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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沼潮滩生物动力地貌演变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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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盐沼潮滩作为滨海湿地的一个重要类型ꎬ 为河口海岸地区提供了多种关键的生态服务功能ꎬ 具有重要的社

会、 经济与生态价值ꎬ 其地貌演变规律的认知是海岸带保护修复和科学管理的基础ꎮ 回顾国内外近一个世纪以来

针对潮滩动力地貌过程的研究工作ꎬ 发现研究热点已逐渐从传统的研究潮滩水￣沙￣地貌相互作用过渡到探索植物、
动物、 微生物等生物作用与动力、 地貌之间的互馈机制ꎬ 涉及海岸动力学、 地貌学、 沉积学、 环境生态学等多个学

科ꎬ 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前沿研究领域ꎮ 归纳了盐沼植被与潮滩多种因子的相互作用ꎬ 总结了常用的盐沼潮滩地貌

演变模拟手段及取得的机理认知ꎬ 并提出今后在生物作用、 陆海耦合动力地貌模型研发等方面的科学问题和发展

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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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滩是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海陆营力相互作用的前沿地带ꎬ 在保护海岸湿地环境资源、 维系海洋

生物多样性、 提高海岸防护能力、 固存蓝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在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蓝色海湾

整治和海岸带保护修复行动等背景下ꎬ 滨海潮滩湿地保护与修复日益成为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焦点ꎮ 潮

滩中上部多分布着耐盐植被ꎬ 如盐沼、 红树林等ꎬ 构成潮滩湿地系统ꎬ 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主要以周期性被

潮水淹没的草本植物盐沼分布最为广泛ꎬ 其多发育于潟湖、 海湾等半封闭的低能海岸或细颗粒泥沙供给丰富

的河口三角洲、 平原海岸等ꎮ 盐沼潮滩湿地是生物生产力最丰富、 蓝碳固存最高效的生态系统之一ꎬ 世界范

围盐沼植物优势种有米草属、 盐角草属、 盐草属和灯心草属等ꎮ 中国沿海的盐沼分布十分广泛ꎬ 常见于辽东

半岛东部、 渤海湾、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等地[１￣２]ꎬ 本地原生物种有芦苇、 盐地碱蓬、 藨草、 海三棱藨

草等ꎬ 引入的外来物种主要有大米草、 互花米草ꎬ 其中互花米草至 １９７９ 年引种以来迅速在中国沿海潮滩蔓

延ꎬ 已成为中国淤泥质海岸潮滩的主要物种之一ꎬ 其引入的利弊分析一直是讨论的热点[１]ꎮ
从近年来发表在 Ｎａｔｕｒｅ 或 Ｓｃｉｅｎｃｅ 等顶级期刊上的国际引领性成果来看ꎬ 河口海岸潮滩系统动力地貌学

的研究已从传统的水￣沙￣地貌三者的相互作用逐渐过渡到考虑全球变化背景下的耦合机制[３￣５]ꎬ 具有多学科

交叉、 融合的特点ꎬ 涉及包括海岸动力学、 地貌学、 沉积学、 环境生态学、 生物学等多个学科ꎬ 对这一区域

的研究已逐渐从传统的单一学科视角过渡到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ꎬ 形成了一些新的学科发展方向ꎬ 其中“生
物动力地貌学”(Ｂｉｏ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自 Ｖｉｌｅｓ 于 １９８８ 年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ꎬ 近 ３０ ａ 来发展

尤为迅速[６￣７]ꎬ 生物动力地貌学的研究将生物学、 生态学的知识用于解释和分析地貌演化规律ꎬ 极具创新性

和挑战性ꎮ 就河口海岸这一研究区域来说ꎬ 潮滩生物动力地貌学在传统的水￣沙￣地貌关系基础上ꎬ 进一步考

虑海岸带动物(如贝类、 鱼类、 鸟类等) [８]、 微生物(藻类、 菌类等) [９]及耐盐植被(如盐沼、 红树林等) [１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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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沙￣地貌的作用以及水￣沙￣地貌对生物的反作用ꎮ
作为潮滩湿地分布最广泛的生物类型之一ꎬ 盐沼植被由于其生物特性引起的如弱流、 消浪、 固沙等生

物￣物理效应(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对于潮滩地貌演变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ꎬ 而潮滩水动力、 泥沙动力等因子对

于植被的生长、 消亡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此外ꎬ 盐沼植被为大量野生动物、 底栖动物以及微生物提供了

宝贵的栖息地ꎬ 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ꎬ 各类共生生物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和作用ꎮ 尽管中国一些学

者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意识到盐沼植被与地貌之间的双向动力反馈机制ꎬ 指出研究潮滩地貌演变与盐

沼植被区域变化是不可割裂的[１１￣１４]ꎬ 但是限于过去认知水平和观测、 计算能力ꎬ 中国在本领域开展系统的

科学研究时间还不长ꎮ 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 海岸城市防洪以及海岸侵蚀的压力下ꎬ 合理应用盐沼植被进行

海岸生态防护或人工岸线生态化已成为很多发达国家的首选[１５￣１６]ꎬ 这也是中国“十四五”期间在海岸带保护

修复领域的重大需求ꎬ 因此ꎬ 迫切需要加深对盐沼潮滩生物动力地貌演变机制的认知ꎬ 突破其模拟预测技

术ꎬ 本文旨在综述盐沼潮滩动力地貌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ꎬ 并探讨本学科方向未来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科

学问题ꎮ

１　 盐沼潮滩地貌特征概述

盐沼潮滩中上部分布着耐盐植被ꎬ 中下部一般为光滩ꎬ 盐沼滩与光滩的交界处通常被称为盐沼前缘ꎮ 陆

侧成熟的盐沼通常是呈片状分布ꎬ 且常伴随潮沟系统来实现物质输运ꎬ 总体而言成熟的片状盐沼潮滩地貌变

化缓慢ꎬ 而其地貌演变通常以其前缘与光滩交界处的变化(如盐沼植被的海向推进与陆向蚀退)最为显著且

相对易于测量ꎬ 同时ꎬ 由于植被、 动力与地貌演变之间的反馈机制ꎬ 盐沼前缘形态的变化通常可表征潮滩水

动力与沉积环境特征ꎬ 具有重要的科研与应用价值ꎮ
盐沼前缘总体呈现 ３ 种典型的地貌形态[１７￣１８]ꎬ 如图 １ 所示ꎮ 一是盐沼滩与光滩之间以盐沼簇团(即盐沼

植物在潮滩上以簇团或斑块状的集中分布)的形式平缓过渡ꎬ 受局部水动力、 沉积物供给等因素的影响ꎬ 盐

沼簇团大小、 形态各异ꎬ 靠海侧簇团一般较小ꎬ 靠岸侧簇团随着盐沼扩张可连成片[１９￣２２]ꎻ 二是盐沼滩与光

滩之间表现为高度约 ０. ５ ~ ２. ０ ｍ 的前缘陡坎ꎬ 这类陡坎形态一般被认为是侵蚀型潮滩的表征[２３￣２７]ꎬ 但也有

学者发现前缘陡坎也可发育在淤涨型潮滩环境[２８￣２９]ꎻ 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脊￣沟相间的地貌形态ꎬ 常被认

为是过渡性地貌单元[１７ꎬ３０]ꎬ 长期来看主要表现出侵蚀性特征ꎬ 脊￣沟走向通常与岸线垂直并沿着海向呈现一

般小于 １０°的坡度ꎬ 靠海侧的脊￣沟上一般无盐沼植被分布ꎮ
盐沼潮滩的地貌特征受控于很多因素ꎬ 包括泥沙供给情况、 海平面上升速率、 区域水动力环境、 生物种

群竞争与共生行为等等ꎮ 一般而言ꎬ 盐沼簇团主要分布于波浪较弱、 沉积物来源丰富的淤涨型潮滩ꎬ 在中国

江苏沿海潮滩与长江三角洲潮滩较为常见ꎻ 盐沼前缘陡坎常见于波浪较强、 沉积物供给较少的侵蚀型海岸ꎬ
在英国东部海岸、 荷兰瓦登海以及意大利威尼斯潟湖报道较多ꎻ 脊￣沟相间的前缘地貌形态的研究目前文献

报道相对较少ꎬ 主要集中在英国的一些潮滩ꎮ 这 ３ 类盐沼前缘形态会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发生系统状态转

换ꎬ 且一些地区的盐沼前缘可表现出周期性的侵蚀与扩张特征[１７ꎬ２９ꎬ３１]ꎬ 对于潮滩湿地系统的影响巨大ꎬ 但其

系统状态转换机制尚不完全明确ꎬ 例如ꎬ 江苏盐城丹顶鹤自然保护区的潮滩盐沼前缘在短短 ５ ａ 时间内从平

缓型簇团前缘转化为侵蚀型陡坎[２７]ꎮ
盐沼潮滩呈现上述地貌特征以及演化过程是盐沼植被与水￣沙￣地貌等多种动力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ꎬ 近

３０ ａ 来ꎬ 学界在盐沼植被的弱流、 消浪、 截沙、 固沙等生物作用以及潮滩动力过程反作用盐沼植被机制上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ꎬ 进而也推动了盐沼潮滩地貌演变数学模型的快速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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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盐沼潮滩地貌前缘形态

Ｆｉｇ. １ Ｔｉｄａｌ ｆｌａｔ￣ｍａｒｓｈ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２　 盐沼对潮滩水￣沙￣地貌过程的影响

盐沼植被因为拥有能改变生存环境使之更加适合自身发展的能力而被类比为“生态系统工程师” [３２]ꎬ 通

过其根、 茎、 叶来消减水动力、 拦截泥沙、 固定泥沙等生物￣物理效应ꎬ 可以有效地促进淤积、 提高床面高

程ꎬ 进而改善其生存环境ꎮ

２. １　 盐沼植被对水动力的作用

潮滩常规水动力主要是潮流和波浪ꎬ 现场观测和室内实验均表明盐沼有着显著的弱流与消浪作用ꎮ 当潮

流传播到盐沼区域时ꎬ 盐沼植被就会对潮流产生阻挡ꎬ 其阻挡水流的表现为平均流速降低、 紊动产生、 能量

耗散以及垂向流速剖面的改变[３３]ꎮ 杨世伦等通过现场试验发现ꎬ 植被带中流速在任何时刻均小于相邻的同

高程光滩或人工刈割裸地区域ꎬ 且相对应的植被缓流系数(盐沼区域流速与光滩流速之比)与植被覆盖率以

及测量点距盐沼前缘距离呈正相关[１３ꎬ３４]ꎮ 王爱军等[３５]在泉州湾互花米草盐沼的观测同样表明ꎬ 互花米草盐

沼内的流速明显小于光滩地区ꎬ 而且随着互花米草宽度、 高度及植株直径等要素的增加ꎬ 流速减小愈发显

著ꎮ 但当植被高度、 宽度和直径增大到一定程度后ꎬ 流速变化就基本不受以上要素的影响了ꎮ 时钟等[１１] 在

长江口南汇东滩进行现场水文泥沙观测取样发现ꎬ 海岸盐沼植被的存在使近底层流速减弱ꎬ 流速的减弱量值

与水流在盐沼中流过的距离成正相关ꎬ 同时与植物参数有密切关系ꎬ 且盐沼区内底层流速在涨潮时刻大于落

潮时刻ꎬ 呈现不对称性ꎮ 此外ꎬ 盐沼冠层以上水流流速明显大于冠层以下流速ꎬ 即植被缓流效应在潮流淹没

植被冠层前后大不相同ꎬ 且会改变潮流的垂向流速分布结构[３３ꎬ３６￣３８]ꎮ
波浪在光滩上传播时ꎬ 由于水深减小以及底摩阻增大ꎬ 波浪开始变形甚至破碎ꎬ 波能会逐渐耗散ꎻ 而在

盐沼区域内ꎬ 波能衰减以波浪破碎为主要耗能方式ꎬ 同时植物的地上部分与海水和水中沉积物直接接触ꎬ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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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盐沼植株茎叶发生强烈摩擦ꎬ 植物茎叶会减缓流速ꎬ 减少湍流ꎬ 促进沉积物沉积ꎬ 同时地下根系通过稳

定土壤基质直接减缓侵蚀速率[１１ꎬ３９￣４１]ꎮ Ｍöｌｌｅｒ 和 Ｓｐｅｎｃｅｒ[４２]在英国 Ｅｓｓｅｘ 海岸的观测发现: Ｔｉｌｌｉｎｇｈａｍ 泥滩上ꎬ
平均波高在 １４７ｍ 内降低了 ２０. ５７％ ꎬ 而在 Ｔｉｌｌｉｎｇｈａｍ 盐沼内ꎬ 平均波高在 １６３ｍ 内降低了 ８７ ３７％ ꎻ 在

Ｂｒｉｄｇｅｗｉｃｋ 泥滩上ꎬ 平均波高在 １０２ｍ 内升高了 ２０. ５７％ ꎬ 而在 Ｂｒｉｄｇｅｗｉｃｋ 盐沼内ꎬ 平均波高仅在 １０ ｍ 内就

降低了 ４３. ８１％ ꎬ 研究还发现大部分的波能衰减发生在盐沼前缘的几米处ꎮ 史本伟等[３９]在长江口崇明东滩观

测也发现波高、 波能密度在淤泥质潮间带盐沼上的衰减率比在光滩上高一个数量级ꎬ 且其效能效果受到植被

种类、 高度、 密度等因素影响ꎮ 然而ꎬ 值得注意的是ꎬ 当水深淹没盐沼植被冠层顶部后ꎬ 波浪衰减会明显

减弱[２ꎬ１３ꎬ４３]ꎮ

２. ２　 盐沼植被对泥沙输运过程的影响

盐沼对泥沙输运的影响分为直接和间接影响两方面[１ꎬ１１]ꎮ 潮滩泥沙运动主要是由潮流、 波浪、 风暴

潮[４４]等水动力条件驱动引起ꎬ 水动力的强弱决定了泥沙输运的多少ꎮ 直接影响是指盐沼植株本身对于水体

中悬沙有着显著的黏附作用ꎬ 可以直接捕获水体中的泥沙颗粒ꎮ Ｍｕｄｄ 等[４５]结合实验室研究和 １８ａ 的现场植

被特征数据记录发现盐沼植被的泥沙捕获量强烈依赖于盐沼内的水流流速ꎬ 在大流速情况下(流速 >
０. ４ ｍ / ｓ)ꎬ 捕获的泥沙颗粒占涨潮输运泥沙总量 ７０％以上ꎻ 在一般流速情况下(流速 < ０. １ ｍ / ｓ)ꎬ 这个比例

小于 １０％ ꎮ 此外ꎬ 泥沙捕获量还与植被特性、 水体悬沙浓度和底床高程(决定植被淹水情况)相关ꎮ Ｌｉ 和
Ｙａｎｇ[４６]在长江三角洲的实地测量发现ꎬ 不同植被部位的泥沙捕获效率不同(茎叶结合部以及果实处的沉积物

密度是茎、 叶处的 ５ ~ １０ 倍)ꎻ 泥沙捕获量随植被生物量增大而增大ꎻ 随着距离盐沼前缘或潮沟越远ꎬ 捕获

量越小ꎮ 但 Ｒｅｅｆ 等[４７]通过现场水槽试验也发现ꎬ 一个潮周期内的泥沙捕获率与植被冠层形态无明显关系ꎬ
且在一般动力条件下泥沙捕获率不受植被高度或生物量的影响ꎮ

此外ꎬ 盐沼通过弱流、 消浪等作用对泥沙输运也有重要的间接影响ꎬ 盐沼植被通过消浪、 弱流作用减弱

了盐沼区内水流的挟沙能力且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底床悬沙质的再悬浮ꎬ 同时也促进了泥沙沉降和滩面物质堆

积ꎮ 已有大量现场观测数据证实ꎬ 盐沼植被滩内的水体悬沙浓度要明显低于没有植被的光滩区域[３４ꎬ４８￣４９]ꎮ

２. ３　 盐沼植被对潮滩冲淤变化的影响

盐沼通过改变水动力环境以及悬沙输运ꎬ 会对潮滩的堆积格局、 地貌演化和稳定性产生影响ꎮ 由于植被

的缓流以及黏附作用ꎬ 会使细颗粒悬移质沉降在盐沼区ꎬ 从而使得盐沼区的滩面沉积物细化ꎮ 陈一宁等[５１]

对比了江苏王港潮滩的盐蒿滩、 大米草滩与互花米草滩的滩面表层泥沙粒径ꎬ 发现互花米草滩的粒径最细ꎬ
盐蒿滩最粗ꎬ 而互花米草滩高程最低最为靠海ꎬ 因此ꎬ 互花米草促进了细颗粒物的堆积且改变了潮滩原有的

泥沙堆积格局(岸向细化[５０])ꎮ 陈才俊[５２]研究发现ꎬ 大米草在江苏淤长型海岸可以增加 ２ 倍左右的淤积量ꎬ
微淤和弱侵蚀海岸在种植大米草以后可以转为缓慢淤长ꎬ 但大米草只能促进大米草带内的淤积ꎮ

潮滩环境中浅土层区并非完全密实ꎬ 季节更替、 潮水涨落、 地下水位变化、 盐沼植物的生长等都会导致

土层的膨胀或收缩ꎮ 秋冬季露滩时间较长ꎬ 土层会因排水发生固结压缩ꎬ 滩面高程降低ꎬ 而春季大潮期间海

水入侵滩面会使土体膨胀ꎬ 从而导致滩面高程抬高ꎮ 盐沼植被的地上部分通过改变水流结构ꎬ 促进水体中悬

浮颗粒的沉降ꎬ 地下部分根系的生长与分解作用能增加地下土壤有机碳的储备ꎬ 随着营养物的增加ꎬ 盐沼植

被的根系累积速率会发生改变ꎬ 通过向地下膨胀从而有利于加快盐沼区高程的增加[５３￣５４]ꎮ 表层泥沙的淤积

同时也促进地下根系的生长ꎬ 扩大根系主要吸水区域的土壤深度ꎬ 促进土壤淤积层水分的消耗ꎬ 加快土壤表

层水与地表水之间的水分循环ꎬ 改善土壤中的营养条件ꎬ 有利于盐沼植物的生长和扩张[５５￣５６]ꎮ 氧气在孔隙

水中的扩散速率和浓度较低ꎬ 植物生长与土壤通气性密切相关ꎬ 植物的蒸腾作用能够加快地下水分的消耗ꎬ
进而提高了植物根系周围的氧化条件[５７￣５８]ꎮ 盐沼也会影响潮滩潮沟的演变ꎬ 一般来说会增加其稳定性ꎮ 以

互花米草盐沼为例ꎬ 由于互花米草植株高大、 群落盖度高ꎬ 滩面落潮水归潮深度变大ꎬ 有更多的滩面水参与

潮沟的塑造ꎬ 因而互花米草盐沼潮沟密度大ꎻ 互花米草根系发达ꎬ 滩面比较“结实”ꎬ 耐冲刷ꎬ 使互花米草

盐沼潮沟宽深比较小(一般小于 ８)ꎬ 同时也使潮沟弯道处的弧度较好ꎬ 难以裁弯取直ꎻ 互花米草对潮水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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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阻挡作用ꎬ 潮沟中潮水漫滩时ꎬ 流速迅速降低ꎬ 泥沙大量沉积ꎬ 使互花米草盐沼潮沟形成明显的沿岸

堤ꎻ 在潮流由光滩进入互花米草盐沼时ꎬ 互花米草的阻挡产生扰动ꎬ 形成横轴环流ꎬ 掏蚀盐沼边缘泥沙ꎬ 在

互花米草盐沼外侧形成明显的边缘冲沟式潮沟[５９￣６０]ꎮ

３　 盐沼植被演替对动力过程的响应

盐沼潮滩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ꎬ 盐沼植被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在其影响水动力、 泥沙输运及地

貌演变的同时ꎬ 盐沼本身的繁衍生长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ꎮ 河口海岸潮滩这种海陆交界的特殊环境和多种

动力过程是影响盐沼植被空间分布与演替的主要因素(图 ２)ꎮ 从世界多国的研究来看ꎬ 盐沼植物群落的分布

通常呈现一定的分带性特征ꎬ 与淹水时间、 盐度、 营养供给、 高程、 水动力条件等环境梯度相关ꎬ 这些通常

被归类为物理因子ꎬ 相关研究十分丰富ꎻ 近年来ꎬ 很多研究发现群落中动物、 微生物、 植物等生物因子的相

互作用对盐沼植被群落的演替及稳定性具有重要的影响ꎬ 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ꎬ 研究通常认为物理环境因子

与生物因子的相互作用塑造了盐沼群落分布特征、 决定了其演替机制与过程[６１]ꎮ 此外ꎬ 人类活动对盐沼植

被分布及演替有着深刻的影响ꎬ 主要体现在沿海水产养殖、 海岸工程、 生物入侵、 海岸环境污染、 气候变化

等方面ꎮ 以下从物理因子、 生物因子以及人类活动等 ３ 个方面简要介绍盐沼植被演替方面的相关进展ꎮ

图 ２　 盐沼潮滩特征与动力过程示意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ｉｄａｌ ｆｌａｔｓ ａｎｄ ｓａｌｔｍａｒｓｈｅｓ

３. １　 物理因子

传统景观生态学、 海岸地貌学等研究领域在早期重点关注了物理因子的影响ꎮ 在大尺度层面ꎬ 气候和温

度对盐沼植被的分布具有重要的影响ꎬ 决定了盐沼生境的大致纬度ꎻ 在具体河口海岸区域小尺度层面ꎬ 包括

潮流、 波浪、 风暴潮、 泥沙供给等因子具有较强的影响ꎮ
潮流很大程度上影响盐沼的生长与扩张ꎬ 潮汐淹水通过对土壤透气性和化学特征的改变而影响盐沼植物

生长ꎬ 尤其是处于生长阶段的植株ꎬ 淹水频率过低会造成干旱高盐ꎬ 而淹水频率过高则会造成缺氧ꎬ 最后都

会导致植物死亡ꎬ 因此ꎬ 盐沼植物生长需要一个适宜的高程条件[６２￣６４]ꎬ 此外ꎬ 潮流也是输送盐沼种子使之

在滩面扩散的主要原因ꎮ 泥沙堆积也可促进盐沼的扩张ꎬ 汪亚平等[１２]根据琼港盐沼资料分析得出ꎬ 小潮时ꎬ
水流主要集中在潮沟中ꎬ 只淹没盐沼边缘ꎬ 此处频繁的潮流作用使盐沼在形成初期演化迅速ꎻ 大潮时ꎬ 水流

可浸漫盐沼滩的大部分区域ꎬ 水流溢出潮沟、 漫过盐沼表面时产生流速突变ꎬ 将泥沙带往盐沼面ꎬ 由于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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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和盐沼植物的阻滞作用而堆积下来ꎬ 进而进一步促进了盐沼的繁衍ꎮ 波浪与风暴潮可对盐沼植被产生一

定的侵蚀破坏ꎬ 盐沼前缘陡坎侵蚀和崩塌的主要因素就是波浪作用ꎬ 波浪对盐沼边缘作用力强弱取决于潮位

情况ꎬ 波浪作用力在波高一定时随着潮位上升而增大ꎬ 增大到盐沼边缘滩面恰好被淹没时ꎬ 之后波浪力呈现

迅速减小的趋势[６５]ꎮ
此外ꎬ 海平面上升这种长时间尺度的动力过程也具有较大影响ꎮ 如果泥沙供给引起的滩面高程提高速率

小于海平面上升的速率ꎬ 在造成潮滩面积减少的同时ꎬ 也会引起盐沼的退化ꎬ 形成光滩[６６]ꎻ 如果泥沙供给

充足ꎬ 能够抵消甚至超越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影响ꎬ 会引起盐沼垂向沉积ꎬ 促进盐沼海向扩张[１２]ꎮ 值得一提

的是ꎬ 潮滩地貌特征也对盐沼演替具有一定影响ꎬ 潮沟是潮滩上常见的一种地貌单元ꎬ 是盐沼区内外水体与

营养物质交换的重要通道ꎬ 潮沟的发育演变将影响盐沼区植被的生长与扩张ꎮ 侯明行等[６０] 在盐城保护区通

过实地调查与遥感影像相结合ꎬ 分析发现潮沟的发育是影响米草向内陆碱蓬区扩张的因素之一ꎬ 而米草陆向

扩张的宽度和幅度取决于所在区域潮沟的发育程度ꎻ 王青等[６７] 在黄河三角洲滨海盐沼的控制实验发现ꎬ 盐

地碱蓬的种子捕捉量、 萌发率和幼苗存活率均与距潮沟的距离有关ꎬ 随着远离潮沟区域ꎬ 植物定植率降低ꎮ

３. ２　 生物因子

近年来ꎬ 生物因子的影响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ꎬ 试图从生态系统内部物种间的相互促进、 制约关系来

揭示盐沼植物群落分布的生态学机制ꎮ 不同种类植物的竞争与共生是盐沼植被演替的重要影响因素ꎬ 以海三

棱藨草为例ꎬ 由于外来物种互花米草生长期长ꎬ 植株高大ꎬ 互花米草入侵海三棱藨草后ꎬ 会形成较为密闭的

空间环境ꎬ 抑制海三棱藨草的生长[６８]ꎮ 在中国东南部沿海ꎬ 互花米草盐沼和红树林间的竞争问题严重[６９]ꎮ
无论就纬度分布、 潮间带的垂直分布还是沿河口上溯的分布而言ꎬ 红树林和互花米草的生存环境都存在重

叠ꎬ 同时互花米草具有更广的盐度适应范围、 更强的耐盐水能力和繁殖扩张能力ꎬ 更具有竞争优势[７０]ꎮ 但

有研究通过遥感图像分析得到ꎬ 互花米草仅减缓了红树林向外扩张速率ꎬ 并没有明显入侵到红树林之内ꎬ 因

此在一定条件下互花米草和红树林可以共存[６９]ꎮ
盐沼湿地系统的演化是在水动力、 沉积过程和生物过程之间相互作用和调整的基础上产生的[７１￣７２]ꎮ 底

栖生物的变化改变了水动力和沉积过程ꎬ 影响了盐沼湿地系统内潮沟、 盐盘、 陡坎等地貌的发育[７３]ꎬ 同时

地貌的改变反作用于潮滩生物的分布ꎮ 潮沟的形成始于潮滩表面潮汐通量的集中ꎬ 产生的局部冲刷应力超过

泥沙临界起动切应力ꎮ 植物的斑块的存在、 蟹类等底栖动物对植物斑块的扰动或地形的小扰动都会对潮流产

生阻力ꎬ 从而导致潮汐通量的集中ꎻ 底栖生物在摄食、 建造维持洞穴等过程中破坏了沉积物的原生结构ꎬ 降

低了土体的强度[７４]ꎻ 洞穴￣地下水的交互作用也能促进潮沟的形成ꎬ 退潮后被截留在洞穴内的地下水ꎬ 由于

蟹类侧向洞穴的存在ꎬ 会加速从高水头向低水头流动ꎮ 地下水常沿潮沟堤岸渗透ꎬ 但如果存在贯穿洞穴ꎬ 则

会集中渗出ꎬ 从而侵蚀松软的沉积物ꎮ 同时ꎬ 由于鱼类的捕食作用ꎬ 洞穴开口会进一步增大ꎬ 使得正在发育

的潮沟不断加宽加深ꎬ 进一步促进潮沟的形成和演化[７５]ꎮ 盐生植物多以圆形或椭圆形分布[７６]ꎬ 植物的存在

能够较好地缓解底栖动物的生存压力ꎬ 底栖动物通过挖掘洞穴ꎬ 改变沉积物结构的稳定性ꎬ 加速了盐沼湿地

的侵蚀ꎬ 导致中心区域的植物死亡ꎬ 盐生植物远离中心向外生长ꎬ 底栖动物随之向外迁移ꎬ 从而形成一个不

断生长的圆环[７７]ꎮ 盐沼湿地内部陡坎的形成ꎬ 始于早期盐沼湿地边缘植物￣沉积物￣水动力的反馈作用ꎮ 植

物的存在促进沉积物的累积ꎬ 导致植被带边缘水动力作用加强ꎬ 最终形成陡坎[７８]ꎮ 植物的存在可以稳定陡

坎ꎬ 蟹类等底栖动物的存在促进陡坎的崩塌ꎮ 当生物量较高时ꎬ 植被的稳定作用大于蟹类的解构作用ꎬ 陡坎

基本保持稳定ꎻ 当植被生物量相对减少ꎬ 蟹类对陡坎的破坏ꎬ 促进陡坎上部植被的崩落前移ꎮ 若水动力作用

较弱ꎬ 崩落的植被在陡坎前方定植ꎬ 有益于陡坎的向海前进ꎻ 反之ꎬ 则导致陡坎的后退[７３]ꎮ
其他生物的存在也会影响盐沼系统的盐化ꎬ 但是不同的物种可能存在不同的效果ꎮ 蜗牛等生物以盐生植

物或其根系为食[７９]ꎬ 抑制植被的生长ꎬ 进而导致盐沼湿地的退化ꎮ 但也存在贻贝、 牡蛎、 文蛤等双壳纲生

物通过分泌胞外聚合物(ＥＰＳ)粘结沉积物ꎬ 其自身的聚集也可以有效地减缓水流ꎬ 降低侵蚀风险ꎬ 进而保护

盐沼湿地[８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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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人类活动

潮滩湿地具有极大的土地资源开发潜力ꎬ 可为沿海地区提供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ꎮ 围垦工程作为人类获

取可用土地的重要手段之一ꎬ 也成为了潮滩上规模最大的人类活动之一ꎬ 例如中国的围填海工程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就已颇具规模ꎮ 但围垦工程在为沿海地区城市带来多种资源利益的同时ꎬ 也对潮滩环境造成了

巨大的影响[８１]ꎮ
围垦会全部或部分隔绝工程区内外的物质交换ꎬ 改变局部的海岸地貌ꎬ 影响工程区附近潮滩的波浪、 潮

流等水动力条件ꎬ 进而影响泥沙的沉积分布与冲淤变化趋势ꎬ 最后导致工程区附近潮滩的剖面形态、 潮沟等

地貌发生变化ꎬ 且这些影响在工程区附近最为强烈[８２￣８４]ꎮ 此外ꎬ 通过对这些环境因子的影响ꎬ 围垦也会促

进潮滩盐沼生物的演替ꎬ 造成垦区内外不同的植被演化特征[８５￣８６]ꎮ 由于海堤的影响ꎬ 垦区内与外界海域的

物质交换被全部或部分隔绝ꎬ 原有盐沼植被的适宜生存条件(如土壤、 淹水等)发生改变ꎬ 导致其消亡或演

替ꎮ 孙超等[８７]通过遥感影像提取分析近 ２５ ａ 江苏中部沿海的盐沼分布发现ꎬ 滩涂围垦造成的盐沼消亡面积

达 ５６９. ４７ ｋｍ２ꎬ 占盐沼消亡总量的 ８５. ４％ ꎬ 对弶港以北盐沼影响极大ꎮ 相反ꎬ 垦区外的盐沼植被则会受到

一定的促进作用ꎬ 这是由于海堤的存在会促进堤前沉积物堆积ꎬ 再加上盐沼本身的促淤作用使得潮滩进一步

淤高ꎬ 为盐沼先锋植被的向海扩张提供了有利的生存条件ꎬ 但前提是在围垦区外留有一定面积的原生盐沼ꎮ
因此ꎬ 若给予盐沼一定的生态恢复期ꎬ 盐沼可以恢复[８８]ꎮ 朱冬和高抒[８９]也发现互花米草扩展对于滩涂围垦

具有不同的响应ꎬ 若围垦时保留足够宽度的堤前米草ꎬ 则围垦可以提高互花米草的年扩展率ꎬ 其机理是米草

种子产量和前缘淤积环境是影响互花米草扩展的主要因素ꎬ 而围垦对种子产量和前缘淤积环境这两方面都有

影响ꎮ

４　 盐沼潮滩地貌演变模拟

盐沼潮滩系统的演变模拟一般包括物理模型实验和数学模拟技术ꎮ
物理模型实验可以提供直观的、 感性的认识ꎬ 但是物理模型需要考虑比尺效应、 成本投入较高ꎬ 目前关

于潮滩地貌演变的物理模型实验重点关注潮滩系统中潮沟的发育与演化机制ꎮ 模型实验结果表明ꎬ 潮沟的发

育经历了由快到慢的过程ꎬ 初期由于退潮期间水流的作用ꎬ 潮沟发育较快ꎬ 之后随着潮沟系统逐渐发育成型

并趋于平衡ꎬ 发育减缓[９０￣９４]ꎮ Ｓｔｅｆａｎｏｎ 等[９４] 的澙湖型纳潮盆地型物模实验发现ꎬ 相对平均海平面的变化直

接影响潮滩系统的纳潮量ꎬ 而纳潮量迅速且强烈地影响着潮沟的横截面积、 潮沟系统结构及其排水密度ꎮ 例

如ꎬ 纳潮量减小会导致潮沟宽度减小和退化ꎮ Ｖｌａｓｗｉｎｋｅｌ 和 Ｃａｎｔｅｌｌｉ[９０] 的开敞式潮滩模型实验研究同样得到

潮汐流量对宽度的影响比深度更强ꎬ 结果还表明平衡态下的潮沟深度与宽度以及长度与宽度之间呈线性正相

关ꎮ 基于洪水和退潮主导洋流之间的比较ꎬ Ｇｅｎｇ 等[９３]的模型结果显示ꎬ 涨潮主导有利于在潮滩上部形成小

规模的潮汐分支ꎬ 而持续时间较长的落潮主导会形成更弯曲和更宽的潮沟ꎮ 此外ꎬ Ｉｗａｓａｋｉ 等[９２] 的物模实验

结果还提到了植被与模型沙材料对潮沟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性ꎮ
目前的物理模型实验仍存在一些技术难题亟待突破ꎮ 例如ꎬ 物理模型均缺乏加沙系统ꎬ 无法模拟来自外

海的泥沙输入ꎬ 因此ꎬ 目前所有实验潮滩系统都处于侵蚀过程中ꎬ 且在没有外界输沙的情况下达到实验平衡

状态后ꎬ 潮沟系统结构也没有明显变化ꎮ 此外ꎬ 在物理模型实验中ꎬ 需要按照一定的比尺将真实的潮滩系统

进行缩小ꎬ 由于现实中潮滩区域较大ꎬ 一般要求在垂直方向进行变形(使潮滩模型的坡度变陡)ꎬ 如此可以

更完整地模拟潮沟系统在整个潮滩区域中的演变[９０￣９４]ꎮ 但该种变形同时会使得重力对潮汐的作用增强ꎬ 影

响潮汐变形和不对称性ꎮ 针对这个问题ꎬ Ｋｌｅｉｎｈａｎｓ 等[９５]设计了一种新型的缓慢摆动式潮滩平台来减弱这种

影响ꎬ 同时该装置还可以解决其他物理模型实验在涨潮期间以及达到平衡态后泥沙移动性减弱的问题ꎮ
不同于物理模型实验ꎬ 数学模拟的成本较低ꎬ 可控性、 可设计性更高ꎬ 因此该方面的研究较多ꎬ 发展较

快ꎮ 盐沼潮滩演变动态模拟以及模型参数需要包含前述各种影响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关系ꎬ 目前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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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ꎬ 但准确反映、 数学描述各影响因子的作用及不同影响因子的耦合效果还处于

起步阶段ꎮ 当前ꎬ 模拟盐沼在宏观尺度上演变的数学模型大体可以分为 ４ 类ꎬ 包括统计模型、 元胞自动机模

型、 基于动力过程的数学模型以及混合模型ꎮ
统计分析是学术界基于统计学最常用的预测性建模技术之一ꎬ 有些过程无法用理论分析方法推导出其模

型ꎬ 但可通过试验测定数据ꎬ 经过数理统计法求得各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ꎬ 在滨海湿地植被群落演替研究

中ꎬ 应用较多的统计模型包括回归分析模型以及马尔可夫模型ꎻ 元胞自动机是一种能够表现系统复杂行为的

模拟方法ꎬ 在多个学科应用广泛ꎬ 适用于研究植物群落的时空动态过程ꎬ 其特点是可利用局部小尺度观测的

数据分析得到相应的规律(或规则)ꎬ 然后利用计算机模拟研究系统大尺度的动态演化特征[９６]ꎻ 基于动力过

程的数学模型试图通过耦合植被演替中涉及的环境、 生态等各种动力过程来实现演变的预测ꎬ 且不同的动力

过程(如潮流、 波浪、 植物生长等)的数学描述通常是基于较明确的物理机制ꎬ 这是此类模型的巨大优势ꎮ
以上 ３ 类模型各有其特点及适用性ꎬ 在解决实际问题时ꎬ 有学者也尝试了融合不同类型的模型ꎬ 开发混合型

模型ꎬ 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ꎮ 近年来ꎬ 基于动力过程的数学模型是研究的热点ꎬ 也取得了系列成果ꎬ
Ｆａｇｈｅｒａｚｚｉ 等[９７]进行了一定的总结ꎮ

图 ３ 给出了盐沼潮滩演变数值模拟典型的生物动力地貌数学模型框架以及通常要考虑的动力过程[９８]ꎬ
模型主要包括水动力、 泥沙运动、 地貌改变和盐沼植被这 ４ 个主要模块ꎬ 不同模块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和耦合

共同影响系统的演变ꎮ 模型计算流程: 给定某初始条件ꎬ 依据水动力计算的相关方程式计算水位、 流速、 波

高等物理量ꎬ 将得到的水动力结果用于驱动泥沙输送的计算ꎬ 得到地貌的改变ꎬ 这其中也考虑与盐沼植被的

互馈关系ꎬ 通常是要建立盐沼植被生物特征参数(如生物量、 植株密度、 高度、 直径等)与水动力、 泥沙等

参数的数学关系ꎻ 进入下一个时间步长ꎬ 在新的地貌条件下重新计算水动力、 泥沙运动等ꎬ 依次迭代ꎮ

图 ３　 盐沼生物动力地貌模型框架与关键因子[９７￣９８]

Ｆｉｇ. 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ａｌｔｍａｒｓｈ ｔｉｄａｌ ｆｌａｔ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早期的盐沼生物动力地貌模型以一维剖面模型较为常见ꎬ ｖａｎ ｄｅ Ｋｏｐｐｅｌ 等[９９]通过耦合简化的水动力￣泥
沙￣地貌演变方程与盐沼植被生长模型ꎬ 模拟了盐沼前缘陡坎的生成与演化机制ꎬ 指出盐沼前缘在自组织行

为控制下的自我演化规律ꎬ 即短期内自组织行为可改善盐沼系统的生境ꎬ 而自组织的长期效应也可能会导致

盐沼系统的消亡ꎻ 在其模型的基础上ꎬ Ｍａｒｉｏｔｔｉ 和 Ｆａｇｈｅｒａｚｚｉ[１００] 对于一些物理过程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刻画ꎬ
加入了具体的潮流、 波浪、 海平面上升、 泥沙供给等动力过程ꎻ 盐沼的模拟采用了现场观测生物量与高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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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拟合给定[１０１]ꎮ 此外ꎬ 盐沼与潮流、 波浪、 泥沙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也通过一些已有方程合理地进行

了反映ꎬ 模拟结果揭示了盐沼在海平面上升以及边界泥沙供给变化情况下的演化情况ꎮ Ｚｈｏｕ 等[９８] 在开源代

码 Ｄｅｌｆｔ３Ｄ 中加入了风浪模块、 盐沼模块ꎬ 进一步分析了盐沼的弱流、 消浪、 截沙、 固沙等生物物理效应对

于潮滩多组分泥沙分选作用的影响ꎮ
由于一维模型无法反映潮沟等地貌单元ꎬ 在实际应用中也报道了一些二维动力地貌模型的研究成果ꎮ 一

些学者开发的二维模型发现盐沼植被虽然在总体上促进淤积、 减少侵蚀ꎬ 但是在不同盐沼簇团之间由于水流

的汇聚作用可形成较强的冲刷ꎬ 有利于冲刷型潮沟的发育[１０２]ꎮ 应用不同的盐沼植被动力地貌模型ꎬ Ｂｅｌｌｉａｒｄ
等[１０３]发现泥沙供给的增大可促进潮沟的发育且最初的地貌形态对最终的地貌平衡态有较大的影响ꎬ 进一步

地ꎬ 不同的盐沼类型之间存在促进与竞争机制ꎬ 也会影响湿地地貌的演化[１０４]ꎮ 此外ꎬ Ｓｃｈｗａｒｚ 等[２０] 发现植

物生活史特征对于地貌塑造的巨大影响ꎬ 快速定植的盐角草属植物容易形成片状分布的盐沼湿地ꎬ 而慢速定

植的米草属植被容易形成斑块状分布的盐沼湿地ꎬ 因而ꎬ 米草属植被主导的湿地更有利于潮沟的发育ꎬ 这也

决定了不同类型湿地的长期恢复力情况ꎮ

５　 结论与展望

潮滩生物一方面通过弱流、 消浪、 截沙、 固沙等生物物理效应影响着水动力、 泥沙输运与地貌演变过

程ꎬ 另一方面也受到这些过程的反作用促进或抑制其自身的繁衍、 生长ꎬ 理解生物作用与动力地貌过程之间

的双向反馈机制是认知盐沼潮滩生态系统演变的关键ꎮ 早期研究较多的是盐沼、 红树林等植物在海岸动力地

貌演变中的贡献ꎬ 近期研究也指出底栖动物和微生物也可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近年来ꎬ 生物动力地貌数学模型

的研发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ꎬ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盐沼潮滩的演变机制ꎬ 在定性层面预测其未来演化趋势ꎮ
在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下ꎬ 围绕国家需求与国际前沿问题ꎬ 针对盐沼潮滩的研究还有很多科学问题亟待解

决、 很多技术难题亟待突破ꎬ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１) 盐沼潮滩高频率、 高精度、 多参数同步观测技术ꎮ 野外观测数据在潮滩盐沼动力地貌研究中十分关

键ꎬ 无论对于科学问题发现、 机理机制研究ꎬ 还是模型验证ꎬ 都是必需的基础资料ꎮ 但是ꎬ 盐沼潮滩自陆向

海横跨植被区、 易陷光滩区和淹没区ꎬ 观测数据获取难度极大ꎮ 目前主要的数据获取方式是人工跑滩、 无人

机观测与卫星遥感ꎬ 这些方法对应了从小尺度到大尺度的资料获取ꎬ 但同时观测精度也随之降低ꎮ 如何更加

高效地获得长期连续的观测资料ꎬ 推动潮滩盐沼动力地貌模型向定量化方向发展ꎬ 是亟待突破的难题ꎮ 因

此ꎬ 应加强海￣陆￣空立体同步观测技术研究ꎬ 综合运用卫星、 无人机、 水动力泥沙及生物观测设备ꎬ 开展潮

间带极浅水与潮下带淹水区水动力参数同步观测ꎬ 发展滨海湿地全域高程监测技术ꎬ 优化底床沉积物组分遥

感反演方法ꎬ 创新泥沙临界起动切应力观测方法ꎬ 发展盐沼生物量遥感反演模型ꎬ 实现高频、 高时空分辨率

数据获取ꎬ 为滨海湿地演变模拟提供基础数据支撑ꎮ
(２) 盐沼潮滩生物过程与物理过程的相互作用机制ꎮ 对盐沼潮滩生物作用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ꎬ 生物

作用的研究难点不仅在于其本身多种物种的不同特征表现所带来的差异(例如形态参数、 生长模式、 生物行

为等)ꎬ 还具有季节性、 地域性和种群竞争等特点ꎮ 例如ꎬ 盐生植物、 动物和微生物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水流

结构ꎬ 还改变了泥沙的临界起动切应力ꎮ 在现有的模型中该值多为固定值ꎬ 未来的数值模拟需要进一步贴合

实际情况ꎬ 建立与时空分布、 形态参数、 生长模式、 生物行为有关的控制方程ꎬ 能够提供更为准确的地貌模

型ꎮ 反之ꎬ 地貌的改变也影响着各类生物的分布与生长ꎬ 两者相互耦合ꎬ 能够更好地与现实吻合ꎮ 同时结合

实测数据来校准模型ꎬ 提高其准确性和适用性ꎬ 并利用数学模型进行机制探索和系统演变预测ꎮ
(３) 具有定量预测能力的盐沼潮滩生物动力地貌模型ꎮ 针对陆地和海洋环境已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数学模

型ꎬ 但对于盐沼潮滩这样的海陆过渡地带的复杂生态系统ꎬ 还缺乏统一的数学模型ꎬ 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动力

过程还缺乏数学描述(如复杂的生物行为、 潮滩浅水边界层动力过程、 岸壁坍塌过程等)ꎬ 另一方面是耦合

这些不同时空尺度的动力过程到同一个模型难度很大ꎮ 例如ꎬ 目前运用到数学模型中的盐沼动力过程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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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粗糙ꎬ 大多不考虑不同类型的盐沼植被(盐蒿、 互花米草等)的地域差异性和季节差异性ꎬ 这就使得模

型结果的可信性存在质疑ꎬ 只能停留在定性合理的层面ꎬ 定量预测能力十分有限ꎮ 有必要进行中长期连续测

量及实验室分析ꎬ 探究不同类型盐沼植被过程的时空差异ꎬ 提出更加科学、 详实的动力过程的数学表达ꎬ 为

研发具有预测能力的海陆耦合、 环境￣生态动力过程耦合的动力学模型建立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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