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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遥感技术是在航空摄影技术基础上发展而来,在环境、气象、水文、地质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该技术在海洋测绘中的应用,在海岸线开发、海洋环境监测、海洋渔业发展、海洋活动监测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能够快速、全面、及时的获得相关信息,为了解海洋基本情况提供数据依据。本文主要对海洋
测绘中遥感技术的运用路径进行探究,旨在进一步提高海洋测绘工程质量,为海洋开发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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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aerial photography, and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s of environment, meteorology, hydrology, geology and so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in marine
surveying and mapp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astline development, marin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marine fishery development, marine activity monitoring, etc., it can quickly, comprehensively and timely obtain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provide dat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ocean.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path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marine surveying and mapping, aiming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arine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and provide basis for marin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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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海洋事业的不断发展,海洋测绘工程的重要性越
来越凸显,提高海洋测绘质量势在必行。由于海洋测绘范围较广,

技术是通过传感器接收海面热辐射能、散射太阳光以及太空
光等能量,并提取海洋信息。

需要应用遥感技术进行高质量、高效率、精准性测绘,以便获得

1.2优势

更加全面、真实的海洋信息,为海洋环境监测、资源开发活动的

(1)获取的数据资料覆盖范围更广,航摄飞机飞行高度达10

开展提供信息支持。

千米,陆地卫星轨道高度达910千米,能够对更大范围内的数据

1 遥感技术概述

进行收集。一般情况下,陆地卫星图像涵盖的信息范围高达三万

1.1概念

平方公里,可以为地球资源、环境信息的分析提供重要依据。在

遥感技术主要是空对地遥感,从高空中无人机、人造卫

海洋测绘工程中的应用,可以对大面积测绘制图、海洋资源普
[2-3]

(2)可以实时监测地面事物

星、航天飞机等功能组平台,在传感器设备的支持下,对地球

查、污染监测等提供详细信息。

电磁波信息等进行探测,并通过信息传出、处理和分析基础上,

的动态变化情况,可以实现周期性、重复性探测,以便获得精准

[1]
对地球资源、环境等信息进行了解。 其中主要包含遥感平台、

全面的数据信息,了解地球事物变化情况,掌握自然变化规律,

遥感仪器、信息处理、接收与分析应用等部分。这是一种非

同时在天气、灾害、污染等监测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海洋测

接触探测技术,可以在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对物体反射和反

绘中应用时,可以对大洋环流、海面温度场变化、鱼群迁移等情

射的电磁波进行感知,从而了解其性质、状态、数量等信息。

况进行动态监测。(3)快速获取信息,及时获取最新资料,实现资

该技术是在航空摄影、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基础上发

料动态更新。(4)不会受到人为、自然、地理位置、天气等条件

展而来。遥感技术在海洋测绘中的应用,包含主动式和被动式

的限制,能够对较为偏远、环境恶劣海区进行探测,获得宝贵的

两种。主动式遥感测绘技术主要是通过遥感器向海面发射电

海洋资料；(5)获取信息手段较多,可以通过多种波段、遥感仪

磁波,并通过接收到的回波,提取海洋信息；被动式遥感探测

器获取信息,如可见光探测物体,紫外线、红外线、微波探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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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同时还可以穿透物体获得地物内部信息,如海底层面,冰
层下水体等情况,获得的信息量较大。

依据数据。
2.3获取海洋图像资料

2 遥感技术在海洋测绘中的应用路径

在遥感技术支持下,可以通过特定的传感器装置,对海洋实

海洋遥感技术包含光、电信息载体技术和声波信息载体技

现远距离非接触观测,以便对海洋局景观、海洋要素信息等进行

术。尤其是以声波为信息载体的海洋遥感技术在海洋测绘领域

全面收集,并将其以图像、数据等形式进行表示。海洋不持续性

得到广泛应用,在具体应用中通过声学遥感技术探测海底,对海

释放电磁波能量,海面会向太阳、人造辐射源发射电磁波能量,

底地形、海洋动力现象、海底地层剖面等进行全面探测,获得精

[6]
实现反射、散射。 基于此,可以研发针对性的传感器,在人造

准数据,方便潜水器开展海下工作,如导航、避碰、海底轮廓跟

卫星、飞机等平台基础上,对海洋辐射的电磁波能量进行接收和

[4]

记录,并将这些数据信息输入到计算机软件中进行自动化加工

踪等。

2.1在海岸带开发中的应用

处理和分析,形成海洋图像资料,为海洋资源开发、海洋活动开

我国海岸线比较长,海岸带面积高达35万平方公里,在黄

展等提供依据。

河、长江、珠江口等河口的泥沙问题较为严重。基于此,可以利

2.4海洋动力监测

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对泥沙运动过程进行监测,掌握其运动规律,

海洋环境主要是在海洋动力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海洋动力

从而对其开发和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泥沙运动带来的灾

涉及到潮流、风力、波浪等。通过遥感技术、全球卫星定位系

害问题。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获得卫星遥感图像,以便对较大范围

统,对海洋动力信息进行动态跟踪监测,可以获得实时数据信

的海区水体表层悬浮泥沙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解,并实时跟踪其

息。例如,利用高频地波雷达,可以对较大范围且较远距离的区

动态变化,明确在大风天气高含沙量的活动范围。通过遥感技术

域进行探测,而且可以实现超视距、全天候探测海面情况,在海

了解这些信息,可以为新港口选址、新航道开辟提供参考依据,

洋经济活跃区域应用广泛；在观测海洋风场时,可以获得海面风

并为旧港口淤积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法指导,并确保石油勘探和

数据,通过数据精准分析处理,可以科学预测台风,并对波浪情

开采作业的精准性、高效性开展。

况进行精准预报；在海浪、海洋内波观测中,能够通过合成孔径

例如,利用遥感技术探测黄河入海泥沙沉降规律,并对其

雷达,反演波浪方向谱,并通过相关的动力模式解决表面波长问

分布情况进行全面监测和掌握,经过监测可知河北省黄骅港

题；利用雷达高度计观测海洋风力、引潮力等情况,以便科学判

区不会受到黄河口泥沙的影响,为该港口的扩建和发展指引

断海洋洋流情况,也可以通过卫星定位装置、海流浮标等获得精

正确方向。

准的洋流数据信息；利用光学、微波遥感信息,能够通过多源信

此外,在遥感技术支持下,能够通过激光主动探测传感器,

息复合技术,形成海流、海面风场分析模型。例如,在长江三角

对沿海浅海地形复杂区域进行探测,尤其可以在薄雾天气或者

洲等区域,设置了高频地波雷达站,可以全天候观测周边海面的

夜间开展精准的探测工作,并结合潮汐状态,开展灵活性的航测

风、浪、流等数据信息。

活动。该技术的应用,可以在没有地面基站的基础上,对沿海浅

2.5海洋灾害监测

海地域开展精准测量,获得精准的数字地面模型数据,实现对海

遥感技术在海洋灾害监测中的应用,可以通过卫星、航

岸线、堤坝的动态跟踪监测,为海洋工程建设提供更加精准、全

空、地面监测等方途径,从多元化渠道获得更加全面详实和精

面的数据依据。

[5]

确的遥感数据,构建系统完善的监测技术体系,以便对海洋环

2.2海洋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境、灾害等相关数据进行精准收集、高效处理和科学分析,从

海洋遥感技术在海洋环境检测中的有效性应用,主要可以

而为海洋灾害应对措施的提出提供优质的数据服务,构建更

对大洋环流、海洋气象、海水动力、海洋污染等问题进行全面

加全面可行的灾害应急处理系统。利用海洋遥感技术可以通

性监测,同时还可以监测港湾水质、近岸工程、围垦情况等,从

过合成孔径雷达与重磁力联合应用,以便对海洋油气资源进

而精准了解海洋环境状态。

行探测,还可以遥感监测海洋浒苔、溢油灾害,为灾害控制提

我国海洋经济比重较大,但是海洋近岸水质污染情况日益

供保障。例如,2008年奥运会青岛帆船赛场浒苔应急监测、渤

突出,以往的水质监测手段,覆盖范围较小,而且观测频度较低,

海环境监测等工作中,遥感技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良

难以满足现阶段的实际需求。因此,需要利用遥感技术对海洋近

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岸水质进行动态监测。我国建立了近岸水质遥感实时监测和信

2.6海洋渔业中的应用

息快速报送系统,可以接收多颗卫星数据,从而掌握水文、悬浮

卫星遥感技术在渔场海洋环境监测中的应用路径有：(1)

物、赤潮、水体污染等数据信息,同时可以获得水质分类图像,

水温反演,鱼类的生存、洄游与海水温度息息相关,不同鱼类往

同时将这些数据在线上报,为海洋水质管理提供依据。例如,可

往会在合适的温度范围内进行良好生存。此外,根据季节的不同,

以利用航空遥感技术,通过微波遥感与激光技术对海洋油污染

鱼类会根据海水温度情况选择洄游。通过卫星遥感技术,能够对

情况进行监测,获得油膜微波图像,了解海面油溢现象,测量油

较大范围内的海面温度数据进行探测和收集,为渔业的生产提

污范围,同时估算油溢量,鉴别油种等,为海洋油污染控制提供

供数据依据。(2)流隔研究,海洋包含各种各样的流系,包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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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冷水流、沿岸流等,而且各个流系逐渐表现为明显的温度梯

如,在对渤海海上石油生产基地进行探测,可以通过气象卫星探

度现象,即为流隔。由于各种鱼类所适应的海水温度具有一定的

测冬季海冰动态情况,以便协助海上石油生产活动的安全顺利

范围,因此,在流隔现象较为突出的海区,鱼群活动范围受到相

[8]
开展,促进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全面性提升。 利用气象卫

应的限制,导致特定范围海区内的鱼群密度较大,从而形成良好

星遥感技术,可以对海冰分布、类型、厚度、漂流、冰缘线位置

的渔场。基于此,可以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进行航空监测,获得红

等参数进行探测。

外图像数据,并通过计算机软件对其进行分析,并实施密度分割

3 结语

处理,这样可以获得更加明晰的流系分布规律,了解具体流隔的

综上所述,海洋开发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能源和资源,促进

分布位置,以及其动态变化情况,为中心渔场的确定提供依据。

社会经济发展。通过遥感技术开展海洋测绘工程,可以获得更加

(3)监测渔场水文状态。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可以对渔场周边的

精准的数据,为海洋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提供依据,促进海洋资

中尺度或者小尺度冷水涡旋范围进行确定,然后以涡旋中心为

源的可持续利用。

标尺,建立中心渔场,提高渔场产量。 (4)对海面叶绿素浓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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