响遥 水体的混合

及层化效应影响到颗粒物在水体中的垂直分

布咱怨鄄员园暂 袁如强烈混合作用下可影响海底边界层袁使
沉积物再悬浮遥 黄东海流系复杂袁且有些流系随

季节性变化显著袁海底地形复杂袁使该区域浊度分

布具有很大的时空变化特点遥 由于受到时间和空

间采样的局限性袁传统的手段无法对浊度的动态

变化进行准确的描述遥 卫星遥感监测技术能够提

供长时间尧大范围的监测数据袁为研究浊度的动态

变化提供了理想手段遥
近年来袁水色遥感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袁特别

对于近岸海洋水体大气校正及生物光学反演技术

有了长足的发展咱员员鄄员猿暂 袁近岸水体的水色遥感产品

质量有了大幅的提升袁基本上可满足近岸水体监

测的需求遥 近的研究表明袁目前 酝韵阅陨杂 卫星传

感器提供的中国近海的产品渊海面遥感反射率冤
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咱员源暂 袁这为利用 酝韵阅陨杂 卫星数

据监测中国近海的水质提供了可靠保证遥
基于光学技术的浊度测量袁国际标准化组织

确认了三种方法咱员缘暂 袁包括光透射率尧光侧向散射

及光后向散射法遥 而水体后向散射是水色卫星反

演主 要 的 产 品 之 一袁 有 较 为 成 熟 的 反 演 方

法咱员远鄄员愿暂 遥 对于东中国海浊度的研究袁目前主要利

用传统的测量方法咱员怨鄄圆园暂 袁对海区的浊度分布特征

有了一定的了解袁但缺乏时空特征分布的系统认

识遥 利用遥感技术对东中国海浊度的研究也有一

些成果咱圆员暂 袁这些研究基于统计经验方法袁针对特

定局部的海区袁尚不能全海域应用遥
本研究的目的是建立具有较高精度和实用性

更强的浊度的卫星遥感方法袁应用于东中国海浊

度变化的动态监测遥 首先利用广泛测量的现场数

据渊包括浊度尧后向散射系数及海面遥感反射率冤
建立浊度的遥感反演方法袁然后对该反演方法的

性能进行检验袁 后将反演方法应用于 酝韵阅陨杂 数

据袁获取东中国海浊度分布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现场数据来源于 圆园员员 年夏季渊远
耀苑 月冤尧圆园员员 年冬季渊员员 耀 员圆 月冤以及 圆园员猿 年夏

季渊远 耀 苑 月冤和 圆园员猿 年冬季渊员员 耀 员圆 月冤的海洋

光学综合科学考察实验遥 这四个航次现场测量共

包含 猿愿苑 个站位袁满足本文数据类型要求的有

猿员苑 个站位袁其中 圆怨怨 个站位的数据用于建立浊

度遥感反演模型袁另有 员愿 组与卫星匹配的数据用

于检验反演模型的性能遥 现场测量的参数包括浊

度尧后向散射系数及海面遥感反射率等遥
浊度的测量是使用 杂藻葬月蚤则凿 公司 杂月耘员怨责造怎泽

型号 悦栽阅 中的 杂藻葬责燥蚤灶贼 浊度仪测量所得袁单位使

用 云栽哉 标准遥 该浊度仪的测量原理是基于野侧
向冶光源检测野后向冶散射光来计算浊度值遥

水体的颗粒物后向散射系数由美国 宰藻贼蕴葬遭泽
公司的后向散射仪 月月鄄怨 获得遥 月月鄄怨 的 苑 个测量

波段分别为 源员圆尧源源园尧源愿愿尧缘猿圆尧缘怨缘尧远苑远 和 苑员缘
灶皂袁测量随水深变化的剖面后向散射系数 遭遭责遥 本

研究中计算表层 遭遭责按如下方法院在前 缘 皂 深度水

层光学性质均一时袁取前 缘 皂 数据的平均值曰若垂

直分层变化时袁取前 圆 皂 的数据平均值遥
文中使用到的现场测量的遥感反射率数据是

由 悦鄄韵孕杂渊圆园员猿 年夏季航次冤和 栽则蚤韵杂渊圆园员员 年夏

季尧冬季和 圆园员猿 年冬季冤这两个仪器获取遥 其中

悦鄄韵孕杂 是 月杂陨 公司生产的多光谱测量仪袁而 栽则蚤韵杂
是模块化的高光谱辐射计袁这两个仪器的测量原

理类似袁都是由两台辐射计组成袁其中一个测量水

体的向上辐亮度袁另一个测量向下辐照度袁然后通

过计算得到水面之上的遥感反射率遥
员援 圆摇 浊度遥感反演模型的建立

目前商品化的用于海洋测量的浊度计测量原

理是基于水体颗粒物的散射特性遥 水色遥感的产

品之一为颗粒物的后向散射系数遥 因此水体颗粒

物后向散射系数在理论上与浊度有密切关系遥 本

研究的方案是通过建立浊度与后向散射系数的统

计关系由水色遥感数据反演浊度遥
本研究利用现场调查获取的各水层的浊度资

料袁与同步获取的对应水深处的 缘猿圆 灶皂 颗粒物后

向散射系数渊 遭遭责缘猿圆冤的数据进行拟合渊如图 员 所

示冤袁式渊员冤为得到的统计关系式遥



缘远远摇摇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第 猿源 卷

栽哉砸 越 员员员援 猿缘窑遭遭责缘猿圆员援 园猿猿 渊员冤

图 员摇 浊度与 缘猿圆 灶皂 的颗粒物后向散射系数的相关关系

云蚤早援 员 悦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怎则遭蚤凿蚤贼赠 葬灶凿 遭遭责缘猿圆
由上图可以看出袁浊度与 缘猿圆 灶皂 处的颗粒物

后向散射系数有很高的相关关系遥 在下一步的研

究中袁将利用式渊员冤通过颗粒物后向散射系数估

算水体浊度的大小遥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圆援 员摇 海面遥感反射率反演 缘猿圆 灶皂 颗粒物后向散

射系数 遭遭责缘猿圆
在本文建立的浊度遥感反演模型中袁能否准

确获取 缘猿圆 灶皂 处的颗粒物后向散射系数至关重

要遥 本研究采用多波段准分析算法 匝粤粤咱圆圆暂 反演

颗粒物后向散射系数遥 该反演算法以多波段的遥

感反射率作为输入袁水体固有光学性质渊包括吸

收系数尧后向散射系数以及浮游植物尧黄色物质的

吸收系数等冤作为输出参数袁其在各种水体中均

具有很好的性能咱圆猿鄄圆源暂 袁是应用非常广泛的反演水

体固有光学性质的算法遥 为了检验该算法在东中

国海的性能袁本研究将 匝粤粤 用于现场测量的海面

反射率渊砸则泽冤反演后向散射系数袁然后与现场同步

测量的后向散射系数进行比较渊如图 圆 所示冤遥
由结果可知袁遭遭责缘猿圆 反演值与实测值呈高度

相关袁相关系数的平方值为 园援 怨缘袁均方根误差为

园援 园园圆袁将反演值与实测值做线性拟合后得到的斜

率为 园援 愿袁截距为 园援 园园猿袁由此验证了通过 匝粤粤 算

法获取 遭遭责缘猿圆 方法是可靠的遥
圆援 圆摇 酝韵阅陨杂 数据反演浊度的印证

由于本文 终的目的是将建立起的浊度反演

模型应用于遥感数据袁所以使用 酝韵阅陨杂 卫星数据

图 圆摇 遭遭责缘猿圆 实测值和 匝粤粤 估算值比较

云蚤早援 圆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遭遭责缘猿圆 枣则燥皂 蚤灶 泽蚤贼怎 凿葬贼葬 葬灶凿
遭遭责缘猿圆 藻泽贼蚤皂葬贼藻凿 遭赠 匝粤粤

反演浊度的准确性需要进行印证遥 本文使用的卫

星数据为美国航空航天局渊晕粤杂粤冤郧燥凿凿葬则凿 杂责葬糟藻
云造蚤早澡贼 悦藻灶贼藻则渊郧杂云悦冤数据分发中心处理并发布的

粤择怎葬 辕 酝韵阅陨杂 蕴藻增藻造圆 的数据产品袁即为经过大气

校正的海面遥感反射率数据袁空间分辨率为 员
噪皂遥 本文将现场测量数据与 酝韵阅陨杂 卫星数据进

行时空匹配袁对匹配点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袁定量

评价浊度反演模型的可靠性遥
在选取与现场数据匹配的卫星数据时袁遵循

时空匹配原则咱圆缘暂 遥 具体来说院由于 酝韵阅陨杂鄄粤择怎葬
过境时间为当地时间下午 员 颐 猿园袁因此袁本文时间

窗口的定义标准为院酝韵阅陨杂鄄粤择怎葬 过境时间前后 猿
澡渊即 员园颐 猿园 到 员远颐 猿园冤之间袁空间窗口的定义标准

为院现场测量位置为中心的周围 猿 伊 猿 像素的正方

形区域内的卫星有效数据的平均值遥 将浊度遥感

反演模型应用于满足时空匹配的卫星数据渊共 员愿
个数据冤袁得到浊度的反演结果与现场测量的浊

度数据做比较袁结果如图 猿 所示袁由结果可知袁浊
度的反演值与实测值相关系数的平方是 园援 怨猿苑袁
所以将浊度遥感反演模型应用于 酝韵阅陨杂 数据得

到的结果是可靠的遥
圆援 猿摇 东中国海月平均浊度的分布

在进行了算法的可靠性验证后袁将上文中得

到的针对东中国海区域的浊度反演模型应用于

酝韵阅陨杂鄄粤择怎葬 数据袁数据处理过程如下院首先袁在
获取 圆园园怨 耀 圆园员猿 年东中国海浊度分布的天数据

后袁利用平均法进行月平均处理遥 由于云覆盖及

卫星轨道的限制袁卫星有效数据的覆盖率不高袁为



第 源 期 胡静雯袁等院利用 酝韵阅陨杂 卫星遥感数据监测东中国海浊度的时空分布 缘远苑摇摇

图 猿摇 浊度的反演值与实测值比较

云蚤早援 猿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怎则遭蚤凿蚤贼赠 凿藻则蚤增藻凿 枣则燥皂 酝韵阅陨杂 凿葬鄄
贼葬 葬灶凿 贼怎则遭蚤凿蚤贼赠 枣则燥皂 蚤灶 泽蚤贼怎 皂藻葬泽怎则藻皂藻灶贼泽

保证数据在研究区域覆盖率袁将 圆园园怨 耀 圆园员猿 年相

同月份的数据进行平均袁得到 员圆 个月份的浊度分

布袁如图 源 所示遥
由于本文使用多年平均数据得到浊度的月分

布图袁因此这里将 员 月 耀 员圆 月份的结果作为一个

首尾相接的循环来研究东中国海浊度值在一年内

员圆 个月的变化规律遥 通过对上图的分析袁东中国

海浊度的月分布变化基本可以分为野持续上升鄄保
持稳定鄄迅速降低鄄保持稳定冶源 个阶段遥 其中野持
续上升冶阶段从 怨 月份开始袁持续到 员圆 月份结束遥
随后的 员尧圆尧猿 月份为整体海域浊度野保持稳定冶
的阶段遥 从 源 月份开始一直到 远 月份结束袁属于

浊度值的野迅速降低冶阶段遥 苑尧愿 月份的整体浊度

值又进入野保持稳定冶阶段遥

图 源摇 圆园园怨 耀 圆园员猿 年东中国海浊度月平均的分布

云蚤早援 源 酝燥灶贼澡造赠 葬增藻则葬早藻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贼怎则遭蚤凿蚤贼赠 凿藻则蚤增藻凿 枣则燥皂 酝韵阅陨杂 泽葬贼藻造造蚤贼藻 凿葬贼葬 枣则燥皂 圆园园怨 耀 圆园员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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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浊度分布随时间变化特点袁具体来说渊长江

口外海域的浊度值变化通过 栽哉砸 越 圆云栽哉 的等值

线的位置的移动和所包围的区域面积大小的变化

进行描述冤院
从 怨 月开始袁苏北浅滩区域的 栽哉砸 越圆云栽哉 的

等值线出现了明显东移的趋势袁前缘位置到达

员圆源毅耘遥 进入 员园 月后袁东中国海沿岸海域浊度整

体迅速增大袁苏北近岸经长江口以北海域向东南

深海延伸的由 栽哉砸 越 圆云栽哉 等值线包围的舌状高

浊度水体带已经形成袁高浊度水体的势力经过一

个月的扩张袁在 员员 月份袁栽哉砸 越 圆云栽哉 的等值线前

端到达 员圆远毅耘 以东袁其包围的区域形成侧野粤冶字
形遥 员圆 月袁北黄海非沿岸的大部分海域浊度值小

于 员云栽哉袁但在 猿愿毅猿园忆晕 中西部区域出现了较高浊

度区域渊栽哉砸 跃 越 员援 缘云栽哉冤袁范围由 员圆圆毅耘 跨至

员圆源毅耘遥 此外袁通过 栽哉砸 越 圆云栽哉 的等值线的继续

东移变化可以看出袁长江口外侧表层浊度值高于

圆云栽哉 的水体在向东南扩散至 员圆远毅猿园忆耘 以东海域

后又折向北偏西向黄海方向移动袁这部分水体在

移动过程中分为两支袁其中一部分重新进入黄海袁
另一部分输向韩国西南近岸袁在侧野粤冶字形的北

侧肩部呈现出向东北方向移动的分支袁这部分水

体在次年 员 月份与韩国西南近岸的表层高浊度

渊栽哉砸 跃 圆云栽哉冤区域连为一体遥 同时袁于上年 员圆
月份出现的北黄海中西部的较高浊度区域也更加

显著袁南黄海中部区域的浊度呈现整体升高趋势遥
圆尧猿 月份的浊度分布与 员 月份保持一致袁栽哉砸 越
圆云栽哉 的等值线锋面前缘稳定在 员圆远毅猿园忆耘 以东海

域遥 与前三个月的稳定分布不同袁从 源 月份开始袁
整个东中国海海区浊度值开始下降袁长江口外海

域与韩国近岸表层高浊度水体的连接断开袁栽哉砸
越圆云栽哉 的等值线围成的高浊度水体带向西北回

撤袁退缩成为面积较小的舌状遥 后经一个月的持

续下降袁到 缘 月份袁长江口北的高浊度渊 栽哉砸 跃
圆云栽哉冤水舌基本消失袁栽哉砸 越 圆云栽哉 的等值线前缘

回缩至 员圆猿毅耘 以西遥 进入 远 月份以来袁长江口毗

邻区域的高浊度水舌完全消失袁整个海区的野迅
速下降冶阶段结束袁进入 苑尧愿 月的稳定阶段遥

东中国海浊度一年内月分布的变化特征以及

高浊度水体的输运规律是由季风尧各种不同流系

相互作用以及入海径流和该海域沉积物分布共同

影响形成遥 黄尧东海海区的浊度分布季节变化十

分明显袁尤其是长江口邻近海域的表层高浊度带

的形成与消退呈现出显著的 野夏储冬输冶 的现

象咱圆远暂 袁不同流系的相互作用是造成这种季节变化

的主要原因遥 在冬半年渊怨尧员园尧员员尧员圆尧员尧圆 月冤袁
黄尧东海区域风力加大袁苏北近岸海水混合增强袁
底部泥沙搅起袁表层水体浊度升高遥 同时袁冬季盛

行的西北风促使黄海沿岸流作用达到鼎盛袁带动

苏北近岸表层高浊度水体向南输运袁途中在长江

口以北区域受到来自台湾暖流的阻碍和顶托咱圆苑暂 袁
在两股势力的共同作用下转为东南方向袁输运至

深海遥 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表层高浊度水舌在冬季

高风速和强势流系的作用下袁虽然影响范围逐渐

扩大袁但锋面前缘受到外海野洁净水体冶 渊黑潮及

其衍生水冤的阻碍作用袁无法到达东部深海冲绳

海槽遥 然而水体的输运并未停止袁在冬季逐渐强

盛的由东南要西北走向的黄海暖流和台湾暖流的

驱使下袁表层高浊度水舌一部分回输黄海袁另一部

分随进入济州岛海峡的黄海暖流分支流向韩国西

南近岸区域袁与受到韩国沿岸流影响的近岸的高

浊度水体交汇遥 夏半年渊猿尧源尧缘尧远尧苑尧愿 月冤盛行东

南风袁黄海沿岸流向西北退缩袁外海高温尧高盐的

黑潮爬升水开始向陆架西北入侵袁在随后季节中

爬升高度以及入侵范围越来越大袁形成的野水障冶
阻隔作用越来越显著袁导致陆架表层高浊度水体

在陆架区贮存咱圆远鄄圆怨暂 遥 南黄海中部由于冷水团的

存在袁减弱了现代陆源物质对中部深水区的影响袁
限制了下层水体的再悬浮袁所以南黄海中部几乎

全年存在一个浊度低值区咱怨鄄员园暂 袁但是南黄海中部

与北黄海中部分别存在一个小环流泥质沉积

区咱猿园暂 袁所以在冬季大风的搅动下袁会出现表层浊

度的高值区域遥
猿摇 结摇 语

本文根据 圆园员员 年和 圆园员猿 年 源 个航次的海洋

光学综合科学考察实验获取的现场测量数据袁建
立了基于颗粒物后向散射系数的浊度反演算法曰
然后袁利用时空匹配的现场测量数据袁印证了 酝韵鄄
阅陨杂 卫星数据反演浊度的可靠性曰在此基础上袁利
用 圆园园怨 耀 圆园员猿 年 酝韵阅陨杂 水色卫星资料获取了东

中国海 员圆 个月的浊度分布袁并对影响浊度分布的

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遥 研究结果如下院
渊员冤空间上袁东中国海浊度分布具有很大的差异

性袁整体上近岸高袁远岸低遥 渊圆冤时间上袁东中国

海区域浊度分布的季节性变化明显著袁春秋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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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变化过渡期袁冬夏季节进入稳定期遥 其中袁春
季下降速度明显高于秋季上升速度袁进入稳定阶

段后袁整个海区内冬季浊度均值明显高于夏季遥
这种分布特征的形成除了有历史因素以及陆源物

质和河流的输入影响外袁季风和不同流系的季节

性变化以及海底沉积物类型也是导致时空分布特

征形成的重要原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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