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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西岸两个典型复合型海滩
砂泥转换带对比研究
周

湘１ꎬ ２ ꎬ蔡

锋１ ꎬ戚洪帅１ ꎬ王立辉２ ꎬ赵绍华１ ꎬ雷

(１.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ꎬ福建 厦门
摘

刚１ ꎬ朱

君１

３６１００５ꎻ ２. 福州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ꎬ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要:根据福建沿海砂泥复合型海滩的分布特征ꎬ选取闽江口左坑和九龙江口南太武两个典型砂泥复合型海滩作为研究对

象ꎬ开展 ＳＭＴ 土力学和空间分布特征初步研究ꎮ 基于两个海滩 ＳＭＴ 位置及两侧共 ６ 个柱状沉积物样品的土力学性质分析ꎬ完
善了砂泥转换带( ｓａｎｄ－ｍｕ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简称 ＳＭＴ) 野外判定方法ꎻ结合 ＳＭＴ 空间分布特征及洪、枯两季差异分析ꎬ初步探讨了影
响 ＳＭＴ 分布的主要因素及控制过程ꎮ 研究结果认为ꎬ对于表层砂泥分界明显的海滩ꎬ可根据 ＳＭＴ 的定义结合沉积物粒度变
化快速判定ꎻ而对于无法直接判定 ＳＭＴ 位置的复合型海滩ꎬ可将海滩表层沉积物抗剪强度作为快速准确判定 ＳＭＴ 位置的辅
助指标ꎬ本次研究取 １５ ｋＰａ 作为 ＳＭＴ 判定阈值ꎮ 闽江口左坑和九龙江口南太武海滩 ＳＭＴ 高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有明显差
异ꎬ这种差异在洪、枯水季又发生一定改变ꎬ主要与泥沙物源和水动力条件变化有关ꎬＳＭＴ 具体变化情况由砂质和泥质的输运
或水动力强度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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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ꎻ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砂泥转换带( ｓａｎｄ￣ｍｕ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简称 ＳＭＴ) 是海底沉积物平均粒径由砂向泥( 包括粉砂和粘土) 过渡的

边界 [１] ꎬ又称之为“ 泥化点” 、“ 泥化水深” 、“ 砂泥分界点” ꎮ Ｇｅｏｒｇｅ 和 Ｈｉｌｌ [２] 将其定义为沉积物平均粒径为

４ φ或含泥量为 ２５％的交界ꎬ并认为 ＳＭＴ 两侧在生物学、物理学、地质学、化学等多方面均表现出较大差别ꎮ
Ｇｕｉｌｌéｎ 等 [３] 经过研究认为此定义同样适用于河口三角洲地域ꎬ还针对 Ｇｅｏｒｇｅ 和 Ｈｉｌｌ [２] 提出 ｈ ＳＭＴ ( ＳＭＴ 分布
深度) 计算公式进行了计算参数选取讨论ꎬ但均认为 ＳＭＴ 受波浪动力条件影响ꎮ ＳＭＴ 沉积物的研究则主要
在混合、侵蚀、絮凝、剪切力、沉积动力等方面 [７] ꎮ 以上研究均是基于砂质海滩ꎬ且尺度较大ꎮ 国内有关 ＳＭＴ

的研究则多基于泥化海滩的具体案例ꎬ从物源、水动力、黏性泥沙基本理论等方面着手分析或提出相应的海
滩泥化治理方案 [８] ꎮ 泥化即海滩遇到波浪动力变弱或沉积物性质改变时ꎬ泥质沉积物在海滩下部沉积ꎬ海

滩转变为砂泥复合型海滩的过程ꎬ沙滩泥化的本质也是 ＳＭＴ 变迁的外在表现ꎬ目前国内研究结果也表明这
与波浪等动力环境关系密切 [１０] ꎬ但尚无延缓或解决方案ꎮ

前人研究主要集中于 ｈ ＳＭＴ 的量化计算方面和成因解释、分布特征方面ꎬ尺度较大ꎬ多基于纯砂质海滩ꎬ而

国内砂泥复合型海滩研究不足ꎬ也缺乏对 ＳＭＴ 两侧土力学特征的研究ꎮ 根据福建沿海砂泥复合型海滩分布

情况ꎬ选取两个典型河口区砂泥复合型海滩ꎬ通过开展 ＳＭＴ 空间分布勘测以及两侧柱状沉积物土力学性质

分析ꎬ完善 ＳＭＴ 的野外判定方法ꎬ结合两复合型海滩 ＳＭＴ 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洪水季与枯水季差异和变迁ꎬ
初步探讨了河口区砂泥复合型海滩 ＳＭＴ 的主要影响因素和控制过程ꎮ 并对砂泥复合型海滩 ＳＭＴ 土力学性
质及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初步研究ꎬ可以为沙滩修复工程实践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ꎮ

１

研究区概况
福建沿岸分布有众多砂泥复合型海滩ꎬ选择福建沿海闽江口左坑海滩和九龙江口南太武海滩为研究对

象ꎬ开展砂泥复合型海滩 ＳＭＴ 土力学性质和空间分布特征研究ꎮ 二者物源供给丰富ꎬ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变化ꎬ潮差大小相近ꎬ但波浪强弱相差显著ꎬ具备进行对比研究的基本条件ꎮ

Ｆｉｇ. １

图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海滩剖面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ｓａｎｄｙ￣ｍｕｄｄ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闽江口左坑海滩( ＣＬ￣ＺＫ) 位于闽江口区域粗芦岛东北侧粗芦沙嘴ꎬ长度 ６６０ ｍꎬ见图 １ꎬ处于闽江口悬沙

扩散冲 淤 区 [１３] ꎮ 海 滩 北 端 为 乌 猪 汊 道ꎬ 南 端 为 岬 角ꎬ 该 海 岸 平 均 潮 差 ４. ３ ｍꎬ 平 均 海 平 面 高 程 为 黄 零

０.２１ ｍ [１４] ꎬ常浪向和强浪向均为 ＮＥ 向ꎬ近海平均波高 １.０ ~ １.５ ｍꎬ常受台风影响ꎮ 闽江入海径流量在 ５ ~ ７
月达到最大ꎬ径流量占全年 ５１％ꎬ１０ ~ １２ 月为枯水期ꎬ径流量仅占全年的 １４％ꎬ洪、枯两季径流量相差悬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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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

九龙江口南太武海滩( ＺＺ￣ＮＴＷ) 位于漳州龙海ꎬ长度 ２.７ ｋｍꎬ见图 １ꎮ 海滩为南北走向ꎬ东侧 １ ｋｍ 为双

鱼岛主体ꎬ北侧为岬角ꎬ南侧为围海工程及排洪渠ꎮ 该海滩因双鱼岛建设逐渐泥化ꎬ其细粒物质来源主要为
九龙江入海悬沙和附近浅滩波浪掀沙 [８] ꎮ 该海域平均潮差 ４.２ ｍꎬ平均海平面高程为黄零 ０.２６ ｍ [１４] ꎬ主波向
为 Ｅ 向ꎬ有效波高为 ０.２ ~ ０.４ ｍꎬ以风浪为主 [１８] ꎮ

２

２.１

研究方法
野外测量

本次研究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枯水期) 和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洪水期) 开展现场调查ꎬ采用 Ｘ９００ 型 ＲＴＫ￣ＧＰＳ

对研究海滩 ＳＭＴ 位置、高程及典型海滩剖面进行测量ꎬ其平面精度为±１５ ｍｍꎬ高程精度为±２５ ｍｍꎮ

２.２

样品采集与分析

采集柱状样的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根据剖面坡度及现场情况确定柱状样的具体位置ꎬ见图 ２ꎬ每个海滩

沿海滩中部剖面在 ＳＭＴ 位置及两侧依次采集三个柱状样ꎮ 室内进行土力学性质分析时ꎬ需对柱状样进行分
层处理ꎮ 由于滩面表层与水体物质交换频繁ꎬ将表层 ０ ~ １０ ｃｍ 分为第 １ 层ꎬ以下每 ５ ｃｍ 为一层ꎬ共分为 ６ 层
( 后文层位描述以数字 １ ~ ６ 代替) ꎮ 对各层位沉积物均匀取样进行沉积物粒度分析ꎬ样品预处理依据海洋调
查规范( ＧＢＴ １２７６３.８￣２００７) ꎬ分析方法采用筛分法结合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 激光粒度分析的方式ꎮ 同时ꎬ柱状样中间

２ ~ ４ 层位进行直剪试验( 分别取压力 σ 为 １００、２００ 及 ３００ ｋＰａ 进行实验) ꎬ使用 ＳＤＪ￣Ⅱ型三速电动等应变直
剪仪ꎬ计算层位沉积物的黏聚力( Ｃ) 和内摩擦角( φ) ꎮ 对柱状样第 ５ 层位使用 ＷＧ￣２ 型中压三( 双) 联固结
仪测定压缩系数( ａ １－２ ) ꎮ

３

３.１

结

果

海滩剖面形态与 ＳＭＴ 分布

左坑海滩陆海方向存在明显坡度变化ꎬ见图 ２( ａ) ꎬ中高潮滩坡度较陡( ｉ≈０.０５９) ꎬ低潮滩坡度较缓( ｉ≈

０.００２) ꎮ 南太武海滩剖面陆海方向无明显坡度变化ꎬ见图 ２( ｂ) ꎬ平均坡度相对较陡( ｉ≈０.０４６) ꎮ 调查两期海
滩剖面形态中ꎬ左坑海滩中高潮滩发生局部侵蚀( 高潮滩) 与淤积( 中潮滩下部) ꎮ 除此之外ꎬ左坑海滩低潮
滩区域及南太武海滩剖面形态基本稳定ꎮ

图２

左坑和南太武海滩特征剖面形态及柱状样采集位置及编号
Ｆｉｇ. 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枯水季左坑海滩的 ＳＭＴ 表层覆盖粉砂质沉积物ꎬ从测量结果看ꎬ两次测量的 ＳＭＴ 位置均与岸线大致平

行ꎬ仅在海滩南端略向海偏移ꎬ见图 ３( ａ) ꎬ洪水季 ＳＭＴ 位置向陆迁移ꎬ迁移量最大达到 ２５ ｍꎮ 此外ꎬ从两次
测量的 ＳＭＴ 沿岸高程分布可看出ꎬ高程自南向北逐渐变小ꎬ洪水季 ＳＭＴ 高程纵向变化较小ꎬ枯水季 ＳＭＴ 沿
岸高程则表现为更明显的南高北低特征ꎮ 左坑海滩 ＳＭＴ 整体位于当地平均海平面( 黄零 ０.２１ ｍ) 之上 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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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 ｍꎬ两期调查 ＳＭＴ 平均高程为 ０.８０ ｍ(３ 月) 和 ０.８３ ｍ(８ 月) ꎮ 枯水季 ＳＭＴ 沿岸高程在沿岸距离 １２０ ｍ
处出现剧增ꎬ此处 ＳＭＴ 靠近沙滩上部ꎮ

南太武海滩滩面靠海方向形成软泥层ꎬ泥层厚度向海增大ꎬＳＭＴ 两侧表层沉积物差别较大ꎬＳＭＴ 较明

显ꎮ 该海滩 ＳＭＴ 走势与岸线大致平行ꎬ见图 ３( ｂ) ꎬ海滩 ＳＭＴ 分布位置和沿岸高程变化趋势不明显ꎬ仅在局
部有一定的高程变化ꎮ 两次测量 ＳＭＴ 高程均在 － ０.３ ~ ０.４ ｍ 范围内变化ꎬ南太武海滩部分区段 ＳＭＴ 位于当
地平均海平面( 黄零 ０.２６ ｍ) 之下ꎬ３ 月 ＳＭＴ 平均高程为 ０.１１ ｍꎬ８ 月 ＳＭＴ 高程平均为 ０.１８ ｍꎬ沿岸 ２２０ ~

３８０ ｍ处 ＳＭＴ 高程变化较剧烈ꎬ存在一定程度的上下变动ꎮ

Ｆｉｇ. ３

３.２

３.２.１

图３

左坑海滩与南太武海滩 ＳＭＴ 分布及沿岸高程的季节性变化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Ｍ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Ｚｕｏｋｅｎｇ Ｂ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Ｎａｎｔａｉｗｕ Ｂｅａｃｈ

海滩沉积物特征
沉积物粒度

左坑海滩沉积物由砂质、泥质组成ꎬ多为粉砂质砂ꎬ平均粒径及分选系数变化范围分别为 ２.２７ ~ ６.８３ φ

和 ０.４９ ~ ２.５４ φꎬ平均值分别为 ４.７０ φ 和 ２.０４ φꎬ除 ＣＬ￣ＺＫ￣０１ 和 ＣＬ￣ＺＫ￣０２ 柱状样表层含泥量较少外ꎬ其它区
域( 包含 ＣＬ￣ＺＫ￣０３) 泥质含量均大于 ３０％ꎬ见图 ４( ａ) 、图 ４( ｂ) 、图 ４( ｃ) ꎮ 左坑海滩最大含泥量 ８６.８％出现在
ＣＬ￣ＺＫ￣０２ 表层以下 １０ ~ １５ ｃｍ 处ꎬ为软土层ꎻ南太武海滩沉积物最大含泥量出现在泥区表层ꎬ为 ８４.８％ꎬ为流
塑状砂泥混合物ꎮ 需要特别指出ꎬＺＺ￣ＮＴＷ￣０３ 柱状样沉积物含泥量变化趋势与 ＣＬ￣ＺＫ￣０１ 柱状样沉积物恰
好相反ꎬ见图 ４( ａ) 、图 ４( ｆ) ꎬ其含泥量表层大ꎬ但随深度增大而减小ꎮ

南太武海滩沉积物以砂为主ꎬ含少量砾石和泥ꎬ多为细粗砂和中、粗细砂ꎬ其平均粒径及分选系数变化范
围分别为( － ０.３０ ~ ６.８９) φ 和(０.６ ~ ３.０５) φꎬ平均值分别为 ２.３８ φ 和 １.６６ φꎮ ＺＺ￣ＮＴＷ￣０１ 和 ＺＺ￣ＮＴＷ￣０２ 柱
状样沉积物平均含泥量较少ꎬ平均为 ３.３％ꎬ见图 ４( ｄ) 、图 ４( ｅ) ꎬ但 ＺＺ￣ＮＴＷ￣０３ 平均含泥量为 ３１.４％ꎬ见图

４( ｆ) ꎮ 左坑海滩砂区底层、南太武海滩泥区表层沉积物( 图 ４( ａ) 、图 ４( ｂ) 、图 ４( ｃ) 、图 ４( ｆ) ) 平均粒径较小ꎬ
最小达到 ６.９φꎬ其组分中含砾较少或不含ꎬ泥质含量高ꎮ 在含有部分砾质的沉积物( 图 ４( ａ) 、图 ４( ｃ) ) 中ꎬ平
均粒径变化与砾质含量变化趋势一致( 图 ４( ｆ) ) ꎮ

３.２.２

土工力学性质

枯水季调查发现左坑海滩 ＳＭＴ 上覆砂质盖层ꎬ向海方向逐渐变薄至消失ꎬ洪水季海滩表层则为流塑状

砂泥混合物ꎬ厚度可达 ０.２ ｍꎮ 南太武海滩 ＳＭＴ 沉积物为砂泥混合物ꎬＳＭＴ 向海方向 ３ ｍ 内ꎬ表层沉积物转
变为流塑状砂泥混合物ꎮ 从 Ｃ 值看ꎬ 左坑海滩 ＳＭＴ 沉积物 Ｃ 值 ( ７. ９ ｋＰａ) 小于砂区 ( １３. １ ｋＰａ) 及泥区
(９.６ ｋＰａ) ꎬ综合来看数值较为离散ꎮ 南太武海滩沉积物抗剪强度向海方向减小ꎬＳＭＴ 沉积物处于中间值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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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

砂区抗剪强度相对较大ꎬ泥区则较小ꎮ 根据压缩系数判断沉积物压缩性质ꎬ可知左坑海滩沉积物压缩性为中
高压缩性( ≥０.５ 为高压缩性) ꎬ沉积物压缩性较大ꎻ南太武海滩沉积物为中低压缩性( <０.１ 为低压缩性) ꎬ沉
积物压缩性较小ꎮ

Ｆｉｇ. ４

４

４.１

讨

图４

柱状样沉积物组成

Ｄｏｗｎｃｏ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ｔ ６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ｒｅｓ

论

ＳＭＴ 现场判定方法

文中所描述海滩 ＳＭＴ 存在较大差异ꎬ南太武海滩 ＳＭＴ 可根据表层沉积物组成判定其位置ꎬ而枯水季左

坑海滩 ＳＭＴ 上覆砂质盖层ꎬ难以分辨ꎬ福建省部分复合型海滩也存在无法分辨的情况ꎮ 即无法根据砂泥分
界特征或平均粒径为 ４ φ 或含泥量 ２５％的条件来快速确定 ＳＭＴ 位置ꎬ需要其它物性指标来辅助判定ꎮ

选取表层沉积物抗剪强度作为辅助判定的物性指标ꎬ为确定其具体数值ꎬ收集了直剪试验中所有沉积物

试样破坏时的剪切力数值和对应试样的的平均粒径ꎬ建立其对应关系ꎻ再结合剪切力 τ 与抗剪强度参数黏聚
力、内摩擦角之间的方程关系ꎬ求出 σ ＝ ０ ｋＰａ、平均粒径 ４ φ 时沉积物的 Ｃ 值ꎬ即理论上 ＳＭＴ 沉积物的黏聚

力数值ꎮ 经计算ꎬ此 Ｃ 值约等于 １５ ｋＰａꎬ在本文研究中作为 ＳＭＴ 判定的阈值ꎬ且此数值直接来源于本文研究
对象海滩沉积物ꎮ 为使该 ＳＭＴ 判定阈值大范围适用ꎬ需收集更多复合型海滩沉积物的力学数据ꎬ进一步完
善此数值代表性ꎮ 现场判定 ＳＭＴ 位置需要使用此判定阈值时ꎬ可采用便携式微型贯入仪或手持十字板剪切
仪快速确定 ＳＭＴ 位置ꎮ

４.２

典型复合型海滩及其 ＳＭＴ 空间分布特征对比分析

两个海滩沉积物基本特征存在差异ꎬ沉积结构也不同ꎬ这与海滩所处环境相关ꎮ 左坑海滩在表层下０.１

~ ０.３ ｍ 沉积物含泥量较大ꎬ实际为河口相砂泥互层ꎬ其中 ＳＭＴ 表层含泥量少ꎬ实际为砂质盖层ꎬ向下含泥量

迅速增大ꎮ 南太武海滩表层沉积物为砂泥混合物或泥质ꎬ但泥区表层 ０.２ ｍ 下沉积物含泥量降低且分选较
好ꎬ该部分可能为早期海滩滩面部分ꎮ

两海滩 ＳＭＴ 高程和平面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ꎮ 高程方面ꎬ左坑海滩 ＳＭＴ 高程较高( 约 ０.８ ｍ) ꎬ南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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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海滩对应 ＳＭＴ 高程较低(０.１ ~ ０.２ ｍ) ꎮ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 ＳＭＴ 高程分布取决于当地波浪强度 [１２] ꎬ当然ꎬ沉

积物的粒径和剖面坡度也有一定影响ꎬ但其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分析ꎮ 水动力条件是沉积物输移的直接原
因ꎬ而水动力的分布又受岸边构筑物( 如左坑海滩南部围海工程) 、滩面乱石、养殖围栏等影响ꎬ又同时与海
滩地势相互耦合ꎬ导致同一海滩 ＳＭＴ 的沿岸高程也存在一定变化( 图 ２) ꎮ ＳＭＴ 平面分布方面ꎬ首先ꎬ洪、枯

季左坑海滩 ＳＭＴ 形态变化较大( 图 ３( ａ) ) ꎬ而南太武海滩 ＳＭＴ 则未发生大范围迁移ꎮ 前文所述 ＳＭＴ 沿岸高
程的变化实际也伴随着 ＳＭＴ 局部的偏移ꎬ左坑海滩 ＳＭＴ 在靠近南侧岬角部分产生向海偏移ꎬ南太武 ＳＭＴ 空
间分布则较为顺直ꎮ

４.３

ＳＭＴ 主控因素及动力响应初探

上文可知海滩 ＳＭＴ 空间分布差异体现在 ＳＭＴ 高程的沿岸分布和地域分布( 图 ３) ꎬ海滩两端因为岬角、

围海工程阻挡而动力减弱或因靠近外海、河口而动力较强ꎬ从而导致水动力的分布差异ꎮ 海滩水动力差异导
致底剪切应力的分布产生差异ꎬ导致沉积物颗粒的输运、沉降不同 [２０] ꎮ 可见ꎬＳＭＴ 的分布受水动力因素
影响ꎮ

左坑海滩洪水季 ＳＭＴ 出现向岸的整体迁移( 图 ３( ａ) ) ꎬ是由洪水季闽江极大的径流量和输沙量( 后者达

到全年的 ８４％ [１３] ) 所造成ꎬ即左坑海滩物源存在季节性变化ꎮ 洪水季大量砂泥混合物堆积在左坑海滩滩面ꎬ
ＳＭＴ 向岸推进ꎬ可见季节性物源条件也是 ＳＭＴ 分布的一大影响因素ꎮ

事实上多数情况下ꎬ海滩 ＳＭＴ 受水动力和物源条件共同影响ꎬ洪水季左坑海滩滩面堆积流塑状砂泥混

合物ꎬ枯水季物源减少的背景下受水动力持续作用而砂、泥分离ꎮ 较粗的砂质沉积物在海滩上部富集ꎬ形成
沙滩ꎬ细粒沉积物在波浪动力作用较弱的低潮区沉积ꎬ形成泥滩ꎮ 而多个水文年中ꎬ左坑海滩沉积物形成河
口相沉积层ꎬ且其中泥质层与砂质层不均匀分布ꎬ因此导致沉积物抗剪强度离散 [２１] ꎬ见表 １ꎮ 南太武海滩主
要因为波浪分选作用变弱ꎬ海滩附近水域内的泥质颗粒遵循悬移质输运机制 [２２] ꎬ在近岸侧滩面沉降与砂质
颗粒形成混合沉积物ꎮ 长时间的泥质落淤导致海滩泥质区域向岸推进ꎬＳＭＴ 向岸迁移且低潮带泥质堆积逐
渐增厚ꎮ
表１
Ｔａｂ. １

海滩沉积物抗剪强度与压缩系数测试结果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ｂｅａｃｈ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海滩

闽江口左坑海滩

区域

砂区

柱状样编号

ＣＬ￣ＺＫ￣０１

Ｃ / ｋＰａ(１０ ~ ２５ ｃｍ)

φ / ( °) (１０ ~ ２５ ｃｍ)

压缩系数 ａ１－２ / ( ＭＰａ －１ )
(２５ ~ ３０ ｃｍ)

ＳＭＴ

九龙江口南太武海滩
ＳＭＴ

泥区

砂区

ＣＬ￣ＺＫ￣０２

ＣＬ￣ＺＫ￣０３

ＺＺ￣ＮＴＷ ￣０１

ＺＺ￣ＮＴＷ ￣０２

ＺＺ￣ＮＴＷ ￣０３

２７.５

２７.５

２４.３

２６.２

４０.９

４２.１

０.７

０.４

０.５

０.１

０.１

０.１

１３.１

７.９

９.６

５０

６.１

泥区

０

ＳＭＴ 是海滩沉积物适应动力条件的结果ꎬ是复合型海滩的地貌学特征ꎬ其迁移、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当前海滩所处的动力环境和物源环境ꎬ如图 ５ 所示ꎮ

Ｆｉｇ. ５

图５

复合型海滩剖面 ＳＭＴ 示意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ＭＴ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ｓａｎｄｙ￣ｍｕｄｄ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ａｃｈ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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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

对砂泥复合型海滩结构ꎬ海滩上部为砂质ꎬ与自然砂质海滩沉积物运动规律相符ꎬ受波浪动力控制为主ꎬ
潮流作用为辅ꎬ沉积物颗粒多以推移方式运动ꎮ 海滩下部为泥质沉积ꎬ受潮流作用为主ꎬ波浪动力为辅ꎬ沉积
物颗粒以悬移方式运动ꎮ 而在砂质与泥质交界位置及其附近ꎬ沉积物运动受波流共同作用ꎮ 海滩向海扩展
或向岸侵蚀并不能导致 ＳＭＴ 的消亡ꎬ沿岸输沙也是海滩沉积物对动力条件的响应ꎮ 取复合型海滩剖面单独
分析ꎬ当上部砂质堆积时ꎬＳＭＴ 将向海迁移ꎬ原因可能为水动力增强或砂质物源增加或断面位置恰好接收海

滩沿岸输沙ꎮ 反之海滩下部泥质增多时 ＳＭＴ 向岸迁移ꎬ其原因可能为水动力减弱或泥质物源增加或断面砂
质部分恰好被侵蚀ꎮ

５

结

语

基于台湾海峡西岸两个典型砂泥复合型海滩 ＳＭＴ 空间分布的勘测以及两侧柱状沉积物土力学性质ꎬ通

过数据分析及讨论ꎬ得到以下结论:

１) 在进行现场对象调查期间ꎬ无法根据坡度和现场判定 ＳＭＴ 位置时ꎬ可选取表层沉积物抗剪强度作为

辅助判定的物性指标ꎬ判定阈值取 １５ ｋＰａꎮ

２) 不同区域复合型海滩基本特征不同ꎬ砂泥物源条件及水动力条件不同ꎬ形成 ＳＭＴ 高程、空间分布具

有一定差异ꎮ 海滩地形和水动力相互耦合ꎬ使得海滩 ＳＭＴ 产生沿岸高程差ꎻ岸边构筑物与水动力相互影响ꎬ
导致局部 ＳＭＴ 位置偏移ꎮ

３) ＳＭＴ 是海滩沉积物适应动力条件的结果ꎬ是复合型海滩的地貌学特征ꎬ其迁移、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当前海滩所处的动力环境和物源环境ꎮ 砂泥物源条件、水动力条件是 ＳＭＴ 分布的两个控制因素ꎬ
ＳＭＴ 具体变化情况由砂质和泥质输运或水动力强度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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