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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悬浮物浓度是水质评价的一项重要指标 ,利用遥感技术准确获取区域面状水域悬浮

物浓度信息 ,是遥感监测水质参数的一项重要任务。利用地面实测的 14个样点的光谱数据 ,

将 2004年 7月 26日太湖 TM数据的 DN值 ,校正为遥感反射率 ,并利用 Gordon模型和太湖水

体固有光学特性 ,建立水体反射率模拟的分析模型 ,模拟水体 R (0
-
),进而利用 TM数据反演

水体悬浮物浓度 ,并绘制太湖悬浮物浓度分布图。将悬浮物浓度反演的结果与 14个样点的

实测结果相比较 ,其中 ,有 79%的样点的估计精度高于 70%,有 64%的样点的估计精度高

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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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的水质监测是通过对水体取样 ,进而

再对水样进行实验室化学分析实现的 ,需要耗

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且所得到的仅是取样点

的数据 ,对区域面状水域的评价只能是以点代

面 ,因此 ,难以满足对大面积水环境质量监测的

要求 (陈善文等 , 2004;崔廷伟等 , 2005;郭卫东

等 , 2005)。遥感技术以其宏观 、大面积监测的

特点 ,能够提供同一时刻区域面状水域的遥感

影像 ,因此在水环境监测中有其特有的优势 (黄

海军等 , 2004;江文胜等 , 2005)。一些水环境指

标具有较明显的反射和吸收特性 ,如叶绿素在

440nm附近有一吸收峰 , 在 550nm附近有一反

射峰 ,在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 ,悬浮物浓度的增

加将导致水体反射率的增加等 。正是由于这些

光谱特性的存在 , 使得遥感监测水质参数成为

可能 。目前 ,利用遥感技术监测水质参数通常

有三种方法 ,即经验方法 、半经验方法和分析方

法 。经验方法通过建立遥感数据与地面监测的

水质参数值之间的统计关系外推水质参数值 。

由于水质参数与遥感数据之间的事实相关性不

能保证 ,所以该种方法缺乏物理依据 。半经验

方法是将已知的水质参数光谱特征与统计模型

相结合 ,选择最佳的波段或波段组合作为相关

变量估算水质参数值的方法 ,这种方法具有一

定的物理意义 ,是目前最常用的方法 (齐 锋等 ,

1999)。分析模型的方法则主要是基于水体组

分与固有光学量 、固有光学量与表观光学量之

间的关系 ,模拟水中光场分布 ,进而反演水质参

数 (Forget et a l, 1999)。分析模型以水体内光学

传输的机理为理论基础 ,是水质遥感监测的一

种重要方法 。但是 ,由于分析模型的方法需要

对水体组分的固有光学特性进行测量 ,因此建

立算法的难度较大 。目前国内对于水质参数的

估算大部分使用的是经验和半经验模型 ,对于

分析模型还很少涉及 。本研究中尝试利用 G or-

don模型 ,建立对太湖水体反射波谱进行模拟的

分析模型 ,进而利用 TM影像数据反演水体的悬

浮物浓度。

1　研究方法
首先 ,利用 2004年 7月同步进行的水体波谱

实测数据和水体取样分析数据 ,确定 G ordon模型

的部分参数 ,并利用太湖水体的固有光学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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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水体反射波谱的模拟模型;其次 ,对 TM影像

数据进行辐射校正并提取不同光谱通道的太湖

水体波谱数据;进而利用 M atlab软件求解优化函

数 ,反演水体悬浮物浓度。

1.1　地面实验数据的获取

1.1.1　同步水体波谱实测 　　2004年 7月 27

日在太湖梅梁湖选取 14个点位 (见封面照片 ),

测量水面波谱 ,并同时采集水样 ,叶绿素浓度的

监测分析用比色法 ,即将样品进行抽滤 、研磨 、离

心 、定容后置于分光光度计上 ,用 1cm光程的比

色皿进行分析;悬浮物含量用重量法获得 ,即用

0.45μm滤膜过滤水样 ,再经一定的温度和时间

烘烤后得到悬浮物的含量 。

用美国 ASD公司生产的 ASD F ie ldSpec Pro

便携式光谱辐射计进行水面光谱测量 ,该仪器的

波段范围为 350— 1050nm , 光谱分辨率为 2nm。

为了减少水体镜面反射的影响以及船舶阴影对

光场的破坏 ,采用具有一定观测角度的方法进行

观测(唐军武等 , 2004),观测方位角  为 135°左

右 (设太阳入射的方位角为 0°),观测天顶角 θ为

40°左右。在每一测点测量以下四个参数:仪器

对着水面测量的辐亮度 、仪器对着天空测量的辐

亮度 、仪器对着漫反射参考板测量的辐亮度和仪

器对着遮挡太阳光后的漫反射参考板测量的辐

亮度。仪器对着水面测量时 ,测量的积分时间设

为 172m s,连续测量 10条光谱曲线 ,所测数据为

单条光谱曲线 ,不作任何平均 。测量所用标准板

的反射率为 30%。水面光谱观测的持续时间为

10:00— 16:00。

在测量水面波谱的同时 ,记录各测点的 GPS

坐标和当时的风向 、风速。

1.1.2　水体波谱数据的处理 　　观察所测数

据 ,剔除异常值后用求平均值的方法求出所测的

各辐亮度值 。在水质遥感监测中 ,常用水体的视

反射率即水体反射辐射与总的入射辐射的比值

来估测水质参数 ,但是 ,水体的视反射率中 ,不仅

包含了水体的反射信息 ,同时也包含了漫散射天

空光经气-水界面反射的信息 ,因此 ,为了获取更

纯的水体反射信息 ,将实测的水体辐亮度转换为

遥感反射率 。计算方法如下:

(1)离水辐亮度的提取　　离水辐亮度是水

体经气-水界面反射出的光谱信息。在前述的观

测方位下 ,由于避开了太阳直射反射 ,因此光谱

仪测量的水体光谱数据 Lsw可表示为:

Lsw =LW +rLsky (1)

其中 LW 为离水辐亮度 , Lsky为天空漫散射光 ,不带

有任何水体信息 , r=r(W , θv ,  v , θ0 ,  0)为气-水

界面对天空光的反射率 , r =2.1%— 5%, r的大

小取决于太阳位置 (θ0 ,  0)、观测几何 (θv ,  v )、

风速 、风向 (W)或水面粗糙度等因素 。由于在实

测水体波谱的同时 ,平均风速为 4.3m /s,而大部

分点位实测时风速为 5m /s,因此 ,参照唐军武等

的研究 (唐军武等 , 2004),取 r=0.025。

(2)遥感反射率 Rrs的计算 　　遥感反射率

定义为:

Rrs =LW /Ed(0
+
) (2)

其中 Ed (0
+
)为水面入射总辐照度 ,可通过标准

板的实测值 L
*
p 计算:

Ed(0
+
)=L

*
p π /ρp (3)

其中 , ρp是参考板的反射率 。

利用水体固有光学特性建立的分析模型 ,模

拟的是刚好位于水面下方的反射率 ,即 R (0
-
),

因此 ,为了将实测光谱与模拟的结果进行比较 ,

进一步将 Rrs换算为 R (0
-
)。 R (0

-
)的定义

如下:

R(0
-
)=Eu(0

-
) /Ed (0

-
) (4)

其中 Eu(0
-
)、Ed(0

-
)分别为刚好位于水面下方

的向上 、向下辐照度 。Eu (0
-
)=QLu (0

-
),其中

Q为光场分布参数 ,受不同的水体 、太阳角度 、观

测角度影响而不同 ,可由太阳高度角计算 (G ons,

1999),通常在 1.7— 7.0之间变化。在此 , 利用

卫星过境时 (10时左右 )的地面实测反射率与 Q

取不同值时所提取的 R(0
-
)进行比较 ,认为取 Q

=1.7是比较合理的。 Lu (0
-
)为刚好位于水面

下方的向上辐亮度 , Lu (0
-
)=(n

2
/t)LW ,其中 , t

是气-水界面的 Fresne l透射系数 ,取 t=0.98 , n

是水的折射指数 ,取 n =1.34;Ed(0
-
)=(1 -ρaw )

Ed(0
+
), ρaw为气-水表面的辐照度反射率 , 在

0.04— 0.06之间 ,在此取 ρaw =0.05。因此方程

(4)可表示为:

R(0
-
)=Rrs ×

Qn
2

t(1 -ρaw)
=3.28Rrs (5)

1.2　水体反射率模拟模型的建立

利用 G ordon模型建立水体 R (0
-
)的模拟

模型。

从黄光波段开始 (>580nm),纯水的吸收系

数迅速增大 ,以致于到近红外波段后 , 纯水的反

射率接近于零 (Sm ith et a l, 1981;Pope et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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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因此 ,在水质遥感监测中通常用可见光波

段的信息来估测水质参数 。本文中作者对水体

反射率模拟的波段范围设为 400— 750nm。

Gordon模型 (Gordon et a l, 1975)可表示为:

R(0
-
)=f

bb

a+bb
(6)

其中 , R(0
-
)是刚好处于水面以下的反射率 (辐

照度比 ), f为常数 ,取值范围为 0.2— 0.56, a为

总的吸收系数 , bb为总的后向散射系数 。由于水

体的吸收主要受纯水 、叶绿素 、黄质 (溶解性有机

质 )、悬浮物影响 ,因此 ,

a=aw +achl +a tsm +ayellow (7)

其中 , aw , ach l , a tsm , ayellow分别为纯水 、叶绿素 、悬浮

物 、黄质的吸收系数。由于叶绿素 、黄质的后向

散射非常微弱 ,因此 ,仅考虑纯水和悬浮物的后

向散射 ,即

b=bb, w +bb, tsm (8)

式中 , bb,w , bb, tsm分别为纯水和悬浮物的后向散射

系数。

本项研究中 , G ordon模型中的各参数取值

如下:

纯水的吸收和后向散射系数参照文献 (Pope

et a l, 1997)取值 。

叶绿素吸收系数:不同藻类的形状 、大小及

色素细胞组成等的不同 ,导致其光谱吸收特性不

同 (K irk, 1983)。藻类叶绿素吸收系数可由下式

求出(Prieur et a l, 1981):

ach l(λ)=C a
*
ch l(λ) (9)

式中 ach l (λ)为波长 λ处的叶绿素吸收系数

(m
- 1
);C为叶绿素浓度 (m g /m

3
);a

*
ch l(λ)为叶绿

素比吸收系数 (mg /m
2
),随藻类不同而发生变

化 。俞宏等的研究认为 ,太湖冬 、夏季藻类品种

不同 ,导致其冬 、夏季叶绿素比吸收系数不同 ,并

于 1992年 6月和 11月实测了太湖藻类叶绿素的

比吸收系数 (秦伯强等 , 2004)以代表太湖夏冬

季的叶绿素比吸收系数 ,本研究中采用实测的夏

季比吸收系数。

黄质吸收系数:黄质指被微生物和浮游生物

分解后产生的溶解性有机质。黄质具有其独特

的吸收特征并对水体总的吸收光谱产生重要影

响 (H akvoo rt et al, 2002)。从紫外到可见光波

段 ,黄质的吸收系数可由下式表示:

ayellow(λ)=ayellow(λ0)exp[ s(λ0 -λ)] (10)

式中 , ayellow(λ)是波长 λ处的黄质吸收系数(m
- 1
),

ayellow(λ0)是波长 λ0处的吸收系数 (m
-1
), λ0是初

始波长 ,通常为 440nm , s为常数 (nm
-1
),与波

长无关 。俞宏等实测了太湖不同月份的黄质吸

收系数 ,得到了不同月份的 s与 ayellow (440)值

(秦伯强等 , 2004),本研究中取 s=0.013nm
-1
,

ayellow(440)=0.352m
- 1
。

悬浮物吸收系数:悬浮物包括有机碎屑 、悬

浮泥沙等。相对于水体的弱信息而言 ,悬浮物具

有较强的吸收和散射特性 。 B ricaud等 (1990)的

研究认为悬浮物的吸收可由下式表示:

atsm (λ)=atsm (λ0)exp[ s′(λ0 -λ)] (11)

式中 atsm (λ)是波长 λ处的悬浮物吸收系数

(m
- 1
), a tsm (λ0)是波长 λ0处的吸收系数 (m

-1
),

λ0是初始波长 ,通常为 440nm , s′为常数 (nm
-1
),

与波长无关。参照俞宏等的研究 (秦伯强等 ,

2004),取 a tsm (λ0)=3.665m
-1
, s′=0.010nm

- 1
。

太湖 7月水体中各组分的吸收系数见图 1。

图 1　吸收系数

F ig.1　Abso rp tion coeffic ient

红色 、蓝色 、绿色 、黄色分别是黄质 、悬浮物 、叶绿素 、

纯水的吸收系数

悬浮物散射系数:悬浮物的形状 、颗粒大小

等都对其散射特性有显著的影响 (张运林等 ,

2004)。悬浮物的散射特性可由 M ie散射求算 ,

太湖湖体中悬浮物的散射特性详见参考文献(蔡

启铭等 , 1991)。本研究中悬浮物的后向散射系

数见图 2(后向散射系数与散射系数之比一般为

0.03— 0.05(H akvoort et al, 2002),本研究中取其

比值为 0.03)。

f:K irk的研究(K irk, 1991)认为 , f的取值随

着太阳高度角的变化而变化 ,当太阳高度角为

90°时 , f=0.33,当太阳高度角为 45°时 , f=0.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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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散射系数

F ig. 2　Sca ttering coe ffic ien t

实线 、虚线分别是悬浮物 、纯水的后向

散射系数(其中纯水的数值放大了 10倍)

参照国外对内陆湖泊的研究 (Fo rge t et al, 2001;

Dekke r et al, 2001),在本模型中 ,取 f=0.33。

1.3　卫星影像数据

利用 2004年 7月 26日的 TM影像数据监测

太湖悬浮物浓度 。

1.3.1　TM传感器通道的选取　　TM影像数据

的 1、2、3、4通道为可见光-近红外通道 。 TM 4通

道 (760— 900nm)水体反射率远远低于周边绿色

植被的反射率 ,因此 ,传感器所接收到的遥感信

息受周围环境影响较大 。从图 1中看到 ,黄质的

吸收作用主要体现在 TM 1波段 ,而 TM 2、3波段

的遥感信息主要由叶绿素与悬浮物的光学特性

所决定 。有研究认为 ,对悬沙浓度最为敏感的波

段为 550和 670nm波段 (H an et al, 1994;Novo et

al, 1991),因此综合以上分析 ,在此选用 TM 2、3

波段的数据反演悬浮物浓度。

1.3.2　提取 R(0
-
)　　所获取的 TM数据已经

由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进行了初步的辐射校正。

卫星传感器所获取的遥感信息既包括了水体反

射信息 、漫射天空光经气-水界面折射的光谱信

息 ,也包括了天空光的漫散射信息 ,而水体作为

一种弱信息 ,其反射光谱信息更易受到周围环境

的影响 ,从而模糊了水体特有的信息 ,因此 ,必须对

影像数据做更进一步的辐射校正 ,并提取 R(0
-
),

以使所获取的遥感信息更能够反映水体光谱特

征 。具体步骤如下:首先 ,对影像进行几何精校

正 ,校正精度控制在 0.5个像元;其次 ,提取太湖

湖区的遥感影像数据;最后利用线性校正的方法

将影像 DN值校正为遥感反射率 Rrs。线性校正

方法如下:将地面实测的 14个点的 Rrs值 ,重采样

为与 TM波段一致的光谱数据;对不同通道 ,分别

建立线性回归方程 ,将影像的 DN值校正为 Rrs ,

利用 TM 2、3波段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Rrs =0.001011B 3 - 0.0372 (12)

Rrs =0.001609B 2 - 0.0547 (13)

其中 , B 2、B 3表示 TM 2、3波段的 DN值 , (12)式

估计值的残差平方和为 0.0004137, (13)式估计

值的残差平方和为 0.0003089;最后 ,参照 2.1.2

的方法将 R rs换算为 R(0
-
)。

1.3.3 　悬浮物浓度的反演　　利用 M atlab软件

中的 lsqcurvefit函数 ,将由影像换算的 R(0
-
)与模

型模拟的 R(0
-
)进行曲线拟合 ,并将叶绿素和悬

浮物浓度设定为可变动的系数 ,函数值的终止容限

设定为 0.0001,经过多次迭代 ,当模拟值与实测值

的精度达到要求时的系数既为所求的叶绿素和悬

浮物浓度。从地面 14个样点的水质分析数据 ,观

察到大部分测点的水体悬浮物浓度接近 85g /m
3

(有 9个样点的值在 75— 95g /m
3
之间),叶绿素浓

度接近 40mg /m
3
(有 10个样点的值在 30— 50m g /

m
3
之间),因此 ,为了提高运算速度 ,将叶绿素和悬

浮物浓度的初值设定为 40m g /m
3
和 85g /m

3
。

2　结果与分析
2.1　R(0

-
)的模拟

利用 1.2的方法 ,模拟梅梁湖的 R(0
-
)。对

地面实测的 14个点 ,比较其模拟值与实测值 ,结

果如图 3。模拟的效果用均方根差 RMSE和相关

系数 R评价 , 14个样点的 RMSE值均小于 0.05,

R大于 0.85,因此认为对所观测的湖区而言 ,该

模型是适用的。

图 3　R(0- )实测值与模拟值

F ig. 3　M easured and sim ula ted R(0- )

图中蓝色 、黄色表示实测值 , 绿色 、红色表示

模拟值;蓝色 、红色表示叶绿素浓度为 43m g /m3、悬浮物

浓度为 61g /m3 ,黄色 、绿色表示叶绿素浓度为

52m g /m3 、悬浮物浓度为 93g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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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悬浮物浓度的反演

2.2.1　悬浮物浓度分布　　根据 1.3的方法 ,由

TM影像数据提取 2、3波段的 R (0
-
)值 ,并反演

太湖梅梁湖湖区悬浮物浓度 ,反演结果如图 4。

图 4　梅梁湖湖区悬浮物浓度分布图(浓度单位:g /m3)

F ig. 4　Distribu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s

concen tra tion inM e ilianghu(unit:g /m3)

图 4中 ,悬浮物浓度最大值为 118g /m
3
,最小

值为 44g /m
3
,平均值为 77g /m

3
。其中 , 20%的区

域悬浮物浓度介于 40— 60g /m
3
之间 , 28%的区

域悬浮物浓度介于 60— 80g /m
3
之间 , 48%的区

域悬浮物浓度介于 80— 100g /m
3
之间 , 4%的区

域悬浮物浓度介于 100— 120g /m
3
之间。

2.2.2　反演的精度分析　　利用地面实测的 14

个样点的水质分析 ,评价遥感反演的精度 ,表 1

是 14个样点悬浮物浓度实测值与反演值 。

比较悬浮物浓度的反演值与实测值可以看

到 ,反演的相对误差最大值为 0.41, 最小值为

0.01,有 79%的样点的估计精度高于 70%, 其

中有 64%的样点的估计精度高于 80%。因此

可以认为 ,利用上述分析模型以及 TM 2、3波段

反演 7月份太湖悬浮物浓度信息的方法是可行

的 。 1号样点估计值的相对误差最大 , 达到

41%, 分析其原因 ,有以下两点 ,一方面 , 1号样

点与岸边的距离最近 ,因此 ,由传感器所测得的

遥感信息受周边环境的干扰较大;另一方面 , 1

号样点的叶绿素浓度远远高于其余各点 ,达到

155m g /m
3
,且有藻类水华漂浮 ,因此 ,对悬浮物

的遥感信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致使反演的精

度降低 。

表 1　14个样点悬浮物浓度实测值与反演值

Tab.1　M easured and inve rsed suspended sedim ents

concentrations o f 14 sam ples

样点
悬浮物浓度

实测值(g /m3)
悬浮物浓度

反演值(g /m3)
相对误差

1 91 54 0. 41

2 61 67 0. 10

3 112 72 0. 36

4 82 83 0. 01

5 87 81 0. 07

6 88 99 0. 13

7 102 105 0. 03

8 93 84 0. 10

9 83 81 0. 02

10 75 98 0. 31

11 86 71 0. 17

12 108 83 0. 23

13 105 82 0. 22

14 93 99 0. 06

2.3　模型适用性分析

从理论上说 ,机理模型一经建立 ,就具有比

统计模型更加广泛的适用性 ,但是 ,由于机理模

型的建立必须依赖于两类参数 ,即主要基于经验

估计的参数 ,如 r、 f、Q及由水体特性所决定的水

体固有光学特性参数 ,因此 ,能否获得这两类参

数 ,成为构建机理模型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方

面 ,参数 r、 f、Q的取值主要受太阳位置 、观测几

何 、风速 、风向及水面粗糙度等因素的影响 (文　

凡等 , 2005),其中 ,对模型精度影响最大的参数

为 Q ,其取值范围为 1.7— 7.0,本研究中 ,为了确

定 Q的取值 ,首先进行遥感反射率的粗略估算 ,

一般而言 ,除了高浓度泥沙水体 ,水体的遥感反

射率应小于 0.051(唐军武等 , 2004),将不同的 Q

值代入遥感反射率计算公式计算后 ,观察其光谱

曲线 ,认为当 Q取值为 1.7时 ,遥感反射率的估

算结果比较合理 ,因此 ,本研究中取 Q =1.7,参数

r、 f的取值则是参照文献 (K irk, 1991;Fo rget et a l,

2001;Dekke r et al, 2001)直接确定的 ,对于这些参

数取值的机理的更进一步讨论 ,则必须依赖于更

多的实验进行验证和分析;另一方面 , 水体固有

光学特性随着不同水体水质的变化而不同 ,从俞

宏等(秦伯强等 , 2004)的实测数据可以看出 ,太

湖不同月份的吸收系数有较大的波动 ,如黄质吸

收系数 2月份为 0.850m
-1
, 4月份为 0.351m

-1
, 6

月份为 0.352m
- 1
,因此 ,对于不同水体 ,测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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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组分固有光学特性参数 (IOP)是建立机理

模型的必要条件 ,而在某一时期所测定的 IOP

的适用年限的确定 ,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证明 。

3　结语与讨论
本文中作者利用线性校正的方法 ,将 2004

年 7月的 TM 影像 DN值校正为水面遥感反射

率 ,并采用 G ordon模型 ,以太湖水体固有光学特

性模拟水体 R(0
-
),进而反演水体悬浮物浓度 ,

经过与地面 14个实测样点的比较 ,认为该方法

对于太湖水体悬浮物的浓度监测是可行的 。水

体反射率模拟模型建立在水体固有光学特性基

础之上 , 然而 , 由俞宏等的研究 (秦伯强等 ,

2004)可以看到 ,不同测点 、不同季节的水体固

有光学特性具有一定的差异 ,如在某一样点 , 2

月份黄质 在 440nm 波长处的 吸收系 数为

0.920m
-1
,而其吸收系数在 6月份为 0.403m

- 1
,

在 8月份则为 0.280m
-1
,因此 ,根据不同季节的

水体悬浮物 、黄质 、叶绿素等的光学特性 ,甚至根

据不同湖区水体组成的特点 ,分别建立其 R(0
-
)

的模拟模型 ,应该是提高遥感反演精度和适用

性的一个有效途径 。此外 ,遥感影像数据和地

面实测数据分别于 7月 26日和 7月 27日获取 ,

并且地面数据测量所需的持续时间同遥感影像

的瞬时获取相比 ,总是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这也

是影响反演精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在实验

设计和实施中尽量减少这样的不完全同步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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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BASED REMOTE SENSING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S IN TAIHU LAKE

LI Yun-M ei, HUANG Jia-Zhu, LU W an-N ing, SH I Jun-Zhe†

(College of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Norma lUniversity , Nan jing , 210097)

† (WuxiCenter of Environmen ta l Assessmen t, Wuxi, 214023)

Abstract　　Concentration o f suspended sedim ents is an im portan t indicator o fw ater quality eva luation. The

m e thod o f using rem ote sensing technology tom onito rw a ter qua lity by obtaining the suspended sed im en ts con-

centra tion (SSC)w as applied in this pape r, and the inversion o fSSC from TM im age w as introduced based on

an ana ly ticm ode.l

Based on TM im age on 26 th July 2004 , in situ spectra and m atching SSC m easurem ent on 27 th Ju ly 2004

w ere taken on 14 sam pling stations in M e ilianghu in no rthe rn of Ta ihu Lake. W ate r sam p les we re co llected

and ana lyzed fo r SSC and ch lo rophy ll con ten.t

The procedure o f da ta process and analysis includes th ree steps. F irstly, the in situ spectra are conve rted

to rem o te sensing ref lectance, and then a linear reg re ssion equation is built to calibra te the DN va lues of TM

im age to g round rem ote sensing reflectance. Secondly, R(0
-
) sim ulation m ode l is built w ith Go rdon m ode l

using form e rly established IOPs (Inhe rent Optical Properties). RM SE w as be low 0.05 and the corre lation

coefficientw as above 0.85 fo r all the 14 sam ples. Th irdly, the SSC s inM eilianghu w ere conversed using cali-

b ra ted TM va lue.

W ith lsqcu rvefit too l o fM atlab , TM band 2 and 3 va lues w ere inpu t to the reversion m ode.l The con-

ve rsed im age o fM eilianghu showed tha t them ax im um SSC w as 118g /m
3
, and them inim um SSC w as 44g /m

3
,

in average of 77g /m
3
. The SSC ranged from 40 to 60g /m

3
in 20% of the region, from 60 to 80g /m

3
in 28%

of the reg ion, 48% of the reg ion varied from 80 to 100g /m
3
, and in 4% of the reg ion, from 100 to 120g /m

3
.

The accu racy w as assessed by in situ values o f 14 sam ples. Com parison between the conve rsed and m easured

SSC data show ed that 79% of conve rsed data whose estim a tion precision we re over 70%, and 64%, over

80%. Them aximum re lative erro rw as 0.41 thatw as taken near lake bank, and the m in im um onew as 0.01.

In this study, the autho rs a lso built an analy ticalm ode l and used a linea r co rrec tion m ethod to reduce o f

atmosphe re effec.t The high prec ision o f converted data show s the data-conversion p rocedure is effective for

SSC inverse. H ow ever, higher precision could be reached ifm ore in situ da taw ill be supplied.

Key words　　Taihu Lake, Suspended sedim en ts concentration, A naly ticm ode l, Rem o te sensing m onito 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