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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MODIS 影像推估台灣沿岸海水透視度
王驥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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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透視度為影響透水光達系統(Bathymetry Lidar)的主因，若能在施測時依據海水透視度進行飛航規
劃，則可有效提升整體施測效益。沙奇盤深度常用於量測海水透視度，因此本文利用 Aqua MODIS 衛星
影像輔以現地蒐集之沙奇盤、透光度計與背向散射計等 65 點外業船測資料，其中將船測資料同步之 19
個衛星影像，分別利用 488nm 與 532nm 兩個波段，搭配三種不同沙奇盤深度與海水光學性質的關係式，
進行沙奇盤深度與船測值分析比較，顯示 532nm 波段的推估結果優於 488nm 波段，並由三種關係式中確
認誤差最小的關係式。分析 2004 年至 2007 年的 MODIS 影像資料，顯示台灣海域之沙奇盤深度與海水光
學性質皆有年週期變化，可作為透水光達評估作業之參考依據。

關鍵詞：透水光達、MODIS、沙奇盤深度、海水透視度
做法並未考量水體中各種不同光學物質濃度對於

1. 前言

輻射值所造成的影響，然而不同海域中水體各種光
學性質濃度會有所差異，因此該推估方法理論上會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空載透水光達測深系統(Airborne Bathymetric
Lidar System)已證實為一個精確、有效益、彈性且
安全之方法，但其受限於水體之透視程度(Water
Clarity)而影響其施測成果，大部分的商用空載透
水光達系統，以沙奇盤深度( Z SD ，Secchi Depth)
作為測深基準，通常可測得之深度約為 2 至 3 倍沙
奇盤深度(LaRocque et al., 2004)。以往沙奇盤深度
量測方法為傳統之人工量測，利用一直徑二十公分、
四等份且黑白相間之金屬圓盤，垂直放入水體中以
肉眼觀察其可見深度即為沙奇盤深度，然而礙於人
力及海上作業困難之因素，沙奇盤深度之外業量測
通常為小範圍區域性之點資料，廣泛缺乏大範圍以
及長時間之觀測資料。
近年因遙感探測技術進步，可藉由衛星所接收
不同波段之輻射值，與實測沙奇盤深度值做線性迴

受到時間性與區域性的限制。Chen et al. (2007)利
用衛星影像基於輻射傳導模式反算求得水體中衰
減係數濃度值，與實測沙奇盤深度值做線性迴歸，
由 1997 年至 2005 年歷史衛星影像，得到該區域沙
奇盤深度值有明顯的季節性變化結果，該法為利用
衰減係數與實測沙奇盤深度之經驗關係推估沙奇
盤深度影像，仍然會受到時間與區域的限制。
本研究利用 2007 年 5 月至 2008 年 5 月外業量
測結果，搭配同步 Aqua MODIS 衛星影像資料，
基於輻射傳導模式並考量水體中各種光學性質與
沙奇盤深度之關係，建立一套沙奇盤深度推估流程，
分析台灣海域 2004 年至 2007 年沙奇盤深度變化。
空載透水光達於施測前，利用歷史衛星影像推估之
沙奇盤深度值變化趨勢，對所欲作業之區域進行海
水透視度評估分析，可有效降低海水透視度對其施
測成果不佳之影響。

歸，得到輻射值與沙奇盤深度之關係，並利用該關
係式推估出沙奇盤深度影像(劉進金等，2008)，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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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圓盤，用於量測水體之沙奇盤深度。

2. 資料與理論

本研究之外業量測方式，乃是選定離岸 3-5 公
里外海處的定點剖面量測，依序將透光度計與背向

2.1 船測資料及處理

散射計垂直緩慢放入水下約 20 公尺深後，再緩慢

海 水 的 光 學 性 質 分 為 固 有 光 學 性 質 (IOP ，

拉起，量測海水之深度剖面值(Profile)。沙奇盤則

Inherent Optical Property)與外顯光學性質(AOP，

垂放入水中量測其可見深度，反覆 6 次取其平均，

Apparent Optical Property)兩種。IOP 只與水中的物

結果即為海水的沙奇盤深度( Z SD, in -situ )。外業量測

質及其含量有關，與其周圍的光場無關，例如吸收

地點共有 10 測區， Aqua MODIS 取像時間約為每

係數( a ，Absorption Coefficient)、散射係數( b ，

日中午 12 點至下午 2 點半，因此於早上 9 點半至

Scattering Coefficient) 、 背 向 散 射 係 數 ( bb ，

下午 4 點半間進行外業量測，量測時間範圍為 2007

Backscattering Coefficient)與消光係數( c ，Beam

年 6 月至 2008 年 5 月(表 1)。

Attenuation Coefficient)。AOP 則會受到周圍的光場

Aqua MODIS 所接受之海水表面光學訊號乃

影響，但是一般會呈現出相當規則的特徵和穩定性，

來自於太陽輻射能進入水體後，經水體中不同光學

所以可以用來描述水體的特性，常用的 AOP 則有

物質交互作用後離開水面之輻射能，因此所接收之

遙測反射率( R rs ，Remote Sensing Reflectance)及衰

輻射能代表ㄧ平方公里範圍中所有海水之平均，然

減 係 數 ( K ， Diffuse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等

而外業儀器 AC-9 與 H-6 所量測為定點剖面之點資

(Mobley, 1994)。

料，為了與衛星影像處理結果比較分析，本研究建

吸收、背向散射及消光係數關係如式(1)，式

立一套 AC-9 與 H-6 外業原始資料處理方法，將其

中 m 值為散射係數與背向散射係數的比值(式 2)，

點資料以統計方法處理成每個測站一個代表值，進

m 值大小主要受到水體中顆粒的大小與形狀影響

而與同步取像之 Aqua MODIS 影像中所對應之網

所致，一般在正常情況下該值約略會介於一範圍之

格資料處理結果比較。

間，但會因為不同水體而有所差異(Berthon et al.,

2007)。

AC-9 與 H-6 原始資料為點的取樣資料，分別
將 AC-9 與 H-6 原始資料處理成每公尺一個代表值。

c  a  b  a  m  bb

(1)

m  b bb

(2)

以 AC-9 測站處理步驟為例(圖 1)，圖中灰色實線
為 AC-9 原始資料，黑色虛線與黑色實線分別為處
理後的吸收與消光係數。接近水面處因透光度計的

光學深度(  ，Optical Depth)為消光係數對水深之

抽水馬達以及船隻本身所造成的影響，有較多的雜

積分(式 3)，式中 z 為深度值。

訊，而外業測站為離岸 3-5 公里處，水深皆大於 30
公尺，外業測站於水面下 20 公尺深之量測取樣資

z

  z    cz dz
'

'

(3)

0

料，受到海底地形影響不大，因此假設量測海水為
均值(Homogeneous)的情況下，水面下一公尺深度

本研究之外業量測資料使用透光度計(AC-9，

區間海水的光學性質，應與水下兩公尺的光學性質

WET labs)量測海水的吸收與消光係數，透光度計

差異不大，假設水面下一公尺深度區間海水的光學

於外業所量測各個波段的吸收與消光係數不包含

性質與兩公尺深度區間相同(步驟 8)，依序處理所

純水的吸收係數，因此於內業處理時須個別加上該

有外業測站，得到每個測站 488nm 與 532nm 不同

波段純水的吸收係數值，如此方為海水的總吸收係

深度光學性質所代表的值。H-6 處理步驟與 AC-9

數與消光係數。背向散射計(HydroScat-6(本文簡稱

大致相同，然而 H-6 為量測海水之背向散射係數，

H-6) HOBI labs) 則用於量測海水的背向散射係數

因此不需加上純水的吸收係數(省略步驟 1)，及其

值。沙奇盤(Secchi Disk)為直徑 20 公分之黑白相

取樣頻率較 AC-9 低的關係造成取樣點較少，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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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9 資料處理步驟：(以 532nm 波段為例，將

放與上拉兩類，直接利用該深度區間中所有點資料

剖面資料處理成每個測站以一個值代表)

進行處理，其餘步驟與 AC-9 相同。Aqua MODIS

1. 以圖 1 為例，AC-9 所量測的吸收與消光係數不

接受之海水光學訊號乃來自於水體表層，其所接受

包含純水的吸收與消光係數，因此必須先將所

之海水表層訊號，約略來自於 2 倍光學深度以內水

有取樣點依不同波段加上該波段純水的吸收係

深的海水(Højerslev, 1986)，因此進一步分別將水面

數，如此才為海水的總吸收係數，532nm 波段

下兩倍光學深度水深以內，每公尺所代表的吸收、

純水的吸收係數為 0.0514(1/m) (Pope and Fry,

消光係數與背向散射係數值，取平均得到該測站船

1997)。

測資料處理後，所代表的吸收係數( ain-situ )、消光係
數( cin -situ )以及背向散射係數( bb , in -situ )(步驟 9)。

2. 將剖面資料分為下放與上拉兩類，並將點資料
處理成 1 公尺以一個值代表，因剖面資料受雜
訊影響，故資料處理由最深處開始，圖 1 中最

表 1 外業量測時間與地點

深的取樣點資料水深為 19.42 公尺，因此使用

測區

量測日期

測站數

18.5 公尺(= 19 - 0.5)至 19.5 公尺(= 19 + 0.5)該

外垵

2007/6/25

2

深度區間的點資料，分別將下放與上拉的兩群

望安

2007/6/27

2

點資料中，大於兩倍中誤差的取樣點剔除，再

八斗子

2007/6/29

2

分別取下放及上拉的中數，兩數值的平均代表

南澳

2007/6/30

2

最深處(本例為 19 公尺)海水的光學性質(吸收

龍門

2007/8/1

12

係數或消光係數)。

望安

2007/8/2

2

3. 將 17.5 公尺(= 18 - 0.5)至 18.5 公尺(= 18 + 0.5)

墾丁

2007/8/3

2

深度區間下放與上拉兩群點資料取出，分別將

墾丁

2007/8/4

2

大於兩倍中誤差的取樣點剔除並取其中數，得

卑南溪

2007/8/5

2

到該深度區間下放與上拉的中數值。

福隆

2007/9/26

2

4. 分別將兩中數與本身該群資料中，大於中數且

八斗子

2007/9/27

2

最接近中數的兩個取樣點，以及小於中數且最

花蓮港

2007/9/29

2

接近中數的兩個取樣點取出，分別得到該深度

南澳

2007/10/1

2

區間最接近中數的五個取樣點數值(含中數)。

墾丁

2008/3/17

2

5. 分別將下放與上拉各自取出的五個值，與已求

墾丁

2008/3/18

2

出的下一公尺(19m)水深代表值比較，取最接近

金樽

2008/4/15

1

的值代表該公尺下放與上拉的值。

卑南溪

2008/4/16

2

花蓮港

2008/4/22

2

南澳

2008/4/25

2

福隆

2008/4/26

2

八斗子

2008/4/27

2

望安

2008/5/3

2

龍門

2008/5/4

12

總計 65 測站

6. 將代表 18 公尺下放與上拉的兩個值取平均，代
表 18 公尺處海水的光學性質。

7. 重複步驟 3~6，依序將水面下 17 至 2 公尺的代
表值求出。

8. 水面下一公尺深度區間海水的光學性質與兩公
尺深度區間相同。

9. 分別將水面下兩倍光學深度水深以內，每公尺
所代表的吸收係數值與消光係數值取平均，得
到該測站所代表的吸收係數( ain -situ )與消光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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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利用遙測反射率反算推求水體固有光學
性質的方法為經驗法則 (Empirical Equations)(Lee
et al., 1996)，或是利用最佳化(Optimization)求解

(Chang et al., 2007)。經驗法則通常是利用以往所測
得的實測資料，以一簡單的關係式，如線性迴歸結
果表示，該方法不需要對遙測反射率與水體光學性
質之間的關係全盤了解，即可以利用經驗式得到結
果，但其受限於區域性與時間性，無法適用於所有
的水體。最佳化求解雖可以得到較高精度的結果，
但卻必須花費大量的運算時間。

圖 1 透光度計之 532nm 波段深度剖面曲線

若要以衛星影像準確推求海水固有光學性質，

AC-9 及 H-6 測站深度剖面資料中，假設水面

必須考量海水中各種物質的光學性質，並使用一個

下一公尺深度區間海水的光學性質與兩公尺深度

可反解算(Inversible)的輻射傳導模式。準解析方法

區間相同，而測站為取兩倍光學深度以上的資料平

(Quasi-Analytical Algorithm，QAA)(Lee et al., 2002)

均代表，因此將兩倍光學深度值小於兩公尺的測站

專為多光譜及高光譜遙測資料所設計，其考量了海

予以剔除。2007/10/1 南澳測區測站 12 之兩倍光學

水中各項物質，如黃色物質與懸浮顆粒於各波長間

深度為 0.8 公尺(488nm 波段與 532nm 波段皆為 0.8

的相關光學特性。Lee et al. (2002)分析比較 QAA、

公尺)，所以剔除此測站，因此剩餘 64 測站。進ㄧ

經驗法則以及最佳化求解三種不同方法結果，最佳

步利用外業船測資料處理結果，將每一測站

化求解精度最高、其次為 QAA，經驗法則精度最
低。因此在影像資料處理速度的考量下，本研究使

min -situ 值求出式(4)。
min -situ  cin -situ  ain -situ  bb , in -situ

用運算速度與經驗法則相當、精度卻相對較高的

(4)

QAA 處理衛星影像資料，得到海水中吸收係數與
背向散射係數濃度值。

2.2 衛星資料及處理
Aqua 於 2002 年 5 月 4 號發射，為一太陽同步
衛星(Sun-Synchronous)，約每天一點半至兩點之間
會經過台灣上空，可提供高時間解析度(Temporal

Resolution) 的 衛 星 影 像 。 MODIS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為 Aqua 衛
星上的感測器之ㄧ，空間解析度為 250 公尺、500
公尺及 1 公里，本文中所使用之波段解析度為 1
公里。Aqua MODIS Level 1A 衛星資料可由 NASA
海洋水色網站下載(http://oceancolor.gsfc.nasa.gov/) ，
本研究涵蓋範圍為東經 116 度至 123 度，北緯 20
度至 26 度，影像涵蓋時間為 2004 年 1 月至 2008
年 5 月，所使用的影像包含 2004 年 495 張、2005
年 503 張、2006 年 495 張、2007 年 495 張、以及

2008 年 186 張計 2174 張衛星影像。

Aqua MODIS Level 1A 下載後，利用 NASA
提供之處理軟體 Seadas5.1，將每張 Level 1A 影像
處理至 Level 1B，再由 Level 1B 處理至 Level 2，
並選取 QAA 波段為 488nm 與 531nm 之產品，包
含吸收係數 a QAA 以及背向散射係數 bb ,QAA ( 下標

QAA 為 MODIS 影像經 QAA 計算，得到的吸收係
數與背向散射係數結果)，此時衛星影像已經過幾
何校正(經緯度座標系統)與大氣輻射校正，最後利
用 影 像 處 理 軟 體 ENVI(ITT VIS ， ITT Visual

Information Solutions)批次將 Level 2 產品進行地理
對位(Georeferencing)處理，產生 tif 檔案格式影像。
所有外業測站(64)與衛星資料比對結果，船測
當天同時有衛星資料的測站共計 19 個。比較上述

19 個測站處理過後的吸收與背向散射係數值，
QAA 結果與船測資料處理結果間存在些許差異，
推論主要誤差來源有二，第一為 Seadas5.1 處理過

王驥魁、康哲銓：利用 MODIS 影像推估台灣沿岸海水透視度

321

程中所使用的大氣校正模式為全球性(Global)的海

及外在光場的參數給定，可利用查表得到衰減係數

洋環境(Gordon and Wang, 1994)，較不符合台灣地

值，該方法可以得到相當精度之結果。然而 Liu et

區(Local)所致，第二為 QAA 結果應用於台灣海域

al. (2006)所使用的表格建立不易，因此本文應用

所產生的誤差。為減少吸收與散射係數誤差對於沙

Berwald et al. (1995)以輻射傳輸原理建立之模式，

奇盤深度推估之影響，本研究以迴歸方式進行此二

利用蒙地卡羅法（Monte Carlo）所模擬的資料，以

係數之修正。船測資料為使用透光度計與背向散射

最小二乘法得到最佳的曲線套合結果，主要假設為

計等精密海洋光學儀器之量測結果，故以外業船測

在一均質水體，天空無雲的大氣條件，水面不受風

處理結果為真值，將上述 19 個測站的 QAA 結果，

的影響，以及吸收與散射係數已知的情況下，可使

分別對吸收與背向散射係數結果做線性迴歸，利用

用該模式搭配 Gershun's Equation(式(6))利用水下

迴歸參數值(表 2)對 QAA 結果做一改正(式(5))，將

光場參數(  ，Average Cosine)求出水體的衰減係

改正結果不合理之網格剔除，包含改正結果吸收係

數。

數值，小於該波段純水的吸收係數值，或背向散射

K z   a  z 

係數值小於該波段純水的背向散射係數值的網格，
最後得到吸收係數推估值( aest )與背向散射係數推
估值( bb , est )。

(6)

  z  值使用 Berwald et al. (1995)的模式計算
(式(7))，在吸收係數、消光係數與散射係數已知的
條件下可以式(7)計算出不同水深的   z  值，式中

表 2 迴歸參數值

0 (Single-Scattering Albedo)為散射係數與消光係

a

a

b

b

488nm

0.1739

0.0402

1.4422

-0.0011

532nm

0.2944

0.0261

1.4385

-0.0011

a est 
bb , est 

b

數的比值。

b

 z       0    e  P z
0  b c
   1.59 04  1.71 03  0.467 02  0.347 0  1
2

a QAA   a

a
bb , QAA   bb

(7)

(5)

b

b

2.3 衰減係數推估方法
利用衛星影像推求衰減係數的方法有經驗法

  
  
 0  0.000421 0   0.0274 0   1
 1  0 
 1  0 
P  0.166 02  0.341 0  0.0305
船測資料處理結果可利用上述算法，依序將各
測站所代表之衰減係數值求出。首先將不同水深的

 z  值求出，其中以 bin-situ ( b in -situ  cin -situ  ain -situ )
代入 b ； cin -situ 代入 c ，搭配 Gershun’s Equation 求

則(Mueller, 2000)、半解析法(Lee et al., 2005)及利

出不同水深的衰減係數值( ain -situ 代入 a )，將水面下

用準解析方法搭配查表(Look-Up Table)的方式(Liu

兩倍光學深度水深以內每公尺的 K 值取平均，得

et al., 2006)。半解析法是利用經驗法則搭配解析解

到該測站所代表的衰減係數值( K in -situ )，依序將所

(Analytical)，該方法可以得到優於經驗法則的推估

有測站(64)代表值求出。

結果(Lee et al., 2005)，但其步驟與計算相對較為複
雜。Liu et al. (2006)則利用準解析法先將水體的固
有光學性質算出，再利用查表的方式得到衰減係數，

2.4 海水光學性質與沙奇盤深
度之關係

該表格為基於輻射傳輸原理利用大量模擬資料得
到的結果，在某些固有光學性質已知的情況下，以

海水之光學性質與沙奇盤深度的關係能以三
個不同關係式表示(式(8)-(10))(Suresh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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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 為隨著不同水體變化的常數。其中，

為了評估對 QAA 結果做迴歸改正後於沙奇盤

式(8)與式(9)為經驗式(Suresh et al., 2006)，式(10)

深度推估結果之影響，本文使用未進行迴歸改正的

則為 Preisendorfer (1986)利用輻射傳輸原理，推導

QAA 結果重複上述沙奇盤深度推估程序，得到

出海水的固有光學性質與沙奇盤深度的關係式，因

QAA 結果未經迴歸改正的沙奇盤深度推估值。將

此 3 同時受到固有光學性質、太陽角度與觀測者

19 個衛星影像網格之沙奇盤深度推估結果，與所

之視覺影響，在自然環境中 3 可大約維持一固定

對應之同步船測沙奇盤深度值誤差百分比 (%，

數值(Hou et al., 2007)。

Error Percentage)整理於表 3，誤差百分比算法如式

1  c  Z SD

(8)

2  K  Z SD

(9)

3  c  K   Z SD

(10)

(17)，表中包含 19 個點的誤差百分比最大值與最
小值，以及誤差百分比平均與標準偏差等統計值。
首先比較表 3 中 6 種不同結果(兩個波段三種不同
推估結果 ) 有無迴歸改正的差別，顯示直接利用

QAA 結果推估沙奇盤深度普遍會有較大的誤差，
除了 488nm 波段第二種推估結果 Z SD , 2, est ，迴歸改

式 (11)-(13) 為利用式 (8)-(10) 三種不同沙奇盤

正的推估結果標準偏差大於直接利用 QAA 結果推

關係式，搭配計算出的 K in -situ 值以及處理過後的船

估的沙奇盤深度，然而該推估結果平均的誤差百分

測資料( cin -situ ) ，分別將每一測站代表的 1, in -situ 、

比為 71.8，明顯有高估的情況發生，其餘 5 種結果

2, in -situ 、 3, in -situ 值求出。

標準偏差值皆以迴歸改正推估結果較佳，因此由表

1, in -situ  cin -situ  Z SD , in -situ

(11)

2, in -situ  K in -situ  Z SD , in -situ

(12)

3, in -situ  c in -situ  K in -situ   Z SD , in -situ

(13)

3 中各種統計結果顯示，QAA 計算中所造成的誤
差，會連帶影響其沙奇盤深度推估結果，而對 QAA
結果做迴歸改正後的推估結果，確實可以得到較佳
的沙奇盤推估值。

error percentage 

2.5 沙奇盤深度推估結果比較
式(8)-(10)整理後可得式(14)-(16)，可分別用於
推估衛星影像的沙奇盤深度 Z SD , 1, est 、 Z SD , 2, est 與

Z SD , 3, est 。

Z SD , 1, est


1, in -situ
 1, in -situ 
cest
aest  min-situ  bb, est 

Z SD , 2, est 

2, in -situ

Z SD , 3, est 

a

 100 %

(17)

比較利用迴歸改正的推估結果，分別繪製其誤
差直方圖(圖 2~圖 4)及強制套合於原點之迴歸分析

(表 4)，圖中三種不同推估結果，532nm 波段之誤
差 分 佈 皆 較 488nm 波 段 呈 現 常 態 分佈 (Normal

(14)

示不論是使用經驗法則(式(14)、式(15))，或是利用
輻射傳輸原理推導之關係式推估沙奇盤深度 ( 式

16)，532nm 波段之推估結果皆優於 488nm 波段，
而 532nm 波段之三種關係式推估結果(圖 2b、3b

3, in -situ

est

Z SD , in -situ

Distribution)，迴歸結果之相關係數值也較高，顯

(15)

K est

Z SD , est  Z SD , in -situ

 min -situ  bb , est  K est 

(16)

其中， 1, in -situ 、 2, in -situ 與 3, in -situ 為船測資料經由
式(11)-(13)所得之結果， min -situ 為船測資料經由式

(4)之成果，aest 與 bb , est 為衛星影像經由式(5)之成果，
K est 為衛星影像經由式(6)與式(7)之成果。

與 4b)，又以輻射傳輸原理推導之關係式的推估結
果 Z SD , 3, est 最佳，其誤差較集中於 0%之位置，且誤
差之標準差僅為 6.9%(表 3)。
由沙奇盤深度推估結果比較顯示，532nm 波段
搭配 Hou et al. (2007)利用輻射傳導原理所推導的
關係式(式 16)，可得到最佳的沙奇盤深度推估結果，
因此本文選擇此式為台灣沿岸沙奇盤深度推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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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測站 12，因此剩餘 62 測站)，得到推估值 m est 為

方法。

51.28(相關係數 0.743)，est 為 5.43(相關係數 0.588)，

2.6 沙奇盤深度推估方法

用於代表台灣沿岸的海水光學特性。

總上所述，本文所建立的沙奇盤深度推估方法

得到推估值 m est 與 est 後，將式 (10) 改寫成式

如圖 5 之流程圖所示，首先利用外業船測資料(64

(18)，可利用 MODIS 影像搭配式(18)推估沙奇盤深

測站)，532nm 波段之背向散射係數( bb , in -situ )與散射

度值。

係數( b in -situ )處理結果，以強制套合於原點的線性
迴歸結果(其中將迴歸結果不佳的兩個測站剔除，

Z SD , MODIS 

est
est

cest  K est  aest  mest  bb, est  K est 

2007/10/1 南澳測區測站 11，以及 2008/4/26 福隆測
表 3 QAA 與迴歸改正結果推估沙奇盤深度統計分析

點號

Z SD , 1, est (%)

沙奇盤

Z SD , 2, est (%)

Z SD , 3, est (%)

深度差值
QAA

迴歸改正

QAA

迴歸改正

QAA

迴歸改正

max.

-22.6

-19.9

55.0

-27.3

-11.0

-18.0

488

min.

20.4

17.6

97.7

22.2

32.1

18.2

(nm)

avg.

3.6

0.8

71.8

2.5

15.1

1.0

std.

11.3

8.8

12.7

14.9

10.5

9.3

max.

-17.3

-17.0

59.1

-16.6

-5.6

-15.5

532

min.

26.8

12.3

93.7

14.5

38.6

11.3

(nm)

avg.

8.4

0.2

77.7

1.1

20.6

0.3

std.

11.8

7.6

10.2

8.6

11.1

6.9

(a)

(b)

圖 2 Z SD , 1, est 推估值與船測之誤差直方圖(a)488nm (b)532nm

(X 軸：間距 5%之誤差百分比；Y 軸：測站數)
(a)

(b)

圖3

Z SD , 2, est 推估值與船測之誤差直方圖(a)488nm (b)532nm
(X 軸：間距 5%之誤差百分比；Y 軸：測站數)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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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推估值與船測之誤差直方圖(a)488nm (b)532nm

(X 軸：間距 5%之誤差百分比；Y 軸：測站數)
表 4 QAA 迴歸改正結果推估沙奇盤深度統計分析

Z SD , 1, est (%)
a
R2

Z SD , 2, est (%)
a
R2

Z SD , 3, est (%)
a
R2

488nm

0.999

0.558

1.029

0.536

1.004

0.617

532nm

0.998

0.707

1.013

0.740

1.001

0.769

外業船
測資料

MODIS
衛星影像

船測資
料處理

衛星影
像處理

mest

衰減係數
推估方法

est

沙奇盤深度
推估方法

迴歸
分析

沙奇盤深度
推估值

圖 5 沙奇盤深度推估方法流程圖

3. 結果與討論

塊(ROI，Region Of Interest)，如圖 6 所示，利用沙
奇盤深度影像推估結果之吸收與背向散射係數以

由前述歸納出之沙奇盤深度推估方法，將

及沙奇盤深度，繪出各個區塊 2004 年至 2007 年之

2004 年-2007 年所有 MODIS 影像利用 Seadas5.1

變化並觀察其週期性，影像資料 ROI 處理步驟如

軟體以及自行撰寫之計算程式，批次將所有

下。

MODIS 影像處理得到沙奇盤深度推估影像，為了

ROI 資料處理步驟(以一個 ROI 處理步驟為例)

觀察台灣海域之海水光學性質與沙奇盤深度變化，

1. 資料選取(Data Extraction)：判斷該張影像 ROI

於各測區選取大致平行於沿岸的不規則長條形區

是否有資料並將資料取出。

王驥魁、康哲銓：利用 MODIS 影像推估台灣沿岸海水透視度

(1) 分別將 2004 年-2007 年每張影像該 ROI 中
所有網格值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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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b 顯示福隆測區的吸收係數除了 2004 及 2007
年底兩個較異常的相對高值外，並無太大的四季變

(2) 網格中有資料的總數如果少於該 ROI 所有

化，背向散射係數在每年的第 30 週左右(約七、八

網格值的四分之ㄧ，則視為該張影像 ROI

月)時相對較低，因此在每年的 30 週左右時，沙奇

沒有資料，不予使用；如果有資料的網格

盤深度值為最高，可達約 13 m。圖 7b 中虛線範圍

總數大於四分之ㄧ，代表該張影像 ROI 有

為每年沙奇盤深度較高的期間，該區間明顯受到背

資料，並將 ROI 範圍內的資料取出。

向散射係數影響，當背向散射係數值皆較低時，沙

(3) 重複步驟(1)-(2)，依序將 2004 年-2007 年每
張影像的 ROI 網格值取出。

奇盤深度值會最高。
墾丁測區的吸收係數由每年第 1 週開始逐漸

2. 時間序列資料統合(Temporal Binning)：合併方

變小，在第 20 週左右(約五月底)到達最低值後再

法為空間位置相同的網格值取中數，代表該星

逐漸增大，於第 30~40 週左右達到最大值，並維持

期的 ROI 影像，以七天為單位，將七天內有 ROI

到年底與隔年初後再逐漸下降。背向散射係數則由

資料的影像疊合成一張影像，從每年 1 月 1 日

第 1 週到第 20 週左右維持較穩定的相對低值，20

開始共 53 個星期，如此依序將 4 年每星期所代

週後跟吸收係數一樣開始有一增大的趨勢，到第

表的 ROI 影像求出。

30~40 週左右為每年背向散射係數值最高的時候，

3. 空間資料統合(Spatial Binning)：將經過時間序

然後逐漸變小到年底與隔年初。由於吸收係數與背

列統合後的的 ROI 影像(每年 53 個星期，4 年

向散射規律性的變化，因此每年沙奇盤深度值較高

共 212 張影像)取其中數值，代表此 ROI 於該星

的期間，會發生在第 15 週至 25 週左右，墾丁測區

期的數值。

吸收係數與背向散射係數最小的時候，沙奇盤深度

4. 平滑化(Smoothing)：分別對 212 張影像中，吸

值可達 18 m。

收與背向散射係數以及沙奇盤深度的代表值，

龍門測區的吸收與背向散射係數皆於第 1 週

利用一個 9 個禮拜的罩窗，其權值為[1/46, 2/46,

逐漸變小，在第 30 週左右（七、八月）到達最低

4/46, 8/46, 16/46, 8/46, 4/46, 2/46, 1/46]，做平滑

值，之後再逐漸增大，因此沙奇盤深度約在每年的

化的運算。

第 20 至 35 週會較高，其數值可達 13 m。

5. 繪圖(Graphing)：分別將吸收與背向散射係數以

比較三個不同測區的年變化結果顯示(圖 7)，

及沙奇盤深度折線圖繪出，X 軸為 1-53 星期，

墾丁與澎湖測區的年週期性會較福隆明顯，沙奇盤

Y 軸分別為為吸收、背向散射係數或沙奇盤深

深度也較高(透視度較好)，不同測區海水的光學性

度推估值，2004 年-2007 年共四條不同顏色的

質包括值的大小及其四季的變化等也會不同，顯示

折線。

海水的光學性質有很明顯區域性與季節性的差

圖 7 為八斗子、福隆、南澳、花蓮港、金樽、

異。

卑南溪、墾丁、外垵、望安與龍門的吸收、背向散

ROI 分析結果顯示台灣海域沙奇盤深度有年

射係數與沙奇盤深度推估值之年變化結果。圖中顯

週期性變化之特性，將 2004 年至 2007 年所有沙奇

示各區海水光學性質皆有所不同，利用平滑化的結

盤深度推估影像依照不同月份，利用 Seadas5.1 軟

果可以看出各測區的光學性質趨勢變化，整體透視

體以月份為單位進行疊合處理，例如 2004-2007 年

度以墾丁測區最佳(圖 7g，南部)，其次為東南部的

四年度的一月份資料疊合成一張一月份的影像，共

金樽(圖 7e)與卑南溪(圖 7f)，西部的澎湖透視度最

計 12 張月平均沙奇盤深度推估影像，然而礙於氣

差(圖 7h-j，冬季沙奇盤深度小於 10m)。

候關係，因大量雲層阻擋，圖 8 展示的沙奇盤推估

本文針對福隆、墾丁與龍門三測區為例，說明
吸收、背向散射係數以及沙奇盤深度之年變化趨勢。

成果中，冬季(12 月至 2 月)仍有些許沒有衛星影像
資料的白色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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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ROI 示意圖

(a)

(b)

(c)

(d)

圖 7 ROI 吸收、背向散射係數與沙奇盤深度推估值之年變化結果；(a)八斗子 (b)福隆 (c)南澳 (d)花蓮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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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g)

(h)

(i)

(j)

圖 7(續)

ROI 吸收、背向散射係數與沙奇盤深度推估值之年變化結果；
(e)金樽 (f)卑南溪 (g)墾丁 (h)外垵 (i)望安 (j)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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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月平均沙奇盤深度推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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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文之地真資料並不包含台灣西部的沿

水道海水透視度會由每年的四月開始逐漸轉好(圖

海地區及離岸 5 公里以外的海域(表 1)，因此圖 8

8，紅色箭頭)，而此時為黑潮流速開始增強的季節，

可視為一外插成果，作為瞭解台灣沿岸海水透視度

此一現象持續至每年的九月以後，黑潮流速逐漸轉

之參考。圖 8 顯示台灣海域的海水透視度不論哪個

弱，海水透視度同時也逐漸變差。而在沙奇盤深度

月份皆以東部最佳，其次為南部，澎湖以北的台灣

變化最大的台灣海峽，其每年透視度最佳的季節為

海峽海域則最差。如以季節來區分，除東部海域透

黑潮流速最大的夏季，冬季透視度則較差。由上述

視度的變化較為穩定，其他海域以春末(5 月)最佳，

分析比較結果推論，台灣海域之海水透視度的確會

西部海域沙奇盤深度可達 7 至 10 m(圖 8，黑色箭

受到四季洋流(黑潮)的流速大小與流向所影響。

頭所指)；冬季最差(12 月至 2 月)，其中，澎湖以

本研究之外業資料中，外垵、望安、福隆與八

南海域 12 月時的沙奇盤深度僅為 8 至 14 m (圖 8，

斗子等四個測區(表 1)，乃是位於圖 8 成果所呈現

白色箭頭所指)。

較混濁水體之區域(2 月份所示虛線以北)，剩餘測

另外，依據圖 8 成果，本文嘗試將台灣沿岸海

區則位於較清澈的黑潮水體區域。於推導適於台灣

水依透視度區分為兩種不同水體，此一界線可由東

海域的光學參數時，本研究並未將二種水體所採得

北角沿西海岸延伸至澎湖南方(圖 8，2 月份所示之

的光學資料分別處理，因此，本研究所使用之沙奇

虛線)，位於此一界線東南方海域之沙奇盤深度通

盤深度推估式(式 18)中的各項光學參數，即已包含

常大於 15 m，位於西北方海域則通常小於 15 m，

台灣沿岸所有水體。然而，對於台灣西海岸較混濁

此兩區域的沙奇盤深度固然會隨著四季變化而有

的水體而言，本研究所使用之參數可能仍有不足之

所改變，然而東南方區域之海水透視度在全年之中

處，因此本文建議仍將圖 8 視為一外差成果，待未

皆會優於西北方海域，本文推論海水透視度區域性

來增加西海岸的實測資料後再進行修正。

及季節性的差異，與台灣海域四季的洋流變化有所
關聯。
台灣海域四季受黑潮洋流所影響，由太平洋流
往台灣之全球性洋流，流至菲律賓海峽後轉變為區
域性洋流，並往北流經台灣至日本，此時黑潮主流
沿台灣東部往北流，其支流則經由澎湖水道往北流
入台灣海峽並與黑潮主流於台灣北部會合 (Liang
et al., 2003)。其中流入台灣海峽之黑潮支流流速由
每年的春天(3-5 月)逐漸增強，夏季時(6-8 月)其流
速為每年最強的季節，於秋季流速逐漸減弱，冬季
時流速為每年最弱的季節 (12-2 月 )(Hsin et al.,

2008)。
比較圖 8 與 Hsin et al. (2008)以數值模擬所得
之 0 至 200 m 水層之流速結果顯示，兩區不同水體
的分界(圖 8，2 月份所示之虛線)與台灣海域黑潮
四季變化相吻合，黑潮所帶來的是透視度較高的遠
洋水體，黑潮主流四季皆由台灣西南方沿東岸往北
流，至台灣東北方時流速較快之黑潮轉往東北方流
向日本海域，此交界與海水透視度分區之海域相同。
而黑潮支流則由澎湖水道往北流入台灣海峽，澎湖

4. 結論
空載透水光達為目前最有效率且能準確得到
近岸海底地形的近岸測深技術之一，然而其作業成
本昂貴且成果受限於水體透視度所影響，因此本研
究藉由 MODIS 影像能快速獲得大範圍影像以及高
時間解析力之特性，建立一套沙奇盤深度推估流程，
此推估成果可做為空載透水光達施測前之評估規
劃作業依據，可有效降低因海水透視度因素導致施
測成果不佳之風險並提升其整體施測效益。
本研究分別使用經驗公式 ( 式(14) 與 (15)) 與輻
射傳導模式(式 16)推估沙奇盤深度之成果，經與船
測資料比較，發現使用輻射傳導模式的推估成果的
精度較高。由於 Hou et al. (2007)與 Suresh el al.

(2006)僅說明海水光學性質與沙奇盤深度關係，但
並未明確指出其關係式最適用的波段，因此本研究
進一步比較 MODIS 影像 488nm 與 532 nm 二波段
所得之沙奇盤深度推估成果，確認使用 532nm 波
段可得精度較高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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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上，式(14)-(15)皆可針對各個 MODIS 像
元中的水體，使用不同的 m 與  參數用於代表研
究海域中不同的水體，這表示在實務上，進行資料
處理時，需要針對各個 MODIS 像元推估各種固有
光學性質 ( 吸收係數、散射係數、散射相位函數

(Scattering Phase Function 等)，進而選用適當的 m
與  參數。然而，推估衛星影像像元中的各種海
水固有光學性質十分困難，另外，若各種固有光學
性質皆可直接獲得，則應直接使用輻射傳導模式計
算沙奇盤深度(Hou et al., 2007)，而不需採用本文
所介紹之方法。因此在實務上，通常會針對研究海
域採用一組合理的 m 與  參數代表此海域的光學
性質(Suresh el al., 2006)，以獲得可接受之成果，
如同本文所展示之方式。
本研究使用 2004 年至 2007 年的 MODIS 影像，
發現台灣海域之吸收係數、背向散射係數與沙奇盤
深度皆有年的週期性變化成果(圖 7、8) ，因此利
用此一特性可粗略預測台灣海域沙奇盤深度變化。
此分析方法可彈性應用於台灣週遭海域，對於空載
透水光達所欲施測之範圍，有效分析評估其沙奇盤
深度變化結果，進而於最有利之海域與季節進行空
載透水光達施測作業，得到最佳的施測成果。台灣
海域沙奇盤深度變化可藉由 Hsin et al. (2008)之黑
潮數值模擬結果說明，因此可確定台灣海域沙奇盤
深度受到四季洋流變化所影響，為造成其區域性與
季節性的變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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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MODIS Imagery to Estimate Secchi Depth
Turbidity of Taiwan Coastal Water
Chi-Kuei Wang 1

Che-Chuan Kang 2*

ABSTRACT
Secchi depth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irborne bathymetric lidar system. Therefor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can be benefited if the secchi depth turbidity can be obtained in advance. In this
research, the MODIS sensor onboard Aqua satellite is used due to its ability to provide extensive
temporal and spatial imagery. A total of 65 depth profiles are collected including instruments of Secchi
Disk, AC-9, and Hydroscat-6 from May, 2007 to May, 2008. Within that dataset, a total of 19 profiles
were collected concurrent with Aqua MODIS overpass.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f thre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ptical properties and secchi depth based on either 488 nm or 532 nm. Investigations are
made to compare which combination of optical relationship and wavelength is most reliable. Temporal
analysis of MODIS images reveal a yearly variation of Secchi depth values, which is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airborne bathymetric lidar fligh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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