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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江苏沿海辐射沙脊群在国内潮成沙体中较为罕见, 有关辐射沙脊形成的动力机制已有定论, 但对其形成时

间和物质来源说法不一。 运用长时间尺度动力地貌过程数学模型复演了辐射沙脊群形成演变过程, 结果表明: 江

苏岸外辐聚辐散的流场不依赖于局部海底地形而独立存在; 不同初始地形下只要泥沙供给充足, 经过 150 年左右潮

流动力对地形不断塑造, 辐射状“水道-沙脊”相间的地貌格局都能基本形成; 辐射沙脊群是废黄河北归约 150 年后,

随着废黄河水下三角洲不断被侵蚀, 辐聚辐散的潮流对不同来源物质重新塑造的结果, 是动力-泥沙-地形相互作用

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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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岸外辐射沙脊群(又称辐射沙洲、 岸外沙洲)是中国大陆架浅海所特有的大型沙体组合, 这些沙质

堆积体储存着海岸演变、 河口环境、 海平面变化、 区域及全球环境变化的各种信息 [1-2] , 完整记录了全新世

海侵以来全球海平面的变动, 反映了黄河变迁的历史及其对中国海岸的影响, 反映了太平洋西海岸特殊的水

动力条件 [3] , 是研究陆海相互作用、 区域及全球环境变化的理想载体 [4] 。 自南黄海辐射沙脊群被发现后,
这一特殊地貌便一直被海洋地质学家和物理海洋学家所关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海岸带资源调查、
沿海及大陆架地区钻探等工作的开展以及东中国海潮波系统数值模拟的逐步深入, 专家学者对辐射沙脊群现

状格局、 形成动力机制、 物质来源、 形成时间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于江苏岸外潮流沙脊群形成过程与动力

机制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有关辐射沙脊群形成的动力机制已有定论, 即辐射状潮流场是其形成和维持的动

力 [5-7] , 以弶港为波腹点(顶点)辐聚辐散潮流系统的形成, 主要由江苏海岸, 尤其是山东半岛南岸岸线的位

置及轮廓决定 [8-9] , 地形、 水深的变化对东中国海潮波系统的影响很小 [10] 。 但对其形成时间各家说法不一,

时间跨度从 10 000 年到 100 年 [11-14] 。 对其形成的物质来源研究者大多从沉积物的粒度、 矿物组成等角度进

行推测, 未有定论 [15-18] 。 现有研究已探讨了辐射沙脊群的演化趋势, 但在沙洲演化的时空特征等方面不够

深入, 缺少相应的数学模型与之相验证; 开展了水动力数值模型研究, 取得了很大成果, 对南黄海海域潮波

性质、 形成过程以及沙脊形成的水动力机制等方面都有了深刻认识, 但沉积物模拟相比水动力模拟更为复

杂, 加上辐射沙脊群规模宏大, 地形地貌变化强烈, 对于辐射沙脊群区沉积物输运和长时间尺度地貌模拟方

面的研究较少 [19-20] 。 本项研究拟建立辐射沙脊群海域水动力和长时间尺度地貌演化模型, 运用长时间尺度

数值模拟技术复演辐射沙脊群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探讨辐射沙脊群形成时间和物质来源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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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概况

辐射沙脊是江苏海岸特有的地貌类型, 北起射阳河口, 南至长江口, 南北长 200 km, 东西宽 140 km。
大致以东台市弶港为顶点, 有 10 余条长条状分布的大型水下沙脊群呈 150°扇面向北、 东北、 东和东南方向

辐射状分布。 据统计, 在低潮时出露沙洲总数约 70 个, 理论深度 0 m 以上沙洲总面积近 2 200 km2, 0 m 以

上面积在 1 km2以上的沙洲约 50 个, 其余为水下沙脊。 江苏岸外辐射状沙洲分布范围广、 规模大、 水动力条

件及形成过程复杂, 为世界罕见(图 1)。

2　 研究方法

2 . 1　 数学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本文使用国际上先进的 Delft3D 模型系统(版本: Delft3D Open Source 4. 0061), 该系统整合了水动力、
物质输运、 水质、 生态、 波浪和地貌等多个子模块, 目前全部子模块已完全开源化, 可用于河口海岸水动

力、 沉积物输运、 地貌演变、 水质变化等方面模拟 [21] 。

2 . 1 . 1　 模型范围及网格

黄海是一个半封闭的陆架浅海, 其西、 北侧为中国大陆, 东侧为朝鲜半岛, 西北与东南分别与渤海、 东

海相通。 为了准确模拟潮波在朝鲜半岛、 山东半岛和江苏岸线边界下传播及其在南黄海辐聚辐散的特征, 先

进行了东中国海潮波数学模型计算, 该模型计算范围包括了台湾海峡、 东海、 黄海和渤海, 大洋潮波开边界

取在琉球群岛和台湾海峡。 模型区域为东经 117° ~ 131°、 北纬 24° ~ 41°, 模型网格尺度为 2′ × 2′。 在此基础

上, 建立南黄海潮流泥沙数学模型, 模型范围从山东青海角到浙江台州附近, 包括了整个江苏海岸(图 2),
局部模型网格尺度最大1 000 m, 最小为 500 m。

图 1　 辐射沙脊群区位

Fig. 1 Location of the radial sandbanks

　 　 　

图 2　 模型计算范围

Fig. 2 Range of mathema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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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2　 模型主要参数

南黄海潮流模型开边界采用 8 个主要分潮调和常数控制(M2、 S2、 N2、 K2、 K1、 O1、 Q1、 P1 ), 调和常

数由东中国海模型计算结果经调和分析得出, 并根据验证结果对边界不断进行修正。 局部潮流泥沙模型采用

在线耦合(on-line)的方式完成水流-泥沙相互作用, 即在每个计算步长内的冲淤变化实时更新地形, 水流计

算亦能根据实时地形自行调整。 由于一个水流计算步长内地形变化与长时间尺度地貌演变相比非常小, 为节

省计算时间, 不需要每个水流计算后都更新地形。 可以假设在 N 个水流计算步长内海底地形不变, 计算该

地形下的流场变化、 沉积物输运率、 海底地形变化, 从而得到新的地形, 为下一个周期计算提供初始地形,
如此不断循环完成长时间尺度地貌演变的计算, 即采用地貌加速因子方式实现长时间尺度地貌过程模拟 [21] 。
本文分别采用加速因子 150 倍、 200 倍、 300 倍进行试算, 计算结果显示 150 倍和 200 倍的计算结果基本一

样, 300 倍相差较大, 模型最后采用的地貌加速因子为 200 倍, 模型主要参数见表 1。

表 1　 模型主要参数

Table 1 Main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参数 赋值 备注

开边界 采用 8 个分潮控制 东中国海模型提取潮位, 调和分析得出

空间步长 500 ~ 1 000 m

时间步长 30 s

沉积物粒径 D50 : 0. 01 ~ 0. 02 mm 根据黄海海域实测资料统计得出

泥沙沉降速度 0. 05 cm / s

临界侵蚀切应力 0. 5 ~ 1. 0 N / m2

临界沉降切应力 0. 1 ~ 0. 5 N / m2

糙率(曼宁系数) 0. 014 ~ 0. 022 之间, 随水深变化

地貌加速因子 200 倍 实际潮位计算 1 年

2 . 1 . 3　 模型验证

选取《英国潮汐表》中本区域内 91 个验潮站的 M2、 S2、 K1、 O1 4 个分潮的调和常数作为验证资料, 对大

范围东中国海潮波模型进行验证, 潮流的相位与验证资料基本一致。 南黄海潮流数学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该

海域辐聚-辐散的潮流动力场特征, 能够反映研究海域的潮流运动特征和天然流场, 数学模型验证的详细结

果见文献[22]。 长时间尺度模型模拟对象为各种海岸地貌类型长时间尺度下的发育演变, 短时间尺度下的

过程显得相对次要, 因此, 其验证方法与短时间尺度模型有所不同, 其验证方法可以为模拟结果与实测地貌

形态的比较和与经验 / 半经验模型或其他长时间尺度模型结果之间的相互验证 [23] 。 本项研究含沙量采用 2014

年 5 月辐射沙洲北部滨海港海域和南部洋口港海域实测的含沙量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 率定泥沙模型的主要

参数。 验证结果显示含沙量量级和波动过程与实测基本一致(图 3)。 另外模型还将计算地形结果(80 年后)

与 1950 年实测地形进行地貌形态对比。 计算结果显示(80 年后): 废黄河口外水下沙洲已基本侵蚀殆尽, 在

射阳至弶港海域发育西洋水道和大型沙体(东沙); 弶港岸外沙洲不断并陆形成蒋家沙、 毛竹沙; 在辐射沙

翼南部发育小庙洪水道、 冷家沙和乌龙沙。 数模计算的地形结果与 1950 年海图显示辐射沙洲外海水道-沙洲

分布形态和格局基本一致(图 4)。

2 . 2　 初始地形设置

(1) 斜坡地形 　 为探讨辐射沙脊群形成过程, 首先设置一个理想的斜坡地形, 将江苏海岸滨海至启东协

兴港海域 - 20 m 水深区域地形设置成斜坡, 水深从岸线开始逐渐由 0 m 过渡到 - 20 m, 坡度为 0. 22‰(图

5), 将此地形作为模型计算初始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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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计算与实测的大潮期含沙量对比

Fig. 3 Observed and calculated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s during spring tide

图 4　 计算与实测的地形对比

Fig. 4 Comparison of observed and calculated top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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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古海图地形 　 黄河夺淮入黄海期间三角洲顶端岸线向海淤进约 90 km, 同时也发育了向海延伸上百

公里水深小于 15 m 的水下三角洲。 黄河北归后岸线快速后退, 水下三角洲至今已侵蚀殆尽, 目前 - 15 m 等

深线距岸最近处仅约 4 km。 废黄河水下三角洲被侵蚀后的泥沙向南运移, 参与辐射沙脊群的形成。 因此, 在

复演辐射沙脊群形成过程中, 初始地形考虑废黄河口外地形十分必要。 据清雍正二年(公元 1724 年)陈伦炯

的《江苏沿海全图》及目前有关江苏岸外沙洲最早德文版海图(1872 年)记载, 苏北黄河口外分布大片浅滩,
在灌河口与双洋河口之间发育了与入海线路方向一致的河口指状沙嘴—五条沙, 五条沙外面又接有大沙, 大

沙是黄河口外沙洲水下延伸部分, 大致呈东西延伸, 沙体狭长, 尾部向东北伸展极远, 且局部已淤出水面。
为此模型根据文献记载, 大致恢复黄河北归前废黄河口外地形, 辐射沙脊群区域考虑零星的沙洲分布, 以此

地形作为初始地形, 再进行模拟(图 6)。

图 5　 斜坡地形

Fig. 5 Slope topography
图 6　 古海图地形

Fig. 6 Topography base on ancient chart

3　 结果分析

3 . 1　 不同初始地形下流场特征

现状地形下, 涨潮时辐射沙脊群区域水流呈辐聚状分布, 水流主要顺几大潮汐水道(西洋、 陈家坞槽、
苦水洋、 黄沙洋、 烂沙洋、 小庙洪等)进入辐射沙脊群中心区域。 落潮时水流以弶港为核心向外辐散, 且潮

流受地形约束显著, 潮流顺着几大潮汐水道呈辐射状向外。 从流速强度分布来看, 在外海 30 m 以深区域流

速较小, 辐射沙脊群潮汐水道内流速较大, 最大流速可达 2. 0 m / s 左右, 水道两侧及近岸浅滩区水流强度相

对较小(图 7(a)和图 7(b))。
将现状地形修改成斜坡后(坡度 0. 22‰), 辐射沙脊群区域涨潮时仍然表现成 150°扇形向弶港汇聚, 落

潮向外海辐散特点。 但水流强度分布有所变化, 斜坡地形下涨落潮最大流速仅为 1. 2 ~ 1. 4 m / s, 相比现状

地形有所减小, 且其分布也相对较为均匀(图 7(c)和图 7(d))。
地形为古海图地形状态下, 辐射沙脊群区域分布零星的沙洲, 在沙洲之间通道区域流速较大, 最大流速

也可达 2. 0 m / s。 沙洲区域及近岸区域流速较小, 但整体流态仍然为辐聚辐散特点(图 7(e)和图 7( f))。
不同初始地形下流场计算结果显示: 辐射沙脊群区域不管初始地形为辐射状还是斜坡状, 其整体流场特

征均表现为以弶港为顶点, 以 150°扇形向外辐散和向弶港汇聚, 并不以地形改变而改变。 但同时不同地形

下水流强度分布有明显的差别, 斜坡地形下水流强度在平面位置上分布较为均匀; 浅滩深槽相间地形下, 通

道内流速较大, 浅滩上流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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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地形下的涨急、 落急时刻流矢图

Fig. 7 Flow vector of flood tide and fall tide based on the different topography

3 . 2　 初始地形为斜坡时地貌过程模拟结果

将辐射沙脊群区域地形修改成由岸向外海均匀变化地形(图 5), 进行长周期泥沙输运和地貌演变数值计

算, 结果显示(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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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初始地形为斜坡时地形模拟结果

Fig. 8 Results of topographic simulation under sloping conditions with initial top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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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20 年间, 主要地形变化表现为辐射沙脊群近岸区域, 特别是弶港近岸区开始出现小的潮沟, 方向与

落潮流方向一致, 垂直岸线; 滨海废黄河口突出岸段近岸区域侵蚀较为严重。
20 ~ 50 年间, 从大丰到遥望港岸段近岸区域, 垂直岸线发育的潮沟和水下沙脊不断延长; 在废黄河口

至大丰岸段外出现南北向大型潮汐水道(现西洋水道区域), 在水道外侧形成南北方向的沙脊(现在东沙区

域)。 南翼启东吕四岸段也开始出现西北-东南向大型潮沟(现小庙洪水道位置)。
50 ~ 80 年间, 潮汐水道规模继续增大, 沙脊继续延长。 同时在水深较大区辐射沙脊群东北区域(现在毛

竹沙、 外毛竹沙), 也开始发育。 北翼的西洋水道和东沙形态已基本形成; 南翼小庙洪水道和腰沙、 冷家沙

水道也初步形成。
80 ~ 120 年间, 辐射沙脊群南翼区域水道沙洲变幅较小, 北部还在继续发展, 特别是毛竹沙和外毛竹沙

区域沙脊还在不断增高、 增大, 到 120 年后毛竹沙区域沙脊已经出水, 且两侧发育出大型的潮汐水道。
120 ~ 150 年间, 废黄河三角洲区域已经被冲刷至水深 - 15 m; 射阳至大丰港岸外发育大型潮汐水道,

水道外侧形成南北向的沙脊。 在辐射沙脊群中心区域, 弶港外海形成滩面较高浅滩, 弶港东北侧发育两组大

型的沙脊, 沙脊之间为大型潮汐水道。 辐射沙脊南翼, 几组大型潮沟和沙脊组合与现代地貌特征基本吻合。
可见经过 150 年左右水沙环境相互适应和调整, 原始地形为斜坡状态下, 辐射沙脊群基本形态已经形成。

200 年后, 辐射沙脊群的基本形态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几大潮汐水道和沙脊位置基本没变化, 只是东

沙、 毛竹沙和外毛竹沙等东北侧沙体还在逐渐延长, 沙脊滩面在不断加高。

3 . 3　 初始地形为古海图时地貌过程模拟结果

将辐射沙脊群区域地形大致恢复至黄河北归前地形(图 6), 进行长周期泥沙输运和地貌演变数值计算,
结果显示(图 9):

0 ~ 20 年间, 地形变化主要为废黄河口外五条沙及大沙的侵蚀, 零星浅滩区域也发生侵蚀, 辐射沙脊群

外海泥沙逐渐向近岸汇聚, 弶港附近近岸浅滩不断淤高。
20 ~ 50 年间, 废黄河口外大沙和五条沙形态基本不存在, 被冲刷的泥沙向南搬运到滨海至大丰之间海

域, 形成西北、 东南向的沙脊, 同时在沙脊西侧靠岸区段形成大型潮沟(现在西洋水道)。 此时辐射沙脊群

区域零星沙洲也不断受到侵蚀, 沙洲形状开始与潮流方向一致, 有些零星沙洲被侵蚀, 有些沙洲相互合并。
弶港附近浅滩继续淤高, 南翼腰沙、 冷家沙和小庙洪水道沙洲组合已初步形成。

50 ~ 80 年间, 辐射沙脊群内缘区不断增高, 近岸高滩逐渐形成; 弶港附近条子泥高滩也逐渐形成。 废

黄河口岸外沙洲逐渐向南迁移, 射阳岸外水道继续冲深, 东沙的沙体继续增大。
80 ~ 120 年间, 废黄河口外水下三角洲基本已被侵蚀殆尽, 五条沙和大沙等沙脊群随着水下三角洲的大

面积冲蚀而夷平、 消失, 原水下三角洲区域成为水深 12 ~ 14 m 的平坦的深水区。 辐射沙脊群东北部的毛竹

沙及外毛竹沙开始发育, 岸外零星沙滩开始归拢, 组合成大型沙洲。
120 ~ 150 年间, 辐射沙洲北翼从滨海到大丰发育水深超过 15 m 的大型潮汐水道(现西洋水道位置), 水道

外侧为东南方向的沙脊(现东沙位置)。 辐射沙脊群中心区域, 弶港外侧形成高滩; 弶港东北侧发育两组大型的

沙脊, 沙脊之间为大型潮汐水道。 辐射沙脊南翼, 几组大型潮汐水道和沙脊组合与现代地貌特征基本吻合。 可

见经过 150 年左右水沙环境相互适应和调整, 原始地形为古海图状况下, 辐射沙脊群的基本形态已经形成。
200 年后, 辐射沙脊群基本形态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同样也只是东北侧毛竹沙和外毛竹沙还在逐渐增

大, 沙脊滩面在不断加高。
可见初始地形为黄河北归前地形时, 废黄河口外分布着宏大水下沙洲三角洲, 经过 120 ~ 150 年侵蚀,

水下三角洲基本被侵蚀殆尽, 被侵蚀的泥沙大部分向南搬运, 很少向北进入到海州湾。 向南搬运的泥沙在辐

聚辐散的流场不断塑造下, 形成辐射沙脊群北翼的沙脊。 北翼的东沙-西洋水道和南翼的腰沙-小庙洪水道沙

洲组合最早形成, 而东北部毛竹沙和外毛沙等形成时间相对较晚。 相比初始地形为斜坡地形, 其最终形态上

与现状沙脊群分布更为相似。 两种初始地形下, 到达与现代沙脊群相似时间也基本为 150 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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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初始地形为古海图时地形模拟结果

Fig. 9 Results of topographic simulation with the initial topography as the paleo-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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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4 . 1　 辐射沙脊群形成水动力机制

有关辐射沙脊群的形成动力机制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局部地形决定了辐射状潮流, 苏北地

区沙脊群以弶港为顶点呈辐射状分布, 特殊的岸线与海底地形控制了潮流场, 使潮流场产生辐聚和辐散, 这

一特殊地貌形态是导致潮流辐聚辐散的根本原因 [18] 。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辐射状潮流产生与局部地形无关,
而是由客观存在的辐射状潮流场结合充足的泥沙供应塑造成辐射沙脊群, 以往及本次数学模型计算结果均显

示 [9-10] : 江苏沿海为正规半日潮, 潮波从东海传入黄海时, 在南黄海南部为前进波, 当北上遇山东半岛海岸

反射后形成左旋的旋转潮波, 此潮波波峰线大致在弶港岸外蒋家沙一线与继续进入的东海前进波波峰线辐

合, 形成潮差大(5 ~ 7 m)、 潮流流速大(1. 5 ~ 2. 0 m / s)的辐聚辐散水流。 江苏岸外辐合的潮波系统, 是大

洋潮波在朝鲜半岛、 山东半岛和江苏岸线构成的独特边界下传播的必然结果; 辐聚辐散流场在任何地形下均

存在, 辐射状潮流场不依赖于局部海底地形而独立存在, 潮流与地形关系中, 潮流是主控因素。

4 . 2　 辐射沙脊群形成物质来源

辐射沙脊群独特的水动力环境具备形成辐射沙脊条件, 但还需要充足泥沙来源。 关于江苏岸外潮流沙脊

群物质来源, 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焦点, 归纳起来主要为: ① “长江物源论”, 认为潮流沙脊群是在古长江

水下三角洲基础上发育起来的, 物质来源主要是长江泥沙 [16] ; ② “长江、 黄河物源论”, 认为潮流沙脊群是

在古长江、 古黄河水下三角洲基础上发育起来的, 物质来源于长江与黄河 [13,15] ; ③ “长江、 黄河、 淮河物源

论”, 认为潮流沙脊群是在古长江、 古黄河、 古淮河三角洲基础上发育而成的, 物质来源于长江、 黄河与淮

河 [17-18] , 不同的观点说明潮流沙脊群物质来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公元 1128 年黄河夺淮入黄海以来河口岸线向海推进约 90 km, 并在斗龙港至灌河口之间 100 多公里的岸

线上堆积形成向海最大延伸约 100 km、 水深小于 15 m 的水下三角洲, 且岸外发育五条沙 [24-25] 。 1930 年英版

海图及 1937 年日版海图显示, 水下三角洲形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10 m 水深线向岸方向移动了 40 ~
50 km, 距岸距离仅仅 20 km 左右, 水深线走向逐渐和潮流主轴方向一致。 五条沙和大沙等沙脊群随着水下

三角洲的大面积冲蚀而夷平、 消失, 原范围成为水深 12 ~ 14 m 的平坦的深水区。 - 10 m 等深线距岸仅

20 km左右, 河口区的水下三角洲被大面积冲刷。 本次长时间尺度地貌模拟结果也显示: 黄河北徙注入渤海

后, 由于大量物质供应源的断绝, 废黄河口岸外五条沙不断被侵蚀, 侵蚀泥沙主要随南下沿岸流向南搬运,
成为辐射沙脊群北翼沙洲和中部潮滩淤长的主要物质来源。

近几十年来水下地形及遥感影像资料对比显示 [26-27] , 辐射沙脊群及水道还在不断变化, 北侧西洋深槽

在不断扩展、 加深; 南翼烂沙洋, 小庙洪主要潮汐水道主轴南移 [25] ; 毛竹沙和外毛竹沙还在不断向西北方

向增长。 这说明辐射沙脊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调整当中, 动力一直在改造地形, 同样地形又反过来影响动力

环境。 形成辐射沙脊的物质不是一次性搬运而来的, 组成潮流沙脊群的物质实际上是潮流沙脊群分布区及其

周围地区各种类型的沉积物以及在沙脊群育过程中各种动力(包括河流、 潮流、 海流、 风暴流及风等)输入

物质的混合物, 不仅包括长江、 黄河、 淮河三角洲沉积, 而且还包括潮流沙脊发育之前分布于沙脊群所在区

域及其周围区域的潮坪沉积、 河床沉积、 浅海沉积、 滨岸沉积等各种类型的沉积物 [11] , 现状沙脊群是各种

来源混合物泥沙受动力环境改造的结果。

4 . 3　 辐射沙脊群形成时间

关于江苏岸外潮流沙脊群开始发育的时间, 同样有很大分歧, 从 10 000 a BP[11] 、 8 000 a BP[12] 、 7 000 ~
5 000 a BP[13] 、 到近 2000 年 [17] 不等。 也有人认为在黄河于 1128 年夺淮入海之前江苏海岸为沙质堡岛海岸,
江苏中部岸外沙脊群的出现仅仅是 1128 年以后的事情 [14] 。 以往辐射沙脊群形成时间多基于形成物质的测年

数据得出的, 而辐射沙脊群形成物质来源是多源的, 而且所形成的泥沙受多次海洋动力环境的改造, 基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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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测年得出的辐射沙洲形成时间差别和跨度较大。 数值模拟表明 10 000 ~ 8 500 a BP 之间, 江苏岸外潮流

沙脊群发育的动力条件已经具备形成辐射沙脊的条件 [10,19] , 但 1855 年黄河北归前海图显示, 辐射沙脊群区

域海域只是零星的沙洲分布, 并未形成像目前这样规模宏大的辐射沙脊-水道相间的地貌格局 [24,29] 。 长时间

尺度地貌模型计算结果显示: 随着黄河北归, 外来泥沙的断绝, 废黄河水下三角洲不断被侵蚀, 向南搬运,
成为辐射沙脊群北翼沙脊的重要泥沙来源。 同时辐射沙脊群原有沙洲在辐射状潮流场的不断塑造下, 沙洲被

不断搬运、 组合, 150 年后才形成现在辐射状地形格局。

5　 结　 　 论

(1) 辐射状潮流场不依赖于局部海底地形而独立存在, 但同时不同地形下水流强度分布有明显的差别,
斜坡地形下水流强度在平面位置上分布较为均匀; 浅滩深槽相间地形下深槽内流速较大, 浅滩上流速较小。

(2) 黄河北归后, 废黄河口外的五条沙和大沙等水下三角洲的大面积冲蚀、 夷平、 消失, 原范围成为水

深 12 ~ 14 m 平坦的深水区。 废黄河口被冲刷的泥沙向北进入海州湾较少, 绝大部分都进入到辐射沙脊群区

域。 黄河北归前入海泥沙及遗留的规模宏大的水下三角洲泥沙是辐射沙脊群北翼沙洲形成的重要物质来源之

一, 对辐射沙脊的发育和维持起着重要作用。
(3) 辐射沙脊群物质来源复杂多样, 组成潮流沙脊群的物质实际上是潮流沙脊群分布区及其周围地区各

种类型的沉积物以及在沙脊群发育过程中各种动力搬运物质的混合物。 辐射沙脊群现有地貌格局是废黄河北

归 150 年后, 辐射沙脊群区特殊的水流动力对不同来源物质的重新塑造, 是动力-泥沙-地形相互作用的

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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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geomorphological modeling 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radial sand ridges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off Jiangsu Coast, China∗

CHEN Kefeng1, ZHENG Jinhai2, LU Peidong1, WANG Yanhong1, ZHANG Chi2, WANG Nairui1

(1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Nanji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210024, China; 2 . River and Harbor Engineering Department,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The radial sand ridges ( RSRs) along the coast of Jiangsu Province are a rare form of tidal sand body.
Some inferences have been made on the hydrodynamic mechanisms of radial sand ridges formation; however, opin-
ions on their formation time and sediment origin source differ. In this study,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radial sand
ridges were simulated by a long-time-scale dynamic geomorphologic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sand flow field outside the coast of Jiangsu province existed independently without the influence of
seabed topography. In different initial topographies, the radial “ channel-sand ridge” geomorphological pattern is
formed by tidal power in around 150 years as long as there is sufficient sediment supply. Because the abandoned
Yellow River flowed northwards 150 years ago, the Yellow River underwater delta continues to be eroded. The radial
sand ridges are the result of re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sediment sources from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flow and are
the products of dynamic-sediment-topographic interaction.
Key words: radial sand ridges; Abandoned Yellow River Delta; geomorphological model; long-time-scale; South

Yellow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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