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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水体表观光谱特性与类型分析

黄宇业,摇 付东洋,摇 刘大召,摇 余摇 果,摇 张小龙,摇 林道荣,摇 董昭顷

(广东海洋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摘摇 要:珠江口海域是典型的二类水体,光谱特性复杂,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区域。 本文基于 2014
年春(5 月)、夏(8 月)、秋(11 月)、冬(2 月)珠江口海域四个航次实测的表观光谱资料,探讨了珠江口海

域遥感反射率的类型及时空分布特性。 结果发现珠江口海域四季水体遥感反射率呈 5 大类型,每一类光

谱都具有典型的区域性和季节变化特征,其谱峰在 450 ~ 575 nm 范围内随季节变化而移动,A 类型常年分

布在珠江口内,B 类型冬春季节分布在珠江口外混合过渡类水体中,C 类型主要分布在珠江口口门外水深

较深的离岸海域,D 类型春夏季在万山群岛附近海域出现,E 类型与大洋水体的光谱特征类似。 分析表明

5 种光谱类型的谱型变化趋势由不同的水质因子主导。 该研究对深入探讨珠江口等我国近海二类复杂水

体的光谱特性及其水色要素的遥感反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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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arent spectral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earl River Estuary

HUANG Yu鄄ye,摇 FU Dong鄄yang,摇 LIU Da鄄zhao,摇 YU Guo,摇 ZHANG Xiao鄄long,
LIN Dao鄄rong,摇 DONG Zhao鄄qing

(College of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Zhanjiang 524088,China)

Abstract:With complex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the Pearl River Estuary sea area belongs to typical Case II waters ,
which has always been a hot area researched by domestic scholars. Based on the apparent spectral data detected from
four voyages in Pearl River Estuary in spring (May),summer (August),autumn (November) and winter (February)
in 2014,this paper illustrated the types of remote sensing reflectivity and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鄄
teristic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are five types of remote sensing reflectivity in the four seasons in Pearl River
Estuary,and each type of the spectrum has typical region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peaks of the
spectrum range from 450 nm to 575 nm,with the variation of the seasons,i. e. ,Type A perennially distributed in Pearl
River estuary;Type B distributed in mixed transitional waters outside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in winter and spring;
Type C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offshore area with deeper depth;Type D distributed in the waters near Wanshan
Islands in spring and summer and Type E similar to that of case I waters. The analyses show that the spectral pattern of
the five spectral types are dominated by different water quality parameter. The research has shed new light on remote
sensing retrieval of color elements and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in our coastal Case II waters
such as Pearl River Es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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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水体的光谱特征主要是由水体中的光学活性

物质对太阳辐射吸收和散射共同作用形成的[1],
光谱特性极其复杂且具有区域性差异。 Gordon
和 Morel [2]在More 和 Prieu[3鄄4]的基础上对水体的

分类方法进行了修正,依据水质成分将海水分为

一类水体和二类水体,“一类水体冶的光学特性主

要受叶绿素 a(chlorophyll a , Chl a)及其降解物

褐色素 a(Phea鄄a)和碎屑(Detritus)影响;“二类

水体冶的光学特性不仅要考虑叶绿素的影响,还
要考虑悬浮泥沙(suspended sediments, SSC)及黄

色物 质 ( colored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 的 影

响[5]。 相较于一类水体,二类水体光学特征的影

响因子更多,光学特性也更为复杂,我国广阔的近

岸海域均为二类水体,且各区域差异化显著[6],
因此开展不同海域二类水体光谱特征的研究,对
于建立二类水体中叶绿素、悬浮泥沙和黄色物质

浓度的有效反演算法及相关水质参数的监测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九五冶计划实施以来,已先

后完成了东海、渤海、黄海、南海等海域近岸二类

水体的表观光学试验,获得了大量的现场数据,对
我国近海二类水体的光谱特性有了较全面的了

解[6];周良明[5]等分析了渤海和北黄海中等混浊

水体的水色光谱特征及其分布规律,并将该区域

水色光谱分为四类;陈清莲、唐军武[7] 等在东海

试验区对水体光谱特性进行了现场测量与数据分

析;曹文熙、杨跃忠[8] 等研究了南海及西太平洋

水域的水色光谱特征;蒋城飞、付东洋[9] 探究了

雷州半岛近海的光谱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并构建

了悬浮泥沙和叶绿素的反演模型;付东洋、刘大

召[10鄄11] 等分析了珠江口悬浮泥沙的光谱特征并

对其进行了遥感反演,能够很好地反演出悬浮泥

沙的质量浓度。 分析不同海域二类水体的光谱特

征,是开展水质遥感监测及应用研究的基础,但在

上述研究中,有关珠江口海域光谱特征的类型、空
间及季节变化分析还较欠缺。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区域

珠江口介于 113毅00忆E-114毅00忆E 和 21毅00忆N-
23毅00忆N 之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属于亚热带

季风气候。 珠江由西江、北江、东江汇聚而成,并
分八大口门注入南海,具有“三江汇流,八口分

流冶的水系特征,一般 4 到 9 月为丰水期,10 月至

次年 3 月为枯水期[11鄄12]。 珠江口海域主要受不规

则半日潮的影响,动力过程复杂,水体常年较浑

浊,是典型的近岸二类水体[13]。 受河口冲刷、工
业排废和城市生活排污等因素影响,水体中叶绿

素、黄色物质、悬浮泥沙浓度随季节的更替而变

化,使得水体的光谱特性更为复杂。 本文利用春

夏秋冬四个航次的表观光谱数据和同步测量的水

质参数作为基础数据,分析了珠江口水体光谱反

射率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类型。
本文研究区域集中在珠江口海域,从珠江口

口顶延伸到口外依次布设了 6 个纵向的断面采样

点(近岸的 3 个纵向断面站位号以 D 标注,离岸

较远的 3 个断面以 R 标注),以图 1 中绿色线为

分界线,绿色线以上代表珠江口内海域,以下代表

珠江口外海域,便于分区研究珠江口内和口外不

同季节水色光谱的特性。 测量航次分别为 2014
年 2 月(冬季)、5 月(春季)、8 月(夏季)、11 月

(秋季),共获取了 96 个站位点的数据,其中数据

有效的站位点共 80 个,研究区域及四航次的具体

站位点如图 1 所示,总站位和有效站位见表 1。

表 1 各季节实测站位数和相关测量参数

Tab. 1 Stations in each season and related parameters

航次 总站位 有效站位 光学参量 水质参量(平均值)

春季航次 17 16 Lu(姿)、Lsky(姿)、Lp Chl a(3. 503 滋g·L-1)、SSC(7. 724 mg·L-1)

夏季航次 30 28 Lu(姿)、Lsky(姿)、Lp Chl a(1. 379 滋g·L-1)、SSC(15. 257 mg·L-1)

秋季航次 23 14 Lu(姿)、Lsky(姿)、Lp Chl a(1. 272 滋g·L-1)、SSC (12. 666 mg·L-1)

冬季航次 26 22 Lu(姿)、Lsky(姿)、Lp Chl a(4. 193 滋g·L-1)、SSC(5. 034 mg·L-1)

1. 2摇 测量方法:
光谱数据的测量采用海洋光学(Ocean Op鄄

tics)公司生产的微型光纤光谱仪,产品型号为

USB2000+,可测量的光谱范围 200 ~ 1100 nm,波
长分辨率为 0. 3 ~ 10 nm,并基于唐军武[14]等提出

的表观光学法(水面之上法),分别测量水面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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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研究区域与珠江口实测站位

Fig. 1 Research area and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sta鄄
tions of four cruises in Pearl River Estuary

辐亮度、天空光下行辐亮度及标准板辐亮度,同时

还对 Chl a 和悬浮泥沙等水色水质参数进行了测

量,相关测量参数见表 1。
Chl a 浓度的测量:每个站点采集 1000 mL 水

样,水样用 whatman 公司生产的 GF / F 玻璃纤维

膜(孔径为 0. 47 滋m)过滤,用锡箔纸包裹滤膜并

冷冻保存,带回实验室进行测定。 实验室中使用

90%丙酮进行萃取,萃取时间为 24 h。 利用美国

Turner Designs 现场在线荧光仪测量酸化前和酸

化后的荧光值,最后通过计算得出 Chl a 浓度值。
悬浮泥沙含量的测量:每个站位采集 2000

mL 水样,以 GB / T11901鄄1989 悬浮物浓度的检测

方法作为参考,水样以孔径为 0. 45 滋m 的有机微

孔滤膜进行真空过滤,过滤后使用马弗炉灰化过

滤样品的滤膜,并用十万分之一的分析天平进行

称量,通过计算求出悬浮泥沙的含量。
1. 3摇 数据处理

遥感反射率 Rrs是指离水辐亮度和水面总入

射辐照度的比值,对实测的光谱数据进行预处理,
并算出遥感反射率 Rrs(姿),其表达式为:

Rrs(姿)=
[Lu(姿)-rsky伊Lsky(姿)]伊Rp

Lp伊仔
(1)

式中:Lu(姿)是水面上行辐亮度;Lsky(姿)为天

空光下行辐亮度;rsky为水面菲涅尔系数,取经验

值 0. 02;Rp为标准板的反射率;Lp为标准板的上行

辐亮度。 通过遥感反射率公式计算得出对应的反

射率数据,每个站点至少测量 3 次,取平均值作为

该采样点的遥感反射率,并去除异常数据。 由于

实际水面测量可见光谱在 400 ~ 900 nm 之间比较

稳定,数据可信度较高,同时为了便于不同站位点

的光谱值之间的比较,故将光谱研究区间设置为

400 ~ 900 nm。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珠江口遥感反射率时空特性

利用珠江口春夏秋冬四个航次的实测遥感反

射率,分析了珠江口水体遥感反射率的时空分布

特性如图 2 ~ 5 所示,发现珠江口海域的水体高光

谱遥感反射率呈现出典型的近海二类浑浊水体的

光谱特征,但不同季节的遥感反射率曲线形状各

异,且同一季节里珠江口内和口外的光谱曲线也

有显著的差异。
分析珠江口四个季节的水体遥感反射率可

知:受珠江口高浓度有色溶解有机物和叶绿素吸

收的影响,珠江口全年水色光谱总体表现为在蓝

光波段遥感反射率普遍处于低值;在 570 nm 左右

出现波峰,根据 Gitelson[15]等对水体光谱的研究,
该波段处谱峰的形成是由珠江口高浓度的悬浮泥

沙强烈的后向散射和 Chl a、胡萝卜素的弱吸收,
再加上细胞的散射作用所致,且随着站位向外海

移动,悬浮泥沙浓度的降低,反射峰会逐渐向短波

方向移动,即呈现典型的“蓝移冶现象,相反的随

悬浮泥沙浓度的增加,反射峰会逐渐向长波方向

移动,即所谓的“红移冶现象(文中仅以春季光谱

展示该现象如图 3,站位 D14、D23、D26、R27、R29
实测悬浮泥沙浓度分别为 7 mg / L、10 mg / L、6
mg / L、5 mg / L、5 mg / L);光谱值在波峰处往红光

方向迅速减小,在近红外波段,由于悬浮泥沙等物

质的影响使得在该波段处的遥感反射率不为 0;
在 800 nm 附近受泥沙后向散射的影响形成了悬

沙的第二个“后向散射峰冶,在春季和夏季该反射

峰更为明显,主要是由于珠江口从春季开始进入

丰水期,径流量逐渐增大,淡水冲击力大,且在珠

江口西南侧存在季节性的上升流,使得泥沙再悬

浮,悬浮泥沙浓度增高[12],泥沙的后向散射特性

增强。
在 650 nm 左右出现了光谱的次高峰,在 670

nm 附近由于 Chl a 对红光的强烈的吸收作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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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该波长在夏秋冬季节出现了较明显的反射波

谷,在 680 nm 附近再次出现反射峰,一般认为是

Chl a 的荧光峰,且会随着 Chl a 浓度的增加向长

波方向移动[14],在夏冬季节该荧光峰较明显,主
要是由于藻类颗粒的叶绿素对红光的吸收作用及

荧光效应都会随叶绿素的增加而相应增强[16]。
水对光具有选择吸收特性,在不同的波段水对光

的吸收作用不同,对红外部分和紫外部分的吸收

作用最为强烈,珠江口一般从 4 月开始进入丰水

期,加上水分子在 760 nm 左右具有强吸收的特

性,春季遥感反射率在 760 nm 附近的吸收特性比

其他季节都强,形成了一个十分稳定的反射谷,而
其他季节不稳定或不明显,夏冬季只有小部分站

位点出现了弱反射谷,而相反的由于珠江口从 10
月进入枯水期,秋季该波段在部分海域还出现了

较明显的反射峰现象,该反射峰为叶绿素荧光信

号的填充作用所形成,故 760 nm 附近的反射谷可

作为识别珠江口春季水体的标志。
珠江口内及口外海域的水面光谱曲线均具有

各自较为明显的光谱特征,口内基本呈现出高悬

浮泥沙浑浊水体的光谱特性,而口外则呈现出由

浑浊水体过渡为较清洁水体的光谱特征。 口内水

体遥感反射率光谱的“双峰冶现象较为明显(见图

2 ~ 5 的红色方框),即在可见光波段(580 nm 左

右)和近红外波段(800 nm 附近)出现两个明显的

反射峰,且反射峰值亦是口内远高于口外,口内的

遥感反射率曲线随波长增大的变化率大,波峰较

陡,而口外的相对比较平缓,这与珠江口的悬浮泥

沙主要集中在河口区域有关[12]。

图 2摇 珠江口冬季遥感反射率曲线

Fig. 2 Remote sensing reflectance curves in Pearl River
Estuary in winter

图 3摇 珠江口春季遥感反射率曲线

Fig. 3 Remote sensing reflectance curves in Pearl River
Estuary in spring

图 4摇 珠江口夏季遥感反射率曲线

Fig. 4 Remote sensing reflectance curves in Pearl River Estu鄄
ary in summer

图 5 珠江口秋季遥感反射率曲线

Fig. 5 Remote sensing reflectance curves in Pearl River
Estuary in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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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珠江口海域的光谱类型

IOCCG 报告 3[17]提供了 6 种类型的光谱曲线

(如图 7 所示)。 其中 a 对应特高浓度的悬浮泥沙

和黄色物质;b 对应高浓度的悬浮泥沙和黄色物

质;c 对应中等浓度的悬浮泥沙、叶绿素和黄色物

质;d 对应清水;e 对应中等浓度的叶绿素和悬浮泥

沙;f 对应低浓度的叶绿素。 a、b、c 和 e 为二类水

体的光谱数据,d 和 f 为一类水体的光谱数据。
对照 IOCCG 报告所给的 6 大类光谱曲线,将珠

江口所有站位实测的遥感反射率分成 5 大类型,如
图 8,可以看出每一类 Rrs光谱曲线都具有各自独特

的时空特征。 四个季节所有站位点的光谱类型的季

节空间分布特征如图 6 所示,其中绿、红、白、蓝图标

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季节的航次,阴、吟、*、伊、+号分

别代表 A、B、C、D、E 五种光谱类型。

图 6摇 珠江口采样点 Rrs季节分类图

Fig. 6 Seasonal classification of Rrs of Pearl River Estu鄄

ary

类型 A:在 575 nm 附近出现光谱波峰,峰区

比较窄,反射率在波峰处随波长的增加与减少都

迅速的降低。 650 nm 左右出现光谱次峰值,685
nm 左右出现荧光峰,760 nm 附近出现了反射率

的极小值,810 nm 附近受悬浮物的后向散射的影

响出现了泥沙的第二反射峰值。 该类型常年分布

在珠江口内水体透明度差的近岸或浅海区域,主
要是由于西江、东江、北江等陆地径流携带大量的

泥沙入海,加上近岸海域的季节性上升流使得泥

沙再悬浮,泥沙含量高,水体浑浊。 该类型 40 个

同步测量点悬浮泥沙的平均浓度约为 10. 45 mg /
L,叶绿素平均浓度约为 3. 54 滋g / L,高悬沙浓度

主导了该类光谱曲线的谱型变化。 对比 IOCCG
报告 3 中的 6 大类光谱曲线,类型 A 光谱谱型与

IOCCG 报告 3 中 a、b 类较为相似,均普遍存在于

高悬浮泥沙浓度的二类水体中。
类型 B:其波峰值存在于 550 nm 附近,谱峰

区比较宽,随波峰向红光方向存在一个较强的减

小趋势,由于叶绿素浓度较低,在 680 nm 处的叶

绿素荧光峰并不明显,在 800 nm 处存在一个较弱

的泥沙第二反射峰。 该类型秋冬季主要在万山群

岛附近出现及春季在远离珠江口的外海中出现,
而在夏季的航次没有发现该类型的存在,主要由

于在冬春季节这些海域的悬浮泥沙和叶绿素浓度

相对较低,12 个采样点同步所测量的悬浮泥沙的

平均浓度约为 3. 65 mg / L,叶绿素浓度约为 1. 37
滋g / L。 虽其悬浮泥沙浓度比类型 A 的较低,但其

后向散射对谱型具有显著的影响,属于珠江口过

渡水系[18]所特有的混合过渡光谱类型。 类似于

周良明[5]等对渤海与北黄海水色光谱分类中的

类型 2(如图 9),且较高浓度的悬浮泥沙和叶绿

素的含量使得该类光谱与类型 A 的光谱特征有

些相似。
类型 C:波峰值出现在 450 ~ 500 nm 之间,峰

值小,谱峰区窄,在 550 ~ 600 nm 之间反射率迅速

降低,680 nm 附近的荧光峰较弱和 800 nm 附近

的反射峰不明显。 同步测量的悬浮泥沙和叶绿素

的平均浓度分别约为 1. 42 mg / L 和 5. 63 滋g / L,悬
浮泥沙含量很低,谱型整体变化趋势主要受叶绿

素和黄色物质的影响,但随悬浮泥沙浓度的增加

逐渐向类型 B 转换。 该类光谱在 113. 2毅E、21. 5毅N
附近(黄茅海以外)的秋冬季节出现,夏季在站位

D36 附近出现,总体分布在珠江口离岸较远水体

较深的海域。 在 IOCCG 报告 3 中的 6 大类光谱

曲线未找到与之相类似的光谱类型,但其与叶虎

平[19]对黄东海水体光谱曲线分类中的 class B 极

其类似(如图 10),两者的水体光谱特征均由浮游

植物和黄色物质共同主导,在珠江口外较清洁的

水体中比较常见。
类型 D:光谱曲线在 450 nm 附近出现了极小

值,在 550 nm 至 600 nm 之间出现了波峰,680 nm
处存在一个较强的荧光峰,遥感反射率整体较低,
与 IOCCG 报告 3 中的 e 类光谱较为相似。 春夏

季节主要在万山群岛附近海域出现,秋冬航次未

发现该类光谱的出现,同步测量点叶绿素浓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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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约为 4. 35 滋g / L,而该类光谱的谱型变化趋

势主要由叶绿素的吸收作用和荧光效应主导。
类型 E:其特征是 Rrs光谱曲线在可见光波段

内峰值处于 400 nm(或<400 nm),在可见光波段

其遥感反射率曲线接近于线形,且遥感反射率随

着波长的逐渐增大呈现逐渐减小的态势,光谱曲

线直线化特征较明显。 在 470 nm 左右存在一个

小波峰,在近红波段遥感反射率几乎为零。 与

IOCCG 报告 3 中的 d 类相似,总体上近似于大洋

一类水体的光谱曲线,Morel 和 Prieur 把这类水体

称为“蓝色水冶,叶虎平[19] 称其为贫营养类水体。
其主要分布于夏秋冬季珠江口外和远离入海口等

受陆源物质影响极少的海域(站位号 R 开头海域

及以外海域),该处采样点的悬浮泥沙含量极低

(<1 mg / L),黄色物质含量和叶绿素浓度也较低,
但该类光谱形状的变化趋势主要受叶绿素的

控制。
统计分析表明,珠江口海域上述 5 种光谱曲

线类型在四季采样点中的分布比例并不一样,其
中 A 类型占 50% , B 类型占 15% , C 类型占

8郾 75% ,D 类型占 5% ,E 类型占 21. 25% ,可见,
总体上珠江口海域的水体光谱呈高悬浮泥沙浓度

高浑浊度为主的 A 类型光谱。

图 7摇 IOCCG 报告 3 中的 6 类光谱曲线

Fig. 7 Six types of remote reflectance from IOCCG report

3摇 结摇 论

(1)珠江口属于典型的二类水体,水色光谱

特性较复杂,表观光谱特性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

季节性特性。
(2)珠江口实测遥感反射率光谱曲线呈 5 种

类型,每一类光谱曲线都有各自独特的谱型与时

空分布状况,其中 A 类型谱峰出现在 575 nm 附

图 8摇 珠江口 5 种遥感反射率类型

Fig. 8 Five types of remote reflectance of Pearl River Es鄄
tuary

图 9摇 渤海和北黄海 4 种光谱类型(周良明[5] )
Fig. 9 Four types of remote reflectance of Bohai and North鄄

ern Yellow Seas

图 10摇 黄东海春秋季 5 种光谱类型(叶虎平[19鄄20] )
Fig. 10 Five types of remote reflectance in spring and au鄄

tumn of Yellow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近,常年分布在珠江口内和入海口附近;B 类型谱

峰出现在 550 nm 附近,冬春季节分布在珠江口外

混合过渡类水体中;C 类型在 480 nm 附近出现峰

值,峰区窄,夏秋冬季主要分布在珠江口离岸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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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较深的海域;D 类型在 580 nm 和 680 nm 附

近出现波峰和较强的荧光峰,春夏季在万山群岛

附近海域出现;E 类型与大洋水体的水色光谱特

征类似,主要分布于夏秋季节珠江口外和远离入

海口等受陆源物质影响极少的海域。
(3)珠江口高悬浮泥沙浓度、较高叶绿素浓

度和黄色物质共同影响着珠江口的水色光谱特

征,5 种类型的光谱谱型变化趋势由不同的水质

因子主导,A、B 类型的光谱谱型主要受高悬沙浓

度的影响,C 类型光谱谱型由浮游植物和黄色物

质共同主导,D、E 类型的光谱谱型主要受叶绿素

的影响,且珠江口水体光谱以 A 类型光谱占主导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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