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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外对 CDOM 的研究重点已从研究其物理、化学性质逐渐转向使用遥感技术和数学模型反演其物质浓度．
遥感技术和数学模型反演能够实现快速有效的水质目标管理和全球碳循环研究目标． 本文综合论述了 CDOM 的研

究进展和研究成果，探讨了当前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

究前景和预期实现目标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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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全球大量的碳储存在海洋、大气、土壤和植物

中，大多数的碳循环发生在海洋与大气之间、大气与

陆地之间，碳随陆地河流迁移至海洋也是一项重要

的碳循环过程，它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陆

地和海洋碳动态系统以及潜在气候变化的关系． 溶

解性有机物(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DOM) 是水体

中有机碳的一个大的储存库，是地球水圈中有机碳

的主要载体和生物体的主要底物，对全球碳循环具

有重 要 的 贡 献［1］． 有 色 可 溶 性 有 机 物 ( colored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CDOM ) 是 DOM 的光敏部

分［2-4］，不仅具有保守性［5-6］而且可以吸收紫外线和

可见光［7］． CDOM 经常用作有效的示踪剂用于评价

水生环境 DOM 的相关水平和空间分布． 研究表明

CDOM 在 440 nm 的吸收系数是可以从水面上空遥

感( 现场、航空、星载) 监测的，因为它的光色特性显

示在整个紫外和可见光范围内，光的吸收随着波长

的增加呈准指数下降［8］． 因此，通过遥感技术对相

对 CDOM 水平的量化，可能是研究生态、环境变化

和全球尺度碳循环有价值的工具［9］． CDOM 的研究

进展已从基于荧光特性和季节变化特征的研究趋向

与实际浓度的测量相结合的研究，从实际野外采样

测量向遥感数据结合算法反演方向发展，且也已经

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遥感反演 CDOM 具有评估尺度

DOM 的潜力，不仅能为水质工作者管理水质提供帮

助，也能为学者研究全球尺度气候变化提供便利，具

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

1 CDOM 基本特征

Kalle［10］于 1938 年第一次引入黄色物质这一概

念，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发展，人们现在将该物质称为

有色溶解有机物质( CDOM) ，又称作可溶性有机发

色团或者粘质胶性溶解物． CDOM 由腐殖酸、富里酸

和芳烃聚合物等物质组成的可溶性有机物混合物，

它会减少水中透射的日光，影响光合作用，抑制浮游

生物的生长，对水体生物活动造成影响． 根据结构和

性质的差异，CDOM 可以分为两类: 类腐殖质和类蛋

白质荧光组分［11］． CDOM 具有独特的光谱特征，在

蓝色到紫外的短波波段有强烈的吸收光谱，而纯水

在红色的长波波段有吸收，因此，不含或少含 CDOM
的水显示出蓝色． 随着 CDOM 的增长，水体颜色逐

渐过渡到绿色、黄绿色和褐色．
CDOM 对水环境中的生物活动、物质循环和遥

感监测有 重 要 的 影 响，主 要 表 现 在 以 下 几 点: 1 )

CDOM 作为一种光吸收物质，对紫外线有着强烈吸

收，对水体生态系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2) C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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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减少水中透射的日光［12］，影响光合作用． 在河口

或者沿海区域，CDOM 的浓度较高，对光的吸收会延

展到蓝光波段，与浮游植物吸收波段有重叠，这样就

会对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降低

初级生产力，影响水生环境，破坏水体生态系统; 3 )

CDOM 可以络合金属离子，吸附有机污染物等，影响

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迁移等过程［13-14］; 4 ) CDOM
经过阳光的照射发生光漂白作用后被分解为小分子

有机质，能供浮游生物生长繁殖利用; 5) CDOM 的生

成、迁移转化对于 C、N、P、S 等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间接影响着全球气候; 6 )

CDOM 会妨碍用卫星光谱仪对浮游生物数量和分布

的测量． 由此可见，CDOM 的研究对于认识生态系

统、地球上日益增强的紫外线的影响及整个生物地

球化学循环过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水体中 CDOM 的形成和迁移转化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过程，这与水体动植物的分泌物、浮游植物的

繁殖、代谢和分解、陆源径流输入、人为活动等过程

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前研究认为，水中 CDOM 有三

个主要来源: 一是陆源径流输入 ( 由植物尸体降解

和沿岸水体中来自土壤的类腐殖质组成) ; 二是现

场生物活动产生( 包括浮游植物和细菌的有机体化

学降解产物) ; 三是沉积物间隙．
CDOM 浓度受季节的影响比较明显． 春季，浮游

植物大量繁殖，植物的光合作用增强，会导致海水中

CDOM 的增多． 夏季，CDOM 浓度较低的区域主要出

现在光降解能力强而生产率低的表层海水中，而浓度

较大的区域主要出现在光降解能力低而生产率高的

下层水体． 冬季，CDOM 的分布与混合水层的深度有

着明 显 的 关 系［15］． 同 时 雨 水 中 含 有 较 高 浓 度 的

CDOM，这对 CDOM 浓度变化也具有较大的影响［16］．
CDOM 归宿一般被认为有 2 个途径: 光化学反

应降解［17］和细菌降解释放［18］． 因为光漂白作用是

大部分海区 CDOM 的主要归宿［19］，所以光化学反

应降解的研究近年来备受学者的关注，且研究表明

光降解在南海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起重

要作用［20］． CDOM 经过光化学反应以后，化学性质

和理化性质都发生相应的变化［21］，CDOM 在接受自

然光特别是紫外辐射暴晒后，吸收明显降低，发生显

著的光化学降解，降解过程符合一阶动力学衰减反

应［22］． 光化学反应降解不仅可以损失 CDOM 吸收性

质和荧光性质，还会向水体释放无机碳和氮，并产生

小分子量的有机物，这些重要的营养物质为细菌和

微生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不同海域的细

菌和微生物活性增加［7，12］，由此可见，光化学作用及

微生物作用对于上层海洋及淡水的碳循环，均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2 结合荧光性质的 CDOM 研究方法

CDOM 荧光特性的研究在国内外早已开展［23］．
CDOM 在特定波长的吸收系数及荧光强度都可代表

CDOM 的浓度水平，可以使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来测

定 CDOM 吸收系数及光谱斜率［24］． 荧光测量确定地

表水在紫外区的 CDOM 吸收系数具有相当好的精

度，Vodacek 等［25］研究证明荧光测量能够可靠地估

算宽阔海域的 CDOM 并可以依此测量溶解碳的浓

度． CDOM 荧光特性也可被用来描述 CDOM 吸收的

分布情况． Stedmon 等［26］通过结合荧光光谱和平行

因子分析发明了一种快速、有效的表征溶解有机物

( DOM) 的荧光组分的方法，该方法可用于 DOM 在

一个库的定量和定性变化的示踪剂． NASA 的航空

海洋雷达已经在使用 CDOM 荧光现在已经用来描

述 CDOM 吸收的分布情况，但对于 CDOM 吸收与荧

光关系随时间的变动上，还需要更多的调查研究．
近年 三 维 荧 光 光 谱 技 术 ( excitation-emission

matrix spectroscopy，EEMS) 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应

用，EEMS 可以提供 CDOM 的最大激发 /发射波长

( Exmax /Emmax) 和荧光强度等具体信息，也可以对

不同来源 CDOM 的谱峰进行区别，因此被认为是一

种灵敏的“光谱指纹”技术，在 CDOM 的研究过程中

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相关

专家学者的认可． 韩宇超等［27］对厦门湾九龙江口目

前河口区使用 EEMS 技术研究发现: 单因水体盐度

的变化并不会造成 CDOM 光学特征的明显变化，从

河流至外海 CDOM 来源从以陆源为主转变到以海

源为主，性质上从以类腐殖质荧光团为主转变到以

类蛋白质荧光团为主． 王福利等［28］结合三维荧光光

谱分析与吸收光谱两种方法，测定珠江口及广西沿

海 CDOM 受陆源输入影响较大，CDOM 吸收光谱的

光谱斜率 S( 270 ～ 350) 随光辐射而逐渐增加，证明

此方法可用于指示光降解引起的 CDOM 分子量的

减小趋势． 肖隆庚等［29］利用三维荧光光谱技术分析

中国南海有色溶解有机物( CDOM) 荧光组分的垂直

分布特征，发现南海 CDOM 的垂直分布受光化学反

应、海洋微生物活动及颗粒有机物再矿化的共同影

响． 由此可见，诸多研究者利用荧光光谱技术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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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环境水体中 CDOM 的来源和迁移转化并且取得

了显著的成果，为国内外学者结合数学模型与传感

器的方法研究 CDOM 浓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三维荧光光谱分析技术虽然应用广泛，但也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及缺陷: 1) 所检测的物质必须具有

能够被捕捉到荧光信息; 2) 使用该技术检测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对检测物质所造成的影响，如

溶剂、溶液 pH 值、温度等因素; 3 ) 该技术在分析中

会受到溶液中其他成分的散射影响( 主要是瑞利散

射和拉曼散射) ［30］．

3 结合数学模型与传感器的 CDOM
遥感反演研究

卫星遥感具有快速、大范围、周期短、一次性成

像成本低等特点，因此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逐渐转向

使用遥感技术结合算法的方式来实现 CDOM 反演

研究． CDOM 反演的过程是模型求解的过程，反演的

精度取决于遥感图像的精度和模型的准确性，通过

研究提出准确的遥感反演模型对于水质研究的未来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1 国外 CDOM 遥感反演研究进展

使用遥感反演与数学模型研究 CDOM 的方法

在国外早有发展，这种研究方式早在 1991 年就被

Carder 等［31］学者提出，他们发现浮游植物降解产生

的碎屑、生物色素和细菌等与 CDOM 具有相似的光

谱吸收特征，如果直接使用卫星遥感反演水生植物

则会有较大误差，于是，他们便提出了使用算法、反
射率模型估算 CDOM 含量的研究方向． 此后的二十

年间，结合数学模型和遥感光谱的研究方式得到了

迅速的发展． Lee 等［32］提出的沿海水域遥感反射率

模型能够同时考虑底反射、CDOM 荧光和水的拉曼

散射三个方面的研究结论，且他通过研究证明使用

后向散射系数和 Q 因子两个参数的组合模型，能很

好的实现实际测量和遥感反射模型反演结果的匹

配． Vodacek 等［4］ 的研究发现，从内陆到外海岸架

CDOM 的吸收和荧光特性逐渐消失，消失度接近

70%，海洋参与降解与 CDOM 的季节性变化导致预

测浑浊水体 CDOM 和叶绿素难度增加，并且从他的

研究成果可以发现 CDOM 的荧光变化和光吸收之

间季节变化关系和荧光量子产率 ＜ 15%，若采用适

当的方法，则针对 CDOM 吸收系数的定量遥感机载

激光雷达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技术． Stedmon 等［33］

对丹麦的河口和沿海水域 CDOM 的光学性质进行

了研究并提出了估计光谱斜率系数的一种新的方

法，该方法能够比传统方法更接近实测的吸收系数

( 92%的残差的总和) ，并且通过这种残渣产生的光

谱模型能够分辨出 CDOM 陆源来源的土地使用类

型． Zhu 等［34］使用高光谱遥感反演方法反演 CDOM
吸收系数，结合 QAA-E 算法估计 CDOM 浓度，水的

吸收、衰减系数等数据，能够使分离 CDOM 的精确

度显著改善． Cao 等［35］提出了一套能提高海洋光化

学和光生物率计算精度的多元统计新方法，该方法

主要包括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等内

容，通过在 SeaWiFS 传感器波段附带 CDOM 光谱和

遥感反射率 Ｒ-rs 匹配字段数据直接检索在可见光

的紫外波长所有 CDOM 吸收光谱 Ｒ-rs，能够进一步

解决全球尺度的不同水类型 CDOM 动力学问题． 由

此可见，在使用遥感反演 CDOM 浓度方面，国外学

者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研究进展，他们已经逐步从

认识 CDOM 吸收光谱的特征逐渐发展到使用不同

的数学模型近似准确分离水体 CDOM 并准确估算

其浓度的阶段．
3. 2 国内 CDOM 遥感反演研究进展

国内对 CDOM 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对 CDOM
吸收特性的研究日趋成熟，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在湖

泊( 如太湖和巢湖等) 以及近岸水域( 如杭州湾、九

龙江和长江口等) ． 张云林等［36］通过对太湖典型草、
藻型 湖 区 东 太 湖 和 梅 梁 湾 有 色 可 溶 性 有 机 物

( CDOM) 的吸收和荧光特性研究发现: 二类水体的

草、藻型湖区 CDOM 来源具有一致性，且 CDOM 的

吸收系数与 DOM 浓度的相关性随波长的降低而增

加，在短波部分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马荣华等［37］根

据不同水体的形态因子不同，发现浮游植物的降解

对 CDOM 吸收具有重要甚至主导作用，在测试或计

算总的吸收或散射系数时，必须充分考虑有机悬浮

颗粒的吸收与散射特性，否则会带来较大的误差． 宋

玲玲等［38］ 研究证明 CDOM 吸收系数在 300 ～ 500
nm 范围内随着波长的增加呈指数递减，超过 500
nm 之后呈线性递减关系． 张运林等［39］对梅梁湾、大
太湖 CDOM 组成和来源的参数比吸收系数、分子量

( M) 值、拟合系数( S) 值进行的研究发现 CDOM 在

水中呈现显著的季节变化． 我国学者对 CDOM 的吸

收系数研究日渐深入，但是如何从水体浮游生物、悬
浮物中分离 CDOM 并进行有效估算仍是一项亟需

解决的问题，因此有效实现 CDOM 与叶绿素及其他

悬浮物的分离成为了此领域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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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国内学者在使用遥感反演 CDOM 领域

取得了诸多进展，能够根据不同水体水质特征挑选

适用波段，且吸收光谱信息同数学模型结合已经达

到较好的分离效果，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湖泊水质研

究进展． 乐成峰等［40］通过结合太湖实测水色因子吸

收系数和藻类与 CDOM 吸收系数相似特性，根据浮

游藻类吸收系数在 580 nm 与 692 nm 波长处比值恒

定的特点，提出的适合于太湖的吸收系数分离方法

实现了浮游藻类吸收系数能够较好地分离． 冯龙庆

等［41］通过对冬季太湖 CDOM 的吸收荧光特性及空

间分布进行研究，验证了吸收系数的遥感反演算法

具有一定效果，且实验数据证明该方法可以用于冬

季太湖 CDOM 吸收系数 a( 355) 的遥感估算． 周博天

等［42］通过采用溶解碳的遥感数据，结合研究区海域

数据采样点的同期实测光谱吸收系数，建立基于改

进光谱指数 NDSI、MＲSI 的黄色物质吸收系数反演

模型，用以研究珠江口东岸香港海域黄色物质的光

谱吸收特性，并分析光谱指数与吸收系数 alpha_g
( 440) 之间的相关关系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 该项

实验研究发现 MＲSI 模型提取的黄色物质吸收系数

alpha_g ( 440 ) 与实测值 Ｒ ～ 2 = 0. 827 8，ＲMSE =
0. 033 2 之间的关系比 NDSI 模型的反演精度更高，

且 MＲSI 模型具有较强的区域适用性． 田野等［43］以

北京官厅水库为研究对象，通过野外和实验室测量

数据建立水质参数遥感反演的生物光学模型，对夏

季官厅水库的非色素颗粒物浓度、叶绿素 a 浓度和

CDOM 浓度进行了反演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所采

用的遥感反演模型基本适用于官厅水库水质监测，

反演出的叶绿素、总悬浮物和 CDOM 的空间分布与

实际测量值的空间分布基本吻合． Cao 等［35］使用中

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 MODIS) 开发衍生 CDOM 的方

法实验取得很好的结果，为水质管理者更全面评估

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由此可见，遥感数据结合算法反

演实现水质监测管理、快速水动力学和碳循环研究

目标指日可待．

4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成果积累，人们对 CDOM 的

空间分布特征已经基本掌握，CDOM 遥感在Ⅰ类水

体中得到很好的研究，在开放海洋环境，CDOM 浓度

通常具有低的浓度和空间均匀性［44］． 这些水中的

CDOM 主要是地方性的，由浮游植物的渗出物和部

分分解产物形成［7］． 但是有关 CDOM 的时间分布特

征的研究成果大部分仍局限在年际或者季节间的变

化，长时间持续的高分辨率研究数据依然十分缺乏，

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对 CDOM 属性特征的深入了解．
近年来结合数学模型与传感器反演 CDOM 浓度技

术迅速发展，但是野外测量与遥感影像之间的时间

差异仍是尚未解决的难题，且众多的研究表明，不同

的数学模型估算 CDOM 浓度所采用的波长并不相

同． 目前的研究尚未根据不同的水体特征得出统一

数学模 型 和 统 一 的 波 长 选 择 方 案，这 也 是 今 后

CDOM 研究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海洋区域水质从沿岸到外海成规律性变化，区

域特征明显，物质组成多样、来源复杂，相应水体生

物 － 光学特性的差异较大，水色反演算法的区域性

特征明显［45］． 湖泊水体的污染事件持续时间较短，

水质变化较为迅速，数小时内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

化． 且不同湖泊、同一湖泊中的不同位置、季节等因

素均会影响 CDOM 的吸收光谱，相比海洋，湖泊面

积较小，水质变化的空间尺度也较小，往往发生在数

10 m 范围内． 因此使用遥感反演水体 CDOM 必需充

分考虑海洋水体与内陆湖泊水体的差异，水质的时

空变化等因素． 在今后的水体 CDOM 反演研究过程

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亟需解决．
1) 由于水体卫星遥感的业务化运行要求卫星

传感器具有高时间分辨率、高空间分辨率和高光谱

分辨率． 但通常的卫星传感器很难同时满足上述 3
个要求，因此，研制一个考虑各种水体特殊要求专门

的水色遥感传感器，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 在沿海海洋卫星反演 CDOM 的过程中，太阳

天顶角、传感器视场角、大气矫正方式、实际地点

CDOM 的时空异质性和其他光学性质等几个因素应

该进一步了解和探索，以减少测量的不确定性．
3) 相比海洋水体，湖泊等二类水体具有更为复

杂的光学特性，研究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湖泊水体

光学特性的复杂性和 3 种物质组分 ( 叶绿素、悬浮

物和 CDOM) 光谱特征的相互影响． 如果能够实现不

同传感器在恰当的波谱通道处设置波段，或许能够

实现不同物质组分的探测所需的效果．
4) 相比海洋水体，湖泊通常水深较小，因此底

质对遥感反射比有一定的贡献，所以需要额外建立

基于湖泊水体辐射传输的底质贡献模型． 且由于硬

质湖底或者底泥具有不同的反射特征，是通过水下

光谱仪或者普通的地物光谱仪携带的水下镜头来测

还是实验室测量，哪一种测量方法更具有准确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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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研究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5) 早期使用卫星和实地测量同步时，数据并非

严格同步，通常有一天或者数天误差，这与实际情况

存在较大偏差、甚至错误． 因此对于像湖泊或者海岸

区域这种水质变化迅速的水体，应该考虑尽可能的

确保星地试验的同步性，同时保证野外现场试验具

有可比性． 因此建立稳定的水体遥感试验平台，获取

系统有效的水色遥感试验数据对于实现星地同步观

测，减少建模误差和提高反演精度是十分必要的．
6) 水体的总吸收包括纯水、浮游植物色素的吸

收、CDOM 的吸收和无机悬浮颗粒的吸收，如何从总

的吸收光谱中高精度地获取 CDOM 的物质组份含

量，需要建立合适数学模型，实现水质长时间精确

反演．
7) 统一的水色遥感反演模型难以建立，主要是

由于模型参数的差异． 大量研究发现沿海和河流

CDOM 受陆源影响较大，成分复杂易变，对模型要求

更高． 且由于 CDOM 在水中空间分布特征受季节、
水体中的位置等限制，使得水体物质组分的空间差

异都很大，这使得生物光学模型参数具有很大的区

域性，不能统一参数化，因此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模

式，也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遥感反演水体中 CDOM 实现水质监测和碳循

环研究的目标，既取决于大气辐射传输和水体辐射

传输过程的建模效果和精度，也受水体的动力学过

程影响，建立融合水动力过程的一体化的卫星遥感

反演模型，提高水质参数的反演精度为水质的预测

预警提供基础和依据，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巨大挑

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合适的数学

模型，希望通过结合卫星传感器达到高精度的水质

参数反演结构，遥感反演算法仍在不断发展和进步，

相信很快就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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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view of CDOM Ｒemote Sensing Inversion in Water

Fu Dandan Zhang Liyan Liang Zhilin

( Colleg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Abstract
At present，the research priorities has gradually turned from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CDOM to

the direction of using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al model to retrieve the concentration of material at
home and abroad，in order to achieve rapid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water quality objectives and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research goals． In this paper，firstly we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CDOM
in domestic and abroad，secondly discussed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nd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and finally prospected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the expected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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