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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珊瑚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有价值的海洋生态系统,但其生态也非常脆弱。 近年来,由
于气候变化、过渡捕捞和环境污染等影响,全球珊瑚礁生态系统退化严重。 其中,全球变暖、海表温度异常

升高导致大量珊瑚白化,已成为全球珊瑚礁最大威胁,因此珊瑚礁的白化监测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管理、保
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综述了国内外监测珊瑚礁白化的主要监测方法,将其总结归纳为三类:
现场监测、生态监测和遥感监测方法,介绍和评述了各方法的原理及优缺点,并展望了监测珊瑚礁白化方

法的发展前景。 目前,通过海水温度预测珊瑚礁白化状况的监测方法应用最为广泛,但其监测精度还有待

于提升。 纵观全球,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于珊瑚礁健康状况监测工作起步较早且已实现常规化运行,而我国

相对起步较晚,监测手段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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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methods for coral reef bleaching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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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ral reefs are one of the most biologically diverse,valuable and fragile marine ecosystems on earth. In re鄄
cent years,coral reefs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experienced bleaching resulting from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cli鄄
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Global warming an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omaly induced coral bleach鄄
ing events are the greatest threats to coral reefs. Coral reefs and associated tropical near鄄shore ecosystems have suffered
massive,long鄄term decline in abundance,diversity,and habitat structure. Therefore,coral bleaching monitoring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management of marine ecosystem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biodiversity.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monitoring methods of coral bleaching at home and abroad,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that is,in鄄situ
observation,ecological monitoring and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methods. We introduced and commented briefly the
principles,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method,and the development tendencies of the monitoring method in
the near future were also given. Among the methods,the methodology based on remote sense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has been the most widely used,but the accuracy of monitoring method needs to be improved for small scale coral
bleaching. The monitoring of coral bleaching in the US and Australia started earlier and has been routinely operated in
the world. In contrast,our country started relatively late and lagged behind in monitor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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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珊瑚礁普遍分布于热带海域,为海洋生物多

样性提供保护,也为渔业的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
被誉为“蓝色沙漠中的绿洲冶和“海洋热带雨林冶。
然而,近几十年来,因为气候变化、过渡捕捞、疾病

和环境污染等原因,珊瑚礁逐渐退化,对人类经济

发展和海洋的生物多样性都造成负面影响。 健康

的珊瑚礁五彩斑斓,而珊瑚礁的白化是由于珊瑚

失去体内共生的虫黄藻和(或)共生的虫黄藻失

去体内色素而导致的,若珊瑚礁长期处于白化的

状态,共生的虫黄藻不能回到珊瑚礁体内,就会面

临死亡的威胁。 1980—1997 年期间,全球共报道

了约 370 次珊瑚白化事件,1998—2010 年期间报

道了 3700 多次珊瑚白化事件[1]。 斯里兰卡、马尔

代夫、印度、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塞舌尔的珊瑚礁

发生 大 规 模 死 亡, 许 多 浅 水 区 死 亡 率 高 达

90% [2]。 如今珊瑚礁状况显示,全球活珊瑚覆盖

率显著下降,西大西洋下降 53% ,印度太平洋下

降 40% ,大堡礁下降 50% [3], 2014—2016 年的厄

尔尼诺事件导致大堡礁出现大规模白化[4]。 由

于全球气候变暖,海表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珊

瑚白化,已经成为全球珊瑚礁最大威胁,引起人们

对于珊瑚礁白化的广泛关注。
鉴于珊瑚礁生态系统对热带海洋生物多样性

和资源生产力的巨大价值以及对热带海岸带民众

巨大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5],随着珊瑚礁白化

面积的逐渐扩大,各国政府也加强了对珊瑚礁生

态系统健康情况的监测力度,澳大利亚和美国也

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005 年澳大利亚政府

成立了以监测大堡礁沿岸的健康状况为目的的珊

瑚礁救援监测计划( reef rescue marine monitoring
program),之后又制定了 2050 年珊瑚礁长期可持

续 发 展 计 划 ( reef 2050 long鄄term sustainability
plan),在 2016 年 9 月 28 日首个 2050 年珊瑚礁计

划年度报告已公布,显示在保护大堡礁方面已取

得良好进展。 美国总统克林顿于 1998 年发布了

“珊瑚礁保护冶总统令,美国先后成立了珊瑚礁任

务工作组(U. S. coral reef task force, USCRTF)、珊
瑚礁保护计划 ( coral reef conservation program,
CRCP)、珊瑚疾病与健康联盟( coral disease and
health consortium,CDHC),实施了国家珊瑚礁监

测计划 ( national coral reef monitoring program,
NCRMP)和珊瑚礁健康与监测计划(NOAA's coral
health and monitoring program,CHAMP)等计划,为

沿海和海洋资源管理者有效应对珊瑚礁生态系统

面临的威胁提供了良好的科学信息和工具,并帮

助解决珊瑚健康问题和缓解退化的问题,为珊瑚

礁的保护和恢复提供帮助。 20 世纪 90 年代初联

合国成立全球珊瑚礁监测网络 ( global coral reef
monitoring network,GCRMN),努力改善珊瑚礁管

理和保护状况。 本文对珊瑚礁白化监测的方法进

行了概述和总结,并展望了珊瑚礁白化监测的

发展。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现场监测

目前监测珊瑚礁白化的方法大致分为 3 类:
现场监测、生态监测和遥感监测,遥感监测方法又

根据不同的监测方法分为分类法、海表温度法、物
理模型法和珊瑚白化指数法。

现场监测方法是通过水下拍摄的影像对珊瑚

礁进行分析,从而得到珊瑚礁的白化信息。 早期

珊瑚礁监测通常使用现场数据进行,现场数据的

获得是由专业潜水员利用水下摄像机通过拍摄录

像,记录下调查范围内的珊瑚生长情况。 由于潜

水员对珊瑚礁白化分析的经验不足,为了避免不

同研究人员对白化的珊瑚礁产生分歧, Coral鄄
Watch 组织设计出珊瑚健康图[6](图 1)。 该图使

用四种颜色色调内的 6 个亮度刻度来记录珊瑚礁

白化状态的变化,通过视觉观察改善了对珊瑚礁

白化状态的现有主观评估[7]。 珊瑚健康图的使

用方法是根据不同珊瑚类型的实际观测的颜色比

对珊瑚健康图的颜色,最后得到匹配其健康等级

的颜色代码。 2017 年,Oladi 等[8] 将水下采集的

白化和健康的珊瑚礁样本与珊瑚健康图进行比对

分析,验证了珊瑚健康图的准确性,并对样本数据

进行生物实验检测虫黄藻的密度。 该方法只能一

次性的对珊瑚礁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测,不能实现

实时持续的监测。
1. 2摇 生态监测

生态监测即对珊瑚礁区域生长环境的监测,
由于海水的质量和疾病的传播等因素对珊瑚礁的

白化具有一定的影响,生态监测也能够评估珊瑚

礁的健康状况。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监测珊

瑚礁的技术得到相应的改进。 目前将多种水质传

感器和高分辨率水下摄像机整合于一个系统内,
同时完成实时在线远距离传输,从而对珊瑚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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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珊瑚健康图

Fig. 1 Coral health chart

生态状况以及健康白化的情况给予实时监测。 相

比现场监测方法,该方法具有持续监测的优势,监
测精确度高,并且可以根据水质的变化对珊瑚礁

的健康状况进行分析。 我国将该监测技术应用于

西沙群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对其水质指标(包括

PH 值、盐度、叶绿素等)进行监测[9]。 澳大利亚

2050 年珊瑚礁长期可持续发展计划中,将提高水

质作为该计划的重点之一,以减少环境污染对珊

瑚礁的影响。 2009 年,Cooper 等[10]选取了 7 个生

物指标提出了量化水质变化对珊瑚礁生态系统的

影响生物框架。 2012 年,Fabricius 等[11]对大堡礁

的水质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珊瑚礁的监测指标

(包括底栖生物组成,珊瑚覆盖率)与水质的变化

显着相关,浑浊度是珊瑚礁生物群的最佳预测

指标。
珊瑚礁疾病也是促使珊瑚礁白化和死亡的一

个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伴随着多种珊瑚疾病

的传播,佛罗里达岛礁的珊瑚礁覆盖率大幅下

降[12],因此珊瑚礁疾病的研究对于珊瑚礁的监测

和保护起着重要作用。 Yee 等[13] 开发了一个基

于疾病的动力学模型来量化六种疾病(包括曲霉

病,黑斑,白色带,白色瘟疫,白色斑块和加勒比黄

色带)对佛罗里达礁岛珊瑚种群动态的影响。 传

统的生态监测方法通常是通过监测影响珊瑚礁的

生物环境因素对其白化状况进行评估,其他白化

监测方法为该监测方法起辅助的作用。
1. 3摇 遥感监测

遥感技术的费用低,方便获得,能够得到大面

积区域,尤其对于偏远地域可以实施监测的优势,

使得遥感卫星监测成为珊瑚礁监测的最普遍方

法。 利用遥感数据进行白化监测的方法大致分

为:分类法、海表温度法、物理模型法和珊瑚白化

指数法,其中前两个方法使用较为广泛。
分类法是指利用卫星影像数据对珊瑚礁系统

进行分类,从而识别出珊瑚礁白化区域。 2000
年,Yamano 和 Tamura[14] 利用 Landsat TM 单波段

数据使用辐射传输模型研究了监测珊瑚礁白化的

可行性,2004 年,他们[15] 利用辐射传输模型和多

时相的 Landsat TM 数据研究了卫星遥感探测和

监测珊瑚礁白化的能力。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
分辨率的不断提高,通过多光谱影像对珊瑚礁区

域分类,并比较多时相的数据区分光谱特征较相

似的砂砾和白化区域,实现珊瑚礁白化的监测,这
种方法较为普遍[16鄄17]。 高光谱卫星数据的光谱

微分可以有效区分出活珊瑚、白化珊瑚、藻类和砂

砾区域[18]。
海表温度法是指通过海表温度数据(SST)进

行计算分析珊瑚礁白化情况的一种方法。 温度升

高会促使珊瑚礁中的虫黄藻繁殖能力下降,从而

促使珊瑚礁的白化和死亡,例如有研究表明,在
30毅S ~ 31. 5毅S 范围内的珊瑚礁白化温度阈值处

于 26. 5 ~ 26. 8益之间[19],所以气候变化成为珊瑚

礁大面积白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使用海表温法可

以有效的监测珊瑚礁白化区域。 2000 年,美国开

发了珊瑚礁监视计划(coral reef watch,CRW),基
于全球 50 km 海表温度(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得到的热点指数 (HotSpot) 和周热度指数

(degree heating week,DHW)作为监测珊瑚礁白化

的指标,并验证了 50 km SST 的 HotSpot 和 DHW
产品能够对于大规模珊瑚白化事件的发生提供预

警[20]。 HotSpot 是基于海表温度数据和最热月平

均温度计算得来,公式如下:

HotSpot=
SST鄄MMM,SST>MMM
0,SST臆{ MMM

(1)

式中:SST 为夜间温度;MMM 为最热月平均

温度 值 ( maximum monthly mean climatology )。
DHW 广泛使用于评估气温升高对于珊瑚礁的热

压力,并且可以提供准确的珊瑚礁白化预警,
DHW 计算公式如下:

DHW50 km = 1
2 移

24

i = 1
(HotSpot) (2)

由于 50 km 的 SST 分辨率较低,对于岛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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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或近海岸浅水区域的小规模高温很可能低估或

忽略掉。 为此,2014 年 5 月,NOAA 正式发布了高

分辨率的 5 km SST 数据对珊瑚礁白化进行预警

监测,其 DHW 产品计算与 50 km 的略有不同,公
式修改如下[21]:

DHW5 km = 1
7 移

84

i = 1
(HotSpot) (3)

根据 HotSpot 和 DHW 的大小,珊瑚礁监视计划

(CRW)开发了珊瑚礁预警系统,按照表 1 的标准

确定白化预警区域等级。 该计划可以实时监测并

提供珊瑚礁健康情况,为珊瑚礁系统的保护起着重

要作用。 这项监测一直持续到现在,并已成为大尺

度珊瑚礁白化预警的常规方法。 图 2 为该计划提

供的 2017 年 11 月 24 日 5 km 全球珊瑚礁预警图

像,图中可以看出,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布亚

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组成的珊瑚礁三角区白化

程度较严重,该处珊瑚可能已出现死亡。 海表温法

通过对海水表面温度的监测从而预警珊瑚礁的白

化状况,该方法还需实地监测数据加以验证。

表 1摇 珊瑚礁白化预警

Tab. 1 Bleaching alert levels of coral reefs

珊瑚礁白化预警级别 预警标准 影响

无危险 HotSpot臆 0 ---

白化监视 0 <HotSpot< 1 ---

白化警告 1 臆HotSpot and 0 < DHW < 4 有可能发生白化

白化警报级别 1 1 臆HotSpot and 4 臆 DHW < 8 很可能发生白化

白化警报级别 2 1 臆HotSpot and 8 臆 DHW 可能出现死亡

图 2摇 全球珊瑚礁预警图像(来自 NOAA 珊瑚礁监测网站)
Fig. 2 Global Coral Reef Warning Image ( From NOAA coral reef watch website)

摇 摇 除了上述两类遥感监测珊瑚礁白化的方法

外,还有利用遥感数据的物理模型监测法和珊瑚

礁白化指数监测法。 物理模型监测法是基于水深

测量、分解和浓度评估的半解析模型(semi鄄analyt鄄
ical model for bathymetry,un鄄mixing,and concentra鄄
tion assessmen,SAMBUCA),利用分析模型和优化

程序从遥感数据中提取环境变量,Wettle 等[22] 利

用 MERIS FR 数据使用 SAMBUCA 参数化珊瑚礁

水域和底栖生物的光学特性,监测了 2006 年澳大

利亚吉宝岛珊瑚白化事件,该方法可以精确测量

水深,所以对于浅水区珊瑚礁的遥感监测具有优

势。 Ziskin 等[23] 利用 IKONOS 和 QuickBird 卫星

数据建立珊瑚礁白化指数以监测珊瑚礁的白化状

况,珊瑚礁白化指数(CBI)公式如下:
CBI=B+2G-3R (4)

式中:B 为蓝色波段;G 为绿色波段;R 为红

色波段。 该方法可以监测在偏远地区珊瑚礁白化

状况,但对于影像数据的分辨率要求较高,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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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覆盖率低的区域监测效果欠佳,所以该方

法被认为可以成为珊瑚礁生态系统长期监测的一

部分。 物理模型监测法和珊瑚礁白化指数法为试

验、研究性,使用并不广泛。

2摇 结果与讨论

我国的珊瑚礁广泛分布于台湾岛和海南岛的

沿岸以及南海诸岛的 128 个以环礁为主要类型的

礁区,按照完整的礁体地貌范围量算的总面积约

30000 km2。 目前,从全球来看,开展珊瑚礁健康

监测工作较早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我国

从 2005 年起实施珊瑚礁生态监测计划,在南海分

别设立了 5 个珊瑚礁生态监控区[24],使用传统的

生态监测方法每年定期监测 5 个地点的珊瑚礁总

体健康状况的变化。 然而从大陆沿岸和海南岛沿

岸到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活珊瑚不断退化,覆盖

率不断降低,我国珊瑚礁保护管理的对策仍然是

个“棘手问题冶。
我国目前主要使用传统的生态监测方法对珊

瑚礁白化进行监测,而在遥感技术应用于白化的

监测涉及较少,随着我们国家遥感技术的不断提

高,适用于珊瑚礁监测的遥感数据越来越易获得,
例如风云气象系列卫星,应推广遥感技术在珊瑚

礁白化监测中的应用,将海上浮标数据及遥感数

据与当前的现场观测的方法结合起来势必会提高

珊瑚礁白化监测的精度。 如今,关注珊瑚礁白化

的重点都放在了温度升高的因素上[25],然而对于

其他因素的影响考虑的并不多,对于综合多种影

响因素(如低温、紫外线辐射、海水盐度和酸度以

及病毒的传播)来对珊瑚礁白化进行预警监测还

有待于研究。

3摇 结摇 论

随着科技的创新与发展,珊瑚礁的监测方法

也在不断改进,无论是遥感方法还是非遥感方法,
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和局限性。 现场监测和生态

监测可以精确监测到珊瑚礁的健康状况,但区域

有限,相对来说,遥感监测方法在监测范围和成本

方面更加有优势。 遥感的分类法根据影像的分辨

率的不同,其精度也有所差异,空间分辨率越高,
其覆盖面积越小,精度也越高;高光谱数据光谱波

段越多,其分类效果越佳。 随着传感器技术的改

善,遥感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将会得

到进一步提高,这有利于海底珊瑚信息的提取。
对于地区性的大面积珊瑚礁监测,利用基于遥感

技术的海表温度法进行预警监测非常受欢迎,但
由于空间分辨率不高,有些小区域的白化情况会

有所忽略,适当提高海表温度数据的空间分辨率,
对于珊瑚礁白化监测会更加精准。 此外,电磁波

能够穿透的水深有限(根据水质不同可探测的深

度亦不同),而珊瑚分布深度可达 40 m,除了浅水

外,深于 5 m 的珊瑚礁健康状况的监测仍需要现

场监测或生态监测方法来完成。 由于遥感方法的

局限性,对于珊瑚礁的监测仍然需要进行实地验

证的数据,使用遥感卫星、生态监测以及现场监测

相结合的方法将会成为白化监测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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