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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浅滩沙波底形活动性评估

龙海燕
1 ,庄振业1 ,刘升发2 ,吕海青1 ,叶银灿3 ,杜文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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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扬子浅滩位于长江口以东 , 水深 40 m 左右 , 普遍发育中小水下沙丘并处于运动状态。按 32 片沙波参数

统计 ,迁移方向在 90°～ 180°之间 ,其中 150°～ 180°者占 30%, 120°～ 150°者占 69%;使用 Rubin 和改进的 Hardisty

公式计算 ,以潮流作用为主的常态海况下 , 沙波迁移率为 19.70 m/a , 以浪流为主的暴风浪期间 , 约为 12.72 m/a ,

一年总迁移率约为 32.4 m/a , 与世界上若干海底沙波定位观测数据相对比 , 这一迁移率应属于缓慢—中等的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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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浅滩位于长江口以东 30.7°～ 32.6°N 、

122.5°～ 125°E 处 。其东和南缘大致以 50 m 等深

线为界 ,西邻长江古河谷边缘线 ,西北以 30 m 等深

线与长江现代水下三角洲相邻 ,东西宽约 270 km ,

南北长约 200 km ,面积约 3万 km
2[ 1-2]
,为砂质物覆

盖的平坦滩地 , 其上广泛发育沙波底形
[ 3-6]
。沙波

底形的迁移可以淘空或掩埋海底管线 ,导致建筑物

基础失稳 ,构成地质灾害 ,也可以标志海洋环境的变

化。作者之一曾就 1981年调查资料对本区沙波底

形作过初步研究[ 7] ,本文依据近两年两次管线实测

资料(测线位置见图 1)进一步探讨扬子浅滩上沙波

底形的特征参数 、分布和运动方向 ,又以水文法算得

沙波底形的迁移率和运动量级。

1　方法和资料

2000年的亚太光缆调查横贯扬子浅滩中部 ,

1998年中美管线改线调查位于本区南部边缘。本

文将其连续的旁侧声纳记录和部分浅地层剖面探测

资料 ,分成代表性的 32 片 ,每片 0.5 ～ 2 km 测线 ,

统计各片沙波底形的形态尺度 、分布位置 、脊线方向

和陡坡方向等参数(表 1),依照各片位置编绘出沙

波底形的特征 、分布和运动方向等图件 ,底形的迁移

率是将水文泥沙参数代入 Rubin等公式计算而成。

图 1　扬子浅滩和水文观测点位置

Fig.1　Location o f the Yangtze shoal and hydrog raphic sta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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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质粒度是根据区内 7个海底表层样品使用激光

(细粒)和 Υ/4 的筛分法(粗粒)取得 , 潮流底速

(V 100)使用本区 M3持续 24.5 d的测流资料 ,它是

本区连续观测时间最长的资料
[ 8]
,暴风浪资料参考

本区以西和西南的佘山和嵊山观测站多年观测和统

计资料(图 1)。

表 1　扬子浅滩沙波底形位置和形态参数统计

Table 1　Loca tions and parameter s o f ripple shapes in the Yang tze shoal

片号
位置

东经 北纬

水深

/m

沙波形

态类型

波长

L/m

波高

H/m

脊线

走向/(°)

陡坡

倾向/(°)

底质

类型

调查

时间

1 122°05.5′
122°17.5

31°35.9′
31°28.4′

10 L1 10 0.6 45 130 细砂 1998

2 122°32.5′
122°32.8′

31°28.6′
31°28.4′

33 L1 5.5 0.6 75 165 砂质粉砂 1998

3 122°32.5′
122°33.7′

31°28.4′
31°28.1′

34 C2 5.0 0.5 80 170 砂质粉砂 1998

4 122°39.4′
123°02.0′

31°25.6′
31°15.6′

45 L2 4.8 0.5 69 159 细砂 1998

5 123°29.5′
122°34.3′

31°02.6′
31°00.6′

48 L1 5.5 0.6 68 158 细砂 1998

6 123°35.9′
123°42.1′

30°59.6′
30°59.9′

49 L3 5.0 0.5 73 163 细砂 1998

7 124°32.6′
124°36.1′

30°34.6′
30°34.6′

50 C2 5.0 0.5 75 165 粉砂质砂 1998

8 123°21.5′
123°23.9′

30°59.4′
31°57.9′

57 L2 5.0 0.3 49 139 粉砂质砂 1998

9 122°41′
123°11′

31°28′
31°28′

58 C2 7.5 0.5 40 130 细砂 2000

10 122°55.5′
122°56′

31°28.2′
31°28.2′

50 L2 6 0.3 45 135 细砂 2000

11 122°59.5′
123°12.2′

31°30′
31°30′

54 L3 7.5 0.5 60 160 极细砂 2000

12 123°32.5′
123°42.5′

31°15′
31°00′

55 L3 7 0.5 45 170 细砂 2000

13 122°32′ 31°28′ 57 L2 5 0.25 60 140 细砂 2000

14 124°05′ 31°41′ 40 L1 14 0.5 45 135 中细砂 2000

124°07′ 31°45′

15 122°50′ 31°41′ 35 L1 15 0.6 42 132 中细砂 2000

122°55′ 31°45′

16 122°56′ 31°41′ 36 L1 15 0.6 53 143 中细砂 2000

123°01′ 31°45′

17 123°02′ 31°41′ 39 L1 15 0.6 44 134 中细砂 2000

123°07′ 31°45′

18 123°08′ 31°41′ 38 L1 15 0.6 40 130 中细砂 2000

123°13′ 31°45′

19 123°14′ 31°41′ 36 L1 17 0.7 45 135 中细砂 2000

123°19′ 31°45′

20 123°20′ 31°41′ 34 C2 16 0.6 47 137 中细砂 2000

123°25′ 31°45′

21 123°26′ 31°41′ 36 L3 14 0.5 44 134 中细砂 2000

123°31′ 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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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片号
位置

东经 北纬

水深

/m
沙波形

态类型

波长

L/m
波高

H/m
脊线

走向/(°)
陡坡

倾向/(°)
底质

类型

调查

时间

22 123°32′ 31°41′ 40 L1 15 0.6 45 135 中细砂 2000

123°37′ 31°45′

23 123°38′ 31°41′ 42 L3 14 0.5 45 135 粉砂质砂 2000

123°43′ 31°45′

24 123°44′ 31°41′ 40 L3 15 0.6 50 140 中细砂 2000

123°49′ 31°45′

25 123°50′ 31°41′ 37 L3 14 0.5 48 138 中细砂 2000

123°55′ 31°45′

26 123°56′ 31°41′ 38 L1 14 0.5 47 137 细砂 2000

124°01′ 31°45′

27 124°02′ 31°41′ 40 L1 13 0.5 40 130 中细砂 2000

124°07′ 31°45′

28 124°08′ 31°41′ 40 L1 14 0.5 50 145 细砂 2000

124°13′ 31°45′

29 124°14′ 31°41′ 41 C2 17 0.7 55 145 细砂 2000

124°19′ 31°45′

30 124°20′ 31°41′ 45 C2 17 0.7 52 142 中细砂 2000

124°21.5′ 31°45′

31 124°24′ 31°41′ 48 L3 14 0.5 55 145 细砂 2000

124°38′ 31°45′

32 124°38′ 31°41′ 45 L3 15 0.6 55 145 细砂 2000

124°43′ 31°45′

　　注:L1-直线形水下中沙丘;L2-直线形水下中小沙丘;L3-直线形水下小沙丘;C1-弯曲形水下大沙丘;C2-弯曲形水下中沙丘。

2　海洋水文与底质

2.1　海洋水文

扬子浅滩属正规半日潮 ,据佘山站统计 ,多年平

均潮差 2.4 m ,大潮潮差 4.35 m 。涨落潮流速长轴

方向 NW —SE 。按扬子浅滩上 M3观测点(图 1)的

潮流实测资料 ,大潮期平均涨潮流速 40 cm/ s ,落潮

流速 37 cm/ s ,小潮期平均涨潮流速 27 cm/ s ,落潮

流速 23 cm/ s。 M3 观测为美国的沉积动力球

(SDS),投放于 31°29.4′N 、123°26.6′E 海底 , 1985

年连续测潮 24.5 d ,近底床100 cm 处砂的起动流速

V cr 为 26.4 cm/ s[ 3] ,按图 2计算大于 V cr 的潮流历

时占 46.5%,全年约 3 965.9 h 。

东海的风浪与涌浪的浪向基本一致 ,全年主浪

向 N ,频率 22.2%;次浪向 NE 和 S ,频率 15.3%和

15%。波向季节变化明显。浪高按嵊山波浪站多年

观测数据统计 ,全年平均有效波高为 1.1 m ,周期

4.95 s。

风暴浪主要由热带气旋 、温带气旋和冷空气等

天气引起 。当热带气旋过境时 ,风力可达12级以

图 2　扬子浅滩 M3 观测点沉积动力球(SDS)实测流速(据 Stern berg , 1985)

M3附近水深 39.3 m ,砂的中值粒径 0.23 mm ,起动流速 V cr 为 26.4 cm/ s ,

以图中横直线表示。潮流观测 24.56 d ,每 30 min一个测点 ,大潮期平均涨潮流速 40 cm/ s ,落潮 37 cm/ s。

Fig.2　Time se ries of curr ent v elocity surveyed a t Sta.M3 in the Yang tze shoal(Sternberg ,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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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多年平均台风浪高 5.1 m ,周期 10 s。按佘山站

资料统计 ,1960 —1989年期间共发生 101次热带气

旋(台风),平均每年 3 ～ 4 次。1976—1990 年共出

现 58次冷锋和寒潮天气 ,平均 4.2次/年。台风 、冷

锋和寒潮的出现率约为 8次/年 ,通常一次台风或寒

潮持续时间约 1 ～ 1.5 d ,按 1.25 d计算 ,那么一年

当中暴风浪的历时约 240 h。

2.2　海底沉积物粒度

海洋沉积物的粒度组成是海底底形塑造和迁移

的物质基础。总体来看 ,扬子浅滩海底沉积物的粒

度成分为细砂粒级 ,其中值粒径 0.125 ～ 0.25 mm ,

以 0.23 mm为多 ,分选离差 0.35 ～ 0.40 ,属于好到

极好的等级 ,说明正处于水动力频繁作用的环境 。

浅滩的中北部和西部相对较粗 ,分布大片中细砂斑

块 ,每片斑块长轴东西向 、西窄 、东宽 。浅滩南缘附

近逐渐过渡到粉砂质细砂和砂-粉砂-黏土区。

3　结果

3.1　沙波底形的形态

沙波底形是长轴垂直于流向的底形 ,以往资料

中曾有沙波 、波痕 、沙浪等称呼 ,术语和分类均较混

乱 ,1987年国际沉积地质专业会议建议使用水下

(海底)沙丘(subaqueous dunes),并按规模分类为

小 、中 、大 、巨四级
[ 9]
(表 2)。

表 2　水下沙丘分类[ 9]

Table 2　Cla ssifica tion of subaqueous dunes in the

Yang tze shoal(af ter reference[ 9] )

等级 小 中 大 巨

波长/m 0.6～ 5 5～ 10 10～ 100 >100

波高/m 0.075～ 0.4 0.4～ 0.75 0.75～ 5 >5

扬子浅滩水深 30 ～ 50 m ,其上主要发育中小直

线形水下沙丘等。其波高一般在 0.6 m 左右 ,波长

5.0 ～ 15 m ,沙波指数 6 ～ 25 ,脊线非常清晰 , 脊线

直 ,常可延伸数 10 m(图 3),两翼坡明显不对称 ,变

化在 27°～ 4.5°之间 ,多分布于底流速较稳定和分选

较好的细砂区。个别地方底流速不稳定才有脊线弯

曲形和舌状的水下沙丘。沙波指数变大到 10 ～

28[ 7] ,偶见水下大沙丘 ,其波长 30 ～ 200 m ,波高0.5

～ 2.6 m ,沙波指数>30 ,两翼坡上叠置较多的小沙

丘。二者的脊线延伸方向呈 10°～ 15°的夹角。大沙

丘显示暴风浪期间的浪流和大潮期潮流流向的差

异 。

图 3　扬子浅滩直线形中 、小水下沙丘

Fig.3　The straight-crested small-mediun

subaqueous dunes in the Yang tze shoal

3.2　沙波底形的分布和迁移方向

3.2.1　分布

扬子浅滩海底平坦 。底质由北部的中 、细砂 ,中

部的细砂和南部的粉细砂组成 ,大部分海底发育活

动的沙波底形。按其尺度可分北 、中 、南 3个亚区。

北亚区 ,31°42′N 以北 ,沙波个体较大 ,见多片大沙

丘群
[ 7]
。本文实测的中亚区(31°41′N 两侧)取 19

片沙波底形 ,以中小沙丘为主 ,平均波长 14.9 m ,波

高0.57 m(表3),偶见零星大沙丘 ,波长200 m ,波高

表 3　扬子浅滩中 、南亚区各片水下沙丘形态参数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f shape parame te rs of

subaqueous dunes in centr al and

southern subareas of the Yang tze shoal

位置
水深

/m
平均

波长/m
平均

波高/m
脊线

走向/(°)
陡坡

倾向/(°)

中亚区

(31°41′N 附近)
31～ 58 14.9 0.57 42～ 55 130～ 145

南亚区

(31°35′N 以南)
12～ 58 6.1 0.48 45～ 75 135～ 170

图 4　扬子浅滩 32片沙波分布与分区

Fig.4　Locations o f 32 megaripple area and 3

subarea s in the Yang tze sh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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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 。南亚区(31°35′N 以南)顺 1998年中美改线

测线只有 13片 ,连成了扬子浅滩沙波的南边缘线 ,

呈向南伸的佛手状(图 4),南亚区主要为小沙丘 ,平

均波长 6.1 m ,波高 0.48 m ,未见大沙丘 。扬子浅

滩上水下沙丘的自北向南变小和变少的分布规律 ,

说明底流在此的辐散降低 ,同时 ,现代长江口外细粒

区的消长也干扰本区南缘沙波底形发育和分布。

3.2.2　迁移方向

扬子浅滩上水下沙丘底形的脊线垂直于主水流

方向 ,两翼坡度相差较大和大沙丘上叠置中小沙丘

等特征说明它们目前正处于运动状态 。据表 1 的

32片沙波底形的脊线方向和背流陡坡方向编制成

图 5 ,据图说明沙波迁移方向在 90°～ 180°之间。其

中迁移方向在 120°～ 150°之间者占 69%,多分布于

南亚区;迁移方向在 150°～ 180°之间者占 31%,多

分布于中亚区 ,进一步说明本区近底水流有向东转

向和辐散的趋势 。

图 5　扬子浅滩 32 片沙波底形陡坡倾向玫瑰图

(a 为南亚区 , b 为中亚区)

Fig.5　The dip direction ro se o f steep

slopes of 32 ripple bedfo rms

(the lef t is sou th ern sub area , and the right i s cent ral sub area)

3.3　沙波底形的年迁移速率

有关沙波的迁移速率研究 , 20 世纪 40 年代已

开始了 ,当时主要研究河道和实验水槽中沙波的运

动 ,也建立了许多计算模型 。但陆架海底与河道不

同 ,前者水流的流向基本上是定向的 ,后者受潮浪的

影响 ,底流流向是多变的 ,需要掌握大量的潮浪流数

据 ,通过底沙输沙率加以计算 。本文主要使用 Ru-

bin公式计算 。

Rubin等根据陆架沙波迁移速率
[ 10]
、底沙输运

率和沙波形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沙波迁移公式。其

理论基础是假设沙波两翼坡面近似斜面 ,纵断面为

三角形 ,沙波靠底流输沙而不断迁移 ,其简化公式:

U g =
2qs

Hγ
(1)

式中 , U g为沙波迁移速率;qs为底沙输运率;H 为沙

波高度(本文用 0.6 m);r 为沙波沉积物容重(取

2 650 kg/m3)。

底沙输沙率 qs可以通过改进的 Hardisty 公式

求出[ 11-12] ,即:

qs =k(U
2
100 +U

2
w -U

2
cr)(U

2
100 +U

2
w)

1
2 , (U

2
100 +

U
2
w)

1/2
>U cr (2)

式中 ,U 100为距海底1 m 处的潮流流速 ,Uw为波浪引

起的近底流速 ,U cr为底沙起动流速 ,沙输运方向定

义为与 U100一致 , k 为水槽实验系数 , 其量纲是

kg/(m4 · s2),D 为 0.23 mm时 , k 为 0.209 4。

波浪的记录通常包括波高 、周期和频率 ,按照

Airy 波理论和相对水深(H/ L)情况 ,可用经过修改

的公式计算[ 13] :

U w =
πh0e

-2π
λ
z

T
　　(

H
L
≥0.5) (3)

式中 ,h为表面有效波高 , H 为水深 , T 为周期 , L 为

波长。

在常态海况下潮流对沙波的迁移起主导作用 ,

由于涨落潮流速方向相反 ,底沙输沙率 qs包含涨潮

输运率 qs1和落潮输运率 qs2 ,则公式(1)改变为

U g =
2 qs1-qs2 

Hγ
(4)

由于波浪引起的近底流速在常态海况和暴风浪

期间相差悬殊 ,使用的公式和出现的频率均有差异 ,

本文采取分别计算一年中常态和暴风浪海况的沙波

迁移率 ,最后合成之的计算方式 。

3.3.1　常态海况

用上述公式(1)～ (4)计算沙波迁移率的过程中

需用的参数有涨潮输沙率 q s1 ,落潮输沙率 qs2 ,近底

潮流流速U100 ,波浪引起的近底流速U w ,底沙起动

流速U cr和系数 k 。

根据公式(3),h0 为 1.1 m , H 为 39.4 m , T 为

4.95 s ,得出常态海况下该海区由波浪引起的近底

流速Uw =0.11 cm/ s ,这一底流速几乎可以忽略 。

由图 2注得到 ,该海区超过沙波起动流速的近

底平均涨潮流速为 40 cm/ s ,落潮流速为 37 cm/ s。

底沙起动流速 U cr为 26.4 cm/ s ,中值粒径(d)为

0.23 mm , 系 数 k = 0.1exp (0.17/0.23)=

0.209 4
[ 12]
,沙波沙容重 r取 2 650 kg/m

3
,则按公式

(2)和(4)可求得沙波迁移率为 1.38×10
-6

m/ s。

按图 2得知 ,一年中常态海况(非暴风浪)下超

过沙波起动流速的历时为 3 966 h 。因此 ,常态海况

下沙波净迁移率为 19.70 m/a 。

3.3.2　暴风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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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见常态海况下沙波底形主要在潮流作用

下迁移 ,迁移的速率只有 1.38×10
-6

m/ s ,而暴风

浪期间 ,波浪周期和波长的增加 ,导致相对水深 H/

L<0.5 ,应使用浅水波公式计算波浪底流速 , 1974

年 Komar 和 Mil le r
[ 14]
在研究加里福尼亚岸外沙波

时使用过 ,公式为:

U m =
πd0

T
= πH
Tsh(2πh/L)

(5)

式中 ,Um —波浪近底水质点轨迹流速 , d0 —波轨迹

直径 , T—波周期 , H —波高 , L—波长 , h —水深

(39.4 m)。

嵊山站 1974 —1982年间有 5 次明显的台风记

录(表 4),取其中较中间的一次(7910)台风数值来

计算 ,即 H 为 6.1 m , T 为 11 s。

表 4　长江口外海域台风浪况

Table 4　Typhoon w aves in sea a rea off the

Yang tze River Estuary

站位 嵊山站

台风号 7910 7708 7413 8114 8211

H max/m 6.3 4.7 7.2 17.0 8.5

Tmax/ s 11.0 9.5 8.4 13.6 10.0

波向 ENE ENE ENE NE E

按公式(5)计算得出暴风浪时期该地区的近底

层波浪流速(um)为 104.44 cm/ s ,沙波迁移速率U g

为 14.70×10
-6

m/ s。按上文一年暴风浪约 8次 ,

每次 1.25 d ,共 240 h ,则按公式(4)和(2)一年中暴

风浪期间沙波迁移率约为 12.70 m/a 。

一年中 ,在常态海况和暴风浪海况下 ,扬子浅滩

海区沙波底形总迁移率为 32.40(19.70 +12.70)

m/a 。

4　讨论

4.1　沙波迁移的量级评估

沙波的迁移速率几乎与尺度成反比[ 10] ,同样水

动力环境之下 ,较小的沙波迁移得快 ,较大的慢。最

准确的测量方法是定位观测 , 20世纪 70 年代 , Lud-

w ick对美国东岸外切斯皮克湾的沙波做过观测[ 15] ,

使用测深仪和水下摄影等仪器在 17个月内观测了

22次 ,得到大沙波 63 m/a的迁移率。Boyd[ 16] 在新

斯科舍湾(加拿大)水深 10 m 处观测了 17 d ,结论

是海底沙波顺波浪方向迁移 ,速率小于 0.05 m/ s ,

最大速率为±0.4 m/ s。Fenster
[ 17]
使用原位深潜技

术对美国长岛海峡东部 17 m 高的水下沙丘进行过

7个月的定位观测(水深 49 ～ 90 m , 底流速 58

cm/ s),迁移率为 16.3 m/a。Berné[ 18] 用精确的无

线电电子定位系统在法国 Che rbourg 半岛岸外测得

7 ～ 8 m 高的陆架沙波向北迁移速率为 12 m/a ,多

佛尔海峡 8 m 高的沙波迁移速率可达 70 m/a 。

扬子浅滩的大型波痕平均波高只有 0.6 m ,在

相同流速情况下 ,理应比上述定位观测的迁移率更

大一些 ,但限于经费 ,我国尚缺乏直接定位观测资

料 。本文以水文计算方法得到的 32.4 m/a的沙波

迁移率在量级上接近国外众多定位观测的数据 。但

是 ,由于所用的公式和参数的差异 ,水文计算的精度

远不及定位观测 ,扬子浅滩沙波迁移属于 10 ～ 30

m/a的量级 。对于平均波高只有 0.6 m 的沙波来

说应算作缓慢—中等的迁移量级 。王尚毅
[ 19]
和夏

东兴[ 20]等采用筱厚-椿东一郎公式计算的南海沙波

迁移率更小一些 ,可能与该公式对浪流强调不够有

关 。

4.2　沙波底形迁移的动力机理

导致陆架沙波迁移的动力是近底流速 ,潮流的

流速小 ,超过起动流速历时长 ,暴风浪流的近底流速

(水质点轨迹速度)高 、频率小 ,具有偶发性和灾难

性 。本文公式(3)计算中得知 ,常态海况下 ,波浪引

起的底流速只有 0.11 cm/ s ,与潮流相比几乎可以

忽略掉(尽管本文使用的有效波高 ,大于平均波高)。

但是 ,暴风浪流作用下的底流速 104.45 cm/ s远大

于细砂的起动流速和潮流流速 ,结果暴风浪期间沙

波的迁移率 14.7×10
-6

m/ s也远大于常态海况下

以潮流为主沙波的 1.38×10-6 m/ s迁移率 。但是 ,

他们的作用历时前者远小于后者 。说明在本区的水

深和动力情况下沙波运动的机理除潮流之外暴风浪

流不可忽视 ,某些情况下暴风浪起关键作用。

5　结论

(1)扬子浅滩是长江口以东的平坦滩地 ,水深

40 m 左右 ,海底分布中细砂 、细砂和粉砂质细砂。

普遍发育中小水下沙丘 ,该沙丘平均波高 0.6 m ,其

尺度从北向南有由大到小的趋势 。

(2)按区内 32片沙波底形参数的统计 ,其迁移

方向在 90°～ 180°之间 ,其中 150°～ 180°者占 30%,

120°～ 150°者占 69%,说明本区水流有辐散的趋势 。

(3)使用 Rubin 公式和改进的 Hardisty 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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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水文计算方法得到沙波迁移速率 ,常态海况下

沙波迁移率为 1.38×10
-6

m/ s ,暴风浪流情况下 ,

近底浪流速可达 1.04 m/ s 以上 ,迁移率可达 14.7

×10-6 m/ s ,全年总迁移率约为 32.4 m/a。这一数

值与世界上陆架沙波底形定位观测资料相对比 ,应

属于缓慢 —中等量级 。

(4)沙波的形成和迁移的主要控制因素是近底

流速 ,其中暴风浪流流速大 ,输沙率高 ,沙波得以迅

速迁移 ,但历时短 ,具有偶发性 。涨落潮流的流速相

对小些 ,但历时长 ,对沙波迁移起缓慢的持续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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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MAGNITUDE OF THE SMALL-MEDIUM SUBAQUEOUS

DUNES IN THE YANGTZE SHOAL

LONG Hai-yan1 ,ZHUANG Zhen-ye1 ,LIU Sheng-fa2 ,L Hai-qing1 YE Yin-can3 ,DU Wen-bo3

(1 Ocean Universi ty of China , Qingdao 266100 , China;2 In sti tu te of Oceanology , C hinses Academy of Sciences , Qingdao 266071 , Chin a;

3 Second In sti tu te of Oceanograp hy , S tate Oceanic Administ ration , H angzhou 310012 , China)

Abstract:The Yang tze shoal , located in the east of the Yang tze River Estuary and about 40 m deep below

sea level , has w idely spread small-medium subaqueous dunes , whose w ave height is 0.6 m and which are

generally in act ivity .Stat ist ical result o f 32 subaqueous dune areas show s that the movement direct ion is

wi thin 90°～ 180°.150°～ 180°direction accounts fo r 30% and 120°～ 150°for 69%.The movement velocity

of the small-medium subaqueous dunes , calculated using the formulas f rom Rubin and Hardisty , is usually

19.70 m/a and controlled by tidal currents , and is 12.7 m/a in sto rm season.And the total mig ration rate

is 32.4 m/a.Compared w ith observation data f rom othe r small-medium subaqueous dunes in the w orld ,

the activi ty of small-medium subaqueous dunes in the Yang tze shoal belong s to a slow-medium magnitude.

Key words:the small-medium subaqueous dunes;t ranspo rt di rection;t ranspo rt veloci ty;the Yangtze sh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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