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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揭示滩涂对近岸水温影响，开展潮间带滩涂沉积物与海水之间热量交换研究。以韩国西南海岸的滩涂

为例，建立滩涂沉积物温度模型，模拟不同潮汐状态下沉积物垂向剖面温度以及沉积物与水体间的热通量，并分

析了季节、滩涂位置、潮位太阳辐射相位对热通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模拟出的沉积物温度与实测值吻合较好。

沉积物与水体存在大量热量交换，且集中在淹没后的前 ３ｈ，最大热通量可达 ３９８７Ｗ／ｍ２。冬季月份海水向滩涂净

传热。夏季月份滩涂向水体净传热，且当滩涂淹没时刻发生在当地正午或正午过后 ３ｈ内，滩涂传递给水体的热量

相对较大，达 ２０ＭＪ／（ｍ２·ｄ）；累积热通量随滩涂干滩率的减小而减小。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滩涂影响下

近岸水温变化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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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间带滩涂是海洋和陆地间的过渡区，该区域含有丰富的底栖微藻生物和生产力，为沿海食物网提供基

础
［１］
，成为候鸟、有商用价值的幼鱼（如鲑鱼）的重要栖息地，同时也是发展双壳类养殖业的重要区域

［２］
。

滩涂在潮汐作用下周期性的干露和淹没，再加上泥沙与水体比热容相差可达 ５倍，所以干露期，在太阳辐射
作用下沉积物与海水形成明显的温差，淹没期两者则进行剧烈的热量交换，使得近岸水温变化明显

［３４］
，进

而对海岸带生态系统
［５］
和局部气候条件

［６８］
等产生影响。只有掌握滩涂沉积物热力性质，阐明沉积物在干

露、淹没状态下温度的时空过程和淹没期与水体的热量交换过程，才能准确评估滩涂沉积物与水体热量交换

对近岸水温的影响，进而提高近岸水温的预测精度。

目前国内针对潮间带滩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水动力、泥沙输运和地形地貌等方面
［８１１］
，对滩涂区的热力

性质研究甚少，预测滩涂沉积物温度和滩涂与空气／海水热量交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该领域的研究相对落
后于国外

［３４，１２］
。国外始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主要通过现场观测和数值模拟两种手段。最初主要根据现场观

测资料来研究沉积物的热力性质，包括沉积物容积比热、热导率、热扩散率等，并分析在淹没和干露状态下

不同深度的沉积物温度变化。１９９７年 Ｇｕａｒｉｎｉ等［１３］
建立一维泥沙温度模型，计算了 ３种时间尺度下（季节周

期、月周期和天周期）沉积物表面温度的动态过程。在以后关于沉积物温度的数值模拟中，大多数学者都是

在 Ｇｕａｒｉｎｉ等［１３］
的模型基础上进行的。Ｈａｒｒｉｓｏｎ和 Ｐｈｉｚａｃｋｌｅａ［１４］观测到夏季月份，干滩期 Ｆｏｒｔｈ河口泥质滩涂

００２～００５ｍ的温度梯度超过－１００℃／ｍ，当滩涂被海水淹没后，滩涂浅层的沉积物温度相等或温度梯度较
小，是因为热量从沉积物传递给水体。Ｒｉｎｅｈｉｍｅｒ和 Ｔｈｏｍｓｏｎ［４］根据观测资料计算表明滩涂与水体间热通量占
太阳辐射量的 ２０％，是热量收支的重要因素。夏季月份，滩涂作为热源向水体传递热量，冬季则相反。Ｋｉｍ
和 Ｃｈｏ［１５］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在韩国西南部沿海进行滩涂沉积物和海水温度的连续观测，发现近岸水温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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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周期里变化明显，变化范围介于 ２～４℃（５月份），且海水温度变化幅度向海侧逐渐减小。另外 Ｋｉｍ等［３］

建立一维热传导方程估算了滩涂对海水温度影响，结果显示无论哪个季节，在滩涂沉积物与水体热量交换影

响下，海水最大热量变化可超过 ５８８Ｗ／ｍ２。５月份滩涂区域的海水可从滩涂获得热量约 ０５７×１０６ＧＪ（４５０
Ｗ／ｍ２），１２月份则向滩涂散失热量约 ０６１×１０６ＧＪ（４８６Ｗ／ｍ２）。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滩涂沉积物与海水间
热通量大小随潮位太阳相位关系、季节、滩涂位置的变化没有很深入系统的探讨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
［１３］
的基础上，以韩国西南海岸的滩涂区为对象，建立滩涂沉积物温度模型，模拟计算

滩涂沉积物垂向剖面温度过程并估算了滩涂沉积物与水体之间的热通量，探讨分析了滩涂沉积物与水体之间

热量交换的方向和量级随季节、滩涂位置和潮位太阳辐射相位的变化规律，为研究滩涂影响下近岸水温变
化和提高近岸水温预测精度提供基础。

１　滩涂沉积物温度模型建立

本文基于 Ｇｕａｒｉｎｉ等［１３］
提出的一维热传导方程计算方法并进行改进，来模拟计算滩涂沉积物温度和滩涂

沉积物与空气、水体之间的热通量。首先在沉积物空气或沉积物海水的界面上采用热力学第一定律（热量
平衡）计算出滩涂表面温度，然后将滩涂表面温度作为一维热传导方程的边界条件，求解出滩涂表层以下的

沉积物剖面温度。但 Ｇｕａｒｉｎｉ等［１３］
建立滩涂表面热平衡方程时，没有考虑沉积物表层与次表层之间的热量交

换。实际上滩涂出露时，会在滩涂浅层形成陡峭的温度梯度，现场观测资料
［１４１５］

显示上层 ００２～００５ｍ的
沉积物温度梯度可达 １４０℃／ｍ，导致沉积物表层与次表层进行明显的热量传递。因此，本文在建立滩涂表
面热量平衡方程时增加了该项热通量。

１１　控制方程
研究对象是垂直海岸线切出的单元，并假定相邻单元之间温度相同，不存在水平方向上的热量传输，热

量主要为垂直方向的热交换。热传导控制方程
［４］
如下：

ＴＭ（ｚ，ｔ）

ｔ
＝
ｚ
α
ＴＭ（ｚ，ｔ）

ｚ( ) （１）

式中：ＴＭ（ｚ，ｔ）为深度为 ｚ的滩涂温度，Ｋ；α为单元的热扩散率，ｍ
２／ｓ。

１２　边界条件

图 １　潮间带滩涂干、湿状态下滩涂表面热量来源和散失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ｔｔｈｅ

ｔｉｄ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ｔｉｄａｌｚｏｎｅ

求解热传导方程（１）需要确定滩涂边界条件，即滩涂表层和底层温度。滩涂日变化幅度表层最大，愈向
深层温度变化幅度越小，滩涂地面下 ０４ｍ沉积物温度均无明显日变化［１５］

，为保险起见，滩涂厚度选取

１０ｍ，垂向分为 ５０层，各层厚度为 ２ｃｍ。底层模型的
边界条件为ＴＭ／ｚ＝０。而沉积物表层温度受进入和流出
热通量之间的热量平衡控制，包括太阳和空气辐射、逆

辐射、蒸发、对流热传导和高潮期进入上层水体的热量。

单位面积上滩涂表层的热量平衡方程如下
［４，１６１７］

：

ρＭＣＰＭｈｓ
ＴＭ（ｚ０，ｔ）

ｔ
＝ｆ（ＴＭ（ｚ０，ｔ）） （２）

式中：ＴＭ（ｚ０，ｔ）为 ｔ时刻滩涂表层温度，Ｋ；ρＭ为滩涂沉

积物干容重，ｋｇ／ｍ３；ＣＰＭ为滩涂混合物质量比热容，
Ｊ／（ｋｇ·Ｋ）；ｈｓ为滩涂表层厚度，ｍ。该方程左侧项表示
单位时间、单位面积滩涂表面的热量变化；右侧项为滩

涂表面在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接收或散失的净热量。

潮间带滩涂分为干露期和淹没期，两种不同状态下滩涂

表层的热量来源和散失也不同（图 １），分别对干露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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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没期两种情况进行研究。

滩涂干露状态下，滩涂表层热量摄入和损失包括 ５个部分，分别为太阳辐射的热通量 Ｑ０、地面净长波
辐射 ＱＲＬＮ（ＱＲＬＮ＝ＲＭ－ＲＡｔｍ，其中 ＲＭ为地面发射的长波辐射，ＲＡｔｍ为大气逆辐射）、感热通量 Ｑｈ、潜热通量 Ｑｅ
和滩涂内部热通量 Ｑｇ（滩涂表层与次表层之间热传递）。则干滩情况下滩涂表面的热量平衡方程为

ｆ（ＴＭ（ｚ０，ｔ））＝Ｑ０－（ＱＲＬＮ ＋Ｑｈ＋Ｑｅ＋Ｑｇ） （３）

滩涂淹没状态下，高浊度海水阻碍可见光辐射进入滩面
［１３］
，滩涂表面的热量交换对象主要是上层海水

和下层的沉积物。热量摄入和损失为：滩涂表层沉积物与海水之间热通量 Ｑｍｗ和滩涂内部热通量 Ｑｇ。则淹没
状态下滩涂表面的热量平衡方程可写为

ｆ（ＴＭ（ｚ０，ｔ））＝Ｑｍｗ －Ｑｇ （４）

式（３）、式（４）中各热通量的计算方法如下［４，１３，１５，１７］
：

Ｑ０＝ＲＳ（１－ＡＳ） （５）

ＱＲＬＮ ＝ εσＴ４ａ ０３９－００５ｅ
１
２
ａ( )＋４εσＴ３ａ（ＴＭ（ｚ０，ｔ）－Ｔａ（ｔ））[ ]（１－０７５Ｃ３４Ｃ ） （６）

Ｑｈ＝ＣＰａρａＣＨ（１＋Ｕ）（ＴＭ（ｚ０，ｔ）－Ｔａ（ｔ）） （７）

Ｑｅ＝ξｗρａＣＶ（２５００８４×１０
３－２３５０（ＴＭ（ｚ０，ｔ）－２７３１６））（１＋Ｕ）（ｑＭ －ｑａ） （８）

Ｑｇ＝－ｋ１
Ｔ
ｚ

（９）

Ｑｍｗ＝－
ｋｓｅｄ
ｈｓ
（ＴＭ（ｚ０，ｔ）－ＴＷ（ｔ）） （１０）

式中：ＲＳ为太阳辐射，Ｗ／ｍ
２
；ＡＳ为地面反射率，取值 ００８

［１３］
；ε为滩涂发射率，Ｋｉｍ等［３］

研究中取 ０９６；

σ为 Ｓｔｅｆａｎ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常数，５６６９７×１０－８Ｗ／（ｍ２·Ｋ４）；Ｔａ（ｔ）为 ｔ时刻近地面层大 气温度，Ｋ；ｅａ为空气的蒸

汽压力；ＣＣ为云量；ＣＰａ为常压下空气比热，为 １０×１０
３Ｊ／（ｋｇ·Ｋ）；ρａ为空气密度，为 １２９２９ｋｇ／ｍ

３
；ＣＨ为

感热输送系数，为 ０００１４［１３］；Ｕ为 １０ｍ处风速，ｍ／ｓ；ξｗ为滩涂表面的含水量；ＣＶ为蒸发总体输送系数，

为 ０００１４［１３］；Ｔ／ｚ为滩涂表面沉积物与下层之间的温度梯度；ｋ１为沉积物表层与次表层之间的热导率，
Ｗ／（ｍ·Ｋ）；ｋｓｅｄ为表层沉积物与水体之间的热传导系数，Ｗ／（ｍ·Ｋ）；ＴＷ（ｔ）为 ｔ时刻海水温度，Ｋ；ｑＭ为饱
和空气湿度；ｑａ为绝对空气湿度，计算公式如下：

ｑＭ ＝
０６２２ｅａ

ＰＡｔｍ －０３７８ｅａ
（１１）

ｑａ＝ｒｈ
０６２２ｅａ

ＰＡｔｍ －０３７８ｅａ
（１２）

ｅａ＝ｅｘｐ（２６２５－５４１８／Ｔａ（ｔ）） （１３）
式中：ＰＡｔｍ为大气压强；ｒｈ为相对比湿。
１３　数值计算方法

滩涂表层沉积物热量平衡方程（２）采用前差分时间积分格式。设 Ｔ１为滩涂表层温度，ｎ为时间 ｔ方向的

标号，则下一时刻（ｎ＋１）滩涂沉积物表层温度可离散为：
Ｔｎ＋１１ －Ｔｎ１
Δｔ

＝
ｆ（Ｔｎ１）

ρＭＣＰＭｈｓ
（１４）

Ｔｎ＋１１ ＝ Δｔ
ρＭＣＰＭｈｓ

ｆ（Ｔｎ１）＋Ｔ
ｎ
１ （１５）

热传导方程（１）空间离散采用中心差分格式，时间积分采用全隐格式。令 φ＝－αΔｔ／（Δｚ）２，则第 ｋ层的
方程离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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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ｎ＋１ｋ －Ｔｎ１
Δｔ

＝α
Ｔｎ＋１ｋ＋１－２Ｔ

ｎ＋１
ｋ ＋Ｔｎ＋１ｋ－１

（Δｚ）２
（１６）

φＴｎ＋１ｋ－１＋（１＋φ）Ｔ
ｎ＋１
ｋ ＋φＴｎ＋１ｋ＋１＝Ｔ

ｎ
ｋ （１７）

基于确定 ｎ＋１时刻的沉积物表层、底层温度和 ｎ时刻各层温度，采用托马斯算法（即追赶法）求解方程
（１７），得到 ｎ＋１时刻第二层至倒数第二层间的沉积物温度。其中计算出第二层的沉积物温度被用来计算滩涂表
层与次表层土壤之间热通量 Ｑｇ（式（９）），是建立滩涂表面热量平衡方程的热量来源之一。通过该滩涂沉积物温
度模型，计算出干滩和淹没两种不同状态下滩涂沉积物垂向剖面温度和滩涂沉积物与空气／水体间的热通量。

２　模型验证

从文献［３，１２，１５］中收集到 Ｋｉｍ等［３］
于 ２００３年在韩国西南侧沿海 Ｂａｅｋｓｕ滩涂的观测资料（图 ２），观测

内容包括 ３个测站不同深度沉积物温度（－００２ｍ、－００５ｍ、－０２０ｍ和－０４０ｍ）、近岸海水温度、潮位，

图 ２　韩国西南侧沿海滩涂沉积物温度测站示意

Ｆｉｇ２ 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ｏ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ａｓｔｏｆＫｏｒｅａ

并在滩涂附近自动气象站收集到相关气象数据，包括太

阳辐射、风速、风向、云量、空气温度和压强以及相对

湿度等。收集到数据的时段分别为５月２１—３１日、１２月
２—１２日。根据这些收集到的资料对模型进行验证。
２１　模型参数

滩涂沉积物内部的热扩散率 α、沉积物混合物的热
容 ＣＰＭ和滩涂表层沉积物与次表层之间热导率 ｋ１是模型

的主要参数。各参数的主要计算公式如下
［１３，１８２０］

：

α＝
π
Ｐ
（ｚ１－ｚ２）

２

（ｌｎＡ１／Ａ２）
２ （１８）

ＣＰＭ ＝０８５ρＭ ＋４２ρｗθＶ （１９）
ｋ１＝α１ρＭＣＰＭ （２０）

式中：Ｐ为滩涂温度的日变化周期，取值 ８６４００ｓ；Ａ１、Ａ２分别为深度 ｚ１、ｚ２的温度振幅；ρｗ为水体密度，取

值 １０２４ｇ／ｃｍ３；ρＭ＝ρｗξ＋（１－ξ）ρｓ，ρｓ为泥沙颗粒密度，ξ为滩涂孔隙率；θＶ为滩涂容积含水量，ｃｍ
３／ｃｍ３，

现场观测滩涂表面沉积物体积含水量约 ７１％；α１为表层泥沙的热扩散率，ｍ
２／ｓ。

根据式（１８）—式（２０），并结合收集到的各层沉积物温度观测数据和滩涂沉积物含水量，计算出 ５月份
２～５ｃｍ、５～２０ｃｍ、２０～４０ｃｍ深度沉积物的平均热扩散率 α分别为 ０６３５×１０－６ｍ２／ｓ、０２９３×１０－５ｍ２／ｓ和

１１０９×１０－６ｍ２／ｓ；１２月份平均热扩散率α分别为０７６７×１０－６ｍ２／ｓ、００５２×１０－５ｍ２／ｓ和２５９８×１０－６ｍ２／ｓ。滩

涂表层沉积物混合物的热容为 ３９２×１０６Ｊ／（ｍ３·Ｋ）。滩涂表层沉积物与次表层之间热导率 ｋ１在 ５月、１２月分
别为 ２４９Ｗ／（ｍ·Ｋ）、３０１Ｗ／（ｍ·Ｋ）。模型计算的时间步长为 １０ｓ。
２２　模型验证

图 ３为 ５月 ２１—３１日 Ｔ１—Ｔ３测站、１２月 ２—１２日 Ｔ１测站的计算与实测滩涂表层沉积物温度对比。整
体上模型能够较好地复演出干露和淹没交替出现的滩涂表层沉积物温度变化过程。各测站模拟的温度过程与

实测吻合相对较好。５月份测站 Ｔ１、Ｔ２和 Ｔ３计算与实测的决定系数（Ｒ２）分别为 ０８２、０６５和 ０７０；１２月
份测站 Ｔ１计算与实测的决定系数约 ０７１。从图 ３可知，５月份滩涂浅层沉积物温度白天升高，晚上降低。
淹没期浅层沉积物温度一般表现为降低，特别是白天淹没期，是由于滩涂沉积物将前期存储的热量传递给上

层水体。１２月份淹没期，滩涂表层沉积物温度均不同程度升高，说明海水向滩涂传递热量。
图４为５月２１—３１日 Ｔ１测站不同深度（表层、００５ｍ、０２ｍ、０４ｍ）沉积物温度过程计算与实测对比。

计算出的各层滩涂温度过程与实测值吻合较好，决定系数均大于０８。从滩涂各层沉积物温度变化过程来看，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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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浅层沉积物温度的日变化大于下层，表层的日变化幅度可达１３６℃，而在０４ｍ深度处沉积物日变化幅
度不超过 ０６℃。裸露期，浅层滩涂形成陡峭的垂向温度梯度，其中 ００２～００５ｃｍ的温度梯度可超过
＋１３０℃／ｍ。潮汐淹没使得沉积物温度梯度减小趋于同温。

图 ３　各测站不同时段计算与实测滩涂沉积物表面温度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ａｙａｎ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图 ４　５月份 Ｔ１测站不同深度沉积物温度计算与实测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ｔｅａｃｈｌａｙｅｒ（２ｃｍ，５ｃｍ，２０ｃｍａｎｄ４０ｃｍ）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１ｉｎＭａｙ

３　滩涂沉积物与水体热交换研究

３１　沉积物水体热交换随季节变化
为了分析不同季节下滩涂沉积物与水体之间热交换的变化规律，选取 ５月、１２月的模拟计算时段，统

计 Ｔ１测站所在滩涂的沉积物水体热通量随时间的变化以及累积过程，见图 ５。图中负值表示滩涂沉积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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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热量给水体，正值则相反。滩涂沉积物与水体之间大量的热量交换主要集中在滩涂淹没后的前 ３ｈ内，特
别在夏季月份，沉积物传递给水体的最大瞬时热通量可达 ３９８７Ｗ／ｍ２。夏季月份，白天干滩期滩涂接收太
阳辐射存储热量并迅速升温，与海水形成明显温差，当滩涂被淹没后，沉积物与海水进行剧烈热量交换，滩

涂沉积物作为热源向水体传递热量。晚上部分时刻会有热量从水体传向沉积物，最大瞬时热通量约

６５７Ｗ／ｍ２，因为在前一个干滩期滩涂沉积物向空气释放热量，沉积物温度低于海水温度。一周时间滩涂沉
积物向水体传递的累积净热量约 ７７ＭＪ／ｍ２。冬季月份淹没期，大部分时间滩涂沉积物则作为热汇从水体中
吸收热量，最大热通量约 １４０８Ｗ／ｍ２，但在白天会有热量从沉积物向上层海水传递，最大瞬时热通量约
９５４Ｗ／ｍ２，因为滩涂淹没前接收较强太阳辐射使得沉积物温度升高。一周时间水体向滩涂沉积物传递的累
积净热量约 １０６ＭＪ／ｍ２。说明夏季月份滩涂沉积物主要作为热源向水体传递热量，而冬季月份相反。

图 ５　Ｔ１测站 ５月、１２月沉积物水体热通量随时间变化以及累积过程

Ｆｉｇ５ Ｍｏｄｅｌ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ｅｓｆｏｒＭａｙａｎ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１

３２　沉积物水体热交换随滩涂位置变化
以 ５月份为例，统计了模拟时段 Ｔ１—Ｔ３测站所在滩涂的沉积物水体热通量随时间变化过程以及累积过

程，见图 ６。图 ６（ｂ）可以看出潮水上涨时，近水测站 Ｔ３的沉积物最先与海水进行热量交换，经过一段时间
后测站 Ｔ２、Ｔ１所在的滩涂才被淹没进行热量交换，总体来看，沉积物水体热通量的量级随离岸距离的减小
而增加，因为自海向岸侧滩涂沉积物接收太阳辐射时长逐渐增加，滩涂沉积物温度随之升高，使得沉积物与

海水间温度梯度增大，所以近岸侧滩涂沉积物与海水的热交换幅度大于近海侧。

图 ６　５月份各测站的沉积物水体热通量随时间变化以及累积过程

Ｆｉｇ６ Ｍｏｄｅｌ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ｅｓｆｏｒＭａｙ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１—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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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ｃ）为模拟时段 Ｔ１—Ｔ３测站的滩涂沉积物与水体热通量随时间累积变化。由图 ６可知，Ｔ１—Ｔ３的
滩涂沉积物主要向海水传递热量，并自岸向海逐渐减小，一个星期时间滩涂沉积物向水体传递的净热量分别

为 ７７ＭＪ／ｍ２、５８ＭＪ／ｍ２、３３ＭＪ／ｍ２，１０ｄ时间传递给海水的净热量分别为 ９９ＭＪ／ｍ２、７３ＭＪ／ｍ２、４４
ＭＪ／ｍ２。在统计的 ５月 ２１—３１日 １０ｄ时间内，Ｔ１、Ｔ２和 Ｔ３测站的干滩率（滩涂沉积物出露时长占总时间的
百分比）为 ５９％、３８％和 ２８％。说明滩涂沉积物与水体热量交换的量级与滩涂干滩率密切相关，随滩涂干滩
率的减小，滩涂沉积物向水体传递热量相应减少。

３３　潮位太阳辐射相位对沉积物水体热交换的影响
为了弄清楚滩涂干露时间与太阳辐射之间相位关系对沉积物水体热量交换的影响，定义一个参

数 ΔＴｆｌｏｏｄ：
ΔＴｆｌｏｏｄ＝Ｔｓｌｏａｒｎｏｏｎ－Ｔｆｌｏｏｄ （２１）

式中：Ｔｓｏｌａｒｎｏｏｎ表示当地太阳正午时刻；Ｔｆｌｏｏｄ表示研究滩涂位置开始被淹没的时刻。ΔＴｆｌｏｏｄ为正值时表示滩涂
淹没时刻发生在正午前（上午），负值表示过了正午后（下午）滩涂才被淹没。∑Ｑｍｗ表示一天时间里，单位面

积上沉积物水体热通量的总和，ＭＪ／（ｍ２·ｄ），计算公式如下：

∑Ｑｍｗ＝∫Ｑｍｗｄｔ （２２）

式中：∑Ｑｍｗ为负表明滩涂沉积物向水体传递热量，该值为正则为水体向滩涂沉积物传递热量。
以 ５月 ２１—３１日为例，图 ７给出了 Ｔ１—Ｔ３三个测站所在滩涂每天的 ΔＴｆｌｏｏｄ和∑Ｑｍｗ数值。Ｔ１—Ｔ３

图 ７　测站 Ｔ１—Ｔ３所在滩涂 ΔＴｆｌｏｏｄ和∑Ｑｍｗ每天的数值

Ｆｉｇ７ Ｍｏｄｅｌｅｄｍｅａｎｄａｉｌｙｔｏｔ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Ｑｍｗｖｅｒｓｕｓｔｈｅｔｉ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ΔＴｆｌｏｏｄａｔ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１—Ｔ３

中，３个 测 站 所 在 的 高 程 自 高 到 低 依 次 为 ０ｍ、
－０８ｍ和－１２ｍ。由图 ７可知，随着滩涂淹没时刻与
太阳正午时刻差值的增加，滩涂传递给水体的热量减

小，甚至转为水体向滩涂传递热量。当 ΔＴｆｌｏｏｄ介于
－５ｈ～２５ｈ之间，一天中滩涂传递给水体的热量相对
较多（＞０７５ＭＪ／（ｍ２·ｄ））。Ｔ１测站所在滩涂，淹没时刻
发生在正午时刻前 ２ｈ时（ΔＴｆｌｏｏｄ＝１９ｈ），该位置处一天

中滩涂传递给水体的热量最多，约 ２０３ＭＪ／（ｍ２·ｄ），因
为该天（２８日）是统计时段内太阳辐射强度最大的一天，
在该位置淹没时刻（１０：４０）太阳辐射强度达到 １０１２
Ｗ／ｍ２，滩涂已经存储相当多的热量。Ｔ２、Ｔ３测站所在
滩涂，虽然 ２８日太阳辐射强度最大，但该天两测站淹没

时刻分别为上午 ９：４５和 ９：１５，滩涂接收日照时间短，存储热量相对较少，淹没后传递给水体的热量有限。
Ｔ２、Ｔ３测站所在滩涂，一天中传递给水体最多热量分别为１９６ＭＪ／（ｍ２·ｄ）和１５４ＭＪ／（ｍ２·ｄ），对应淹没时
间分别发生在正午时刻过后 ３１ｈ、２６ｈ。在相同位置，滩涂淹没时刻发生在上午时（ΔＴｆｌｏｏｄ为正）传递给水
体的热量一般要少于淹没时刻发生在下午时（ΔＴｆｌｏｏｄ为负），主要因为下午淹没时，滩涂沉积物可以接收更长
时间的日照，使得沉积物温度不断升高，增大了沉积物与海水的温差，且滩涂向大气的长波辐射、潜热通

量、感热通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为气温也在逐渐升高）。这些说明滩涂干露时间和太阳日辐射的相位关

系对滩涂水体热通量量级的影响很大，可能要大于太阳辐射强度。

４　结　　论

（１）滩涂沉积物与水体大量的热量交换主要集中在淹没后的前 ３ｈ。季节决定滩涂沉积物与水体之间热
量交换的方向。夏季月份，滩涂沉积物作为热源向水体传递热量。冬季月份则相反，大部分时间滩涂作为热

汇从海水中吸收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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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滩涂沉积物与水体之间热通量的量级与潮位和太阳辐射的相位差密切相关。淹没时刻发生在当地
正午左右时，滩涂沉积物传递给水体的热量相对较大；且相同位置处，滩涂淹没时刻发生在上午时传递给水

体的热量一般少于淹没时刻发生在下午时，在滩涂淹没时刻发生在正午过后 ３ｈ范围内，滩涂沉积物传递给
水体的热量相对较多。

（３）滩涂沉积物与海水之间热交换的量级随滩涂干滩率的减小而减小。以夏季月份为例，在韩国西南
海岸滩涂研究区，滩涂沉积物的干滩率从 ５９％降低到 ２８％，则 １０ｄ时间滩涂沉积物传递给水体的净热量从
９９ＭＪ／ｍ２降低到 ４４ＭＪ／ｍ２，减少约 ５６％。

当沿海区域滩涂面积广阔时，滩涂沉积物与水体之间的热量交换不可忽略。本文研究的滩涂沉积物与近

岸水体热量交换计算方法可应用于对近海水温预测的二维或三维数学模型研究中，从而提高对水温计算的模

拟精度，也为近岸水生态环境的评价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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