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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珊瑚礁水动力学是一个涉及生态、 环境、 地质和工程学的交叉课题, 其水动力学研究不仅为珊瑚礁海域生

态系统的维护和海岸线的演变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还能为海岸的防灾减灾以及岛礁工程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决策

依据。 回顾了国内外珊瑚礁海岸水动力问题的研究与进展, 从现场观测、 理论模型、 物理模型试验和数值模型 4 个

方面对当前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并提出今后现场观测研究对象可关注南中国海的珊瑚岛礁, 理论分析

方法可侧重考虑非线性波浪理论, 物理模型试验可采用大型波浪水槽和港池来复演现场尺度的水动力问题, 数值

模型可采用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方法对波浪与珊瑚礁相互作用进行精细化模拟, 本文

旨在为今后国内珊瑚礁水动力学方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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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是由碳酸钙组成的珊瑚虫骨骼在数百年至数千年的沉积过程中形成, 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浅

海地区。 全球直接或间接依赖珊瑚礁生态系统生存的人口数量达到数亿, 中国亦有着十分丰富的珊瑚礁资

源,分布在西沙、 南沙、 台湾以及海南岛等地。 众多珊瑚礁类型中, 岸礁、 堡礁、 环礁是最为常见的三类。
一个典型的珊瑚礁海岸由连接深海海床且较陡的礁前斜坡、 延伸向岸滩的相对水平的礁坪组成, 在礁前斜坡

与礁坪相接处常常存在一个隆起的礁冠, 在礁坪和岸滩之间可能存在一个较深的潟湖。 在影响珊瑚礁水动力

过程的若干海洋动力因素(波浪、 潮汐、 风和洋流等)中, 波浪作用被广泛认为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1] 。
研究珊瑚礁海岸水动力学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 从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 波

浪在礁冠处破碎产生的湍流和波流共同作用形成的近岸环流是珊瑚海域营养物质输运的主要物理驱动力, 对

于维持珊瑚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些研究成果(例如礁坪上的水流停留时间)可以从化学和生物

学角度为研究珊瑚生态系统的保护提供相应的科学依据。 其次, 从考虑海岸动力学的角度, 某些鱼类啃噬珊

瑚礁所产生的珊瑚砂被发现是海岸泥沙的重要来源之一, 因而研究与波浪相关的水动力演化过程对于了解珊

瑚礁海域泥沙的输运以及海岸线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次, 从考虑防灾减灾的角度, 珊瑚礁礁坪通

常紧临海岸并且水深较浅, 尤其在礁冠处, 水深一般位于平均潮位附近, 波浪传播过礁坪后将损耗大量的能

量, 因此珊瑚礁在抵御风暴潮、 海啸等海洋灾害中日益受到重视, 了解珊瑚礁地形上波浪的衰减特性可为海

岸防灾减灾的决策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珊瑚礁海岸水动力学是一个涉及生态、 环境、 地质和工程学的交叉课题, 开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 近几

十年来一直备受国外学者们的关注 [1] 。 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 2013 年来, 随着中国南中国海珊瑚

岛礁开发步伐的加快, 与波浪作用相关的珊瑚礁海岸水动力学研究迅速成为一个前沿和热点问题。 随着中国

南海大开发战略的稳步推进, 中国在南中国海远海珊瑚岛礁周围进行填礁造陆的工程活动日益增多, 建设了

诸如机场、 码头、 灯塔、 通信和气象等相关设施。 在远海复杂的海洋动力环境下, 这些工程建设的安全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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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其中由于风暴潮、 海啸等海洋极端天气引起的极端波浪事件是工程界最为重视的

海洋水动力因素之一。 研究极端天气下珊瑚礁海岸建筑物附近波浪作用的水动力过程对于珊瑚岛礁工程的建

设和维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着重综述水平礁面尺度在几百米到几千米范围的波浪运动问题, 从现场观测、 物理模型、 理论模型

和数值模型 4 个方面入手, 对当前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分析与总结, 旨在为今后国内珊瑚礁水动力学方面

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1　 珊瑚礁海岸现场观测

1 . 1　 波浪破碎和传播变形

图 1　 波浪在珊瑚礁海岸地形上的传播变形过程

(修改自 Monismith[1] )
Fig. 1 Wave transformation across the reef

( adapted from Monismith[1] )

国外报道现场观测研究的文献非常丰富, 研究地点

遍及了太平洋、 印度洋、 地中海、 加勒比海等地的珊瑚

礁。 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 部分从事野外观测的学者

通过对波浪的沿礁测量来分析垂直岸线方向波谱的演

变 [2-8] 。 研究发现: 在平均潮位下, 礁冠通常淹没在浅

水中, 波浪作用于礁前斜坡, 受非线性变浅作用影响,
在礁冠处波浪容易发生破碎并损耗大量能量, 破碎波传

播一定的距离后在礁坪上重新生成垂直于海岸方向的行

进波, 该过程如图 1 所示。 在正常海况下, 70% ~ 90%
的入射波能量会通过礁冠处的破碎而耗散, 加上礁坪上的摩阻损耗, 最终到达海岸的波浪几乎可以忽略; 同

时, 在礁坪上可观测到的波谱显著变宽, 部分波能向高频波和低频波转移。 国内的现场观测研究鲜有报道,
仅黎满球等 [9] 根据南沙永暑礁实测的海浪资料, 分析了波浪在礁坪上传播的衰减特性和波浪能量的转移。

1 . 2　 增水与波生流

通过对波浪和水流的同步测量, 一些学者研究了增水和波生流的产生和分布问题 [10-15] 。 研究表明(图

2): 波浪首先在礁前斜坡上由于浅化作用产生减水, 随着波浪在礁冠处破碎, 从破波点开始产生增水直到

破碎带结束增水达到最大值。 对于存在潟湖的堡礁, 增水随后沿礁下降, 直到潟湖附近近似为 0; 对于不存

在潟湖的岸礁, 礁坪的增水几乎维持不变。 并且增水在沿岸方向也分布不均, 这是因为珊瑚礁往往不连续, 其

间间隔有一些裂口连通着外海, 类似于沙质海岸的裂流系统, 于是在增水正压力的驱动下产生了垂直和平行于

海岸方向的波生流, 部分水流可能在珊瑚礁上通过海底回流的方式回到外海, 另一部分则通过裂口水道返回到

外海(类似于沙质海岸的裂流), 形成近岸环流, 如图 3 所示。 野外观测还表明, 由于各个现场珊瑚礁礁形的复

杂性和特殊性, 该环流的水动力特征受到诸如礁坪宽度、 裂口的尺寸和位置、 礁面粗糙度等因素的影响。

图 2　 波浪在珊瑚礁海岸地形上的增水和波生流 [1]

Fig. 2 Wave-induced setup and wave-driven

current across the reef[1]

　 　

图 3　 珊瑚礁海域的近岸环流 [16]

Fig. 3 Nearshore circulation around the coral reef[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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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低频长波

在全球气候变化造成海平面上升的大背景下, 某些热带和亚热带低海拔的岛屿沿岸尽管存在着珊瑚礁的

保护, 但在发生风暴潮等极端海洋天气后仍时常出现有关沿岸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报道, 因此近年来岛礁的

防灾减灾问题备受学者们关注 [17-19] 。 珊瑚礁礁后岸滩的波浪爬高主要由短波(频率区段为 0. 04 ~ 0. 4 Hz)、
低频长波(频率区段为 0. 001 ~ 0. 04 Hz, 又叫次重力波或亚重力波)和增水 3 种成分共同组成 [20] , 其中海岸

附近低频长波的影响起着主导作用 [3-5] 。 最近几年在西澳大利亚、 马绍尔群岛、 关岛等地开展的珊瑚礁现场

观测研究表明: 珊瑚礁上低频长波的产生机理主要是由于群波效应造成波浪破碎点随群波周期在空间上的移

动引起的动态增水 [21-23] ; 在风暴潮引起的高潮位情况下, 破碎带产生的低频长波在礁坪上更容易发生共振

现象, 引起海岸线附近低频长波的放大效应 [24-26] , 会加剧海岸爬高, 并存在引发洪涝灾害的风险。

1 . 4　 海啸

相对于风暴潮, 海啸是另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海洋灾害。 当海啸波到达海岸浅水地带时, 其波长减短而波

高急剧增高, 可达数十米, 海啸波在岸滩爬高后极易给沿岸地区造成洪涝灾害。 2004 年印度洋特大海啸灾

难之后, 珊瑚礁、 红树林等生物海岸在海啸灾害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得到了从事灾后调查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人们普遍认为除了建立海啸预警系统外, 利用珊瑚礁类生物海岸也是一种积极的防御措施 [27-28] 。 但是由于

海啸的偶发性, 学者们一般通过灾后调查来分析, 例如 Mcadoo 等 [29] 展示了 2009 年南太平洋 8. 0 级海底地

震引起的海啸作用下 Upolu 岛 Samoa 海岸珊瑚礁的受损情况。 在珊瑚礁海域鲜有实时测量海啸波的报道, 仅

Ford 等 [30] 在 2011 年日本宫城县地震海啸时, 测量并分析了海啸波在马绍尔群岛周边两个珊瑚环礁潟湖内的

运动特征。 鉴于中国南中国海地区的珊瑚岛礁邻近马尼拉海沟附近的地震带存在潜在的海啸风险, 进一步研

究与海啸波相关的水动力学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 5　 潮流

根据 Lowe 和 Falter[31] 的最新研究成果报道, 世界上约 1 / 3 珊瑚礁海域的水动力特征实际上由潮汐主导。
在传统的现场观测研究中, 国外学者们主要测量了潮位的影响 [3-4,6-7,26] 。 研究发现潮位对于礁坪上波浪破碎、
短波和低频长波的运动、 增水以及波生流的产生均具有明显的调制作用, 其中礁冠处的水深是控制这些水动

力特征的决定性因素。 当现场潮差较大时, 潮流可能会替代潮位对珊瑚礁附近的环流系统起着重要影响, 并

能反过来影响波浪的运动特性, 因此, 近年来学者们对潮流的关注日益上升, 例如 Lowe 等 [32] 通过现场观测

研究了澳大利亚西北部某处以潮流为主要动力因素的珊瑚礁周围的水动力特征, 并用浅水波理论对礁坪上的

流动特征进行了理论描述。

1 . 6　 礁面粗糙度

典型的珊瑚礁在礁前斜坡、 礁冠和外侧礁坪上常常有充分发育的珊瑚群落, 造成地形地貌结构复杂多变

和礁面粗糙度大且不均匀。 文献[6, 12, 33-37]通常是通过对现场波浪沿礁演变特征的测量, 再由半经验半

理论分析模型分析或者率定数值模型中的摩擦系数。 大量研究发现: 礁面糙率系数的变化范围通常为 0. 01 ~
0. 1, 比砂质岸滩要高出 1 ~ 2 个数量级。 对于某些特定的、 礁前斜坡较缓的珊瑚礁, 因底部摩擦引起的浪能

损耗甚至会大于波浪破碎带来的损失 [13,38] 。 同时, 相关研究还建议对短波和低频长波的沿礁摩阻损耗应该

分别率定摩擦系数 [22] , 对于波高衰减和波生流沿礁运动的模拟中也应当选用不同的摩擦系数值 [34] 。

2　 理论分析模型

2 . 1　 水平一维(1DH)波浪传播变形模型

波浪从深海向近岸珊瑚礁传播过程中, 受到水深急剧变化和底床摩擦的影响, 发生浅化、 破碎和沿礁衰

减。 对于波浪传播变形的问题, 文献[6, 21, 37-39]通常采用描述波浪沿垂直于海岸线方向运动的一维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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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守恒方程:
d
dx(EC gcosθ) = - εb - ε f (1)

式中: E 为波能流, 可细分为入射波的和反射波的波能流 [21] 或对短波和低频长波频率区间分别进行计

算 [39] ; θ 为波浪入射角; C g 为波群速度; εb 为波浪破碎产生的能量耗散率; ε f 为底部摩擦所产生的波能耗

散率, 通常采用下式进行计算 [40] :

ε f = 1
2 ρfwu

3
wb (2)

式中: fw 为波浪摩擦系数; uwb为近海床的最大水质点速度, 对于不规则波, 根据能量等效原则, 其为速度

的均方根值。 由上式可知底部摩擦所产生的波能耗散率主要由摩擦系数 fw 决定, 而 fw 通常需要依据现场观

测或物理模型试验进行校核后确定, 也可根据经验公式计算。 例如 Lowe 等 [33] 给出了 fw 与底部大糙率单元

的密度、 形阻和内部流速之间的关系。 与波浪破碎有关的能量耗散率 εb 主要由经验波浪破碎模型确定, 最

简单的方法是在整个破碎带内采用受水深控制的饱和破碎模型, 即沿程破碎波高 H b 满足:
H b = γh (3)

式中: γ 为经验破碎指标; h 为当地水深。 文献[41- 44]均采用上述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 相关试验研究发

现 [45-46] , γ 在水平底床上要小于斜坡岸滩上的取值, 因此, 不少学者在礁前斜坡和礁坪上分别采用不同的破

碎指标值 γ1 和 γ2 来描述破碎波 [42,44] 。 礁前斜坡上的破波指标 γ1 的取值类似于平直岸滩, 主要取决于入射

波况和礁前斜坡坡度, 通常取值范围为 0. 8 ~ 1. 5。 而文献报道的礁坪上的破碎指标 γ2 取值范围为 0. 3 ~
0. 6。

2 . 2　 水平一维(1DH)增水模型

类似于平直海岸, 早期描述波浪与珊瑚礁作用时的增水和波生流问题大多是采用基于辐射应力理论 [47]

建立起来的半经验半理论的分析模型。 目前比较典型的 1DH 模型有一类基于动量守恒的模型 [14,26,41-42,44,48] 。
这类模型推导的核心思想是采用沿水深积分且对波浪平均的动量平衡方程, 在破碎带内对方程沿波浪传播方

向进行积分得到, 典型的预测礁坪上波浪增水值的表达式如下 [36] :
η r

H0
= 1

1 + 8 / 3γ2
(1 - K2

r )
0 . 4

(4πγ2) 0 . 4S0 . 2 -
h r

H0

é
ë
êê

ù
û
úú (4)

式中: η r 为礁坪最大增水; H0 为深水波高; K r 为反射系数; S = H0 / gT
2 为深水波陡; h r 为礁坪静水深。

第二类是基于能量流守恒的模型, 例如 Gourlay 和 Colleter[43] 提出礁坪上波浪增水的计算式如下:
η r

T gH0

= 3
64πK p 1 - K2

r - 4πγ2 η- r + h r

H0
( )

2 1
T

η- r + h r

g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H0

η r + h r
( )

3 / 2

(5)

式中: T 为入射波周期; g 为重力加速度; K p 为与礁冠形态有关的礁形参数, 理论变化范围为 0 ~ 1; γ 为礁

坪上的经验破碎指标, Gourlay 和 Colleter[43] 建议的取值为 0. 4。 实际上式(5)在破碎带也运用了辐射应力理

论, 但其未在破碎带内对动量平衡方程进行积分, 而是假设辐射应力的变化发生在一个有效水深 hp 上, 并

且推导出 hp = (1 / K p)(η r + h r), 上述经验参数 K p 则由此引出。 Gourlay 和 Colleter[43] 还将上述模型扩展到了

考虑增水产生波生流的情况, 认为一部分入射波能量转化为了波生流的动能, 以此将波生流引入到方程中。
第三类是基于质量守恒的模型 [49-50] 。 这类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将珊瑚礁冠的阻水效应类比于宽顶堰在明

渠中的阻水作用, 波浪增水相当于堰上水头, 破碎波上爬周期往礁坪方向输送的质量输移流等于波浪回落周

期增水驱动的堰上出流, 并且出流在冠顶应满足临界流, 即礁缘处满足自由跌水的条件。 Yao 等 [50] 提出的

增水计算式如下:
η r + h c

H0
= 3 / 2

(2π2) 2 / 3

[(1 - K r)β]
2 / 3

S1 /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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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 c 为礁冠静水深; β 为不均匀系数, 用来修正非恒定流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 此类模型由于礁冠处

运用了临界流假设, 只能适应冠顶水位较低(低潮位)的情况。

2 . 3　 水平二维(2DH)增水波生流模型

图 4　 理想礁坪-潟湖-裂口系统水平二维环流示意

Fig. 4 Sketch of the 2DH circulation in an idealized
reef-lagoon-channel system

目前对于珊瑚礁-潟湖-裂口 2DH 环流系统的理论模型尚

处于初步研究阶段。 Lowe 等 [13] 首先将 1DH 模型扩展到了

2DH 的 情 况 并 考 虑 到 了 裂 流 的 存 在。 Monismith[16] 和 Yao
等 [51] 则对 2DH 环流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 这类模型核

心思想如下所述: 理想的水平二维珊瑚礁系统由礁坪、 潟湖

和裂口组成, 如图 4 所示, 由于系统的对称性, 可仅取其中

的一半进行研究。 如果给定入射波浪要素特征、 礁坪-潟湖-
裂口耦合系统的几何形状特性和底床摩阻系数, 可通过在不

同区段(A-B、 B-C、 C-D 和 D-E)建立动量和质量守恒方程来

求解出礁坪、 潟湖和裂口中的增水和波生流, 代表了整个系

统的水平环流特征。 该理论模型根据现场观测或物理模型试

验校核后, 可通过改变礁形系数和摩阻系数从理论上分析各

个因素对该系统水平环流规模和强度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 1DH 和 2DH 模型仅考虑波浪相位和水深

的平均效应, 因此尚不能模拟波浪在珊瑚礁上的详细演化过程以及应对比较复杂的礁面形态。 此外, 上述理

论模型主要采用线性波假设来计算辐射应力, 事实上波浪在礁前斜坡上的变浅作用和礁冠处的破碎存在很强

的非线性, 椭圆余弦波浪理论可以作为替代 [36] 。

3　 物理模型试验

3 . 1　 波浪传播变形

现场观测需耗费大量的资源, 并且仅能获取特定时间段某些观测站的数据, 由于珊瑚礁形态和海洋动力

因素的复杂性, 一些学者开始通过可控的物理模型试验来系统地研究波浪与珊瑚礁的相互作用问题。 对于波

浪在珊瑚礁海岸附近的传播变形问题, 国外文献 Gourlay[45] 研究了规则波在陡峭的礁前斜坡和底坡缓变礁坪

上的破碎问题, 结果表明对于所测的单一深水波陡而言, 破碎点位置可由一个非线性参数来描述。 Yao
等 [46] 采用物理模型系统地研究了破碎波类型、 破碎波位置和宽度、 破碎指标等特征随礁坪水深和礁前斜坡

坡度的变化规律, 同时对比了波浪在珊瑚礁上的破碎与平直海岸的异同, 并给出了相关的经验公式。 Yao
等 [44] 在实验室中测量了珊瑚礁礁冠对于波浪传播变形的影响, 发现礁冠的存在使波浪破碎点向远海侧移动;
冠顶越宽, 波浪破碎越剧烈, 破碎带越窄。

在国内文献中, 张庆河等 [52] 利用物理模型试验总结了规则波在台阶地形上的破碎规律。 近 5 年来, 随

着中国南海岛礁大开发战略的进行, 这方面的研究报道迅速增加, 梅弢和高峰 [53] 通过物理模型试验模拟了

常年平均波浪和重现期为 50 年两种波浪条件, 研究了波浪在珊瑚礁上的传播规律及波高变化。 柳淑学等 [54]

在实验室中对规则波和不规则波在珊瑚礁上的破碎及波高变化进行了研究。 丁军等 [55] 通过水池模型试验对

岛礁地形附近波浪传播变形特征进行了分析。 姚宇等 [56] 通过物理模型试验研究了珊瑚礁破碎带附近的波浪

反射、 透射以及能量衰减规律。 柳淑学等 [57] 在波浪水池中对三维波浪在岛礁地形周围的传播特性进行了试

验研究, 发现随着入射波高的增大破碎位置向来浪方向移动, 破碎指标与入射波陡相关, 斜向波浪传播则受

入射角度的影响。 邹丽等 [58] 亦通过波浪水池测量了畸形波在岛礁地形下的演化过程, 发现了地形突变会增

大畸形波发生的概率, 并且畸形波的形成与波群特性有关。
上述国内外物理模型试验研究通常是在小型波浪水槽或水池(比尺 1 ∶ 40 ~ 1 ∶ 20)中进行, 受到比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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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 无法真实复演现场尺度的波浪传播变形过程及其运动特征, 得到的测量结果往往与实际现象存在偏

差, 这是制约珊瑚礁海岸动力学试验研究的一个重要瓶颈, 今后有必要在大型波浪水槽中开展局部精细的大

比尺( > 1∶ 10)岛礁断面模型试验, 可在水槽中复演接近于现场尺度的海洋动力环境, 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比

尺效应的不利影响。

3 . 2　 增水与波生流

相比于波浪在珊瑚礁地形上传播变形研究, 国内外开展的增水和波生流物理模型试验研究相对较少。 最

早的实验室工作可参见文献[59-60], 主要研究了规则波和不规则波作用下礁坪上的增水问题。 Gourlay[49] 首

次开展一系列试验来测量规则波在概化珊瑚礁地形上的增水和波生流, 结果表明增水随着礁坪上水深的降低

而增加, 而波生流却在某一水深处存在着最大值。 Demirbilek 等 [61] 运用物理模型试验研究了风和不规则波共

同作用下的礁坪增水和岸滩波浪爬高, 证实了珊瑚礁的存在对波浪爬高的削减作用。 Yao 等 [62] 研究了礁缘

处礁冠的存在对波浪传播变形和增水的影响, 证明了冠顶水深是控制波浪破碎和增水产生的决定性参数。
Buckley 等 [39] 则对比了光滑礁面和粗糙礁面条件下的波浪增水规律。 国内对此类问题的研究较少, 仅有姚宇

等 [63-64] 研究了礁冠宽度变化对波浪增水的影响, 发现仅在礁冠充分宽的条件下冠顶水深才是控制礁坪增水

的主要因素。 随后姚宇等 [65-66] 开展了物理模型试验, 研究了潮流存在时珊瑚礁海岸附近的波浪增水规律,
并探讨了礁坪上方破碎带内的垂向海底回流。 目前国内外对于珊瑚岛礁海岸波生环流形成机理与分布特征的

试验研究仍停留在水平一维尺度上, 要实现这一方面的突破, 有必要采用港池试验来模拟真正意义上的礁

坪-潟湖-裂口水平二维环流系统。

3 . 3　 低频长波

对于低频长波(又叫亚重力波或次重力波)在珊瑚礁海岸附近的产生和运动问题, 仅有 Nwogu 和 Demir-
bilek[67] 通过物理模型试验系统测量了低频长波的沿礁分布以及在礁后岸滩上的爬高, 指出低频长波从礁冠

到海岸线沿礁增大; 随着礁坪水位的增加, 低频波能量也随之增加; 并通过理论分析证明了礁坪上存在一阶

共振模式。 低频长波是影响珊瑚礁后岸滩波浪爬高并引起洪涝灾害的主要因素, 但目前这方面的物理模型试

验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 需要设计更为精细的物理模型试验来分析低频长波及其共振现象的产生机理和关键

影响因素。

3 . 4　 海啸

众多的观测表明, 海啸波首波与孤立波非常接近, 故学术界通常采用孤立波来模拟海啸波。 Quiroga 和

Cheung[68] 通过物理模型试验研究了粗糙礁面下孤立波的传播变形问题, 发现孤立波在粗糙表面传播会更早

的发生破碎并在礁前斜坡处损耗更多的能量, 而且它在礁坪上的传播速度变缓。 最近 Yao 等 [69] 在波浪水槽

中测量了孤立波在礁坪上的传播变形和礁后岸滩上的爬高, 并考虑了入射波高、 礁坪水深、 潟湖宽度和礁面

粗糙度的影响, 同时提出了预测波浪爬高的经验公式, 并指出礁坪水深与入射波高的比值是控制波浪爬高的

主要参数。 当前海啸波与珊瑚礁地形相互作用的物理模型试验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 同样存在上述比尺效应

的问题, 造成原型波高远小于真实的海啸灾害; 同时如何在实验室生成更为接近海啸的波浪(如 N 波、 溃坝

波等)来代替孤立波, 也是今后的一个改进方向。

3 . 5　 潮流

近年来学者们对潮汐影响下珊瑚礁海岸水动力研究的关注点开始从传统的潮位转向潮流。 仅姚宇等 [65]

通过波流水槽试验采用正反向的恒定流来模拟潮流的影响, 研究了珊瑚礁附近规则波的传播变形、 破碎和增

水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 反向流使波浪破碎点向远海侧移动, 正向流则相反; 正向流造成礁坪上波浪增水减

少, 反向流则促进增水的增长, 增水最大值与潮流流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主要由于正向流会增加波速

和减小波高, 反向流则反之, 即所谓的多普勒效应造成。 总之这方面的实验室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非恒定

流的实现、 波流相互作用的机理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 1 期 姚宇: 珊瑚礁海岸水动力学问题研究综述 145　　

3 . 6　 礁面粗糙度

根据相关现场观测的文献报道, 珊瑚礁礁面糙率往往比沙质岸滩高出 1 ~ 2 个数量级并且空间分布极其

不均匀。 如何在实验室中有效地模拟大糙率的礁面, 国外不少学者做了相应的尝试: Lowe 等 [6] 在实验室中

采用均匀布置的圆柱体阵列来模拟现场存在的鹿角珊瑚, 旨在研究大糙率附近边界层的流动问题; 近年来

Quiroga 和 Cheung[68] 在概化珊瑚礁物理模型表面通过添加均匀长方体木条的方法模拟礁面粗糙度, 研究了糙

率对孤立波的传播、 破碎、 能量衰减以及礁坪上产生涌波的影响; Buckley 等 [39] 在物理模型试验中采用在礁

面上均匀布置小方块体来模拟粗糙的珊瑚礁面, 研究了粗糙礁面对波浪增水的影响; Yao 等 [69] 亦在实验室

中使用不同密度和排列的圆柱体阵列来模拟不同的礁面粗糙度, 重点探讨糙率影响下孤立波在礁坪上传播变

形和在礁后岸滩上爬高的变化规律。 上述物理模型试验尽管取得了一些测量成果, 但往往存在珊瑚礁形、 波

浪要素和礁面糙率之间比尺不协调的问题, 采用大比尺的波浪水槽是解决此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4　 数值模型

4 . 1　 波流耦合模型

数值模型可以克服理论分析和物理模型试验的某些缺陷, 近几十年来在珊瑚礁水动力学研究领域得到了

广泛应用。 对于现场观测尺度(几百米到上千米)范围内的波流模拟, 国外学者们主要借鉴用于砂质海岸的

波流耦合模型来研究珊瑚礁的水动力学问题。 波流耦合模型常包括波浪模块和水流模块, 其中波浪模块一般

通过求解相位平均的波作用量平衡方程得到波浪谱的分布(例如 SWAN), 水流模块则通常通过求解非线性浅

水波方程(例如 Deflt 3D、 MIKE21、 Xbeach 等模型均采用此方法)或其他更复杂的海洋模型(例如 ROMS)来

实现, 同时运用 Longuet Higgins 和 Stewart[47] 提出的辐射应力理论来耦合两个模块。 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假设

波浪和水流的时间和空间演化尺度能很好地分离, 在特定周期和波长上水流几乎恒定不变。 Lowe 等 [34] 首次

采用波流耦合模型 Delft 3D 模拟夏威夷 Kaneohe 湾珊瑚礁海域的环流。 Lowe 等 [70] 随后采用波流耦合模型

MIKE21 以 Kaneohe 湾珊瑚礁和西澳大利亚地区 Ningaloo 珊瑚礁为例研究潟湖和裂口的形态对于珊瑚礁环流

的影响。 Storlazzi 等 [71] 采用 Delft 3D 中波、 流和泥沙的耦合模块, 以夏威夷 Molokai 岛某处珊瑚礁为原型,
揭示海平面上升对珊瑚礁附近水动力和泥沙运动的影响。 Taebi 等 [72] 采用基于耦合了 SWAN 的海洋环流模型

ROMS 较好地预测了西澳大利亚 Ningaloo 珊瑚礁系统内的二维环流, 揭示了驱动环流的各种因素。 Dongeren
等 [22] 使用 XBeach 模型里面的波浪和水流模块分别模拟了短波和低频长波在 Ningaloo 珊瑚礁上的沿礁运动。

现场珊瑚礁的礁形结构和礁面粗糙度复杂多变, 这需要相当高的计算网格精度; 而从礁前斜坡到海岸线

一般距离较大(几百米到数千米), 又需要相当大的计算网格数量。 上述模型的优点在于可以同时兼顾计算

效率和网格精度, 缺点在于对于礁冠附近波浪破碎剧烈的区域, 基于相位平均的波浪模块无法对形成类似明

渠水跃的激波进行有效模拟。

4 . 2　 Boussinesq 模型

对于实验室尺度的问题, 需要对波浪在珊瑚礁物理模型上的时间和空间变化进行更为精细的模拟。 基于

相位识别的 Boussinesq 方程的模型因为兼顾计算精度和计算效率, 近 20 年来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研究

发现改进的 Boussinesq 模型和一些半经验半理论的破碎波模型相结合, 能够很好地模拟规则波、 不规则波和

孤立波在珊瑚礁地形上的演变过程。 Skotner 和 Apelt[73] 最早将一种弱非线性和色散性的 Boussinesq 方程推广

到珊瑚礁地形上, 模拟了规则波的传播变形和增水问题。 Nwogu 和 Demirbilek[67] 采用基于 Nwogu[74] 的 Bouss-
inesq 方程预测了波高和平均水位的沿礁分布、 波谱的演变、 低频长波的产生和岸滩爬高的变化。 随后,
Roeber 等 [75] 、 Roeber 和 Cheung[76] 采用一种基于激波捕捉的 Boussinesq 方程成功地模拟了孤立波在珊瑚礁上

的传播变形问题。 近年来, Shimozono 等 [77] 运用 Boussinesq 方程并结合野外现场观测评估了超级台风海燕与

Samar 岛东部波浪最大爬高的相互关系。 Su 等 [78] 采用基于 Wei 等 [79] 完全非线性 Boussinesq 方程的模型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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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TVD 模拟了实验室中珊瑚礁模型附近低频长波的产生与传播过程。 Fang 等 [80] 采用另一种基于激波捕捉

法的完全非线性 Boussinesq 方程分别模拟了波浪在二维和三维珊瑚礁地形上波高的时间和空间变化。 近年来

国内文献也报道了不少类似的成果 [81-83] 。
笔者在该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例如 Yao 等 [84] 采用了基于激波捕捉和有限体积法的 Boussinesq 模

型模拟了 Yao 等 [62] 的物理模型实验工况, 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更好地模拟礁冠存在时礁坪上增水的产生。 Yao
等 [85] 采用 Yao 等 [84] 的模型初步探索了人工采掘坑存在时波浪在珊瑚礁上的传播变形问题, 揭示了采掘坑对

海岸附近低频长波的削减作用。 最近 Yao 等 [69] 通过添加拖曳力项改进了该模型的控制方程, 并将其运用于

设置了人工粗糙度的物理模型实验, 结果表明该模型能较好地预测孤立波在粗糙礁坪上的传播变形和礁后岸

滩的爬高过程。
由于 Boussinesq 方程的推导基于缓坡假设, 对于地形变化比较剧烈的岛礁, 例如当礁前斜坡十分陡峭或

礁冠形状不规则时, 计算结果较难保持稳定, 因此该类模型通常是通过对这类急变地形做了一定程度的平滑

处理来解决此问题; 其次, 由于 Boussinesq 模型不能直接模拟波浪破碎的发生, 其一般通过耦合半经验半理

论的破碎波模型来实现对波浪破碎的模拟, 例如传统的涡黏模型, 但此模型需要较多的经验参数。 上述基于

激波捕捉的模型可以有效地克服涡黏模型的缺点, 其通过数值耗散来描述破碎波能量的衰减效应, 但对破碎

过程的模拟仍不完全符合实际; 此外, 由于大多 Boussinesq 方程在垂向上做了水平速度为二次多项式分布和

垂向速度为线性分布的假设, 因而在波生流以及海底回流的模拟方面尚不尽如人意, 需要进一步改进; 再

次, 上述学者大都采用的模型是 2 阶和近似 2 阶完全非线性的 Boussinesq 方程, 如何运用色散性能更好的模

型以适应更大的礁前斜坡水深, 也是今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4 . 3　 非静压模型

非静压波浪模型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数学模型, 该模型仍是求解 Navier-Stokes 方程(或欧拉方程), 但其

假定自由表面为单值函数, 可以方便地通过求解沿水深积分的连续方程和运动学边界条件得到。 此类模型比

直接求解 Navier-Stokes 方程执行简单、 计算效率较高; 并可通过分层获得比上述 Boussinesq 更好的色散性

能, 最近提出的基于有限体积的激波捕捉数值方案使其能够捕获波浪破碎而不依赖于经验公式。 国外文献

Torres-Freyermuth 等 [86] 基于非静压波浪模型 SWASH 评估了墨西哥 Puerto Morelos 礁在不同极端波浪影响下短

波、 低频长波以及增水的沿礁变化情况; 随后 Ma 等 [87] 采用基于激波捕捉非静压模型 NHWAVE 较好地模拟

了实验室中珊瑚礁物理模型上波浪的破碎和非线性演变过程, 并运用该模型预测了南中国海太平岛某处珊瑚

礁退化区的低频长波的运动。 国内学者张其一等 [88] 同样运用 SWASH 模拟了典型珊瑚礁地形上的波浪传播过

程, 展示了非静压模型在珊瑚礁地形上良好的适用性。 然而, 由于垂向上的每层仍需求解 Possion 方程, 分

层越多, 数值计算量也会增加, 当将非静压波浪模型用于大尺度的三维问题时, 如何改进计算效率的问题仍

需深入研究; 文献中非静压模型同样采用基于激波捕捉数值耗散的方法来模拟波浪破碎, 未能对波浪破碎中

的物理现象做细致描述, 精确地模拟波浪破碎过程是今后一个改进的方向。

4 . 4　 计算流体力学模型

模拟近岸波浪运动问题的另一种可行方法是采用基于 Navier-Stokes 方程的三维数值模型, 即 CFD(Com-
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方法。 该类模型能很好地克服 Boussinesq 模型和非静压模型的缺点, 特别对波浪破

碎过程的模拟不需要人为干预, 并可更为准确地模拟水平流速的垂向分布和适应复杂的礁形变化。 此方法已

被成功应用于平直海岸 [89] 、 沙坝 [90] 、 潜堤 [91] 、 海墙 [92] 以及红树林海岸 [93] 附近波浪的传播变形问题。
Hearn[94] 的研究综述指出运用 CFD 方法来模拟波浪与珊瑚礁地形的相互作用是珊瑚礁水动力学领域数值模拟

研究的发展方向, 但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 相关研究报道甚少。 Franklin 等 [95] 首次基于 Demirbilek 等 [61] 的

实验数据采用基于雷诺平均的二维湍流模型, 研究不同礁面粗糙度对增水和波生流的影响, 结果表明波浪增

水随着粗糙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加, 波生流则受底部粗糙度影响较大。 姚宇等 [96] 基于 Navier-Stokes 方程利用

OpenFOAM 开源程序包建立三维波浪数值水槽, 采用大涡湍流模型成功地模拟了孤立波在珊瑚礁礁前斜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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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浅化、 礁冠附近的破碎以及破碎波在礁坪上的演化过程。 运用 CFD 方法对规则波和不规则波的三维数值

模拟, 由于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量的计算资源, 尚未见相关文献报道。 当然除了上述 4 种模型外, 还有一

些模型也被较少地应用于实验室尺度的珊瑚礁附近波浪运动的模拟, 例如折射绕射模型 [97] 、 基于缓坡方程

的模型 [98] 和频谱模型 [99] 等。

5　 结论与展望

珊瑚礁水动力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不仅为珊瑚礁海域生态系统的维护和海岸线的演变提供一定的

理论参考, 还能为海岸的防灾减灾以及岛礁工程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本文从现场观测、 理论模型、
物理模型试验和数值模型 4 个方面, 总结了国内外珊瑚礁水动力学的研究现状, 分析了当前现场观测和物理

模型实验主要集中研究珊瑚礁海岸附近波浪的传播变形、 波浪增水和波生流、 海岸低频长波运动、 海啸波的

作用等几个方面; 同时应更关注潮流和海床粗糙度对上述波浪演化过程的影响。 理论分析模型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对波浪传播变形、 波浪增水和波生流的预测。 数值模拟主要采用基于相位平均的波流耦合模型来模拟现

场尺度的问题和采用基于相位识别的 Boussinesq 模型、 非静压模型以及 CFD 模型来模拟实验室尺度的问题。
本文指出今后中国对珊瑚礁水动力学的研究可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现场观测: 通过几十年的积累, 国外文献中已经存在大量的观测数据, 研究地点遍及太平样、 印度

洋、 加勒比海、 地中海等全球各地的珊瑚礁。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南中国海地区珊瑚礁观测数据相对比较缺

乏, 为了满足中国岛礁工程建设和保护已建人工岛的现实需求, 该项工作亟待深入研究。
(2) 理论分析: 传统的模型主要采用线性波假设来计算破碎波的辐射应力, 今后应侧重考虑非线性波浪

理论, 同时对模型中摩擦系数的率定需考虑更为复杂的海洋动力环境, 例如潮流存在的情况。
(3) 物理模型试验: 现有的物理模型试验大都集中在狭长的波浪水槽中进行, 仅有少数试验通过简化方

法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沿岸效应, 普遍存在着比尺效应问题。 未来应考虑通过大型波浪水槽和港池试验来更为

真实地复演现场尺度的三维水动力问题。
(4) 数值模型: 采用 CFD 方法对波浪与珊瑚礁相互作用的过程进行精细化模拟是今后数值模型的发展

方向, 如何改进计算效率以适应更大尺度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突破。 对于一些局部的问题, 例如波浪与岛礁上

的建筑物相互作用问题, 除了现有的方法外, 采用更为精细化的模型(例如 SPH 模型)亦是今后的一个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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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coral reef hydrodynamics∗

YAO Yu1,2

(1 . Schoo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114, China;
2 . Key Laboratory of Water-Sediment Sciences and Water Disaster Prevention of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114, China)

Abstract: Coral reef hydrodynamic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involving the knowledge of ecology, environment,
geology and engineering. This subject not only offer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ecosystem protection and the coast-
line evolution around the reef island, but also serves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or the reef-coast hazard prevention
and the reef-isl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this study,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as well as the
authors previous work, the state-of-the-art research advances on coral reef hydrodynamics are summarized in view of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eld observ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laboratory experimen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research prospects are subsequently provided as follows: the field observation could focus on those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could attempt to use the nonlinear wave theory, the laboratory experiment could
reproduce the hydrodynamics at field scale based on the large-scale wave flume as well as the wave basin, and the nu-
merical simulation could turn to the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 CFD) to simul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ve
and reef at finer scale. This study serves to guide the future relevant researches on coral reef hydrodynamic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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