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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２０１３ 年 ８ 期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ＭＳＳ、ＴＭ、ＥＴＭ ＋ 、ＯＬＩ 影像进行了辐射定标、大气校正、辐射归一化和波段运算等处

理；利用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 ，分期提取了红碱淖水域面积，分析了湖水水质及红碱淖周围植被变化． 研究表明：

４０ ａ 间红碱淖水域面积呈阶段性萎缩趋势，１９９０ｓ 后萎缩速率加剧，水域面积总体缩小 ４５．７％ ；湖区周边 ＮＤＶＩ 波动性增加

显示了水退草进的变化趋势；湖面 ＮＤＶＩ 值的骤增，暗示叶绿素 ａ 或悬浮物浓度增加，间接表明湖区水质变差． 根据 ４０ ａ
来水域面积变化，红碱淖的演变进程可依据湖泊面积动态度划分为稳定期（１９７３
个阶段，气候暖干化是影响稳定期（１９７３

１９９４ 年） 和萎缩期（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４ 年） 湖泊变化的主要因素，在萎缩期（１９９４

２０１３ 年） 两

２０１３ 年） 气候暖干化叠加人

类活动是湖泊水量减少和水质变差的诱因，高强度的人为干扰如人工筑坝、灌溉耗水和煤炭开采是红碱淖水域面积锐减
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红碱淖；湖泊变化；ＮＤＶＩ；驱动力；遥感监测；ＭＳＳ ／ ＴＭ ／ ＥＴＭ ＋ ／ Ｏ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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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资源变化记录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区域水文过程的影响，及时、准确地获取湖泊的水资源

变化信息，对认识区域乃至全球环境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１］ ． 红碱淖是我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全世界
最大的遗鸥繁殖与栖息地 ［２］ ． 红碱淖湿地也被列为国家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与人为
因素的干扰，红碱淖面积逐年缩小、水质变差，对周边居民生活和湿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因此，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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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３

展红碱淖水域时空变化特征的研究，对减缓湿地的沙漠化进程、保护流域水生态安全及协调流域水资源开
发利用，兼具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
相对于传统的监测技术，光学传感器以其高时间分辨率、低成本的强大优势，被广泛用于湖泊水域动态

变化监测以及变化分析 ［３］ ． 国内外学者在监测手段、提取方法、植被覆盖变化及水质指数反演等方面取得了
一些成果． 如李辉霞等采用 ＳＰＯＴ ／ ＶＧＴ 逐旬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 数据分析近 １０ ａ 三江源地区植被变化
趋势，探讨植被生长与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定量评定气候要素与人类活动对 ＮＤＶＩ 变化的贡献 ［４］ ； Ｄｏñａ 等
结合高空间分辨率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影像和高时间分辨率的 ＭＯＤＩＳ 影像来监测 Ａｌｂｕｆｅｒａ ｄｅ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 湖泊的水质参
数，如叶绿素 ａ 与透明度，并建立 ＧＰ 模型来分析湖泊水质的时空变化规律 ［５］ ；李均力等利用 Ｌａｎｄｓａｔ 长时间
序列遥感数据，制作了 ４ 期青藏高原湖泊分布图及湖泊变化图，分析 ３０ 多年来内陆封闭流域内湖泊变化的
时空特征 ［６］ ；朱长明等通过 Ｌａｎｄｓａｔ 影像监测近 ４０ ａ 博斯腾湖的面积、水位和库容量等水文信息，分析了时
间动态变化过程与演变特征 ［１］ ；Ｈａｎ 等对 １１ 期 Ｌａｎｄｓａｔ 影像进行 ＳＶ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法影像分
类，分析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３ 年鄱阳湖湿地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土地类型转移情况 ［７］ ． 但以往的研究大多数

仅针对面积，目标单一，缺乏对整个流域的系统性研究及综合分析，不利于全局的把握及内外因的分析． 目

前，Ｌａｎｄｓａｔ 系列卫星已交替 运行 ４０ ａ，随 着 ２０１３ 年 ＬＤＣＭ （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Ｍｉｓｓｉｏｎ） 的 发射 成功，
Ｌａｎｄｓａｔ 系列卫星将持续为对地观测提供优良的数据集 ［８］ ． 此数据集对地观测时间最长，更适用于长时间序
列的变化分析；其空间分辨率高，从而在相同观测区域上，获得更多的信息量，更适用于中小尺度的对地
监测．

基于此，本文选取了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ＭＳＳ ／ ＴＭ ／ ＥＴＭ ／ ＯＬＩ 影像数据，提取 １９７３
＋

２０１３ 年间 ８ 期研究区 ＮＤＶＩ 影

像，分析湖泊面积、水质及湖泊周围植被的变化规律；采用插值法获取该区的气象数据，从气候变化和人类
活动两方面阐述湖泊变化的原因． 以期更深入地认识沙漠湖泊演化规律及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对其的影
响，为沙漠湖泊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及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

红碱淖（３８°１３′ ～ ３９°２７′Ｎ，１０９°４２′ ～ １１０°５４′Ｅ） 位于陕西省神木县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陕蒙交界处，处

于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过渡地带、毛乌素沙漠与鄂尔多斯盆地交汇处，海拔 １２００ ｍ． 有扎莎克河、壕赖河、
松道河、东葫芦素河、七卜素河、前尔林兔河、马连河 ７ 条季节性河流注入，流域面积约 １５００ ｋｍ２（ 图 １） ．

研究区属黄河流域内陆闭流区范围，为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干燥多风，四季界限分明． 降雨偏

少且年内分配不均，多以暴雨形式集中在 ７

９ 月，年均降雨量在 ４００ ｍｍ 左右． 湖区周边大部分为固定沙丘

和沙蚀丘陵，植被种群为典型的沙生植被，如白刺（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 、油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ｏｒｄｏｓｉｃａ） 、沙柳（ Ｓａｌｉｘ
ｃｈｅｉｌｏｐｈｉｌａ） 等，植被覆盖度为 ３０％ ～ ５０％ ［２］ ，而沙丘中间低处生长有零星的树木． 该流域有遗鸥（ Ｌａｒｕｓ ｒｅｌｉｃ⁃

ｔｕｓ） 、黑鹳（ Ｃｉｃｏｎｉａ ｎｉｇｒａ） 、金雕（ Ａｑｕｉｌａ ｃｈｒｙｓａｅｔｏｓ） 等 ３０ 多种野生珍禽繁殖栖息，水生生物种类繁多，具有很
高的生态地位．

表 １ 研究采用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影像数据集

１．２ 数据来源

卫星影像采用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ＭＳＳ、ＴＭ、ＥＴＭ 和 ＯＬＩ 数据．
＋

Ｔａｂ．１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ｉｍａｇ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日期

轨道号

获取 ８ 期研究区数据，数据影像为 Ｌ１Ｔ 级，质量良好，含

１９７３ １１ ２５

Ｐ１３７Ｒ３３

准． 数据集中为一年中的 ８

１９８９ ０９ １１

Ｐ１２７Ｒ３３

通过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ｓｇｓ． ｇｏｖ ／ ） 免费
云量较低，已经过几何校正，不同数据间达到高精度配
１１ 月，以确保每期具有相

近的气候 条 件 和 水 文 条 件． Ｌａｎｄｓａｔ 影 像 具 体 信 息 见
表 １．

气象 数 据 源 于 中 国 气 象 科 学 数 据 共 享 服 务 网

（ ｈｔｔｐ： ／ ／ ｃｄｃ．ｎｍｉｃ．ｃｎ ／ ｈｏｍｅ．ｄｏ） ． 由于红碱淖区域并未设

置气象站点，且气象数据集所覆盖站点分布较为稀疏，

１９７８ ０８ １９
１９９４ ０８ ２４
１９９９ １０ １７
２００２ １１ ０２
２００７ ０８ １２
２０１３ ０９ １３

Ｐ１３７Ｒ３３
Ｐ１２７Ｒ３３
Ｐ１２７Ｒ３３

平台与传感器 分辨率 ／ ｍ
Ｌａｎｄｓａｔ１ ＭＳＳ

６０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ＴＭ

３０

Ｌａｎｄｓａｔ３ ＭＳＳ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ＴＭ

Ｐ１２７Ｒ３３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 ＥＴＭ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ＴＭ

Ｐ１２７Ｒ３３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 ＯＬＩ

Ｐ１２７Ｒ３３

Ｌａｎｄｓａｔ５ ＴＭ

＋

６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９８４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２８（５）

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ｇｉｏｎ
故选取了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３ 年陕西、内蒙古境内共 ６９ 个站点（ 图 ２） 的气象数据，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采用反距离空间加

权插值法获取研究区气象数据． 该气象数据空间分辨率与观测卫星相同．

２ 数据处理
２．１ 辐射定标和大气校正

影像原始数据值为 ＤＮ 值，对图像做辐射定标、大气校正等预处理，将 ＤＮ 值转化为地物的真实反射信

息． 首先，对 ６ 幅非 ＭＳＳ 图像进行重采样，使其空间分辨率为 ６０ ｍ，从而与 ＭＳＳ 影像相配准，采样方法为最
邻近像元法． 其次，将原始 ＤＮ 值转换为传感器入瞳处辐亮度值，计算公式为：
Ｌ λ ＝ Ｇａｉｎ·ＤＮ λ ＋ Ｂｉａｓ

（１）

式中， Ｌ λ 为传感器接收到的辐亮度值（ Ｗ ／ （ ｃｍ２ ·μｍ·ｓｒ） ） ； ＤＮ λ 为图像灰度值； Ｇａｉｎ 和 Ｂｉａｓ 分别为图像的
增益与偏置，可从头文件中读取．

假设地面是朗伯面反射且天空辐照度各向同性，将辐亮度 Ｌ 转化为表观反射率 ρ ，表观反射率有利于不

同传感器的分析比较．

ρλ ＝

π·Ｌ λ ·ｄ ２
ＥＳＵＮ λ ·ｃｏｓ ( θ ｓ )

（２）

式中， ρ λ 为表观反射率； ｄ 为天文单位的日地距离； ＥＳＵＮ λ 为大气层外相应波长的太阳光谱辐射照度，两者
均可查得 ［９］ ；θ ｓ 为以度为单位的太阳天顶角，θ ｓ ＝ ９０°－太阳高度角，太阳高度角可通过头文件查得．

采用 ＦＬＡＡＳＨ 算法进行大气校正． ＥＮＶＩ 提供的 ＦＬＡＡＳＨ 模块是嵌入 ＭＯＲＴＲＡＮ４＋辐射传输代码来校

正影像的，计算出的反射率精度高． ＦＬＡＡＳＨ 模型最大可能利用图像本身信息，对部分输入参数（ 如能见度
初始值、大气模式等） 的敏感性并不体现出强依赖，且其邻近效应处理环节大大提高了辐射校正的整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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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内蒙古和陕西省 ６９ 个气象站点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６９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平，因而在数据处理中尤其是针对历史数据，ＦＬＡＡＳＨ 算法更加适用 ［６，１０］ ．

ＦＬＡＡＳＨ 模块主要参数选择：区域平均海拔为 １．２ ｋｍ；气溶胶模型选为乡村，并使用 Ｋ⁃Ｔ 气溶胶反演方

法，即暗像元法． 因为对于暗像元，近红外通道反射率与红蓝通道反射率具有很好的线性关系，同时气溶胶
在短波红外波段的影响与可见光波段相比可以被忽略 ［１１］ ；由于缺少相应波段不执行水汽反演．

２．２ ＮＤＶＩ 的获取与数据同化

ＮＤＶＩ 是近红外波段与可见光波段数值之差和这两个波段数值之和的比值，即：
ＮＤＶＩ ＝

ρ ＮＩＲ － ρ Ｒ
ρ ＮＩＲ ＋ ρ Ｒ

（３）

相较于其他植被指数，归一化植被指数应用最为广泛． ＮＤＶＩ 可以用于监测植被生长的季节和年际变
化，并减少由卫星观测角、太阳光照差异、地形、云阴影和部分大气衰减等引起的噪声，增强对植被响应的能
力． ＮＤＶＩ 用非线性拉伸的方式增强了近红外与红色通道反射率的对比度，其结果是对于低值部分有所拉
伸，而高值部分受到压缩，使得 ＮＤＶＩ 对低覆盖植被区的灵敏度提高，所以 ＮＤＶＩ 特别适合于本文的荒漠化草
原植被研究．
多时相遥感数据由于受到不同的大气条件、光照条件、土壤湿度状况、物候周期特性等环境参数的影
响，使同一地区所成的影像具有较大的辐射差异． 而传感器不同将导致波段位置和宽度不同，其波谱响应函
数也不同，从而使传感器所接收的红光和近红外波段信号存在差异． 为此，在利用多源遥感影像进行变化检
测之前，需要进行辐射同化，以控制和减少非地物变化所造成的辐射差异． 辐射同化即辐射归一化，是基于
参考影像来校正待校正影像，使不同时相影像上的相对稳定的同名地物具有相同的辐射特性． 在研究中，由

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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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９９９ 年获取的 ＥＴＭ 影像无云层覆盖，影像质量良好，所以选用该年度的 ＮＤＶＩ 图像作为参考影像，对其
＋

他年份的 ＮＤＶＩ 图像进行归一化处理．

采用基于线性回归分析法的伪不变特征法进行辐射归一化处理． 伪不变特征法根据变量之间的相互关
系来模拟回归方程，具有严密的数学逻辑，从而能准确地反映出变量之间的关系． 两时相影像不变像元的辐
射关系是线性的，而且在影像范围内大气分布均匀． 因此可用回归方程来实现影像的 ＮＤＶＩ 值归一化处理：
ｙ ＝ ａ·ｘ ＋ ｂ
（４）

式中， ｘ 为待校正影像的 ＮＤＶＩ 值； ｙ 为参考影像的 ＮＤＶＩ 值；ａ、ｂ 为待定参数，可通过选取伪不变特征点
（ ＰＩＦ） 来计算待定参数． 虽然有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ＰＩＦ 的光谱特征应该随时间变化很小，如未受扰
动的沙地、裸地、深水体等地物． 研究选用沙地和深水体两类地物作为 ＰＩＦ，分别求得 １９９９ 年参考影像与其
余 ７ 幅影像的归一化方程及对应相关系数的平方（ Ｒ ２ ） ． ７ 个 Ｒ ２ 值均大于或等于 ０．９９（ 图 ３） ，即参考影像与
待校正影像的对应 ＰＩＦ 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以所求方程进行转换的可靠性极高．

图 ３ 求解的回归方程及 Ｒ２

Ｆｉｇ．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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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湖泊面积矢量提取

由于水体的 ＮＤＶＩ 值极低，所以利用 ＮＤＶＩ 图像能清晰地辨别水陆边界，通过人机交互方式，提取 ８ 期红

碱淖湖泊水域的矢量信息，建立 ８ 期红碱淖湖泊矢量图层． 图 ４ 显示了这 ８ 期影像所对应的 ８ 条红碱淖水陆
边界线．

图 ４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３ 年多时相影像的红碱淖水陆边界线

Ｆｉｇ．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３ ｔｏ ２０１３
２．４ 湖泊面积动态度
利用湖泊面积动态度分析湖泊变化特征，可以真实地反映不同时期湖泊面积变化的剧烈程度． 湖泊面

积动态度是指某研究区一定时间范围内湖泊面积的变化，其表达式为 ［１２］ ：
ＬＣ ＝

Ｕｂ － Ｕａ
ＴＵ ａ

× １００％

（５）

式中， ＬＣ 为研究时段内湖泊面积动态度，Ｕ ａ 和 Ｕ ｂ 分别为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的湖泊面积，Ｔ 为研究时长．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红碱淖面积变化
１９７３

１９９４ 年期间红碱淖面积持续缩小，从 １９７３ 年的 ５８．３３ ｋｍ２ 减少到 １９９４ 年的 ５３ ２０ ｋｍ２ ，２１ 年间

水域面积共减少 ５ １３ ｋｍ２ ，缩小了 ８ ７９％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３

表 ２ 红碱淖面积变化动态度

年该湖区面积变化率增大，２０１３ 年湖区面积仅为 ３１．６７

Ｔａｂ．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Ｌａｋｅ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 ａｒｅａ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３ 年） 内湖泊面积整体呈阶段性萎缩趋势，

年份

萎缩期；４０ ａ 间 水域 面积总 体减 小 ２６． ６６ ｋｍ２ ， 共 缩小

１９７８

ｋｍ２ ，比 １９９４ 年缩小了 ４０．４７％ （ 表 ２） ． 可见，研究时段
１９７３

１９９４ 年间为相对稳定期，而 １９９０ｓ 中期开始进入

４５．７％ （ 图 ５ａ） ．

研究选用数据不是等时间间隔数据，所得变化量不

能反映面积变化的剧烈程度，需根据湖泊面积动态做进

一步定量分析． 稳定期湖泊面积年变化率小于－０．５９％ ，
萎缩期年变化率大于－ ２．０３％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 年年变化率

达到－３．０８％ （ 表 ２） ． 可见，萎缩期相对稳定期变化十分

１９７３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

面积 ／ ｋｍ２
５８．３３
５７．７７
５４．００
５３．２０
４７．８０
４３．５４
３８．８４
３１．６７

（ Ｕ ｂ －Ｕ ａ ） ／ ｋｍ２

ＬＣ ／ ％

－０．１１２

－０．１９

－０．１６０

－０．３０

－０．３４２
－１．０８０
－１．４２０
－０．９４０
－１．１９５

－０．５９
－２．０３
－２．９７
－２．１６
－３．０８

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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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是湖域面积减小的主要时期．

图 ５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３ 年红碱淖面积及 ＮＤＶＩ 值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ＮＤＶＩ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３ ｔｏ ２０１３
红碱淖湖区呈三角形状，在 ８ 期 ＮＤＶＩ 图像上设置了 １ ＃ 和 ２ ＃ 两条剖面线，获得 ＮＤＶＩ 时间序列剖面图

（ 图 ６） ，ＮＤＶＩ 值小于 ０ 的部分为湖水区，大于 ０ 的为陆地． 由于扎莎克河、壕赖河、前尔林兔河、东葫芦素河
的注水量从减少到断流，时间序列 ＮＤＶＩ 图像清晰见证了红碱淖形状和大小的显著变化，如 １９７３ 年在湖区
周围可以明显看到一些小规模的湖沼，随年份的增长，逐渐干涸成为沙地；１９８９ 年右下角的湖面逐渐与湖体
分离，形成牛轭湖，最后形成新月形的沙湾；下方的湖心岛，由于水位下降，２００２ 年成为半岛，最后演化成稳
定的湖岸等．
３．２ 红碱淖周围植被变化
植被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地区环境的总体状况． 本文设置的缓冲区是

从红碱淖最外边界向外扩展 １９ ｋｍ，使 ７ 条季节性补给水源均被包含在缓冲区内． 由图 ５ｃ 可见，缓冲区
ＮＤＶＩ 均值呈波动性增长模式，在 １９９９ 年出现的波谷是湖水退却之后植被的形成期，其后 １９９９
持稳定的增长趋势，水退草进，植被占据了原来的湖区．

２０１３ 年保

３．３ 红碱淖水质变化
对于环境简单的沙漠内陆湖泊，影响其水质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二：悬浮物浓度和浮游植物生物量，两者
主要由沙漠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引起． 悬浮物浓度多少直接影响水体透明度、浑浊度和水色等光学性质，而浮
游植物生物量常用叶绿素 ａ 估测． 叶绿素 ａ 在 ４４０ 和 ６７５ ｎｍ 附近形成两个吸收峰，在 ５５０ ｎｍ 附近达到吸收
最小值，随其浓度的升高，将在 ７００ ～ ８００ ｎｍ 波段出现突出的反射峰 ［１３⁃１５］ ． 对悬浮物的研究表明，５００ ～ ６００
ｎｍ 波段适合用来监测悬浮物，７００ ～ ９００ ｎｍ 波段悬浮物浓度变化敏感，是遥感估算的最佳波段 ［１４，１６⁃１７］ ．

利用 ＮＤＶＩ 值分析水质变化是经验法的一种，基于近红和红波段的最佳波段组合，两波段与叶绿素 ａ、悬

浮物均较相关． 当叶绿素 ａ 浓度介于 １０ ～ １００ μｇ ／ Ｌ 之间时，与 ＮＤＶＩ 值表现出较好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１８⁃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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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红碱淖时间序列 ＮＤＶＩ 图像

Ｆｉｇ．６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ＤＶＩ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ｎａｏ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３ ｔｏ ２０１３
对于藻类浓度较低的湖泊，有实验表明悬浮物与 Ｒ ＮＤＶＩ （ ＮＤＶＩ 值） 表现出很好的线性关系 ［２０］ ． 相对一般内陆
湖泊，红碱淖水污染较轻，各水质参数值也不高，可以用 ＮＤＶＩ 值分析两者的变化，但因 Ｌａｎｄｓａｔ 系列卫星波
段设置较宽，很难进一步分离两者间的相互影响，仅能定性说明两者所表示的 水质 变化 情况 ［２０⁃２２］ ． 湖 面
ＮＤＶＩ 值总体呈增长趋势，且除 ２００７ 年为暴发式增长外，其余年份均为叠加式缓慢增长，而且水体中 ＮＤＶＩ

剧增与湖面面积骤降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水域面积的剧烈变化、水深减小都可能导致水中悬浮物增加、透明
度减弱、近岸浅水区水生植物增加，导致红碱淖水质变差，但 ＮＤＶＩ 值大多数时间小于 ０，并未出现蓝藻水华
现象（ 图 ７） ． １９７３

１９９９ 年 ＮＤＶＩ 增加 ０．４７×１０ ，１９９９
－３

图 ７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３ 年 ＮＤＶＩ 增加 ０．０１１（ 图 ５ｂ） ．

２０１３ 年 １ ＃ 与 ２ ＃ 剖面线的 ＮＤＶＩ 变化

Ｆｉｇ．７ ＮＤＶＩ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Ｎｏ．１ ａｎｄ Ｎｏ．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３ ｔｏ ２０１３

４ 驱动力分析
红碱淖水域面积和水质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自然因素，如气候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人类活动的影响．
４．１ 气候暖干化
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红碱淖研究区气候呈暖干化变化趋势．

９９０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６，２８（５）
由 ６９ 个气象站资料获得的湖区周围 ４１ ａ 温度数据（ 图 ８ａ） 可知，红碱淖地区年均温度呈阶段性变化，

即 １９７３

１９８４ 年年均温度呈下降趋势，１９８４

稳． 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增温速率为 ０．０３３℃ ／ ａ．

１９９８ 年年均温度呈上升趋势，１９９８

２０１３ 年年均温度相对平

由 ６９ 个气象站资料获得的湖区周围 ４１ ａ 降水量数据（ 图 ８ｂ） 可知，红碱淖年均降水在波动中下降，年

均降水量下降速率为 ０．０１３ ｍｍ ／ ａ．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１ ａ 年均降水量的平均值为 ３９０ ｍｍ ／ ａ，湖区降水围绕

３９０ ｍｍ 等降水量线上下波动，除 １９７８ 和 ２００３ 年两个骤然高值外，出现 １９８１
降水连续走低的阶段．

１９８４ 年、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 年两期

综上所述，红碱淖受温度升高与降水减少共同作用，红碱淖水域面积变化与温度的长期变化趋势相吻
合，即随温度的升高，蒸散量加大，从而导致湖泊面积减小；红碱淖地处年均降水量极低的干旱区，面积与降
水的变化趋势总体相一致，但相关性较低，不考虑地表径流的补给作用，即使在连续干旱的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４ 年，

水域面积并没有出现显著性减少． 缓冲区陆表 ＮＤＶＩ 值与降水的变化波动特征存在较显著的耦合关系． 而湖
区 ＮＤＶＩ 值变化只在 １９７３

１９９９ 年与降水变化波动相一致，与同期温度变化相关性较差． 可见，气候变化是

影响红碱淖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原因之一．

图 ８ １９７３

２０１３ 年年均气候因素变化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３ ｔｏ ２０１３
４．２ 人类活动的影响

１） 人工水库和大坝阻断地表水补给． ７ 条季节性河流是红碱淖的主要地表水补给源，近年来，人为阻断

已严重影响了河流的补给作用．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４ 年期间，内蒙古在扎莎克河、壕赖河这两条主要河流上修筑了多

个小型水库以及人工湖 ［１，２３］ ． ２００５ 年，建成扎莎克水库大坝，阻断了红碱淖最大的注水河流扎莎克河 ［２４］ ．

２００９ 年，在东葫芦素河建造地下水库，使该河流遭到断截 ［２５］ ． 注水河流被拦截，极大地减少了河水的注入
量，导致 １９９４ 年之后湖泊面积萎缩幅度增强，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 年湖泊面积动态度高达－３．０８％ ，变化越来越剧烈．

２） 农业灌溉和生态林建设． １９９０ｓ 以后，区内农业灌溉面积逐年增加． 以尔林兔镇为例，１９９５ 年水浇地

面积为 ８４０ ｈｍ２ ，２００３ 年则为 １７２０ ｈｍ２ ［２６］ ． 大规模地抽取地下水进行灌溉，使得地下水位下降，导致地下水
补给量减少． 同时生态林建设势必会影响到红碱淖地区的植被覆盖，２００６ 年开始，红碱淖实施了环湖绿化生
态环境改善工程，造林约 １３３４×１０ ４ ｍ２ ，湖区周边的绿化面积从 ２０％ 提升到 ４５％ ［２７］ ． 研究显示，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

年 ＮＤＶＩ 值并未随温度升高和降水下降而减少，这正与该工程之后所呈现的生态效应相对应． 但生态建设在
干旱地区存在水量保证程度差的问题，当地 ４００ ｍｍ 左右的降水不能满足植被生长对水分的需求，需要利用
浅层地下水．

３） 煤矿开采的潜在影响． 红碱淖周边煤炭资源极其丰富，大规模的煤炭开采造成地表塌陷、地下含水层

结构破坏，导致局部地下水流场发生变化，土地沙漠化加剧和植被退化． ２００９ 年，神木县前尔林兔河附近地
下水下降 ５．３２ ｍ，２０ 多个泉眼干涸 ［２５］ ． 同时，以煤化工为主的工业化工基地需集中供水，耗水量极大． 工业

赵

宁等：１９７３

２０１３ 年红碱淖水域水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９９１

排放和当地开发的旅游业使湖水富营养化加剧，矿物元素增加使叶绿素含量增高，对水质产生影响．

５ 讨论
研究表明，红碱淖湿地面积从 １９９７ 年后变化剧烈，鱼类产量减少，鸬鹚（ Ｐｈａｌａｃｒｏｃｏｒａｘ ｃａｒｂｏ） 等水鸟已

消失，水生态退化 ［２３］ ． 本文同样发现 １９９０ｓ 中期后面积变化剧烈，并划分了面积变化的稳定期和萎缩期，这
种划分与杨立彬等和唐克旺等对红碱淖面积变化的分析结果相似 ［２４，２８］ ． 红碱淖流域蕴藏着复杂多样的植物
群落，能有效地调节大气组分，李登科等认为红碱淖湿地植被变化可分为 ４ 个阶段：１９８２
持续增加；１９８９

１９９８ 年相对稳定；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 年维持较低；２００２

１９８８ 年植被覆盖

２００７ 年快速升高，并分析认为近年湖区

植被变化受周围退耕还林等人为因素的影响明显，本文的结论与其较为一致 ［２］ ．

湿地是天然的过滤器，可以降低流速，净化水质，有助于杂质和有毒物质的沉淀和排除． 湿地水分通过

蒸发变成水蒸气，然后又以降雨的形式回归周围地区，保持当地的湿度和降雨量，调节局部小气候． 红碱淖
面积的萎缩使局部气候恶化，降雨量减少，将导致植被减少，从而使湿地自净能力减弱，加速湿地沙漠化
进程．
根据水量平衡原理，红碱淖面积变化是其水量收支状况的反映，水量收入主要包括降水补给、地表水补
给和地下水补给，支出部分为湖区蒸散作用． 稳定期，红碱淖流域收支基本稳定，气候变化是水域变化的主
要原因；萎缩期，人类活动使地表水断流，地下水过度开采，成为影响红碱淖变化的主要原因，即受气候因素
的影响相对减弱，受人为因素的影响显著，这与 Ｔａｏ 等对蒙古高原内陆湖泊的研究结果一致 ［２９］ ．

６ 结论与建议
４０ ａ 间，红碱淖水域在面积和水质上都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

１） 红碱淖水域面积呈阶段性萎缩趋势，在 １９９４ 年前后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１９７３

动态度小于－０．５９％ ，受气温增高和降水减少的共同作用；１９９４

１９９４ 年间湖泊面积

２０１３ 年湖泊面积动态度大于－ ２．０３％ ，在区

域暖干化背景下，受人工筑坝阻断地表补给、农林灌溉耗水减少地下补给、煤矿开采破坏含水层的共同作
用，水域面积减少了 ２６．６６ ｋｍ２ ，水域面积总体缩小 ４５．７％ ．

２） 湖区 ＮＤＶＩ 值呈上升趋势，表明叶绿素 ａ 或悬浮物浓度增加，水质变差；同时缓冲区 ＮＤＶＩ 值变化显示

近岸植被及湖区周边植被覆盖度呈波动性增加趋势． 气候变化和人工建库建坝导致 ７ 条季节性河流的主要
地表水补给能力下降、沙漠化使湖域水深变浅、工业排放和当地旅游业开发使湖水富营养化加剧，使红碱淖
水质变差．
近年来，人为干扰的强度有增无减，其作用远超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演变，为了避免沙漠中最大的淡水
湖

红碱淖成为“ 第二个罗布泊” ，提出如下建议：

１） 在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用水出现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提倡科学用水，改变传统灌溉方式，提高水的利

用率．

２） 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标准，评估煤矿开采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减少耗水项目，控制旅游资源的

过渡开发，维护区域生态平衡．

致谢： 感谢遥感专业 ２０１２ 级本科生王鑫同学在数据预处理方面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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