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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海岸带近 30 a 红树林变化遥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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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孟加拉国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支点国家,海岸带广泛分布有红树林,其西南部的松

达班地区尤其典型。 本研究基于 1990、1996、2000、2005、2010 和 2016 年 6 个时期 Landsat TM / OLI 中等分

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开展了基于 SVM 方法的孟加拉国海岸带红树林遥感监测,并应用 8 m 空间分辨

率的 GF1鄄PMS1 卫星遥感数据进行结果检验,给出了 6 个时期孟加拉国海岸带红树林空间分布状况,分析

了红树林 30 a 间的演变趋势。 结果表明:1)近 30 a 孟加拉国海岸带红树林面积整体上呈现缓慢减少的趋

势,1990 年面积为 468218. 932 hm2,至 2016 年红树林面积共减少 17077. 898 hm2;2)海岸带红树林空间上

呈东部和西部减少,中部增加的态势,近 30 a 间东部吉大港专区红树林面积减少了 45. 7% ,西部库尔纳专

区红树林减少了 2632. 007 hm2,但仅占总面积的 0. 64% ,中部巴里萨尔专区红树林面积增加 3108. 604
hm2;3)东部吉大港专区红树林面积减少区域主要位于诺阿卡利附近沿岸和佐拉尔甘杰沿岸,主要减少的

原因是虾养殖池的建立;西部库尔纳专区红树林减少区域主要分布在松达班地区河口、沿岸附近,主要减

少的原因是虾养殖池的建立和人类活动将红树林转换为其他类用地;中部巴里萨尔专区红树林面积增加

区域主要分布在戈拉吉博群岛周边,主要增加的原因是人工种植红树林和红树林的自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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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ngladesh is an important joint along the Silk Road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mangroves are widely distribu鄄
ted in the coastal zone,especially in the Sundarbans in the southwes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1990,1996,2000,2005,2010 and 2016,six period Landsat TM / OLI moderate resolution satellite was car鄄
ried out based on the SVM method of Bangladesh coastal mangrove remote monitoring,applying 8 m spatial resolution
GF1鄄PMS1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in the test,given 6 times in Bangladesh coastal mangrove space the distribu鄄
tion,analyzes the evolution trend of mangrove 30 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1) in the past 30 years,the area of man鄄
grove forest in coastal area of Bangladesh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as a whole,with an area of 468218. 932 hm2 in
1990 and 17077. 898 hm2 in 2016; 2)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reduction,the central increase in the situation,nearl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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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astern Chittagong area mangrove area decreased by 45. 7% , the western Khulna area mangrove reduced by
2632郾 007 hm2,but only 0. 64% of the total area,the central Barisal area Mangrove area increased by 3108. 604 hm2;
3) reduced area of mangrove area in the eastern Chittagong area is mainly located along the coast of Noakhali and a鄄
long the zorarganj,mainly du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hrimp ponds; the area of the subtropical forest is mainly distrib鄄
uted in the estuary of the Sundarbans,near the coast,the main reason for the reduction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rimp and the human activities convert the mangrove forest into other types land; the central mangrove area distribu鄄
ted in the Barisal is mainly increase,the main reason is the natural growth and plants.
Key words:mangrove;remote sensing;SVM classification;Bangladesh

摇 摇 红树林是自然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海岸

潮间带的一种耐盐木本植物,它不仅能为海洋生

物提供营养物质,而且也能保护自然岸线免受风

暴、洪水、台风等灾害的侵蚀[1鄄2]。 此外,红树林为

当地居民提供重要的社会经济服务和森林产品,
包括鱼虾繁殖和饵料基地,产生诸如木材等经济

效益的产品。 因此,红树林具有生态、社会、经济

等价值。
传统的红树林实地调查方法由于受到每日涨

落潮及红树林生长所处的潮间带淤泥环境影响,
无法全面准确的摸清红树林的具体情况,同时也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遥感技术的出现填补了无

法全面、快速、动态、精确的监测红树林的空白,越
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利用遥感的手段探讨研究红

树林。
针对不同的研究尺度范围,选择不同的遥感

数据源。 在全球尺度的红树林变化监测,大多数

学者利用中等空间分辨率遥感数据[3鄄4],包括

Landsat MSS / TM / ETM+、SPOT1鄄4 和 ASTER 等数

据。 在区域尺度的红树林遥感监测研究,同样也

采用上述中分辨率遥感数据[5鄄8],其中李四海[9]

等人对中巴资源卫星在红树林资源调查的应用能

力做了研究,得到精度较高的分类结果。 但更多

的研究是采用更高空间分辨率卫星遥感图像,包
括 QuickBird、SPOT 5 等数据源[10鄄14]。 也有不少

学者采用多源遥感数据[15],如吴培强、赵玉灵、梁
浩等都是利用多源卫星遥感数据通过混合分类方

法提取红树林信息。
对于孟加拉国沿岸红树林,很多学者做了大

量的研究工作,Md. Abdul Halim[16] 等人利用 RS
和 GIS 手段对孟加拉国西部 Sylhet 1988 ~ 2006 年

土地利用模式变化调查发现:红树林面积从 1988
~1996 年显著减少,从 1826 hm2到 1714. 85 hm2,
由于当地政府对红树林保护的重视,从 1996 ~

2006 年面积逐步增加。 Peterson M[17] 利用 Land鄄
sat TM 数据对孟加拉国西南部松达班地区 1989
~2000 年红树林覆盖变化研究,通过比较 NDVI、
最大似然监督分类、亚像元监督分类这三种方法,
得出:最大似然分类方法不能揭示水林混合的自

然区域,亚像元和 NDVI 得出整体面积变化是减

少的趋势,主要发生在东南部和西南部松达班地

区的边缘。 Chandra Giri[18] 等人利用监督分类方

法对 1970 年、1990 年、2000 年松达班红树林做变

化监测分析,发现净增长变化不明显,通过转移矩

阵发现变化原因是由侵蚀、沉积、红树林砍伐、复
原引起的。 Mohammad Abdul Quader[19] 等人利用

1975 ~ 2010 年 Landsat 卫星影像数据对松达班地

区红树林监测,得出近 35 a 红树林净增加 11500
hm2,红树林密度变化主要由气旋、盐度增加、人
为因素影响造成的。 Sandip Giri[20] 等人利用

Landsat TM 和 Landsat ETM 数据,通过监督分类

中的最大似然分类方法对松达班地区 1999 ~
2010 年红树林进行分类,得出 1999 ~ 2010 年的

红树林面积从 55. 01% 降到 50. 63% 。 这些研究

大都只是集中于松达班地区,没有对孟加拉国沿

岸红树林整体做研究,研究的时序也相对比较短。
因此,本研究拟采用 1990 年、1996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6 年共 6 期 Landsat TM /
OLI 中等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和 2016 年 GF1鄄
PMS1 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作为研究数据源,
利用 SVM 分类方法提取孟加拉国近 30 a 红树林

面积,通过对比监测红树林面积变化,分析得出近

30 a 红树林整体面积空间分布状况和随着时间序

列红树林面积变化状况,本研究结果以期为政府

和相关部门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区域概况

孟加拉国位于南亚次大陆,北部靠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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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脉,南部为孟加拉湾恒河、布拉普特拉河两大河

流从北向南流入大海,在南部形成发达的支流,形
成了河网纵横交错的沼泽平原区。 河流携带大量

泥沙沉积于河口,使陆地不断向海扩展和淤积升

高,为红树林的生长及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主
要红树林分布区域为西南部的库尔纳专区、南部

的巴里萨尔专区和东南部的吉大港专区。
孟加拉国一年主要可分为 4 个季节:季风前

(3 月 ~ 5 月),季风(6 月 ~ 9 月),季风后(10 月

~ 11 月),干燥的冬季(12 月 ~ 次年 2 月)。 冬季

平均最高温度 29益,最低平均温度 11益;夏季最

高平均温度 34益,最低平均温度 21益,年平均气

温 32. 8益。 松达班地区每年平均温度 29 ~ 34益
之间,雨季平均降雨量 1194 mm 至 3454 mm。 高

温的热带气候、充沛的雨量、广阔的河口沼泽滩

涂,为红树林的生存及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使
孟加拉成为世界天然红树林面积最大的国家。

本研究的区域为整个孟加拉国红树林覆盖

区,包括天然红树林和人造红树林。 区位示意图

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研究区域

Fig. 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1. 2摇 数据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源为 1990 年 2 月、11 月

的 Landsat TM,1995 年 11 月、12 月 Landsat TM,
2000 年 11 月、12 月 Landsat TM,2005 年 10 月、11
月 Landsat TM,2010 年 11 月、12 月 Landsat TM,
2016 年 2 月、3 月 Landsat 8 OLI 数据和 2016 年 2
月、2 月 GF鄄1 PMS1 数据,共收集 36 景影像,数据

分辨率分别是 30 m、30 m 和 8 m。 由于数据覆盖

范围比较大,分辨率相对比较高,适合大范围、长
序列的监测红树林变化情况。 数据具体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遥感影像数据

Tab. 1 Location of reconnaissance

序号 卫星名称 成像时间 分辨率 / m

1 Landsat鄄5 1990 30

2 Landsat鄄5 1996 30

3 Landsat鄄5 2000 30

4 Landsat鄄5 2005 30

5 Landsat鄄5 2010 30

6 Landsat鄄8 2016 30

7 GF鄄1 2016 8

注:Landsat 数据来源于 USGS 网站、GF鄄1 数据来源于中国资源卫

星应用中心

1. 3摇 研究方法

1. 3. 1摇 影像预处理

为了提取红树林的分布范围,首先需要对影

像做预处理,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将获取的

1990 ~ 2016 年 6 期 30 景遥感影像数据在图像处

理软件中采用定标工具,将 DN 值转换为辐射亮

度值,然后利用大气校正模型对所有影像逐景做

大气校正;第二部分以 2016 年 Landsat8 OLI 数据

为基准对其他年份遥感影像数据做地理配准,使
得配准误差控制在 1 个像元以内。
1. 3. 2摇 SVM 分类提取方法

实验采用 SVM 方法对遥感影像进行监督分

类。 支持向量机,因其英文名为 support vector ma鄄
chine,故一般简称 SVM,是一种二类分类模型,其
基本模型定义为特征空间上的间隔最大的线性分

类器,学习策略是间隔最大化,最终可转化为一个

凸二次规划问题的求解。 SVM 的主要思想可以

概括为两点:(1)它是针对线性可分情况进行分

析,对于线性不可分的情况,通过使用非线性映射

算法将低维输入空间线性不可分的样本转化为高

维特征空间使其线性可分,从而使得高维特征空

间采用线性算法对样本的非线性特征进行分析成

为可能;(2)它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理论之上在

特征空间中建构最优分割超平面,使得学习器得

到全局最优化,并且在整个样本空间的期望风险

以某个概率满足一定上界。 SVM 方法在小样本

训练集上能够得到比经典方法更好的结果。 本次

研究所用的 SVM 方法参数核函数选用的是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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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核函数,优化方法的惩罚参数为 100。 利用

SVM 方法分类得出 2016 年红树林分类图,将分

类结果在 GIS 软件中转为矢量数据,并通过属性

表统计红树林面积,其他年份的面积基于 2016 年

数据,只对红树林有变化的区域进行人机交互目

视解译提取变化信息,这样基于 2016 年的数据可

以消除不同年份未变化区域红树林面积统计的

误差。
1. 3. 3摇 分类精度验证

本研究所选取的验证数据为 GF鄄1 PMS1(多
光谱波段分辨率 8 m,全色波段分辨率为 2 m)共
6 景,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8 日(3 景)、2016 年 3
月 7 日(2 景)、2016 年 7 月 8 日(1 景)。 基于图

像处理软件中 DEM 数据对 GF鄄1 PMS1 做正射校

正,然后和 Landsat 8 OLI 数据进行地理配准,使
得配准误差控制在 1 个像元以内。 由于 GF鄄1 数

据幅宽较小,本次精度验证采取均匀分布的 GF鄄1
PMS1 6 景数据对基于 SVM 分类方法的结果进行

评价。 利用 GF鄄1 PMS1 数据,采用人机交互解译

的方式提取出红树林范围,并统计红树林面积,将
所得的红树林面积与利用 SVM 分类方法对 Land鄄
sat 8 OLI 数据提取出的红树林面积做对比分析,
得出两种方法计算出平均误差为 10. 36% ,分类

精度为 89. 64% 。 GF鄄1 PMS1 验证数据相对于

Landsat 8 OLI 数据分布如下图 2 所示。

图 2摇 GF | |1 验证数据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GF鄄1 validation data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 摇 孟加拉国近 30 a 红树林整体分布状况及

变化

通过对孟加拉国 6 期近 30 a 的遥感影像数

据统计分析,得出面积分布状况如图 3 ~ 图 10 所

示。 经过对比解译结果研究发现:1)在时间序列

上,近 30 a 红树林面积整体上呈现先增加后减少

的趋势,总面积从 1990 ~ 2016 年的近 30 a 整体有

所下降,其中 1990 年总面积为 468218. 932 hm2,
至 2016 年面积减少 17077. 898 hm2;2)在空间整

体分布上,西南部的库尔纳专区在近 30 a 面积整

体变化相对较小,减少 2632. 007 hm2,主要减少的

区域集中在河口、沿岸边缘区。 南部的巴里萨尔

专区面积整体上是增加,增加了 3108. 604 hm2,主
要增加的区域集中在岛的周围。 东南部的吉大港

专区面积变化最大,整体上减少 17554. 492 hm2,
主要变化区域集中于沿岸附近。

图 3摇 孟加拉国红树林 1990 年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mangrove of Bangladesh in 1990

图 4摇 孟加拉国红树林 1995 年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of mangrove of Bangladesh in 1995

2. 2摇 库尔纳专区近 30 a 红树林面积变化趋势

从遥感影像中红树林提取的结果来看,近
30 a库尔纳专区红树林面积变化趋势整体是在减

少,从图 11 中分析得出库尔纳专区 2010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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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摇 孟加拉国红树林 2000 年分布

Fig. 5 Distribution of mangrove of Bangladesh in 2000

图 6摇 孟加拉国红树林 2005 年分布

Fig. 6 Distribution of mangrove of Bangladesh in 2005

图 7摇 孟加拉国红树林 2010 年分布

Fig. 7 Distribution of mangrove of Bangladesh in 2010

年面积变化最剧烈,减少 2981. 682 hm2。 在 1990
~ 1996 年期间,增加 2632. 01 hm2,主要发生增加

的区域集中在松达班地区沿岸和河口附近以及吉

大港专区沿岸,主要增加的原因红树林自然生长

图 8摇 孟加拉国红树林 2016 年分布

Fig. 8 Distribution of mangrove of Bangladesh in 2016

图 9摇 孟加拉国近 30 a 红树林叠加分布

Fig. 9 Distribution of mangrove of Bangladesh recent 30
year

图 10摇 孟加拉国海岸带红树林近 30 a 面积变化趋势

Fig. 10 The change trend of mangrove in the coastal are鄄
a of Bangladesh in recent 30 years

和人工种植。 在 1996 ~ 2000 年期间,红树林的面

积开始下降,下降比例为 0. 41% 。 在 2001 ~ 2005
年的 5 a 期间,红树林的面积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增加 1542. 58 hm2。 2005 ~ 2010 年,红树林面积

趋于稳定,增长速率相对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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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摇 库尔纳专区 1990 ~ 2016 年面积变化趋势

Fig. 11 Analysis of area change trend in the Khul鄄
na from 1990 to 2016

2. 3摇 巴里萨尔专区近 30 a 红树林面积变化趋势

巴里萨尔专区红树林面积近 30 a 呈现上升

趋势,面积增加 3108. 604 hm2,具体面积变化趋势

如图 12 所示。 在 1990 ~ 1996 年,面积增加了

652. 592 hm2,主要增加区域分布在沿岸附近。
1996 ~ 2005 年面积增加 5979. 91 hm2,增长速率

为 29. 12% ,变化主要的区域发生在戈拉吉博群

岛以及沿岸区域,有些区域的红树林向海一侧延

伸。 2005 ~ 2016 年,面积变化呈现先减少后增加

的趋势,面积总共减少 3523. 902 hm2,主要减少区

域发生托利高尔诺戈尔沿岸附近。

图 12摇 巴里萨尔专区 1990 ~ 2016 年面积变化趋势

Fig. 12 Analysis of area change trend in the Barisal from
1990 to 2016

2. 4摇 吉大港专区近 30 a 红树林面积变化趋势

吉大港专区红树林面积近 30 a 是呈现下降

趋势,面积减少 17554. 492 hm2,具体变化趋势如

图 13 所示。 在 1990 ~ 1996 年期间,面积增加

4658. 377 hm2,主要增加在吉大港专区东南部哈

蒂亚沿岸附近。 在 1996 ~ 2001 年,面积减少

12878. 234 hm2,减少 29. 9% ,主要减少区域发生

在诺阿卡利附近沿岸红树林区和佐拉尔甘杰沿岸

红树林区。 在 2001 ~ 2016 年这 15 a 期间,红树林

的面积在逐渐减少, 主要的变化区域集中在达莫

多尔布尔沿岸附近和北诺尔比洛沿岸。

图 13摇 吉大港专区 1990 ~ 2016 年面积变化趋势

Fig. 13 Analysis of area change trend in the Chittagong from
1990 to 2016

2. 5摇 红树林变化驱动因子分析

2. 5. 1摇 自然驱动因子分析

引起孟加拉国红树林变化自然因素主要包括

热带气旋、海啸以及海岸侵蚀和海平面上升等。
首先,全球大约 1 / 10 的热带气旋发生在孟加拉

湾,这些热带气旋中的 1 / 6 在松达班地区登陆,沿
岸分布的红树林易遭受侵害[21]。 孟加拉国海岸

带红树林受热带气旋的影响较大,常导致外缘红

树林死亡。 如 1991 年孟加拉湾特大气旋风暴灾

害,风暴潮增水高达 6m,使得沿岸红树林遭到破

坏而死亡。 图 14 给出了该次气旋风暴过程前后

松达班地区的两景 Landsat 5 TM 遥感影像,分别

获取于 1991 年 4 月 19 日和 5 月 18 日。 通过对

比气旋风暴前后遥感影像发现,原红树林区域出

现大面积灰色斑块,这是由于红树林倒伏,水体出

露所致。 海啸灾害虽然偶发,但是破坏力巨大,
2004 年 12 月 26 日印度洋大海啸,引发海浪高达

10 余米,对孟加拉国沿岸红树林造成破坏。 图 15
给出了印度洋海啸前后松达班地区的 2 期 Land鄄
sat 5 TM 遥感影像,分别获取于 2004 年 12 月 15
日和 12 月 31 日,通过对比发现,印度洋海啸造成

红树林边界向陆地方向后退 30 ~ 60 m。 另外,孟
加拉国海岸带易受海浪的侵蚀,使得沿岸的红树

林固着的土壤消失,养分减少,从而导致红树林死

亡;红树林生态系统对于海平面上升非常敏感,红
树林的生理特征决定其不能长时间浸淹在海水

中,而孟加拉国海岸的海平面上升比全球高 1 ~
2 mm / a[22],这也是导致红树林减少的原因。
2. 5. 2摇 人类活动驱动因子分析

引起孟加拉国红树林变化的人类活动主要包

括耕地和水田开发利用、养殖场建设,红树林砍伐

等。 近 30a 孟加拉国海岸带耕地和水田开发剧

烈,侵占了大片的红树林。 通过对比 199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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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摇 1991 年孟加拉湾特大台风灾害

Fig. 14 The typhoon disaster in the bay of Bengal in 1991

图 15摇 2004 年印度洋海啸造成红树林破坏

Fig. 15 The destruction of mangroves caused by Indian
Ocean tsunami in the 2004

年 2 期 Landsat 5 TM 和 Landsat 8 OLI 遥感影像,
发现在吉大港诺阿卡利县附近,红树林转换为耕

地(见图 16);在吉大港达贡菩伊亚县附近红树林

转换为水田(见图 17);在吉大港北诺尔比落县沿

岸红树林被开发为虾养殖场(见图 18),虾养殖厂

对红树林周边环境的污染使红树林所处水体发生

富营养化现象,从而导致红树林大量枯萎死亡。
另外,人们为了商业利益,过度滥砍滥伐红树

林,虽然政府颁布 1927 年森林法和 1994 年森林

法,但是这些法律属于象征性的,没有切实、根本

的解决保护红树林的问题[23]。

图 16摇 红树林用地转换为耕地

Fig. 16 Mangrove converted to plough

3摇 结摇 论

(1)近 30 a 孟加拉国海岸带红树林面积整体

上 呈 现 缓 慢 减 少 的 趋 势, 1990 年 面 积 为

468218郾 932 hm2,至 2016 年红树林面积共减少

图 17摇 红树林用地转换为水田

Fig. 17 Mangrove converted to paddy field

图 18摇 红树林用地转换为虾养殖场用地

Fig. 18 Mangrove converted to shrimp farm

17077. 898 hm2。
(2)库尔纳专区地区近 30 a 红树林面积整体

在减少,面积减少 17077. 898 hm2,主要发生在松

达班地区沿岸河口附近。 巴里萨尔专区红树林面

积近 30 a 呈现上升趋势,面积增加 3108. 604
hm2,主要发生在戈拉吉博群岛周围。 吉大港专

区红树林面积近 30 a 是呈现下降趋势,面积减少

17554. 492 hm2,主要发生在诺阿卡利附近沿岸红

树林区和佐拉尔甘杰沿岸红树林区。
(3)引起孟加拉国海岸带红树林近 30 a 面积

变化是由自然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在自然引起红树林变化方面:主要是由于孟加拉

国海岸带所处的位置易受热带气旋、海啸以及海

岸侵蚀和海平面上升等影响。 2)在人类活动引

起红树林变化方面:主要是虾养殖厂对周围环境

破坏导致红树林所处环境的富营养化,使得红树

林在这样的环境中不适应生长。 其他人类活动包

括耕地和居民用地开发、养殖场建设,红树林砍

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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