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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不同年代地形图 、卫星影像的对比及野外实地测量等 , 综合分析了黄河三角洲北部开敞型和潮沟型

两类贝壳堤岛近50 年来的数量和面积变化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 , 该区两类贝壳堤岛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在

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但其演化特征因岛屿成因的类型差异而各不相同。目前 ,该区

贝壳堤岛群逐渐萎缩 ,人类活动已成为影响三角洲北部两类贝壳堤岛发育演变的主导因素 , 特别是潮沟型贝壳堤

岛 ,基本上结束了自然演化的历史 , 呈现出新的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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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壳堤岛是在海浪和潮汐等动力作用下 ,特别

是特大风暴潮的影响下 ,将潮间带贝壳碎屑向高潮

线处堆积 ,与陆地冲刷下来的泥沙共同形成以贝壳

堤为主要形态的岛屿
[ 1]
。黄河三角洲位于渤海西南

岸 ,境内分布有多道贝壳堤 ,向北与天津 、河北的贝

壳堤相连 ,形成国内独有的贝壳滩脊海岸 ,在此基础

上发育了该区特殊的堆积型链状岛群(图 1)。该区

贝壳堤与美国路易斯安娜州古贝壳堤和南美苏里南

贝壳堤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贝壳堤 ,在海岸地貌 、海平

面变化及气候变化的规律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

置
[ 2-4]

。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 ,有关学者对该

区贝壳堤的物质组成 、沉积特征 、空间分布 、形成年

代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并对其成因条件作了较

全面的讨论
[ 4-12]

。由于该区岛群处于易变的河口潮

间带地区 ,它们的形成与消亡变化迅速 。近年来 ,受

环境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该区贝壳堤岛的数量

和形态等特征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本文运用 GIS

技术将三角洲不同年代的地形图和卫星影像进行处

理 ,并结合野外实地观测与分析 ,对该区贝壳堤岛的

近期演变作了进一步探讨 。

1　自然概况

黄河三角洲北部沿岸的潮滩上 ,沿海岸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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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由多个贝壳堤岛组成的链状岛群。贝壳堤岛链北

起大口河河口 ,南抵潮河 ,延伸方向为 NW —SE ,呈

弧形分布 。因受河海冲刷和人工破坏 , 目前除棘家

堡子附近有连片保存外 , 其余贝壳堤岛向南零星断

续分布 。单个贝壳堤岛由原先的新月形或椭圆形逐

渐改造为不规则形态 ,各岛的规模大小相差悬殊 ,高

约 0 ～ 5 m 、长 、宽各延伸数百米至数千米不等。

图 1　黄河三角洲北部贝壳堤(据文献[ 9] 、[ 13] )

Fig.1　Location o f study a rea in the no rthern

Ye llow Rive r delta

历史上 ,黄河以善淤 、善决和善徙而著称 ,曾携

带大量泥沙长时间在本区东 、西两侧迁徙入海 ,塑造

了规模宏大 、浅平的粉砂淤泥质海岸 ,奠定了贝壳堤

岛的发育基础。该区西面是早期黄河三角洲(8—

1128年),而东面是现代黄河三角洲(1855年至今),

贝壳堤岛群即发育于三角洲洲间洼地前缘的贝壳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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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海岸上 。该区地形平坦 ,潮滩平缓开阔 ,大部分潮

滩已被开垦成盐田或养殖池。该区位于新华夏系第

二沉降带的东部边缘地带 ,海岸长期以波浪作用为

主 ,处于微侵蚀状态 ,贝壳堤岛之间多由宽窄不等 、

深浅不同的潮汐通道与海水相连。物质组成上以残

留三角洲块体 、贝壳和贝壳砂为主 ,具有明显层理 ,

为贝壳与砂土层或贝壳土层。沿高潮线分布的贝壳

堤岛上生物堆积作用明显 ,在向海方向的滩面上发

育有新贝壳堤 ,厚度大小不一 。该区地貌受风力 、潮

汐和波浪 ,特别是特大风暴潮作用的影响 ,使岛屿岸

线和岛陆地貌复杂化 ,但随人类活动影响的加大 ,目

前主要受控于人为因素。

黄河三角洲北部贝壳堤岛按其特征可分为两

类:一是开敞型贝壳堤岛 ,即由贝壳砂经海浪作用堆

积并受侵蚀改造而成 ,沿高潮线分布 ,高潮时为岛 ,

退潮时则与潮滩连成一片 ,大口河岛 、棘家堡子岛和

汪子岛等均属此类;二是潮沟型贝壳堤岛 ,即沿潮沟

急转弯和分岔处分布 ,系在大潮特别是风暴潮时 ,潮

水所携带的贝壳被风浪抛向高处堆积而成 ,如岔尖

堡岛 、脊岭子岛 、大堡岛等[ 1] 。

2　近期演变特征

为分析近期三角洲上贝壳堤岛的变化 ,选用

1956 —1995年 1∶5万地形图 、1993和 2005年卫星

影像及 2005年野外实地测量数据 ,通过几何校正和

处理 ,提取海岸线 、贝壳堤岛边线 、低潮线等信息 。

选择大口河至顺江沟岸段贝壳堤岛群 ,分析其面积

和数量的变化情况(图 2 ,表 1),以此反映该区贝壳

堤岛近 50年来的总体演变情况。

2.1　开敞型贝壳堤岛的变迁

通过对该区不同时期图件资料的对比发现 ,自

大口河岛向 SE 方向 ,经汪子岛 、赵沙子 、套儿河东

沙子平行海岸发育的开敞型贝壳堤岛的数量和面积

变化较大(图 3)。1953—1976年黄河游走于神仙沟

和刁口河流路 ,使该区受黄河入海泥沙影响增大 ,特

别是大口河附近岸滩明显向海推进 ,贝壳堤岛异常

发育 。1956—1980年间 ,大口河和马颊河之间的贝

壳堤岛不断淤积合并 ,导致数量明显减少 ,但单个海

岛的面积却逐渐增加 ,特别是岛屿向陆一侧不断充

填淤积 ,使大口河岛 、棘家堡子和北沙子向高潮滩延

伸 1 ～ 2 km 不等;马颊河至顺江沟段贝壳堤岛群的

数量皆明显增加 ,特别是赵沙子和套儿河东沙子岛

群在 1956年时并未完全形成 ,表现为可周期性出露

水面的岛屿雏形 ,后期在海洋动力作用下被冲刷切

割成面积较小的链状岛群 。80 年代开始 ,伴随黄河

携沙入海量的剧减[ 14] 和河口的改道南迁 ,本区岸滩

开始缓慢蚀退 ,再加上人工围堤的影响和海洋动力

作用的加强 ,导致整个研究区内开敞型贝壳堤岛的

数量和面积变化剧烈 。90年代初期棘家堡子岛被

侵蚀切割为 5个呈 NW —SE 走向的条带状小岛 ,面

积也由原来的5.72 km
2
减小为 1.98 km

2
;套儿河东

沙子至大堡岛北侧的贝壳堤岛由原来的 45个减少

为 25个 ,总面积也减小为原来的 1/4。此后 ,人工

堤坝逐渐向外移至贝壳堤附近 ,多数贝壳堤岛被改

造为盐田和养殖池 ,如赵沙子和套儿河东沙子岛链;

另外 ,由于 1980—2005 年期间大口河 —马颊河 、马

颊河—套儿河及套儿河 —顺江沟之间的高潮线平均

向海推进距离分别为 5.1 、7.8和 11 km ,直达贝壳

堤岛一带 ,迫使潮滩在较强的海洋动力作用下被侵

蚀刷低 ,棘家堡子 、汪子和北沙子岛逐渐萎缩 ,而大

口河岛由于人工围挡 ,使周围潮滩并岛 ,面积加大。

开敞型贝壳堤岛除在数量和面积上发生较大变

化外 ,由于其处在平均高潮线附近 ,在大风或风暴潮

等特殊天气条件下 ,向岸风浪会把浅海和潮间带的

贝壳碎屑搬运上来 ,在原有贝壳堤的基础上容易产

生新的贝壳碎屑堆积 ,呈现出新 、老多道贝壳堤并存

的地貌特征 。大口河至套儿河口之间的贝壳堤在风

暴大浪作用下的加积作用尤为明显 ,棘家堡子和汪

子岛上的新贝壳堤(二 、三岗)就是在老贝壳堤(大

岗)外侧不断加积而成的 ,赵沙子贝壳堤仅在 1985

年一次台风作用下就被加高约 20 cm ,而汪子岛贝

壳堤也在 2003 年的风暴潮中向陆地方向推进 7 ～

10 m
[ 3 , 10]

。

2.2　潮沟型贝壳堤岛的变迁

潮沟型贝壳堤岛是在残留三角洲块体上发育起

来的 ,距平均高潮线 3 ～ 7 km ,受海洋动力作用的直

接影响较小 ,与开敞型贝壳堤岛相比 ,该类贝壳堤岛

的冲淤变化较小(图 3)。1956—1967年间 ,该类岛

屿的总面积变化不大 ,仅相差 0.2 km
2
,但贝壳堤岛

的数量却增加了 7个 ,这主要是大堡和岔尖堡等岛

的分解所致 。随后在开敞型贝壳堤岛淤积合并的同

时 ,老沙头 、大汪岛和五里台等岛屿充填合并 ,致使

80年代初期该区贝壳堤岛的面积增加了约 3 km
2
。

80年代中后期开始 ,该区大力兴建盐田和养殖池 ,

人工岸线大幅度外推 ,最大向海推进距离为 8 ～ 10

km ,潮滩面积锐减 ,潮汐通道被拘束于河道内
[ 15-16]

,

不利于潮沟型贝壳堤岛的发育 ,到 1993年其面积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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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减少了近一半 。2005年野外实地调查发现 ,

该区潮沟型贝壳堤岛在日益活跃的人为因素影响

下 ,出现了新的演化特征 ,岛屿并陆或合并扩张 ,致

使岛屿数量减少但面积却大幅度增加 。老沙头 、五

里台和大汪岛被人为合并 ,且被完全改造为养殖池 ,

但堤坝上仍保留有贝壳堆积结构的遗迹 ,岛周边通

过改造后的潮汐通道与海水相连;小堡 、岔尖堡和脊

岭子岛的岛边线明显外推 ,自然岸线被人工岸线所

取代 ,面积与以往相比分别增加了 0.3 、1.8 和 14

倍 。

图 2　1956—2005 年间黄河三角洲北部贝壳堤岛的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 f shell ridge islands in no rthern Yellow Rive r delta from 1956 to 200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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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黄河三角洲北部贝壳堤岛的数量和面积

Table 1　Quantity and a reas o f different shell ridge islands in no r thern Yellow Rive r delta

贝壳堤岛
1956年 1967年 1980年 1993年 2005年

数量/个 面积/ km2 数量/个 面积/ km2 数量/个 面积/ km 2 数量/个 面积/ km2 数量/个 面积/ km2

开

敞

型

大口河—马颊河 12 11.24 5 8.47 7 14.09 16 3.42 6 2.95

马颊河—套儿河 0 0 14 0.27 13 0.36 18 0.47 0 0

套儿河—顺江沟 5 0.90 15 0.76 45 1.60 25 0.36 0 0

潮沟型 14 21.18 21 20.98 14 24.44 17 15.58 12 48.08

总计 31 33.32 54 30.48 79 40.49 76 19.83 18 51.03

图 3　黄河三角洲北部贝壳堤岛的数量和面积变化

Fig.3　Changes o f quantity and areas of different shell ridge islands in nor the rn Yellow River delta

　　潮沟型贝壳堤岛近期演化特征为:先前风暴潮

形成的贝壳堆积被逐渐破坏 ,而目前在高潮线附近

大都有防护堤 ,且由于各种围挡堤坝的相继建造 ,残

留三角洲块体的滞留优势已不明显 ,所以 ,即使风暴

潮发生也很难在原有贝壳堤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贝壳

堤堆积 ,岛屿的数量和面积变化几乎完全取决于人

为因素。

3　讨论

黄河三角洲北部贝壳堤岛群的演变主要受控于

河流动力 、海洋动力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黄河

曾在公元 1034—1048年在该区附近入海 ,至今改道

迁徙已近千年 ,该区海岸线曲折 ,低潮线平直 ,潮间

带宽阔平缓 ,处于缓慢淤蚀或基本稳定状态。但由

于该区岛群属于冲淤型沙岛 ,受海水 、海风侵蚀切

割 ,易于形成与消亡 ,再加上近年来随着海岸带资源

的开发和利用 ,养殖池 、盐田等的相继建设 ,使岸线

迅速向海推进 2 ～ 20 km ,直至贝壳堤岛一带 ,致使

该区海岸带和贝壳堤岛的人为因素影响加大 ,变化

迅速 。

3.1　黄河入海泥沙与贝壳堤岛的发育演化

黄河三角洲北部贝壳堤岛的形成和发育演变与

该区长期处于下沉构造单元和黄河的泥沙活动存在

着密切联系 ,是海岸进积和陆-海相对稳定时期波浪

和风暴潮等作用下海岸沉积物改造的结果 ,是粉砂

淤泥质海岸陆海相互作用的重要产物[ 9-12] 。由于贝

壳堤岛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貌部位不同 ,其受现代

海洋动力 、入海河流和风积作用的影响不一样 ,故其

发育演化模式也存在较大差异。

3.1.1　开敞型贝壳堤岛

该类岛屿是伴随年轻贝壳堤(1 000 ～ 2 000 a)

的形成而发育起来的 ,其发育过程主要取决于贝壳

堤的形成和演化 。关于该区贝壳堤的成因 ,大都延

续了贝壳堤的发育与黄河河口迁移 、泥沙供给量变

化相关的理论
[ 2 , 4 , 7 , 9]

。其形成过程是 , 黄河携带巨

量泥沙注入本区海域 ,使海水浑化 ,波浪的冲刷力降

低 ,形成宽阔平坦的粉砂淤泥质海岸 。当黄河河口

迁徙到别处入海时 ,泥沙供应量骤减 , 岸线相对稳

定 ,海水变清 ,贝壳生物得以大量繁殖 ,提供丰富的

贝壳物源;同时 ,较强的波浪(激浪)潮汐作用将重新

冲刷塑造岸坡(2‰～ 10‰),并将潮间带与浅海的贝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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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及其碎屑物质搬运到高潮线附近 ,逐年加积形成

具有沿岸堤性质的独特贝壳滩脊海岸。从贝壳堤的

形成条件来看 ,黄河泥沙的入海沉积 、三角洲叶瓣的

不均衡推进的确对该区沿岸堤型贝壳堤岛的发育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并非受控于黄河的迁徙改道;大

口河 、棘家堡子 、汪子岛等贝壳堤向陆侧的泻湖盐沼

形态和堤基足的水下沉积结构特征表明 ,堤的初始

阶段可能为岸外中潮坪—高潮坪的小型水下贝屑质

沙坝 ,随后伴随河流改道以及海洋动力加积作用的

增强 ,逐渐转化为沿岸堤 ,并在陆海相互作用下发展

成为目前的贝壳堤 ,是多种地质作用相互叠加的结

果。从图 2和表 1可以看出 ,由于黄河在 1953年至

1976年游走于神仙沟和刁口河流路 ,致使该区受黄

河入海泥沙影响增大 ,潮滩向海淤进 ,断续分布于平

均高潮线一带的贝壳堤岛异常发育;后期随着黄河

入海泥沙的减少 、河口的改道南迁和人工围堤等影

响 ,岸滩开始缓慢蚀退 ,导致整个研究区内开敞型贝

壳堤岛的数量和面积变化剧烈 。与贝壳堤不同的

是 ,贝壳堤岛的形成和短期演化更易受局地潮间带

冲淤演化的影响而消长 ,与黄河入海泥沙量和近范

围内的改道作用更为密切 。

3.1.2　潮沟型贝壳堤岛

分布在特大高潮线附近的潮沟型贝壳堤岛 ,是

历史上黄河三角洲破坏期 ,被潮汐河道切割残留下

来形成的 、地势较高的残留三角洲块体 ,在风暴潮搬

运作用下贝壳越岸堆积其上而成 ,在三角洲以北称

之为潮沟 —潮汐河道型“贝壳堤”
[ 10]

。该区地形平

坦 ,有众多的河流和潮沟穿插于三角洲洲间洼地之

中 ,将滨海低平原切割成支离破碎的 、与现代岸线走

向不平行的不规则块体 。当风暴潮发生时 ,海水携

带贝壳沿潮沟河道上朔 ,在特殊地貌部位 ,如河道拐

弯处 、分岔间湾和河道附近低地均可能发生贝壳堤

堆积 ,并通过潮汐通道与海水相连 ,形成特殊的贝壳

堤岛 。黄河三角洲及邻区具有形成风暴潮的自然环

境和条件 ,是风暴潮灾的多发区 , 仅在 1949 年至

1993年间就发生了 27次 ,沉积了多层贝壳碎片
[ 17]

。

岔尖堡 、大堡岛和五里台等贝壳堤岛 ,靠海侧尤其如

此 ,均是由不同数量风暴潮沉积与河流冲积物交互

叠置发育而成。1956—1980年 ,受黄河入海泥沙的

影响 ,部分潮沟型贝壳堤岛也出现淤积合并的现象 ,

但其变化幅度远小于开敞型贝壳堤岛。从其形成过

程和近 50年的演化趋势来看 ,该类贝壳堤岛受黄河

入海泥沙影响相对较小。

3.2　人类活动对贝壳堤岛的影响

历史上 ,贝壳堤岛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主要取决

海陆间自然营力作用 ,但在后期演化过程中逐渐介

入了人类活动影响 ,并且已日益成为控制该区海岛

和海岸带发育演化的主导因素 。目前 ,人类活动对

黄河三角洲北部贝壳堤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一是通过影响海岸线位置及滩涂面积来影

响贝壳堤岛的发育 ,主要是盐田 、养殖池 、港口和防

护堤建设等滩涂资源的开发利用;二是贝壳堤岛上

的人类活动 ,除盐田 、养殖池的建造外 ,还包括贝壳

砂资源的采挖等海岛资源利用 ,直接影响贝壳堤岛

的发育演变 。

自 20世纪 80年代 ,因修堤 、养殖 、盐田 、采油 、

建港等人为干扰 ,该区岸线迅速外推 、缩短 ,自然岸

线逐渐被人工岸线所取代 。许多海湾和潮沟被拦

截 、阻断 ,潮滩面积减少 ,迫使岸滩水动力条件发生

改变 ,进而影响贝壳堤岛的自然堆积过程和地貌特

征 。波浪和潮流等因人工岸线的阻挡 ,其水动力作

用特征明显改变 ,开敞型贝壳堤岛屿的后缘泻湖和

前缘岸滩的正常演化进程都因此而受到影响;潮沟

型贝壳堤岛 ,也会因潮流流速的改变结束岛屿潮间

带的自然演替过程 。另外 ,人类活动直接造成了贝

壳堤岛的消失和其天然地貌形态的破坏 ,包括岛屿

四周因人为改造失去与海水之间的联系并入陆地和

贝壳堤形态的消失 ,如棘家堡子北端 、赵沙子 、套儿

河东沙子岛群等。调查发现 ,现存贝壳堤岛上 ,除汪

子岛自然保护区的新老贝壳堤和风成沙丘等天然地

貌形态保存良好之外 ,其余绝大多数岛屿都已被养

殖池或盐田等人工地貌所覆盖 ,岛陆和潮间带的自

然地貌几乎不复存在 ,潮滩并岛 、岛屿合并扩张是该

区贝壳堤岛新的演化特征。

3.3　贝壳堤岛的保护

黄河三角洲北部贝壳堤不同于国内外其他同等

类型的贝壳堤:一是贝壳质含量高 ,无论是深埋地下

的还是裸露于地表的贝壳堤 ,贝壳质含量近乎达到

100%,杂质少;二是新老贝壳堤并存 ,既保留了距今

5 000 ～ 2 000 a 的古贝壳堤 ,也有新发育形成的贝

壳堤 ,同时具有形成最新贝壳堤岛的可能;三是典型

的贝壳滩涂湿地生态系统 ,在我国海洋地质 、生物多

样性和湿地类型等研究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 。但是通过黄河三角洲北部贝壳堤岛近期变化发

现 ,自然作用因素在该区贝壳堤岛的发育演替过程

中逐渐屈居于次要地位 ,人类活动成为最关键的影

响因子 。由于早期缺乏正确的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意识 ,在经济利益驱使下 ,对该区滩涂资源进行了大

力的开发利用 ,改变了贝壳堤岛的数量 、形状 、地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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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自然演化过程等 ,对贝壳堤岛的生态和环境

造成了破坏 ,并且这种破坏在后期日趋严重。

2006年 ,黄河三角洲北部大口河至套儿河之间

的贝壳堤岛与位于埕口镇以北 、张家山子 —李家山

子—下泊头—杨庄子一线的距今 5 000 a 左右的贝

壳堤以及两列贝壳堤之间的湿地和向海的潮间湿地

与潮下湿地共同构成的世界罕见的贝壳堤岛与湿地

系统 ,由省级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该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贝壳堤保存最完整 、惟一的

新老贝壳堤并存的以保护贝壳堤岛与湿地生态系统

和珍稀濒危鸟类为主体的保护区。贝壳堤岛与湿地

系统生物多样性丰富 ,既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

洋鸟类迁徙的中转站和越冬 、栖息 、繁衍地 ,也是研

究黄河流路变迁 、岸线变化 、海平面变化 、贝壳堤岛

的形成等环境演变以及湿地类型的重要基地 ,是世

界上珍贵的海洋遗产 ,具有重要的科研意义和实际

生产价值 。鉴于此 ,呼吁综合考虑自然保护区周边

地区的开发利用 ,保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实时

掌握贝壳堤岛的动态变化 ,认清其发展演化趋势 ,以

期更好地为自然保护区的宏观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

4　结语

黄河三角洲北部贝壳堤岛是历史上三角洲破坏

期海岸沉积物在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和作用下的产

物 ,开敞型和潮沟型贝壳堤岛的形成和演化特征因

时空差异而各不相同 。通过分析 1956—2005 年间

两类贝壳堤岛群的数量 、面积变化和发育进程发现 ,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贝壳堤岛的发育演化因人类

活动的影响 ,呈现出新的演替特征 。目前 ,人为因素

已取代陆海间相互作用 ,成为影响和控制该区两类

贝壳堤岛演化的主要因素 。两类贝壳堤岛群数量逐

渐萎缩 ,岛屿并陆 、合并扩张和潮滩并岛现象普遍存

在 ,岛上的天然地貌形态逐渐被人工地貌形态所覆

盖。该区贝壳堤岛 ,特别是潮沟型贝壳堤岛的自然

冲淤演变进程几乎被中止 ,只有分布于高潮线附近

的开敞型贝壳堤岛仍可以在海洋动力作用下接受新

的贝壳碎屑沉积。目前 ,贝壳堤岛与湿地系统自然

保护区内一系列有关贝壳堤岛侵蚀防护等建设项目

已逐步开展实施 ,为此 ,我们有必要在今后的研究工

作中对贝壳堤岛的形成条件 、沉积特征 、沉积年代和

发育演化方向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为贝壳堤的发

育与保护提供更充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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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OF THE SHELL RIDGE ISLANDS IN THE

NORTHERN YELLOW RIVER DELTA

DU Tingqin1 , 2 ,H UANG Hai jun1 , WANG Zhenyan1 , LIU Yanxia1 , 2

(1 Key Laboratory of M arine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 In sti tu te of Ocean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 ciences , Qingdao 266071 , Chin a;

2 Graduate S 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039 , China)

Abstract:T his study presents an analy sis of the evolution of shell ridge islands on the f ront margin of the a-

bandoned del ta lobe and of the storm shell islands on the head of the tidal rive r gulf or on the outer side of

the tidal channel in no rthern Yellow River delta.Using comparisons of topog raphic maps , Landsat images

and othe r survey results during di fferent times as w ell as new survey data , the changes of quantity , area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bout the tw o kinds of shell ridge islands have been studied.Since 1950s , the

shell ridge islands in the northern Yellow River delta have changed a lot because of na tural and human ac-

tivit ies , while they have dif ferent evo lution results f rom dif ferent formation cour ses.Human activi ties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the main rest rict ive facto r in the recent ev olution development of the shell ridge islands.

At present , the shell ridge islands are changing dynamically , especially the natural evolvement course of the

storm shell islands on the head of the tidal riv er gulf or on the outer side of the tidal channel is almost en-

ded and turning into a new estate.

Key words:shelly ridge islands;evolution;human activi ty;Yel low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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