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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SIMRAD—EM3000多波束探测系统和 DGPS定位系统，对海南岛东方岸外的沙波沙脊区进行了高 

精度探测，分析结果表明：从海岸到陆架底形具有明显的分带性，依次出现弱侵蚀底形段、沙波沙脊底形段和平坦 

底形段。沙波仅发育于沙波沙脊段，介于水深 2O～50 m之间，沙波形态有二维与三维两种，沙波波高多为 0．7～ 

2．5 m，波长 2O～70 m，沙波指数(L／H)为 2O～60，对称指数为 1～3；沙波沙脊区沉积物的搬运方向有明显的规律 

性，在沙脊的西侧，沉积物主要向北搬运；在沙脊的东侧，沉积物主要向南搬运；沙波的形成和发育主要受潮流场控 

制 ，热带风暴对其有改造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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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脊和沙丘是世界陆架上的重要沉积底形，它 

们的出现与沉积动力过程紧密相关，成为研究现代 

沉积学过程的重要对象。沙脊和沙丘又是陆架上特 

殊的地形和地貌单元，它们的存在和变化对航运、工 

程和军事活动影响显著，比如造成航道淤积、海洋工 

程淘空塌陷等。 

陆架沙波是远小于陆架沙脊的一类底形，它需 

要高分辨率的探测仪器才能分辨，故对陆架沙波的 

研究明显滞后于沙脊。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通 

过水槽实验塑造出各种尺度的沙波，著名学者 Swift 

等和 Stride都曾对沙波进行过研究 。]。近年来，随 

着探测技术发展，许多学者对海底沙波的形态特征、 

形成环境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如法国岸外沙 

波 ]、北海南部沙波_5]、丹麦北岸外斯卡格拉克海峡 

沙波 ]、美国长岛海峡东侧沙波 等。我国的沙波 

主要分布区有渤海东部浅滩、长江口外浅滩 、东海中 

外陆架、台湾海峡的东山岛岸外、珠江口外以及海南 

的东方岸外等，前人初步研究了这些沙波的分布规 

律、形态特征和发育条件l8。 。 

本文通过高分辨率多波束探测得到的海底底形 

数据，分析了海南岛西部岸外沙波形态、分布和泥沙 

运动，探讨了沙波的发育条件和对海底管线的影响。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海南岛西部海域 、北部湾的南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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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部湾面积为 1．28万 km 。湾内海底地形平 

坦，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倾斜度为 2。左右，水深一般 

为 20～60 m，平均深度为 38 m，近湾I：1处局部水深 

增到 100 m，属于浅海半封闭性大陆海域 ”]。 

图 1 研究 区位置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研究区底质类型呈带状分布，在浅水域(50 In 

水深以浅)，海底表层沉积物主要是以松散砂为主， 

局部为黏性土，该区发育沙波、沙脊、冲刷沟垄等海 

底地貌；20～50 In水深带基本上由松散的砂组成， 

是沙波沙脊发育的主要区域；50～70 In的深水区， 

海底表层沉积物以软弱黏性土为主，存在浅层气逸 

气塌陷坑、残留隆起等。 

该区发育的沙脊体系是整个琼西南沙脊群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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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沙脊大都呈 NS走向或呈 Nw—SE走向，共 4 

～ 5列(图2)。探测区共发育3个主要的沙脊(水深 

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航海保证部 

绘制的海图，1974)，各沙脊的主要特征如下： 

上已基本看不出该处的沙脊形态。但是该处沙波非 

常发育。 

此外，在沙脊 3东侧 500 m处还有一个小沙脊 

(图 2)，其东翼上发育新月形小沙波，波长 47～ 

67 m，波高 2．3～2．8 m，东北坡 3．2。～4．6。，西南坡 

10．5。～ 12．6。 

2 调查方法 

使用船载 DGPS定位系统(TRIMBLE一2l2H) 

和近岸区手持 DGPS(Seapath200)定位系统进行定 

位，接 收三亚 和杨浦信标 站发射 的差分信 号。 

DGPS系统的实时动态定位精度为±1．0 m。 

2003年 8月、2004年 1月和 2004年 1O月利用 

多波束测深系统对海底地貌进行高精度、高效率和 

全覆盖测量，设备型号是 EM3000，作业频率 300 

kHz，波束角 1．5。×1．5。，127个波束，波束间隔 

0．9。，探测深度 0．5～2OO m，水平覆盖宽度 4倍，精 

度可达 5 cm。EM3000为轻便型，适合在不同船只 

k工作 。 

图 2 海南岛西部岸外沙脊分布示意图 

Fig·2 Sketch rnaP。f thesand ridge distributi0n 3 沙波的形态特征 
off the west Hainan Island 

沙脊 1：长约 30 km，宽 2．2 km，脊槽高差一般 

为 20 m左右，最大高差达 30 ID_，脊顶水深不足 5 

m，凹槽处水深最大为 35 m。沙脊脊线呈弓型，沙 

脊中部大致呈南北走向，在沙脊的南北两端尾部均 

略向东偏。该沙脊南北两端高，中间被两条横向的 

沟隔断。沙脊两翼不对称，西翼较陡，西坡平均坡度 

约 3Voo，东坡平均坡度约 1．3Voo～1．5 Voo。该沙脊顶 

部被潮流作用改造，形成“复式沙脊”，管线穿过的沙 

脊区东西两翼和沙脊顶部均较平坦，仅发育一些小 

沙纹，陡坡前缘过渡为海底冲刷沟槽。 

沙脊 2：长约 15 km，宽 1．4 km，脊槽高差一般 

为 14 m左右，最大高差达 2O余米，脊顶水深8 m左 

右，凹槽处最大水深 30 m。沙脊脊线呈直线型，南 

北走向，且北端相对宽平，南端窄尖。沙脊两翼不对 

称，东坡较陡，平均坡度约 5Voo～8 9／6，西坡平均坡度 

只有 2 9／6左右。该沙脊东西两翼均发育大沙波。 

沙脊3：长约 15 km，宽约 3．4 km，高差 8 m，脊 

顶水深 3．8 m，凹槽处水深最大为 27 m。沙脊脊线 

呈 S形。沙脊两翼不对称，北部西翼较陡，南部东翼 

较陡。海底管线穿过该沙脊的南侧边缘，该区域被 

潮流改造非常严重，改造后起伏小于 4 m，在剖面图 

沙脊区以北和沙脊之间发育了大量的沙波，分 

布于水深20~50 m。水下沙波一般个体较大，但大 

小相差悬殊。在近垂直海岸的方向上选取 5个典型 

区对沙波进行高分辨测量，并对沙波参数进行统计 

计算。所选的探测区域见图 3，各区沙波特征见图 

4，各区沙波统计数据见表 1。 

3．1 I区 

多发育二维直线形沙波，分布于水深 34．7～ 

37．9 m。沙波波脊线呈直线状，延伸较长，沙脊一 

端有分叉现象；沙脊走向 Nw—SE(平均 NE110。)。 

该区沙脊波峰尖棱，波谷浑圆，波高0．2～1．3 m，波 

长 17～ 76 m，缓 坡坡 角为 0．2。～ 3．8。，陡坡坡 角 

1．4。～6．5。。沙波指数(L／H)43～9O，对称指数(缓 

坡／陡坡)1～4，缓陡坡区别不太明显，对称性较好。 

3．2 Ⅱ区 

沙波分布于水深 34．3～35．4 m，沙波脊线走向 

近 NE—Sw(NE60。)，呈直线形延伸，大多分叉，具 

有特有的音叉状。波峰较尖窄，波谷宽缓，波高 0．7 

～ 3．7 m，波长 23～71 m，缓坡坡角为 1．6。～6．5。， 

陡 坡坡 角3．4。～9．5。。沙波指数1 9～37，对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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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Ⅲ区 

图 3 海南岛西部岸外高分辨率沙波探测和沙波统计区域(剖面位置为图2虚线所示) 

Fig．3 High—resolution detected and counted sand wave area in the west Hainan Island 

(The location of the profile is shown by the dashed line in Fig．2) 

沙波发育在沙脊的沟槽处 ，水深范围 42～43．1 

1TI。沙波呈短直线状，发育范围局限。波高 0．7～ 

2．4 1TI，波长 l7～35 1TI，缓坡坡角为 3．6。～9．2。，陡 

坡坡角 6．5。～l4．2。。该区沙波对称 指数 1．1～4， 

沙波指数较低 ，为 13～25。 

3．4 lV区 

此区沙波发育于水深 24．2～33．0 1TI，位于沙脊 

之上。该区沙波脊线弯曲且逐级分叉，外形尤像树 

枝，小、中和大型沙波皆有发育。波高 0．6～2．7 1TI， 

波长 28～157 m，缓边坡角为 1．8。～5．1。，陡坡坡角 

6．4。～ l4．4。，沙波 指数 22～52，对 称指 数 1．4～ 

4．1，是一种缓坡较长、陡坡较短的不对称形态。 

3．5 I'I区 

该区沙波发育于水深 l9．3～21．3 1TI，大部分沙 

波平面形态如弯弓，多呈单个沙波孤立分布，形态较 

大(一般为大 、巨型沙波)，呈缓坡较缓长、陡坡较短 

陡的极不对称形态。波高 1．7～5．9 m，波长 41～ 

148 m，缓坡坡角为 2．7。～5．1。，陡坡坡角 lO．4。～ 

l6．4。，沙波指数 l6～29，对称指数 3．1～4．6，在水 

深 21．3～29．7 m处发育较好。 

4 讨论 

4．1 沙波的分带性 

研究区由岸向海划分为 3个区带 ，近岸段、沙波 

沙脊段和平坦段(图 5)。近岸段水深小于 20 m，该 

段无沙波或沙脊，偶尔出现坑、槽等侵蚀底形，反映 

了强动力条件 ；平坦段水 深大于 50 1TI，该段沉积物 

表面平滑，未出现沙波等底形，反映了弱沉积动力环 

境；沙波沙脊段介于水深 2O～50 1TI之间，出现大量 

的沙波、沙脊等底形。其中，沙波沙脊段又可以划分 

出东区、中区和西 区 3个区域 。 

东区(距海岸 15～40 km 区段 )：水深 2O～36 

m，沙波以二维弯曲形、三维新月形为主，波脊线近 

东西走向，延伸短；波高 0．6～5．9 1TI，平均 2．1 1TI。 

该区又可以细分为两个亚 区：三维新月形沙波亚区 

和二维弯曲形沙波亚区。新月型沙波亚区紧靠近岸 

带分布，沙波为典型的孤立、分散发育的新月形沙 

丘；弯曲形沙波亚区构成东区的主体部分，由大量的 

二维弯曲沙波构成 。 

中区(距海岸 40～48 km 区段 )：发育于水深 36 

～ 4O m，底形以二维直线形沙波为主，平均波长 38 

m左右、波高 1 m左右，沙波规模大、延伸远，沙波 

的脊线以直线者为主，可出现分叉现象或音叉状。 

西区(距海岸 48～6O km 区段 )：沙波分布于水 

深 36～50 m 区域 ，呈零 星分布，并 以新月形 (三维 

型)为主 ，陡坡向北。波高为 1"--'4 1TI，对称指数 1～ 

6，沙波指数 34～5O。 

东方岸外沙波的分带性与该区域海洋能量的差 

别密切相关。根据 Simons和 Allen等的水槽实验 

研究结果[1 ，底形与流态、水流速度存在密切的联 

系，随着单向水流流速的增加，顺序出现平坦底形一 

小型沙波底形 大型沙波(沙丘)底形一平坦底形一 

逆行沙丘底形一冲刷坑(槽)底形等。东方近岸处潮 

流流速高，表层最大达140 cm／s，向外潮流流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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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海南岛西部岸外 I、Ⅱ、III、IV和 VI区沙波多波束图像及沙波的剖面形态(图中虚线表示剖面位置) 

其中：Ⅱ区虚线所圈的部位可见”沙波叉状分支”；IV区位于沙脊西侧，呈缓坡较长、陡坡较短的不对称形态； 

Ⅵ区位于沙脊东侧，呈缓坡较缓长、陡坡较短陡的极不对称形态。 

Fig．4 Multibeam image and profile configuration of sand waves in No．I，Ⅱ，III，Ⅳ andⅥ areas 

(The dashed line represents the location of the profile) 

In ArealI。We can see“dichotomous sand wave”in the dashed—enclosed area；Area IV is located at the 

West side of sand ridge and presents an obvious asymmetry in shape，with a longer gentle slope and a shorter steep slope；AreaⅥ is located 

at the east side of sand ridge and presents an obvious asymmetry in shape，with a longer gentle slope and a shorter steep slope． 

实测西区底层流速为 68 cm／s。这种流速分布的差 

异是造成底形分带性的重要原因。 

4．2 沙波与沉积物运动方向 

总体上看 ，本区沙波对称指数在 1～6之间 ，对 

称指数在 1～2之 间的沙波较为集 中。沙波 的对称 

性与形成沙波的动力因素相关，利用沙波的不对称 

性可以判断沉积物的运移方向。 

除了II区外，研究区的沉积物运移方向以向北 

(略偏东)或向南(略偏西)两个方向为主(图 6)。沉 

积物的运移方向主要受本区的潮流性质的制约。研 

究区潮流为正规全 日潮型的往复流，涨潮流向北，落 

加 

山／ 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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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海南岛西部岸外底形发育的分带性示意图(KP表示距石油平台的距离) 

Fig．5 Sketch map of the zonary character of seabed topography off the west Hainan Island 

(KP means the distance from the oil platform) 

0 0 0 

I区 

270 

0 

Ⅱ区 

0 

180 

Ⅳ区 

l80 

Ⅵ 区 

图6 海南岛西部岸外底形陡坡方向玫瑰花图 

Ⅲ区 

Fig．6 Rose-like map of the direction of the steep slope of the seabed topography off the west Hainan Island 

潮流向南。在涨潮流作用下沉积物向北运动；相反， 

在落潮流作用下沉积物向南运动。本区所有出现在 

沙脊西测的沉积物表现为向北运动，反之沙脊东侧 

的沉积物趋于向南运动。涨潮时，潮流主体向北运 

O 加 ∞ ∞ 如 ∞ 加 ∞ 

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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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科氏力影响下流动向右偏转，水体能量在沙脊 

西侧相对聚集，使得沙脊西侧的沉积物向北搬运；退 

潮时，潮流主体向南运动，在科氏力影响下水流向右 

偏转，此时的水体能量在沙脊的东侧相对聚集，使得 

沙脊东侧的沉积物向南搬运。II区具有高对称性底 

形，这类底形具有较明显的浪成特征，从本区底形上 

反映的沉积物总体向北西方向运移，可能与该类底 

形主要受台风等风暴潮影响有关。 

4．3 沙波的影响因素 

4．3．1 沙波与潮 汐的关系 

沙波的波长、波高随着水深的加深而趋于减少 ， 

20 rn处的沙波规模较大，50 rn处的沙波规模最小。 

水深的不同反映了潮流能量 的差异 ，近岸潮流能量 

大，深水潮流能量小。 

潮汐是塑造本区沙波的主要海洋动力之一 。研 

究区潮流为正规全日潮型的往复流，涨潮流向北，落 

潮流向南，潮汐底流速为 6O～90 m／s_1。 ；通过计算， 

在水深 2O～50 rn的范围 内，得到 的弗 劳德数 (Fr) 

为 0．4～0．65，这表明该区 2O～50 rn水深范围内的 

潮流属于低流态，可以形成沙波与沙丘等底形。本 

区潮流流速近岸处 高，其表层 最大流速 达 140 

cm／s，向外潮流流速降低，实测西区底层流速为 68 

cm／s左右，近岸的高潮流速不利于沉积物的沉积， 

加之这里沉积物供给不足，故形成侵蚀底形。而在 

水深大于 50 rrl的深水区，潮流流速低，无法搬运砂 

粒级的沉积物，所以这里出现无侧向运动的平坦底 

形 ，沉积物细 ，为黏土和粉砂 。 

研究区潮汐表现为 N—S向的往复流 ，塑造 了 

本区沙波脊线主要为 E—W 向。由于往复流的流 

速差异，表现为向北的优势流或向南的优势流。在 

优势流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底形不对称，RSI指数 

高 。 

4．3．2 沙波与波浪的关系 

波浪也是塑造本区沙波的另一海洋动力 。研究 

区常浪向为 SSW，频率 15．81 ，最大浪高 4．2 m 

(NNW 向)，东方 气 田附近常 浪 向为 SE，频率 

15．7 ，最大浪高 9．3 m。据多年(1949—1981)资 

料统计，东方站平均波高 0．8 rn，平均波长 21．4 m， 

2～3级波浪最多 ，平均周期 3．7 S，波 向以 SW、NE 

向为主。冬、秋季以 N 向浪为主，夏季 以 SW、WSW 

向为主。在常浪海况下，波浪作用弱 ，难 以影 响 2O 

rn或更深的海底。但是 ，本 区热带气旋括 动频繁 ， 

据 1949—1981年的33年统计资料，在南海活动的 

热带气旋共 514次 ，平均每年 15．57次，其中热带 

低压 148次，占总数的28．8 9／6，平均 4．5次／a；热带 

风暴 366次，占总数 的 71．2 ，平均 11．1次／al1引。 

当热带风暴尤其是台风经过研究区时，风浪高于 5 

rn，周期可达 7 S以上，波长超过 100 rn，它们足以搬 

运 50m水深甚至更深处砂粒级沉积物 ，塑造出波 

浪底形。因为波浪形成的底形的对称性高，且具有 

很特征的音叉状脊线形式、尖棱的波峰和浑圆的波 

谷等特征，以区别于潮流底形。研究区靠近水深 5O 

rn处的沙波(包括 I、II区)具有较突出的浪成底形 

特征，说明该处的底形受波浪控制较明显；而靠近 

20 rn水深处的底形(包括 III、IV、V，VI区)受潮 

流影响更突出。这是由于热带风暴属于突发性短暂 

过程，风暴期影响范围遍及整个沙波发育区，所有沙 

波都受风暴的改造或影响；但风暴结束后，本区回复 

到以潮汐为主导的常态动力条件，所有被风暴作用 

改造的底形重新调整，但这种调整也是与潮汐能量 

相适应 ，即近岸强 、离岸弱 ，这导致近 50 rn水深处 

的底形调整差 ，在风暴潮期间形成的底形被更多地 

保存下来 。 

4．3．3 沙渡 沉积物供 给 

末次冰消期全球海平面上升过程中出现几次明 

显的停顿形成阶地的时期，12～11 kaBP，海面上升 

至 50 rn处，南海北部 50 rn普遍存在水下阶地、高 

差数米的古连岛坝、古滨岸浅滩、古沙堤、古泻湖、古 

溺谷、古河口砾石、碎屑红土沉积等L1 ；在 8 kaBP， 

古海面升至现代海面下 20 rn处，南海北部和福建 

普遍存在水下阶地、古沿岸堤、古三角洲、古泻湖、古 

连岛沙坝、古河 口砾石、珊瑚堆积还有埋藏风化 

壳m ；随后海平面迅速上升，在低海面时期形成的 

各种风成和水成的规模较大的沙体地貌，很快被淹 

没在现代海平面以下现今的海底深度。这些沉积物 

粒级组成与当时的海岸动力条件相当，主要为中、细 

砂，它们构成了本区沙波的物质基础。 

本区距离河流人海口较远，现行沉积物补给较 

少。由于缺少直接进入本海岸的沉积物，且水体能 

量较大，使得在水深 20 rn以浅的海岸地带以侵蚀 

作用占主导，出现侵蚀作用形成的冲刷坑、槽等底 

形 。 

5 结论 

(1)海南岛西部岸外从海岸到陆架底形具有 明 

显的分带性，依次出现近岸底形段、沙波沙脊段和平 

坦底形段。沙波沙脊段发育在水深 2O～50 rrl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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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沙波主要有二维和三维两种。二维沙波又 

包括直线形、弯曲形、分叉形等沙波脊线形状，三维 

沙波仅见新月形。沙波波高多为 0．7～2．5 in，波长 

2O～70 in，沙波指数 (L／H)20～6O，对 称指数 (缓 

坡／陡坡)1～3。 

(3)沙波的不对称性表明，沙脊的西侧沉积物 

主要向北搬运，沙脊的东侧沉积物主要向南搬运。 

(4)沙波的形成 和发展主要受潮流控制，热带 

风暴对其也有影响。热带风暴是突发性过程 ，改造 

的底形将被潮流调整并 回复到常态，但水深较深处 

的底形被潮流调整弱，可以更多地保留风暴作用的 

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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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RESoLUTIoN M 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AND W AVES oFF THE W EST HAINAN ISLAND 

CAO Li—hua ，XU Ji—shang ，IA Guang—xue ，SHI Jing—hao 

(1 College of Marine Geosciences，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003，China；2 Key Lab of 

Seafloor Science and Exploration Technology。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003，China) 

Abstract：The sand waves in the eastern Beibu Gulf off Dongfang coast were high—accurately investigated 

by using SIM RAD-EM 3000 multibeam sounding system and DGPS position system． The investigated re— 

suits indicate that：(1)the bedform from coast to continental shelf obviously has the character of zonation， 

that is poor—erosion zone，the sand wave and ridge zone and the flat zone．Sand waves only exist in the sand 

wave and ridge zone．which is in the depth of 2O～ 50 m．The sand waves have many shapes，including tWO 

and three dimensional sand waves．The wave height is 0．7～ 2．5 m and length is 20～ 70 cm ，and the ratio 

of L／H is 20~ 60 and the symmetry index(the ratio of gentle slope to steep slope)is 1～ 3．(2)The trans— 

portation direction of the sediment in sand wave and ridge zone presents an apparent regularity．On the 

west edges of the ridges，sediment transport is mainly towards north；while on the east edges of the rid— 

ges．sediment transport is mainly towards south．(3)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sand waves 

are mainly controlled by tidal current and also influenced by tropical storm． 

Key words：sand wave and ridge；bedforms；high resolution；multibeam exploration；west Hainan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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