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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浅水湖泊水华风险分析预

警系统及其分析预警方法，系统包括数据汇集模

块和数据挖掘模块，数据汇集模块由常规监测装

置、声学遥测装置和辅助装置组成，数据挖掘模

块由驱动因子识别单元、驱动因子适宜区间确定

单元、驱动因子独立效应量化单元、环境驱动模

式分析比较单元和水华风险评估单元组成。本发

明实现环境因子高空间分辨率监测的同时避免

了传统环境监测方法面临的硬件设施大规模布

设问题，水华预警误报、漏报率低，可服务于浅水

湖泊水华灾害防治与水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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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浅水湖泊水华风险分析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数据汇集模块(1)和数据挖

掘模块(2)；

所述数据汇集模块(1)包括常规监测装置(11)、声学遥测装置(12)和辅助装置(13)；所

述常规监测装置(11)包括浮式站点和桩式站点，共同实时监测浅水湖泊与藻类生长和水华

暴发有关的物理和生化信息，该浮式站点为布置在浅水湖泊内等间距方形阵列顶点的浮

标，浮标底部装配有多参数水质传感器，桩式站点是指布置在浅水湖泊内2倍浮式站点间距

的方形阵列顶点并固定于湖床上的桩体，桩体水下部分装配有多参数水质传感器和叶绿素

a传感器，且桩体水上部分装配有多参数气象传感器、光合有效辐射传感器；所述声学遥测

装置(12)包括声学标签载体、声学标签和水听器，实时监测声学标签所处位置与藻类生长

和水华暴发有关的多重水体物理参数，声学标签载体为浅水湖泊鱼类，声学标签配置水质

传感器并使用尼龙扎带固定于声学标签载体的背鳍上，声学标签使用超声波周期性地将其

身份识别信息和物理参数监测结果发送至周围水体，水听器布置于各个浮式站点和桩式站

点处，水听器方向朝下并没入水中，实时接收周围声学标签所发送的信息；所述辅助装置

(13)包括存储设备和通讯设备，均布置于各个浮式站点和桩式站点处，存储设备保存常规

监测装置(11)和声学遥测装置(12)的监测数据，通讯设备实现存储设备和数据挖掘模块

(2)之间的数据传输；

所述数据挖掘模块(2)由驱动因子识别单元(21)、驱动因子适宜区间确定单元(22)、驱

动因子独立效应量化单元(23)、环境驱动模式分析比较单元(24)和水华风险评估单元(25)

组成；所述驱动因子识别单元(21)根据浅水湖泊环境因子历史监测数据，筛选出与叶绿素a

浓度显著关联且驱动水华发生的部分环境因子作为驱动因子；所述驱动因子适宜区间确定

单元(22)确定促使叶绿素a浓度处于高位的各个驱动因子的变化范围作为各自的适宜区

间；所述驱动因子独立效应量化单元(23)在其他驱动因子限定于各自适宜区间的情况下，

量化叶绿素a浓度对每个驱动因子变化的独立响应；所述环境驱动模式分析比较单元(24)

分别率定考虑驱动因子对水华发生累加影响、累乘影响或综合影响的三种水华风险模型及

各自的临界风险值，比较后给出最优的水华风险模型及其临界风险值；所述水华风险评估

单元(25)结合驱动因子实时监测信息和最优水华风险模型得出浅水湖泊当前环境下水华

发生风险分布，在水华发生风险大于临界风险值的情况下向湖泊管理部门进行水华预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浅水湖泊水华风险分析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声学遥测

装置(12)中的声学标签采用长基线测位法进行定位。

3.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至2任意一项所述的浅水湖泊水华风险分析预警系统的分析预

警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一)数据汇集模块(1)的常规监测装置(11)实时监测浅水湖泊与藻类生长和水华暴发

有关的物理和生化信息；声学遥测装置(12)对分散在浅水湖泊内的各个声学标签进行实时

定位并接收声学标签监测的多重水体物理参数；辅助装置(13)将常规监测装置(11)和声学

遥测装置(12)所获取的监测信息保存至存储设备；

(二)数据挖掘模块(2)调用浅水湖泊环境因子历史监测数据，构建浅水湖泊水华风险

模型，按如下步骤执行：

(a)驱动因子识别单元(21)从数据汇集模块(1)的存储设备调取桩式站点处所有环境

因子历史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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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驱动因子识别单元(21)基于历史监测数据，采用偏互信息方法筛选出与叶绿素a浓

度显著关联且驱动水华发生的部分环境因子作为驱动因子；

(c)驱动因子适宜区间确定单元(22)使用正交表设计从历史监测数据中挑选出满足正

交性的驱动因子水平组合，利用极差分析得出叶绿素a浓度随单个驱动因子水平变化规律，

进而确定促使叶绿素a浓度处于高位的各个驱动因子的变化范围作为各自的适宜区间；

(d)驱动因子独立效应量化单元(23)在其他驱动因子限定于各自适宜区间的情况下，

量化叶绿素a浓度对各个驱动因子变化的独立响应；

(e)环境驱动模式分析比较单元(24)在驱动因子独立效应量化单元(23)所提供信息的

基础上，采用进化算法分别率定考虑驱动因子对水华发生累加影响、累乘影响或综合影响

的三种水华风险模型及各自的临界风险值，然后比较后给出最优的水华风险模型及其临界

风险值；

(三)数据挖掘模块(2)的水华风险评估单元(25)调用浅水湖泊驱动因子实时监测信

息，进行浅水湖泊水华风险分析与预警，按如下步骤执行：

(A)从数据汇集模块(1)的存储设备调取常规监测装置(11)和声学遥测装置(12)的驱

动因子实时监测数据；

(B)使用克里金插值算法将实时监测数据空间插值到整个湖泊范围；

(C)基于环境驱动模式分析比较单元(24)给出的最优水华风险模型计算获得浅水湖泊

当前环境下水华发生风险分布，将水华发生风险大于临界风险值的区域识别为预测发生水

华区域；

(D)若当前预测发生水华区域存在，将浅水湖泊水华发生风险分布以及预测发生水华

区域向湖泊管理部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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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浅水湖泊水华风险分析预警系统及其分析预警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环境保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浅水湖泊水华风险分析预警系统

及其分析预警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浅水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特征，水华暴发频

次和规模都在增加，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水体富营养化是指水体所包含

的营养物质浓度过高的状态，易于导致水生植物快速生长、水质恶化和水生态系统平衡破

坏。富营养化湖泊中的浮游植物在适宜条件下快速生长并积聚，即产生水华现象。水华暴发

的负面影响已为学术界与大众熟知，包括供水危机、水体变色、水体缺氧和鱼类死亡等。

[0003] 浮游植物生长涉及物理及化学因子对其生理需求的满足程度，也受浮游动物捕获

影响，因而水华暴发可视为藻类对水体环境的响应。然而湖泊所处环境的不断改变对其生

态系统的影响愈发强烈。一方面，人类活动显著增加了进入湖泊水体限制性营养盐(如氮、

磷等)的通量，从而为消除藻类快速生长限制埋下伏笔。另一方面，高温条件下蓝藻生长速

率得到加大、水体垂向紊动受到抑制且水体粘滞性有所减弱，为蓝藻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此全球气候变暖很可能加重富营养化湖泊的蓝藻水华危害。

[0004] 目前浅水湖泊水华预警所需的基础环境信息往往通过两种主要途径获取，一是卫

星影像反演，二是水体定点监测。前者从数据获取角度来说比较方便，但现有反演方法有着

极大的不确定性，得出的环境因子数据伴随较大误差；同时，卫星影像反演还受到不良天气

(阴、雨、雪等)的极大制约。水体定点监测一般而言精度较高，数据获取相对来说也更为可

靠、稳定，但该方法在满足环境因子高空间分辨率监测的需求下必然导致基础设施的密集

布设问题，带来高昂的环境监测成本。在预警方法选择上，基于过程的水质模型具有较好的

理论基础，但在实际应用时面临计算耗时长、参数难以估计等诸多问题；数据驱动方法可以

实现水华风险高效预警，但在极端情况下得出的结果往往并不理想。鉴于此，针对浅水湖泊

日益突出的富营养化和水华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浅水湖泊水华风险分析预警系统和方法显

得尤为迫切。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浅水湖泊水

华风险分析预警系统及其分析预警方法。

[0006] 技术方案：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浅水湖泊水华风险分析预警系统，包括数据汇集模

块(1)和数据挖掘模块(2)；所述数据汇集模块(1)包括常规监测装置(11)、声学遥测装置

(12)和辅助装置(13)；所述常规监测装置(11)包括浮式站点和桩式站点，共同实时监测浅

水湖泊与藻类生长和水华暴发有关的物理和生化信息，该浮式站点为布置在浅水湖泊内等

间距方形阵列顶点的浮标，浮标底部装配有多参数水质传感器，桩式站点是指布置在浅水

湖泊内2倍浮式站点间距的方形阵列顶点并固定于湖床上的桩体，桩体水下部分装配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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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水质传感器和叶绿素a传感器，且桩体水上部分装配有多参数气象传感器、光合有效辐

射传感器；所述声学遥测装置(12)包括声学标签载体、声学标签和水听器，实时监测声学标

签所处位置与藻类生长和水华暴发有关的多重水体物理参数，声学标签载体为浅水湖泊鱼

类，声学标签配置水质传感器并使用尼龙扎带固定于声学标签载体的背鳍上，声学标签使

用超声波周期性地将其身份识别信息和物理参数监测结果发送至周围水体，水听器布置于

各个浮式站点和桩式站点处，水听器方向朝下并没入水中，实时接收周围声学标签所发送

的信息；所述辅助装置(13)包括存储设备和通讯设备，均布置于各个浮式站点和桩式站点

处，存储设备保存常规监测装置(11)和声学遥测装置(12)的监测数据，通讯设备实现存储

设备和数据挖掘模块(2)之间的数据传输；所述数据挖掘模块(2)由驱动因子识别单元

(21)、驱动因子适宜区间确定单元(22)、驱动因子独立效应量化单元(23)、环境驱动模式分

析比较单元(24)和水华风险评估单元(25)组成；所述驱动因子识别单元(21)根据浅水湖泊

环境因子历史监测数据，筛选出与叶绿素a浓度显著关联且驱动水华发生的部分环境因子

作为驱动因子；所述驱动因子适宜区间确定单元(22)确定促使叶绿素a浓度处于高位的各

个驱动因子的变化范围作为各自的适宜区间；所述驱动因子独立效应量化单元(23)在其他

驱动因子限定于各自适宜区间的情况下，量化叶绿素a浓度对每个驱动因子变化的独立响

应；所述环境驱动模式分析比较单元(24)分别率定考虑驱动因子对水华发生累加影响、累

乘影响或综合影响的三种水华风险模型及各自的临界风险值，比较后给出最优的水华风险

模型及其临界风险值；所述水华风险评估单元(25)结合驱动因子实时监测信息和最优水华

风险模型得出浅水湖泊当前环境下水华发生风险分布，在水华发生风险大于临界风险值的

情况下向湖泊管理部门进行水华预警。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声学遥测装置(12)中的声学标签采用长基线测位法进行定位。

[0008]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浅水湖泊水华风险分析预警系统的分析预警方法，具体包括

以下步骤：

[0009] (一)数据汇集模块(1)的常规监测装置(11)实时监测浅水湖泊与藻类生长和水华

暴发有关的物理和生化信息；声学遥测装置(12)对分散在浅水湖泊内的各个声学标签进行

实时定位并接收声学标签监测的多重水体物理参数；辅助装置(13)将常规监测装置(11)和

声学遥测装置(12)所获取的监测信息保存至存储设备；

[0010] (二)数据挖掘模块(2)调用浅水湖泊环境因子历史监测数据，构建浅水湖泊水华

风险模型，按如下步骤执行：

[0011] (a)驱动因子识别单元(21)从数据汇集模块(1)的存储设备调取桩式站点处所有

环境因子历史监测数据；

[0012] (b)驱动因子识别单元(21)基于历史监测数据，采用偏互信息方法筛选出与叶绿

素a浓度显著关联且驱动发生的部分环境因子作为驱动因子；

[0013] (c)驱动因子适宜区间确定单元(22)使用正交表设计从历史监测数据中挑选出满

足正交性的驱动因子水平组合，利用极差分析得出叶绿素a浓度随单个驱动因子水平变化

规律，进而确定促使叶绿素a浓度处于高位的各个驱动因子的变化范围作为各自的适宜区

间；

[0014] (d)驱动因子独立效应量化单元(23)在其他驱动因子限定于各自适宜区间的情况

下，量化叶绿素a浓度对各个驱动因子变化的独立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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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e)环境驱动模式分析比较单元(24)在驱动因子独立效应量化单元(23)所提供信

息的基础上，采用进化算法分别率定考虑驱动因子对水华发生累加影响、累乘影响或综合

影响的三种水华风险模型及各自的临界风险值以保证各个模型对水华发生/不发生的预测

准确率最高，比较各自准确率后最终给出最优的水华风险模型及其对应的临界风险值；

[0016] (三)数据挖掘模块(2)的水华风险评估单元(25)调用浅水湖泊驱动因子实时监测

信息，进行浅水湖泊水华风险分析与预警，按如下步骤执行：

[0017] (A)从数据汇集模块(1)的存储设备调取常规监测装置(11)和声学遥测装置(12)

的驱动因子实时监测数据；

[0018] (B)使用克里金插值算法将实时监测数据空间插值到整个湖泊范围；

[0019] (C)基于环境驱动模式分析比较单元(24)给出的最优水华风险模型计算获得浅水

湖泊当前环境下水华发生风险分布，将水华发生风险大于临界风险值的区域识别为预测发

生水华区域；

[0020] (D)若当前预测发生水华区域存在，将浅水湖泊水华发生风险分布以及预测发生

水华区域向湖泊管理部门发布。

[0021] 有益效果：本发明实现环境因子高空间分辨率监测的同时避免了传统环境监测方

法面临的硬件设施大规模布设问题，水华预警误报、漏报率低，可服务于浅水湖泊水华灾害

防治与水资源管理。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的方法流程示意图；

[0024] 图3为实施例1中常规监测装置和声学遥测装置的布置方式；

[0025] 图4为实施例2中水华发生风险分布以及预测发生水华区域。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对本发明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所述的实

施例。

[0027] 实施例1：

[0028] 本实施例的一种浅水湖泊水华风险分析预警系统，如图1所示，由数据汇集模块1

和数据挖掘模块2组成。

[0029] 第一部分：数据汇集模块1

[0030] 数据汇集模块1由常规监测装置11、声学遥测装置12和辅助装置13组成；

[0031] (一)如图3所示，常规监测装置11包括浮式站点和桩式站点，实时监测浅水湖泊与

藻类生长和水华暴发有关的物理、生化信息；其中，浮式站点为布置在浅水湖泊内等间距方

形阵列顶点的浮标，浮标底部装配有GDYS-201M多参数水质分析仪；桩式站点为布置在浅水

湖泊内2倍浮式站点间距的方形阵列顶点并固定于湖床上的桩体，桩体水下部分装配有

GDYS-201M多参数水质分析仪、AP-700-SDI叶绿素a传感器，水上部分装配有IIES-1128多参

数气象传感器、HAD-WHY光合有效辐射传感器。

[0032] (二)声学遥测装置12包括声学标签载体、声学标签和水听器，实时监测声学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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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位置与藻类生长和水华暴发有关的多重水体物理参数；其中的声学标签载体为浅水湖

泊鱼类；声学标签(Vemco公司产品)配置水质传感器并使用尼龙扎带固定于声学标签载体

的背鳍上；水听器(Vemco公司产品)安装在各浮式站点和桩式站点上，方向朝下并没入水

中。

[0033] (三)辅助装置13包括存储设备和通讯设备，布置于各个浮式站点和桩式站点处，

存储设备保存常规监测装置11和声学遥测装置12的监测数据，通讯设备实现存储设备和数

据挖掘模块2之间的数据传输。

[0034] 第二部分：数据挖掘模块2

[0035] 数据挖掘模块2由驱动因子识别单元21、驱动因子适宜区间确定单元22、驱动因子

独立效应量化单元23、环境驱动模式分析比较单元24和水华风险评估单元25组成，用于构

建浅水湖泊水华风险模型。

[0036] (一)驱动因子识别单元21根据浅水湖泊环境因子历史监测数据，筛选出与叶绿素

a浓度显著关联且驱动水华发生的部分环境因子作为驱动因子；

[0037] (二)驱动因子适宜区间确定单元22确定促使叶绿素a浓度处于高位的各个驱动因

子的变化范围作为各自的适宜区间

[0038] (三)驱动因子独立效应量化单元33在其他驱动因子处于各自适宜区间的情况下

量化叶绿素a浓度对各个驱动因子变化的响应；

[0039] (四)环境驱动模式分析比较单元24分别率定考虑驱动因子对水华发生累加影响、

累乘影响或综合影响的三种水华风险模型及各自的临界风险值，比较后给出最优的水华风

险模型及其临界风险值。

[0040] (五)水华风险评估单元25结合驱动因子实时监测信息和最优水华风险模型得出

浅水湖泊当前环境下水华发生风险分布，在水华发生风险大于临界风险值的情况下向湖泊

管理部门进行水华预警。

[0041] 实施例2：

[0042] 本实施例中的浅水湖泊水华风险分析预警方法包括以下步骤进如图2所示：

[0043] (一)数据汇集模块1的常规监测装置11包括浮式站点和桩式站点，实时监测浅水

湖泊与藻类生长和水华暴发有关的物理、生化信息；浮式站点为布置在浅水湖泊内等间距

方形阵列顶点的浮标，桩式站点为布置在浅水湖泊内2倍浮式站点间距的方形阵列顶点并

固定于湖床上的桩体；声学遥测装置12对分散在浅水湖泊内的各个声学标签进行实时定位

并接收声学标签监测的多重水体物理参数；辅助装置13将常规监测装置11和声学遥测装置

12所获取的监测信息保存至存储设备；

[0044] (二)数据挖掘模块2调用浅水湖泊环境因子历史监测数据，构建浅水湖泊水华风

险模型，按如下步骤执行：

[0045] 从数据汇集模块1的存储设备调取桩式站点处所有环境因子历史监测数据；

[0046] 驱动因子识别单元21基于历史监测数据，采用偏互信息方法筛选出与叶绿素a浓

度显著关联且驱动发生的部分环境因子作为驱动因子；

[0047] 驱动因子适宜区间确定单元22使用正交表设计从历史监测数据中挑选出满足正

交性的驱动因子水平组合，利用极差分析得出叶绿素a浓度随单个驱动因子水平变化规律，

进而确定促使叶绿素a浓度处于高位的各个驱动因子的变化范围作为各自的适宜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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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驱动因子独立效应量化单元23在其他驱动因子限定于各自适宜区间的情况下，量

化叶绿素a浓度对各个驱动因子变化的独立响应；

[0049] 环境驱动模式分析比较单元24在驱动因子独立效应量化单元23所提供信息的基

础上，采用进化算法分别率定考虑驱动因子对水华发生累加影响、累乘影响或综合影响的

三种水华风险模型及各自的临界风险值以保证各个模型对水华发生/不发生的预测准确率

最高，比较各自准确率后最终给出最优的水华风险模型及其对应的临界风险值；

[0050] (三)数据挖掘模块2的水华风险评估单元25调用浅水湖泊驱动因子实时监测信

息，进行浅水湖泊水华风险分析与预警，按如下步骤执行：

[0051] 从数据汇集模块1的存储设备调取常规监测装置11和声学遥测装置12的驱动因子

实时监测数据；

[0052] 使用克里金插值算法将实时监测数据空间插值到整个湖泊范围；

[0053] 基于环境驱动模式分析比较单元24给出的最优水华风险模型计算获得浅水湖泊

当前环境下水华发生风险分布，将水华发生风险大于临界风险值的区域识别为预测发生水

华区域(如图4所示)；

[0054] 若当前预测发生水华区域存在，将浅水湖泊水华发生风险分布以及预测发生水华

区域向湖泊管理部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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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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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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