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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杭州湾是钱塘江河口区外海滨部分, 其水动力 条件、
泥 沙运移、沉积过 程和地 貌演变

复杂。根据杭州湾区域遥感影像和地理地形等资料, 通过 综合分析研 究, 探讨了杭 州湾南、北
两岸潮滩的变迁过程。研究表明: 杭州湾南、北两岸潮 滩的发展程 度不同, 总体 呈现南 淤北侵
的趋势。43 年来, 北岸滩 界变动范围基本限制在 1955 年潮滩界线之内, 潮滩面积呈负增 长; 南
岸扇顶滩界外移 12 550 m, 外移速率达+ 292 m/ a。潮滩的发展 具有空间、时间 上的差异性, 南
岸潮滩淤涨集中在 1955~ 1963 年和 1977~ 1987 年; 北岸负增长则集中在 1955~ 1963 年及 1987
~ 1998 年。进一步研究还发现: 潮滩发育的差异性主要受岸线的空间地貌位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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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是钱塘江河口区外海滨部分, 外形呈喇叭状, 自海口向内由宽变窄, 湾顶在海
宁县盐官东十里亭、华岳庙一带。在潮汐及风浪等水动力作用下, 其南、
北两岸长期经受
着侵蚀、
淤积作用( 图 1) 。历史上, 杭州湾南、
北两岸曾发生了较大的演变, 岸线及潮滩的
迁移幅度均在 5 km 以上。最近, 我们对杭州湾地区近 115 km 长的海岸进行了遥感调查
研究, 工作重点是调查自 1955 年以来, 杭州湾海岸线与潮滩线的发展演变规律, 并预测发
展趋势。调查区具体范围: 东径 120 55 ~ 121 30 ; 北纬 30 10 ~ 30 42 , 地跨上海市奉贤、
浙江省平湖、
海盐和慈溪等县市, 包括水域在内, 面积约 2 500 km 2。本文主要介绍区域潮
滩演变的遥感调查成果。

1

区域概况
杭州湾地质构造上处于西北部印支褶皱带与东南部中生代闽浙火山岩带交接部位,

并有走向东西的萧山

镇海断裂( F2 ) 和走向北东的萧山

奉贤断裂( F1 ) 夹峙。第四纪全

区发育海相、
湖沼相沉积, 全新统上部海相粉砂质粘土组成平原海岸, 局部 地段由火山
岩、
花岗斑岩构成基岩海岸。
杭州湾水动力条件以潮汐作用为主, 属强潮型河口海湾, 一日 4 次的涨、落潮受杭州
湾地貌影响显著, 湾口向内随着宽度变窄, 水深逐渐变浅, 潮波内托, 潮位逐步抬高, 高低
潮相差较大, 澉浦最大潮差可达 8 93 m。由于北岸水下深槽逼岸, 南岸水浅滩宽, 使得南
岸高潮位低于北岸, 低潮位高于北岸, 潮差比北岸小。杭州湾潮流属往复流, 北岸涨潮流
为南西向, 南岸为北西方向, 落潮时北岸流向为北东向, 南岸为南东方向, 海口外潮流进
杨金中, 男, 1970 年 8 月生, 博士, 高级工程师, 遥感地质学专业。
2002- 02- 06 收稿, 2003- 01- 14 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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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杭州湾地理地质简图( 方框示图 4 和图版 位置)
Fig. 1

A schematic geographical and geological map of the Hangzhou Bay

入杭州湾后合流的主流线沿北岸运移。潮波传播速度由于北岸水深、
岛屿少, 速度比南
岸快, 与潮差增大同步加速, 乍浦附近是涨、落潮速度最快地区。由于科里 奥利力的作
用, 涨潮时高水位偏于北岸, 落潮时高水位又偏于南岸。杭州湾北岸涨潮流速大于落潮
流速, 南岸湾口处落潮流速大于涨潮流速( 陈吉余等, 2001; 杨金中等, 2002) 。杭州湾泥沙
为淤泥物质, 泥沙搬运、
沉积的主要动力是潮流, 波浪在泥沙搬运中起着次要作用。泥沙
物质主要来自湾口外长江口南下的扩散与钱塘江水系径流泥沙, 在潮流的消能地段落淤
( Sun Jilan and Wang Kangshan, 1989; 陈吉余等, 2001) 。
控制本区常风向为东南风和北西风, 风向与波浪关系密切, 风向变化可以改变波向,
也改变对海岸的岸滩的作用, 秋季常出现的台风, 常为东南向, 对杭州湾北岸威胁巨大。

2

遥感资料与工作方法
滩界是海岸潮间带的下界, 滩界以上的滩地俗称潮滩。潮滩低潮位时露出水面, 高

潮位时淹没在水下。根据其与不同潮水位的关系可进一步分为高潮滩、
中 潮滩与低潮
滩, 其高程分别为 2~ 5 m、
1~ 2 m 和- 1~ 1 m( 图 2) 。解译潮滩的分布实际就是确定海岸
线与海滩界线。在遥感影像上, 高潮滩在黑白图像上呈深灰色色调, 彩色合成图像( TM7、
TM4 和 1TM, RGB 合成) 为鲜红色, 影纹粗糙, 常发育耐盐植被, 为蒿草等; 中潮滩色调变
浅, 潮水沟比较发育; 低潮滩图像影纹细腻, 潮水沟隐约可见与水体直接相连。所谓滩
界, 航片上是瞬间在图像上的水边线, 而航空全色扫描图像在水清条件下则能反映水下 5
m 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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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 次遥感 调
查 工 作 中, 我 们 应
用了中 国国土资源
航空物 探遥感中心
拥有的该地区 20 世
纪 50、
60 和 70 年代
的航空 黑白摄影图
像和 20 世纪 70 年
代 以 来 的 MSS、TM
和 IRS 卫 星扫描 资
料( 表 1) , 同时参考
了区域 范围内的第
一、第 二 和 第 三 代
1 50 000地形图。
工作 方法是 常
规的 目视解译。首
先, 利用遥感软 件,
对各期 遥感影像数
a. 滩界; b. 潮滩( b1、b2 和 b3 分别为低潮滩、中潮滩和高潮滩) ; c. 海堤;

据, 进 行 纠 正、配
准, 使 之 具 有 统 一

A . 海盐侵蚀海岸; B. 西三闸淤积海岸; C. 金山卫侵蚀海岸; D. 乍浦基岩海岸

的 坐 标。 然 后, 根

Fig. 2 Image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tidal bank in the Hangzhou Bay

据潮滩 的影像特征

图2

区域潮滩的影像特征

将各类 地物要素界

线描绘在第三代 1 50 000 地形图上, 再进行清绘、
计算机成图。图中不同年代的潮滩以
老盖新, 以明显地反映出潮滩的演变过程。滩地面积与围海造地面积在分成图版后, 用
mapinfo 软件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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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滩变迁遥感调查
我们分南、北两岸对研究区的滩界和潮滩的近期演变历史进行了研究( 表 2 和表 3) 。

3 1 北岸滩界与潮滩演变
本文中的杭州湾北岸 西起秦山, 向东经海盐、乍浦、石化总厂直至 金山嘴, 全 长 59
km, 总体向北弯曲呈弧形。由于北岸是侵蚀岸, 由潮流冲刷形成的水下深槽紧贴岸线, 潮
滩发育受到限制。根据本次研究制作的 1955 年遥感图像, 长达 59 km 的海岸, 潮滩总面
积仅 56 40 km 2, 平均幅度不足 1 km 宽。由于具体岸段的边界条件和水动力条件不同, 北
岸滩界与潮滩发育历史又各有差异, 可分两段简述如下。
( 1) 秦山

乍浦岸段

该岸段由于秦山和乍浦两地基岩岬角存在, 在潮流作用下, 岸线明显向陆呈弧形, 大
致以海盐县城为界, 潮滩发育差异明显。南段( 秦山 海盐) 滩地长期发育较差, 滩界宽
仅 100~ 200 m, 局部( 指海盐) 43 年中未见潮滩出现( 图 2) 。1963 年时秦山附近滩界侵退
最大幅度达- 400 m, 其它岸段直抵海堤。秦山附近 1975 年和 1987 年时潮水位变低, 大
部分滩界又有外移, 幅度仅+ 300 m。1998 年高 潮时, 全线滩界与海堤重叠 而无滩地出
露, 反映出该岸段潮滩不发育、岸坡陡峭的特点, 与东向西的潮汐主流大角 度相冲撞有
关; 北段( 海盐 乍浦) 潮滩发育比南段宽, 岸坡较南段缓, 滩界与潮流主流线基本平行,
1955 年时幅度为+ 1 250 m, 1964 年高潮时滩界又内迁- 450 m, 1975 年和 1987 年中- 低潮
时又分别外移+ 200 m 和+ 100 m, 1998 年高潮位时海水全面漫进, 仅在弧顶部位有部分
滩地, 其内移幅度在- 1 km 以上, 43 年内迁总幅度达- 1 150 m, 年均速率为- 19 99 m/ a。
同时, 滩界内迁外移, 基本在 1955 年滩界范围之内, 说明该岸段属侵蚀性质岸段。
( 2) 乍浦 金山嘴岸段
该岸段长 34 km, 总体走向北东东, 向北西方向弯曲呈弧形, 乍浦九 山在 8 km 长岸
段, 仅在基岩岬湾中断续有潮滩发育, 其它岸段潮滩比较连续, 各具体岸段又有差异。43
年中尽管潮位变动频繁, 滩界变化幅度亦未超过 1 000 m, 1987 年低潮时有跨越 1955 年滩
界之势, 但幅度较小, 与岸坡较陡有一定关系。同时, 石化总厂的兴建, 成了海岸新的人
工岬角, 导致潮滩演变出现新的特点, 以下从 4 个具体岸段看其演变过程。
1) 独山段长 5 km, 北东走向, 1964 年和 1975 年中高潮时内迁幅度 50~ 100 m, 1987 年
低潮时外移仅 200 m, 1998 年高潮时无潮滩, 反映该段岸坡较陡, 属强侵蚀岸, 与此岸线同
潮流主流线近于正交有关。2) 全塘段属弯岸的顶部, 长近 9 km, 1955 年时滩界宽 850 m,
1964 年一度中- 高潮内迁, 幅度仅- 50 m, 1975 年和 1987 年低潮又外移+ 200m, 1998 年高
潮时内迁幅度较大, 达+ 450 m, 43 年潮滩内迁- 300 m。3) 石化总厂段, 1955 年时滩界幅
度 1 500 m, 是全岸段最大的地段, 43 年潮起潮落, 一直在这条滩界上略有摆动, 因工业围
海造地, 已成为岸线、
滩界线合二为一的复合界线, 由于其突出海岸成人工岬角, 东、西两
端因此潮滩均有外移, 西端潮滩因其隐蔽而加宽, 东端因 1955 年时的内弯滩界已被填平,
并且岸坡变陡, 10 km 长的岸线成了新的侵蚀岸线( 图 3) 。4) 金山嘴段, 5 km 长海岸, 1955
年时滩界宽 550 m, 长期来不同时期的潮滩均未越过此范围, 1998 年高潮时滩界几乎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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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岸线一致, 亦是岸坡较陡、
潮滩不太发育地段。

图 3 杭州湾北岸潮滩演变图
Fig. 3

A map show ing evolut ion of the north t idal bank in the Hangzhou Bay

本次调 查表 明, 43 年北 岸 潮滩 外移 面积 + 11 66 km2 , 内迁 - 20 13 km2 , 负增 长
- 8 47 km 2, 连同 1955 年时的潮滩面积, 1998 年时面积为 47 93 km 2 , 扣除围海造地面积,
实际面积为 37 73 km2 , 侵退速率为- 0 22 km 2/ a, 与 1955 年时潮滩面积相比, 只相当于其
三分之二, 滩面减少三分之一。当然, 如果 1998 年潮水位变低时, 滩地面积还会增加。滩
界最大负增长处为海盐至乍浦段, 43 年累积幅度为- 1150 m, 年均速率为- 19 77 m/ a。其
它各岸段 1998 年时由于高潮位海水漫进, 几乎无界线可量度( 表 2) 。
3 2 南岸滩界与潮滩演变
本文中的杭州湾南岸指庵东平原的前缘地带, 西起西三, 向东经庵东至海王山, 全长
56 km( 图版) 。南岸潮滩范围宽广, 坡度平缓, 和岸线一样, 向北弯曲呈扇形, 由于潮流主
流线偏北岸运行, 远离主流线的南岸成了隐蔽的落淤地带, 长期来淤涨北推, 为庵东平原
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重大 贡献 , 是典型的淤积海岸。事物发展总是复杂的, 在扇形潮滩
淤涨过程中, 各具体岸段又存在着差异, 这种差异往往又受制于潮流的主流线运移路线,
同样也和潮水位的高低有关。现分 3 段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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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西三以西岸段
该岸段扇形潮滩的西侧, 长 9 km, 从 5 期图像对比来看, 滩界冲淤交替进行, 1955 年
时滩界幅度 1 550 m, 1963 年潮水位较低时滩界外移 1 000 m, 速率+ 150 m/ a, 1977 年水位
偏高又侵退- 300 m, 1987 年低潮时又外涨最大 幅度+ 1 500 m, 年均速率达+ 150 m/ a;
1998 年高潮时又侵退- 1 600 m( 图 4) , 年均速率为- 145 5 m/ a。43 年岸段累积外淤 800
m, 淤涨速率为+ 18 21 m/ a, 经历了两淤两侵的交替过程。外淤大于内侵, 仍属淤积岸。
这种反复冲淤作用不仅和潮水位高、低有关, 而且也受潮汐主流线到达北岸秦山后的反
弹到南岸及落潮路线影响, 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 4 杭州湾南岸潮滩演变图
Fig. 4

( 2) 西三

A map showing evolution of the south t idal bank in the Hangzhou Bay

东三岸段

该岸段属南岸潮滩主体部分, 岸线长 38 km, 西起朗海的西三闸, 经庵东, 止于东三,
是淤积幅度最大、
速率最快的岸段。本次调查表明, 庵东扇顶处滩界外淤幅度与速率分
别是: 1963 年+ 7 500 m, + 937 5 m/ a; 1977 年+ 2 500 m, + 178 6 m/ a; 1987 年+ 3 300 m,
+ 330 0 m/ a; 1998 年- 750 m, - 68 2 m/ a。以上数据表明 1987 年前潮滩一直在强烈淤
涨, 不考虑 1998 年高潮时的负增长, 累积幅已达 13 300 m。考虑 1998 年负增长 750 m, 幅
度也有 12 550 m 之多, 43 年平均速率为 291 86 m/ a。这种高速淤涨不完全是潮水位关
系, 而与远离潮流主流线有关, 如果说与潮位有关, 1998 年时是低潮水位, 淤涨幅度会更
大。
( 3) 东三

海王山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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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岸 段 长 9 km, 处 于 扇形 潮 滩 东翼, 1955 年 时 潮 滩幅 度 1 700 m, 1963 年 侵 退
- 500 m, 1977 年又淤涨+ 600 m, 1987 年区域性低潮水位迅速外移达+ 3 200 m, 年均变化
速率为 + 320 m/ a, 1998 年仅 外 淤 + 200 m, 43 年 累 计 淤 涨 + 3 500 m, 年 均 速 率 为
+ 81 4 m/ a。
该岸段滩界与其对称的夹塘

朗海岸段不同, 后者两淤两侵交替进行, 而前

者 63 年侵退后一直淤涨, 而与弧顶岸段又有不同, 后者一直是强淤, 直至 1998 年时才略
有侵退。
根据表 3 统计, 43 年南岸潮滩外移面积+ 520 72 km 2, 内迁面积- 116 99 km2 , 扣除围
海造田面积, 1998 年时实际滩地面积为 414 42 km 2, 年均淤涨率为 9 64 km 2/ a。滩界外移
幅度最大地段为庵东岸段, 幅度为+ 12 550 m, 年均淤涨率为+ 291 86 m/ a。与 1955 年相
比, 滩地增加 4 倍以上, 1998 年如果是低潮位, 滩地面积增加数字可能更多。

4

结

语

综上所述, 杭州湾南、
北两岸潮滩的发育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
( 1) 潮滩发育的差异性, 主要受岸线的空间地貌位置的影响。假定潮汐主流方向、强
度、
速度及活动周期相对稳定, 与主流方向大角度相交岸段潮滩不发育或发育很差, 并且
岸坡很陡, 如秦山至海盐段、
独山段就是例证。反之, 与其交角较小甚至平行潮滩发育较
好。因人类海岸工程影响, 能局部改变潮流运移路线, 潮滩发育也会同步发生变化, 如上
海石化总厂的围海造地, 形成人工海岸岬角, 于金丝娘桥附近, 滩界逐步外长, 而不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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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变化影响。
( 2) 滩地的侵蚀与淤积作用是同步进行的。以南岸为例, 南岸是淤积岸, 淤积作用造
成大面积滩地; 同时, 局部或某个时段进行侵蚀作用, 43 年实际淤积面积是侵退面积的
4 4 倍。1998 年高潮水位情况相反, 侵退范围远大于淤积范围, 比例是 6 6 1, 是 43 年中
的短暂情况, 代替不了南岸累积多年的大面积滩地。
( 3) 潮滩的发 展具有 空间和时 间的差 异性。南岸潮 滩淤涨 集中 在 1955~ 1963 和
1977~ 1987 年两个时段, 面积之和是南岸淤积量的 83% , 前后跨度为 18 年; 另两时段时
间是 25 年, 面积之和仅是总量的 13% 。而北岸负增长则集中在 1955~ 1963 年及 1987~
1998 年两个时段。以南岸为例, 扇形滩地前弧发展迅速, 两翼较缓, 如以西、
中和东三段
对比, 43 年淤积总幅度与年均速率, 中段分别是西、
东两段之和的 2 9 倍。这种差异不完
全是低潮位所致, 主要的是潮水带来的泥沙在这特定环境条件下落淤而成。
( 4) 滩地南、北岸发展程度不同。这种不同, 主要由杭州湾南淤北侵总背景所决定,
人工 围 海 仅 起 次 要 作 用。 北 岸 潮 滩 在 1955 年 时 有 56 40 km2 , 43 年 外 移 面 积
+ 11 66 km 2, 同时内迁面积- 20 13 km2 , 呈负增长, 扣去围海造地面积, 1998 年实际滩地
面积为+ 37 73 km 2 。
从总体上看, 43 年来, 北岸滩界变动范围基本限制在 1955 年潮滩界
线之内, 潮滩面积呈负增长, 与 1955 年相比, 1998 年高潮时累计减少面积近三分之一, 说
明北岸遭受强烈侵蚀并还将继续发生侵蚀。南岸 1955 年时潮滩面积 94 04 km 2, 滩界外
移面积+ 520 72 km 2 , 内迁- 116 99 km 2, 扣去围海造田面积, 1998 年实际面积为+ 414 42
2

km 。43 年来, 南岸扇顶滩界外移 12 550 m, 外移速率达+ 292 m/ a, 连同 1955 年滩地幅度
滩地宽 13 300 m, 这在一般海岸潮滩中很少见到, 从近期看, 淤积作用还将继续。由于杭
州湾顶部( 属钱塘江河口段) 淤积作用还有空间, 而来沙条件可能不像以前那样丰富, 向
北伸展速度可能减缓。夹塘

朗海岸段与西三北部袋状港湾和半岛形的无名滩地段, 侵

淤交替进行, 总体上是淤积岸, 但滩界变化无常, 属不稳定地段; 东侧东三 郑家浦 海
王山岸段近期滩界外移较快, 但来自海口外东南 北西方向的潮流强劲, 虽然与岸线平
行, 其外扩空间也会有限。
( 5) 潮水位高低影响潮滩分布范围大小, 总的特点是高潮位滩地面积变小, 低潮位滩
地面积变大。1987 年图像是滩地低潮位时卫星扫描成像, 南、北两岸潮滩界普遍内 迁,
南、
北两岸淤积均呈负增长, 南岸淤积和侵退面积分别为+ 12 20 km2 和- 80 05 km2 。潮
滩的淤涨与侵退是同步进行的, 每一个时相都是如此, 只是两种作用谁占主导地位, 即使
1987 年大低潮, 1998 年大高潮, 都有两种地质作用同时进行。
( 6) 与岸线演变不同, 滩界与潮滩的演变主要受自然界营力操作, 海岸工程能改变局
部潮流等岸线变化动力因素, 但整体还需服从自然规律的建造与改造。
( 7) 全区淤泥质海岸均由海堤组成, 但每个岸段经受海潮冲刷强度是不同的, 特别是
北岸, 无潮滩及狭窄潮滩岸线长达 14 km 以上。故应提高堤坝工程标准, 特别是海盐县城
岸段, 一旦破堤, 后果不堪设想。北岸长期无滩或少滩段总长有 14 km, 是今后重点防洪
地段, 这里不包括基岩海岸与上海石化总厂人工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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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SENSING DYNAMIC MONITORING OF TIDAL
BANKS IN THE HANGZHOU BAY
Yang Jinzhong Zhao Yuling Wang Yi
( China Aero Geophysical Survey and Remote Sensing Center f or Land and Resources ,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he Hangzhou Bay is an outside strand of the Qiantang River with complicated dynamic condi
tions, sediment transport , sedimentological processes and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Based on a great
amount of remote sensing data and topographic data, this paper discussed evolution of the t idal
banks in the Hangzhou Bay since 1955.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es of the
t idal banks in the Hangzhou Bay might be varied. The north beach line changed within the line in
1955, and the tidal bank area increased negat ively, while the south beach line moved outside for
12 550 m, with a velocity being 292 m/ a. The negative growth of north bank was mainly occurred
from 1955 to 1963, and from 1987 to 1998, while the silting of south bank was mainly occurred
from 1955 to 1963, and from 1977 to 1987. The difference of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es in the
Hangzhou Bay was influenced by the spat ial and morphological location.
Key Words Tidal bank changing, Remote sensing dynamic monitoring, The Hangzhou 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