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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模型的精度和稳定性方面, 与传统的经验模型比较显示, 利用原始数据的一阶微分数据进行叶绿素 a浓度

混合光谱模型反演最佳。最后, 以此模型对三种不同年份测量的地面高光谱数据进行了叶绿素 a浓度的提取。实验

结果表明混合光谱模型可以作为遥感监测水体叶绿素 a含量的定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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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反射率光谱是多种水质参数综合作用的结果, 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光谱, 如富营养化水体, 明显反映了

水体富含叶绿素 a 的反射光谱特性。可以认为水体的反射光谱值是由各水质成分反射光谱值的叠加, 因而可通

过对物体光谱的线性或非线性分解, 分离出感兴趣的组分光谱
[ 1]
。

目前混合光谱分解技术在国内外已有一定的研究进展, 主要是在地质调查、土地利用分类以及城市环境监

测中应用, 但在水质遥感监测领域还不多见, 主要是基于遥感图像的简单应用[2, 3]。本文试图利用光谱反射率

数据, 从原始数据中提取端元光谱, 并研究利用原始数据以及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的归一化数据和一阶微分数

据的特征波段及波段组合作为模型反演的变量, 利用阻尼最小二乘法求解叶绿素 a浓度。

1  实验区概况

结合国家环保局、水利部、中国科学院生态网络站在太湖地区的观测点布设情况, 选择污染最为严重的梅

图 1  研究区域

Fig11 Study area

粱湾及其附近水域作为主要的研究试验区(图 1)。太湖是我国的五大

淡水湖之一, 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翼坦荡的太湖平原上[ 4]。该地区经

济发达, 人口密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资源、环境等方面也付

出了巨大的代价, 造成了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和环境质量的下降。许

多学者利用遥感数据对太湖的水污染进行了研究: 佘丰宁等利用 1992

年7月 25日的 TM数据和当日的(准)同步湖泊多点观测资料,对太湖

北部水体叶绿素含量与不同波段遥感值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5] , 疏

小舟等利用 1997和1998年实测的高光谱数据利用波段 705和 675 nm

的反射率的比值和叶绿素在 700 nm附近的反射峰进行叶绿素浓度的提

取
[6]
。还有一些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分析, 但这些学者都是基于经

验或半经验的模式进行的[ 7, 8]。本文试图摆脱经验与半经验模式,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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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998、2000和2003年的地面高光谱反射率数据, 以 2003年 10月 28日为基础数据获取最佳的叶绿素 a浓度

遥感定量模型。然后采用其他年份的数据进行模型的验证和水体叶绿素 a浓度的反演。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遥

感监测内陆水体叶绿素 a浓度提供一定的参考。

2  数据的获取

图2  太湖水体反射率曲线( 2003年 10 月 28日)

Fig12 Water reflectance curves of Taihu

在2003年 10月 27~ 28日两天进行了水体表面反射光

谱测量,用 GPS 获取采样点位置信息,并同步采集水样、测

量水温和风速。水样由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太湖

站采样并用热乙醇萃取分光光度法当天完成叶绿素 a 浓度

等参量的分析。水体的反射光谱测量使用 ASD FR背式野

外光谱辐射仪完成。测量方法参照唐军武等所述方法[9] ,

测量时天气晴朗,无云遮挡。同时还获得了 2000年 7月 18

日和 1998年 8月 26日利用 ASD FR手持式野外光谱辐射

仪测量的高光谱反射率数据和当时同步采集的水样化学分

析结果。图2显示的是 2003年10月28日各采样点的水体

表面反射率。

3  叶绿素 a浓度反演的遥感定量模型

为了寻找能反映叶绿素 a浓度指标明显特征的某些波段(特征波段) ,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一些相关处理:

对光谱数据作归 ) 化处理; 对光谱数据作一阶、二阶微分或积分处理等。本文分别从以上两方面对水体的反射

率进行处理, 并以此为基础对叶绿素 a 浓度的相关分析(图 3显示了各处理数据与叶绿素 a之间的相关性曲线) ,

提取相应的特征波段, 从而建立遥感定量模型。

由于 2003年 10月 28日的数据采集点最多, 叶绿素 a 浓度跨度也较大(最低最高浓度分别为 212 ug/ L和

230156 ug/L) , 分布较均匀, 本文以 2003年10月 28日数据为基础, 利用传统的经验与半经验模型和混合光谱

模型建立叶绿素 a浓度的初始遥感定量模型。

311  传统的经验与半经验模型

利用水体高光谱反射率数据进行叶绿素 a浓度的反演, 在经验与半经验方法中应用最多的是以单波段或波

段比值作为遥感定量反演叶绿素 a浓度的指标。本文利用原始数据、归一化处理的数据(以 420~ 750 nm的平均

反射率去除各波段反射率而得)和一阶微分处理的数据, 求得与叶绿素 a 浓度相关系数最大值和相邻的负相关

系数最小值对应波段的反射率作为模型的变量, 建立单波段和波段反射率比值与叶绿素 a 浓度的回归方程。

表1列出了所有的数据类型利用与叶绿素 a浓度的相关特性建立的遥感模型以及他们对应的均方根误差( root2

mean2square error, RMSE)。对于原始数据由于单波段反射率与叶绿素 a浓度的相关性很低(图 3) , 不适合进行叶

绿素 a浓度的反演。表中显示了利用归一化数据的特征波段比值可以较好地进行叶绿素 a浓度的反演。反演结

果的均方根误差为 01012 3mg/ L。因此在后面的应用中我们选择此模型作为叶绿素 a浓度传统经验模型。

将叶绿素 a浓度的估算结果与实验室分析结果作图分析(图 4) ,横坐标为比值分析结果, 纵坐标为实验室分

析结果, 理想的结果点应集中分布在 Y= X 直线上, 若偏离此直线较远则说明存在较大的差别, 估算结果不理

想。图4显示了两组数据的对比, 直线为 Y= 01900 3X, 两组数据间的相关系数为 01851 5, 均方根误差为

010123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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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归一化数据比值反演结果与实验室分析结果的叶绿

素 a浓度对比

Fig14 Comparison of Chl1 a concentration gained from normalization

data and lab analysis

图 3 各类型数据与叶绿素 a浓度之间的相关性

Fig13 Correlation between three types of data and chl1a concentra2

tion

表 1  叶绿素 a 浓度经验模型以及对应的均方根误差(RMSE) mg/ L

Table 1 Empirical model for Chl1 a concentr ation and its RMSE

数   据 变   量 模     型 均方根误差

原始数据 R= 726 nm、R= 678 nm Chl1 a = 011131
R726nm

R678nm
- 010610 010133

归一化数据
R= 714 nm Chl1 a = 012420R714 nm - 011954 010367

R= 714nm、R= 677nm Chl1 a = 010993
R714nm

R677nm
- 010759 010123

一阶微分数据
R= 696nm Chl1 a = 0113308R696nm+ 010167 010381

R= 696nm、R= 665nm Chl1 a = - 0103426
R 696nm

R 665nm
+ 010174 010129

312  混合光谱模型

根据非相干光的反射辐射强度相加率, 探测器所接收的水体反射辐射强度是各水质参数组分反射辐射强度

相加的总的表观反射辐射强度[10]。假定水体混合光谱是各类水质参数光谱的线性组合, 则水体光谱反射率可

以表示为各类水质参数的光谱特征和它们丰度的函数。通过线性光谱分离, 可以确定每类水质参数所占比率,

得到的模型如式( 1) :

Ri = 6 f kr ki + Ei

   6 f k = 1

   0 [ f k [ 1

RMSE = 6 ( Ei )
2/ N

1
2

(1)

式中  Ri 为第 i 波段的水体光谱反射率; f k 为对应第k个水质参数组分光谱所占的分量值; rki为第 k个水质参

数组分所在 i波段的光谱反射值; Ei为第 i 波段对应的误差值。RMSE 是均方根误差, N 是用于模型反演的采

样点数。

在混合光谱分解技术中, 组分端元光谱的选取技术是一个主要问题。端元光谱由于它所代表的是混合光谱

成分中各主要成分的光谱, 认为端元光谱是比较 /纯0 的光谱。端元光谱可从多个途径获得, 如从图像中获取

的纯像元[ 11~ 13] , 利用光谱仪直接进行测量获得[14] , 或者利用现有的光谱库[15]。

结合太湖水质特殊情况, 分析了水体高光谱数据和各采样点实验室分析的水体叶绿素 a浓度后, 选择了叶

绿素 a含量最低的采样点 2(浓度为 01002 2mg/ L, 图 5)的水体反射率作为纯水的端元光谱, 叶绿素 a 含量最高

的采样点 14(浓度为 01230 59mg/ L, 图5)的水体反射率作为叶绿素 a的端元光谱。

由于ASDFieldSpec FR光谱仪采集的光谱数据有2151个波段数, 远远超过水质成分数, 用于模型反演的特

272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18 卷



征波段、波段的数目以及波段间的组合会直接影响到结果的精度。

通过对比藻类密度不同的水体反射率光谱特征(图 2)可知[5] : 对藻类叶绿素 a 浓度指示最明显的特征光谱

出现在665~ 710 nm, 即是藻类叶绿素的吸收谷和反射峰区。为此, 选择了 690~ 710 nm的 21波段(该波段范围

处于叶绿素 a 的吸收谷和反射峰之间, 即所谓的植被反射率曲线意义上的/红边0)进行对原始数据、归一化数据

和一阶微分数据的混合光谱模型进行反演, 表 2列出了所有数据类型反演叶绿素 a浓度的均方根误差( RMSE) ,

采用的模型都是如式( 4)所示, 反演的波段范围为690~ 710 nm的21个波段。从中可以看出, 利用对原始数据作

的一阶微分处理数据, 以多特征波段( 21个波段)作为其变量, 进行的混合光谱分解求解的叶绿素 a 浓度最佳,

均方根误差只有 010099 mg/ L。因此, 在后面的应用中我们选择此模型作为叶绿素 a浓度的混合光谱模型。
 表 2 Chl1 a浓度混合光谱分解结果均方根误差 RMSE mg/ L

Table 2 Mixing spectr a analysis r esults and their RMSE

变   量 原始数据 归一化数据 一阶微分数据

多特征波段因子 010194 010213 010099

图6显示了由一阶微分数据进行叶绿素 a 浓度反

演的结果与实验室分析结果的对比。相关系数为

019905, 均方根误差为 010099mg/ L。

图 6  微分数据混合光谱分解结果与实验室分析结果的叶

绿素 a浓度对比

Fig16 Comparison of Chl1a concentration gained from differential co2

efficient data and lab analysis

图 5  采样点 2(上)和采样点 14(下)水体照片以及对应的反

射率光谱图

Fig15 Photos of sample 2 and sample 4 and their reflectance spectra

4  相关模型的验证

加入时间相隔为 1 d的 2003年 10月 27日的数据, 2d的天气情况和区域叶绿素 a浓度变化不大,同样 2 d的

数据质量极为相近。为了验证混合光谱模型对于叶绿素 a浓度提取的相对稳定性, 采用了反演结果均方根误差

最小的以原始数据的一阶微分并以多特征波段因子进行叶绿素 a浓度反演的模型, 同时与相应的最常用的比值

回归分析模型反演结果作比较,验证了混合光谱模型用于叶绿素 a 浓度反演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411  归一化数据的比值经验模型

由初始模型可知,利用归一化处理的数据作比值可以较好地反演叶绿素 a 浓度。利用此种方法我们引入了

10月 27日的数据,进行与叶绿素 a浓度之间的相关特性分析, 选择相关系数较大值 713 nm处和相邻的负较大值

675 nm处的反射率, 以此比值作为自变量, 实验室分析结果的叶绿素 a 浓度为因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为:

Chla (mg/ L) = 010991
R713 nm

R675 nm
- 01080 8 (2)

与初始模型相比, 模型的比值变量和系数都发生了变化。可见, 经验模型对数据的依赖性较大, 数据质

量、空间范围或是时间的差异都会对模型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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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混合光谱模型

利用混合光谱模型进行的叶绿素 a浓度反演结果(表 2)显示, 对原始数据进行的一阶微分处理后利用多特

征波段进行混合光谱分解结果较好。同样引入了 10月 27日的数据, 利用反演结果最好的初始模型进行叶绿素

 图 7 叶绿素 a浓度混合光谱分解结果与实验室分析结果

的叶绿素 a浓度对比

 Fig17 Comparison of Chl2a concentration from mixing spectral

analysis and lab analysis

a浓度反演。水体和叶绿素 a的端元光谱仍然选择10月 28

日的采样点 2和采样点 15的水体光谱反射率。利用相对

应的特征波段( 690~ 710 nm)进行模型的反演, 反演结果与

叶绿素 a 浓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1988 5(图 7)。结果均方

根误差为 01009 1mg/ L。

由于, 在采用的模型、端元光谱的设置以及模型反演

的多特征波段变量上都没有变化, 而且模型反演的叶绿素

a浓度结果精度较高。由此可以得出混合光谱模型与经验

模型最明显的区别是, 混合光谱模型是随着采样点数据的

变化始终保持着初始的模型以及变量的波段范围, 比较稳

定, 适用性比较大, 通过对归一化数据比值经验模型和混

合光谱模型引入不同的数据进行模型的验证结果显示, 采

用混合光谱模型可以进行叶绿素 a浓度的提取, 它的模型稳定, 反演精度高。

5  混合光谱模型对不同年份水体反射数据的叶绿素 a浓度反演

为了充分验证混合光谱模型的可行性和适用性, 选取了 2003年、2000的 7月 18日以及 1998年 8月 26日

的数据利用混合光谱模型对它们进行叶绿素 a 浓度的反演。3年的数据采集于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月份, 水体

中富含叶绿素 a的浓度差别也比较大, 数据具有一定的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图 8 显示了 1998年和 2000

年采集的水体反射率光谱曲线。

图 8 1998 年和 2000 年水体反射率光谱曲线

Fig18 Water reflectance curves of 1998 and 2000

依据初始模型, 用于模型反演的数据采用原始水体反射率数据的一阶微分, 依据其特征波谱波段范围( 690

~ 710 nm) , 进行模型计算。水体和叶绿素 a的端元光谱仍然选择 2003年 10月 28日的采样点 2和采样点 15的

水体光谱反射率, 以此进行混合光谱分解。最终分解结果与实验室分析的叶绿素 a 浓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19588(图 9)。均方根误差为 01015 75mg/L。结果可见混合分解反演的叶绿素 a浓度与实验室分析结果量级相

当, 趋势相近, 较好地模拟了实测情况(图 10) , 说明利用混合光谱模型可以用于具有不同年份的高光谱数据的

处理, 所建立的叶绿素 a浓度遥感定量模型稳定, 结果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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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混合光谱分解结果与实验室分析结果对照

Fig110 Comparison of Chl1a concentration gained from mixing spec2

tral analysis and lab analysis

图 9 混合光谱分解结果与实验室分析结果线性关系

Fig19 Comparison of Chl1 a concentration gained from mixing spec2

tral analysis and lab analysis

6  结论与讨论

对3年不同的太湖水体地面实测的高光谱反射率数据进行了处理与应用, 建立了混合光谱模型, 并从模型

的精度和稳定性上, 说明混合光谱模型用于水体叶绿素 a浓度提取的有效性。同时还说明:

( 1) 混合光谱模型在叶绿素 a浓度提取中, 利用原始数据、归一化数据和一阶微分数据进行了叶绿素 a浓

度的反演, 结果显示利用原始数据所作的一阶微分数据进行的叶绿素 a 浓度提取精度最高, 均方根误差为

010099 mg/L。为以后混合光谱模型提取叶绿素 a浓度提供了方向和准则。

(2) 利用原始数据的一阶微分数据进行的混合光谱模型反演叶绿素 a 浓度要优于传统的比值分析经验模

型。不仅精度要高于传统的比值模型, 更从模型的稳定性方面对传统的经验模型进行了改进。

( 3) 利用原始数据的一阶微分数据进行的混合光谱分解, 可以对不同时相的地面高光谱反射率数据进行处

理和应用, 为不同时相的叶绿素 a浓度的反演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当然, 利用混合光谱模型提取叶绿素 a浓度的研究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影响因素, 如在设计模型时, 忽略了

叶绿素 a以外其他水质参数的影响, 对利用水体反射率来反演叶绿素 a浓度势必存在一定的影响。另外, 端元

光谱的提取要求是 /纯0 的端元, 而在实际工作中, /纯0 端元光谱很难得到, 进一步的改进和研究工作要求

改进混合光谱模型; 增加混合光谱模型中的组分端元数目(即水质参数数)以及端元光谱的提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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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al mixing model and its stability of chlorophyll2a concentration

extraction based on hyperspectral data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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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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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Sensing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

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of hyperspectral technology enables the quantitative monitoring of water quality based on the hy2

perspectral data1 By now, the ordinary monitoring method always depends on the developing relat ionships between radiance/ re2

flectance in single band or band ratios and the chlorophyll2a concentration1 In this paper, a spectral mixing model is estab2

lished based on the field hyperspectral data1 And three types of data, the original, normalized and differential data, are select2

ed as the input1 The optimal band range ( 670- 710 nm) which indicates the chlorophyll2a concentration is selected, and the

chlorophyll2a concentration is reverted by the linear spectral mixing model in which the water and chlorophyll2a end2member

spectral come from in situ water samples1 The compar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ectral mixingmodel based on differential data

gives the best result in the model precision and stabilization1 Finally, three2phase field hyperspectral data are processed and

the chlorophyll2a concentration is extracted by using this spectral mixingmodel1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pectral mixing mod2

el is a feasible, stable and of high resolution model in the pract ical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1

Key words: model of mixing spectra; chlorophyll; field hyperspectral data;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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