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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2003年春季(3 4月)和秋季(9月)南黄海辐射沙洲附近海域的悬浮体样品进行 了空间分布特征 、有 

机无机组成、粒度特征及其季节变化分析。结果表明：(1)2003年春季研究区内悬浮体浓度要普遍高于秋季的悬浮 

体浓度。悬浮体浓度最高值区位于长江口一老黄河口之间的近岸 区。陆源物质为主的无机组分是悬浮体的主体成 

分，特别是在近岸浅水区和接近海底的底层水中尤为突出；(2)研 究区海水 中的悬浮体主要来源于辐射沙脊区(老 

黄河 长江复合三角洲)沉积物再悬浮；(3)悬浮体分布是风浪、潮流及沿岸流等多种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风浪和 

潮流是影响本区悬浮体分布的主要因素，巨失的风浪和强失的潮流造成辐射沙洲海底的沉积物再悬浮、搬运和再 

沉积，并在苏北沿岸流的作用下向沙洲外缘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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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辐射沙洲位于老黄河口至长江口北侧， 

其形成和发育与我国最大的两条河流关系密切。由 

于该沙洲形态独特，成因复杂，水动力条件复杂多变 

而备受众多学者的重视u J。该类沙脊地形的形成 

与演化的研究，在海岸地貌分类上有着重要意义。 

海区悬浮体扩散的研究是海洋沉积动力学的重要研 

究内容，对于黄海和东海沉积作用过程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 

对南黄海海区悬浮体的研究开展较早，2O世纪 

5O年代开始，国内外即有学者对该区悬浮体进行调 

查。1983--1985年中美沉积动力学联合调查，1988、 

1992、1993年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组织了 3次 

对南黄海的调查[ 剖，以后又进行了数次调查，如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韩国汉城大学海洋研究所于 

1996年开展了中韩南黄海联合调查等Il明；孙效功等 

利用NOAA卫星分析和研究了黄、东海陆架区悬浮 

体向深海输运的时间和空间变化规律|1 。上述研 

究对南黄海海域悬浮体研究较多，但对辐射沙洲区 

附近的悬浮体研究资料相对较少。作者拟对 2003 

年在南黄海辐射沙洲区附近春秋两季的悬浮体样品 

进行分析，以分析悬浮体的空间分布特征、有机无机 

组成、粒度特征及其季节变化，探讨南黄海辐射沙洲 

附近悬浮体的物质来源、控制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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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取样与分析 

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HY一1卫星辐射校正 

与真实性检验分系统”项目于 2003年春季(3月 I9 

日一4月 23日)、秋季(9月 2—27日)两次对南黄海 

辐射沙洲附近海域的水样进行了采集，两次采集的 

站位如 图 1所 示。海水 样 品 的采集 引 用 GB／ 

T13909—92海洋调查规范中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等标准，整个实验是严格按照国家规范来进行的。 

水样采集采用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环境监测中心的 

颠倒式采水器，根据水深及现场实际情况，每个测站 

设置 1～5层水样不等，底层水样一般距离海底 5～ 

10 m。春季获取水样 106个，秋季获取水样 103个。 

对每站水样现场采用孔径为 0．45 m的进口滤膜 

用负压抽滤法进行抽滤，而后冷冻保存。室内样品 

处理采用 4O℃恒温烘干，再进行恒温称重，最后计 

算出悬浮体浓度 C_1 ： 

c一 

其中，Mp为滤后膜重(g)；Ms为滤前膜重(g)；V为 

过滤水样的体积(L)。 

选取离岸较近、悬浮泥沙含量较大的 107个样 

品进行了粒度测试。春季样品采用英国 Malvern 

Instrument公司产的 Mastersizer 2000型激光粒度 

分析仪，测量粒径范 围：0．02～2 O00肚m；精度为 

±1 (使用 Malvern的质量认证标准)；重复性：优 

于 1 RSD(相对标准偏差，使用Malvern的质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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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标准)；秋季样品使用的测试仪器为法国产 Cilas 

9401 型激光粒度仪，其测量粒径范围在 0．02～ 

2 000 g．m之间；精度为土1 。测量具体操作步骤 

为：先用约 1O mL分散液(浓度为 5‰的六偏磷酸 

钠)浸泡灼烧后的样品 12 h，小心分离出滤膜上的 

全部样品，用玻璃棒搅拌并静置 24 h以上，再进行 

粒度测量。用矩法_】 计算了平均粒径、分选系数等 

粒度参数。对称重合格后的悬浮体样品进行烧失量 

试验。烧失量试验过后称重所得的质量为无机悬浮 

物的含量，经过高温(500 C)燃烧后损失的量为有 

机悬浮物的含量，从总的悬浮体含量中减去无机悬 

浮物的含量即可以得到有机悬浮物的含量。 

图 1 研究区取样站位 

Fig．1 Locations of the study area and the sampling area 

2 结果 

2．1 2003年春季悬浮体的浓度分布 

图2a为 2003年春季(3—4月)研究区表层悬 

浮体浓度的平面分布状况，其中悬浮体浓度等值线 

用克里格插值方法获得(下同)。悬浮体浓度等值线 

由高至低从辐射沙洲中部向沙洲周围延伸。悬浮体 

的最高值出现在老黄河口东南部的 26号站位(34。 

N、】21。E)，测得的最高值为 184．1 mg／L。在南黄海 

辐射沙洲外 121．5。E以西海域(34。N以南)，悬浮体浓 

度大于100 mg／I ；向东悬浮体浓度逐渐降低，至 123。 

E，悬浮体浓度降至 10 mg／I ；但在 34。N测线上出现 

异常，悬浮体浓度由西向东先是增加而后又降低，最 

高值出现在26号站位上。春季底层悬浮体浓度分布 

情况大体趋势与表层相一致(图2b)，但其浓度值一 

般是表层的 2～4倍。其悬浮体浓度高值区仍分布在 

辐射沙洲中部(悬沙浓度值大于 400 mg／L)，向海方 

向迅速降低，至 123。E，悬浮体浓度降至40 mg／L。而 

40 mg／I 等值线在向东方向上可延伸至 124。E附近， 

形成一个明显的舌状形态。测得的悬浮体浓度最高 

值(523．】mg／I )仍出现在 26号站位处，并且在该点 

两侧悬浮体浓度值都降低(沿 34。N测线)。 

春季研究区悬浮体浓度的垂向分布可用悬浮体 

浓度沿 32。N和 34。N测线上分布的状况来说 明。 

图例中表明的是取样站位号，随着站位号的增大，站 

位离岸的距离越远(图 1)。在 32。N测线上，只有一 

个近岸站位的悬浮体浓度在垂向上有明显的增大， 

其他站位悬浮体浓度均较低，且上下变化不明显(图 

3b)。但在 34。N测线上，随着水深的增加，悬浮体 

浓度增大，尤其是在近岸，表层悬浮体浓度较低，随 

着水深的增大其值迅速增加，底层悬浮体浓度一般 

是表层的几倍到几十倍。从横向看，随着离岸距离 

的增大，悬浮体浓度逐渐降低，且垂向上变化逐渐变 

小，但在34。N测线上的25号站位上出现异常，该站 

位各层悬浮体浓度比其离岸较远的其他站位浓度值 

低(图 3a)，这与平面分布所揭示出来的特点相同。 

图2 南黄海辐射沙洲春季悬浮体浓度(rag／I )平面分布(a。表层；b．底层) 

Fig 2 Til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rag／I )in spring 

a．surface；b．near 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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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黄海辐射沙洲春季悬浮体浓度垂向分布 

a．34。N测线i b．32。N测线 

Fig．3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mg／I )in spring 

a．survey line 34。N‘b．survey line 32。N 

2．2 2003年秋季悬浮体的浓度分布 

由秋季(9月份)研究区悬浮体浓度的平面分布 

图(图4)可以看出，秋季表层和底层悬浮体浓度平 

面分布特征总体上和春季的相似，但其悬浮体浓度 

值普遍减少，特别是在表层，一般仅为春季的 1／5， 

而底层一般为春季的 1／2。在 34。N测线上，秋季表 

层悬浮体浓度值由西向东叉出现先增加后减少的现 

象，最高值出现在 27号站位(34。N、l21．3。E)；而秋 

季底层未出现此现象，沿 34。N测线，随着离岸距离 

的增加，悬浮体浓度值呈逐渐减小的趋势。 

从秋季悬浮体浓度垂向分布情况来看，大体上 

与春季相同，但其浓度值明显变小。在 32。N测线 

上，也只有一个近岸站位的悬浮体浓度在垂向上有 

显著的增大，而其他站位悬浮体浓度均较低，且上下 

无明显变化(图 5b)。沿 34。N测线，除了 29号站位 

外，其他站位的悬浮体浓度随着水深的增加而增大， 

而且离岸越近，垂向上悬浮体浓度增幅越大。从横向 

看，除了在34。N测线 25号站位上的表层和 5 m水深 

处出现异常，其他站位各层悬浮体浓度都随着离岸距 

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小，且垂向上变化幅度逐渐缩小 

(图 5a)，这也与平面分布所揭示出来的特点相同。 

2．3 悬浮体中无机组分的含量分布 

总的来说，悬浮体由有机组分和无机组分两部 

分组成。悬浮体中的无机组分主要是陆源碎屑矿 

物、黏土矿物和硅质生物的骨骼[8～。由图 6可以看 

出，在春秋两季，表层海水中的无机组分普遍要比底 

层海水中的低，且随着离岸距离的增加，无机组分的 

含量呈下降的趋势。但在有些站位会出现特别情 

况，如沿 32。N测线，春秋两季表层悬浮物无机组分 

含量在 43号站位(32。N、122．76。E)处都有大幅下 

降；而在 34。N测线上，春秋两季表层悬浮物无机组 

分含量都在 3O号站位(34。N、122．34。E)处有较大 

幅度下降。这可能是辐射沙洲区复杂的水动力条件 

造成的。在靠近长江口北(41号站位)和古黄河三角 

洲处(25号站位)，无机组分的含量达到 9O 9／6左右，说 

明那里的海水中悬浮物主要成分是悬浮泥沙。 

2．4 粒度分布 

南黄海辐射沙洲附近海域春秋两季悬浮体的粒 

度较细，平均粒径绝大多数都大于5中，介于 4．93～ 

7．79中之间；春季的平均值为 5．45中，而秋季平均 

图 4 南黄海辐射沙洲秋季悬浮体浓度(mg／I )平面分布(a．表层；b．底层) 

Fig．4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mg／I )in autumn 

a．surface；b．near 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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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南黄海辐射沙洲悬浮体平均粒径( 值) 

Fig．7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the mean grain size of the suspended sediment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输沙量加上从渤海海峡南部向黄海的输沙量总共约 

为 2 000~2 500万 t；黄海水体积约为 17 000 km ， 

假设这些泥沙全部悬浮于海水中，则其所能形成的 

悬浮体最大浓度约为 1．2～1．5 mg／I 。这个数据要 

比调查的实测数值小很多。因此，研究区海水中的 

悬浮体主要来 自于辐射沙脊区(老黄河一长江复合三 

角洲)沉积物再悬浮。l983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和美国伍兹霍尔海洋所合作，进行了南黄海沉积 

动力学的调查研究。该调查在位于辐射沙洲区的 

1l号站位取得了海底表层沉积物和底层海水悬浮 

体，两者 X衍射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 ：该处海底 

表层沉积物和底层海水中悬浮体物质成分完全相 

同，证明海水中悬浮体来自于表层沉积物的再悬浮。 

3．2 海水中悬浮体分布的影响因素 

南黄海辐射沙洲附近海域中悬浮体分布受到风 

浪、潮流、沿岸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然而，其中最主 

要的是风浪和潮流。 

前人研究发现，风浪对悬浮体分布影响显著。 

南黄海近海冬季悬 浮体含量要 比夏季大 5倍 以上 

(河口除外)，这主要是受到冬季风暴影响所致[91 ]。 

由前述调查分析结果可知，研究区春季表层和底层 

悬浮体浓度要远高于秋季的表层和底层；而且春季 

悬浮体的粒度要粗于秋季的悬浮体粒度，这显然也 

受到风浪的影响。1983年中美联合调查在南黄海 

辐射沙洲区的 11号站位测量时，突然刮起 1O级大 

风，持续 24 h，风前风后的悬浮体浓度值对比发现， 

大风后其悬浮体浓度增加了 1倍(表层)和 6倍(底 

层)。当时波高 3 m、周期 9 s，在 40 m水深处，最大 

水分子轨道速度(V⋯)为 0．595 m／s，30 m水深处 

⋯ 为 0．996 m／s_l 。远大于浅滩上细砂和粗粉砂 

粒级的扬动流速(0．40 m／s)。根据泥沙动力学理 

论，当作用于海底沉积物上的水流速度大于其扬动 

流速时，沉积物起动后立即扬动悬浮_l ，进入上部 

水层中，增加海水中悬浮体含量。 

由东南方向传来的东海前进潮波和在山东半岛 

反射形成的黄海旋转潮波在琼港外海辐聚，形成了 

以琼港为中心的辐射状潮流场。该潮流场潮能集 

中、潮差大、潮流强，使南黄海辐射沙洲区成为南黄 

海潮流速度最大的海域口 ，最大潮流速度可达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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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以上。强大的潮流侵蚀和冲刷辐射沙洲区的 

沉积物，造成大量的物质再悬浮、搬运和再沉积，在 

风浪和苏北沿岸流的作用下向外海输运，这与实测 

的悬浮体浓度平面分布特征相一致(图 2和图 4)。 

由于沙洲向外水动力条件逐渐减弱，所以造成悬浮 

体垂向分布呈现出由岸向海变化梯度变小的趋势。 

总之，悬浮体的扩散与分布是受到潮流、海流、 

及沿岸流等多种因素控制而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 

南黄海辐射沙洲区地形复杂，水动力条件多变，因此 

影响本区悬浮体分布的因素非常复杂。 

4 结论 

(1)研究区内 2003年春季(3—4月)悬浮体浓 

度要普遍高于 2003年秋季(9月)的悬浮体浓度，两 

个季节都是底层悬浮体浓度大于表层。长江口 老 

黄河口之间的近岸区是本区悬浮体浓度最高的区 

域。陆源物质为主的无机组分是悬浮体的主体成 

分，特别是在近岸浅水区和接近海底的底层水中。 

(2)研究区海水中的悬浮体主要来自于辐射沙 

脊区(老黄河一长江复合三角洲)沉积物再悬浮。 

(3)本区悬浮体分布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其 

主要因素是风浪和潮流。巨大的风浪和强大的潮流 

引起辐射沙洲海域的沉积物再悬浮，在苏北沿岸流 

的作用下向沙洲外缘输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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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PENDED SEDIMENT NEAR RADIAL SAND 

RIDGE AREA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SONG Zhao—jun ’ ’。，HUANG Hal—jun ，DU Ting qin ’。，LIU Fang ’。，NI Jin—long 

(1 Institute of Ocean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Qingdao 266071，China； 

2 College of Ge~Info Science＆ Engineering．SUST ，Qingdao 266510．China； 

3 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39，China) 

Abstract：Based on suspended sediment samples investigated near radial sand ridge area in the South 

Yellow Sea during spring(March—April)and autumn(September)2003，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 

organic—mineral component，grain sizes and their seasonal changes were analyzed
． The results show that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SSC)has higher values in spring than in autumn，and high SSC occurs 

in the near—bottom layer in both of the seasons
，；the nearshore area has higher SSC than the offshore：SSC 

of coarse grain size Occurs within the sand ridge area，while the fine appears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sand 

ridges in the seasons． 

Suspended sediments in the study area mainly stem from resuspending of the submarine sediment in 

the radial sand ridges(old Yellow—Yangtze River multiple deIta)
． 

The distribution of SSC is mainly affected by wind—induced wave
， tidal current and alongshore cur— 

rent’etc．and it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s of these factors
． The wind—induced wave and rida1 current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SSC in the study area
．  Strong wind—induced waves and tida1 

currents cause submarine sediment in the sand ridge area to resuspend，redeposit and transport toward the 

periphery of the sand ridges． 

Key words： suspended sediment；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sediment； radia1 sand ridges in the South 

Ye1】OW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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