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猿源 卷第 员 期
圆园员缘 年 圆 月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酝粤砸陨晕耘 耘晕灾陨砸韵晕酝耘晕栽粤蕴 杂悦陨耘晕悦耘
灾燥造援 猿源摇 晕燥援 员
云藻遭则怎葬则赠摇 圆园员缘

近 圆园 葬来我国海岸线曲折度变化分析

张摇 云员袁圆袁摇 张建丽员袁圆袁摇 景昕蒂员袁圆袁摇 宋德瑞员袁圆

渊员援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袁辽宁 大连 员员远园圆猿曰圆援 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技术重点实验室袁辽宁 大连

员员远园圆猿冤

摘摇 要院曲折是海岸线的基本属性袁也是影响海洋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遥 本文借助

杂怎责藻则酝葬责的线数据集重采样功能袁构建了基于海岸线轮廓基线的一种新的海岸线曲折度计算方法遥 选取

员怨怨园 年尧圆园园园 年尧圆园园苑 年和 圆园员圆 年 源 期遥感影像袁提取 源 期海岸线基础数据袁计算海岸线曲折度袁根
据结果分析了近 圆园 葬 来的我国海岸线曲折度的变化趋势和变化特征袁得出以下结论院采用构建轮廓基线

计算海岸线曲折度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曰近 圆园 葬 来袁我国大陆海岸线曲折度呈波动趋势袁按照变化趋势可分

为上升型尧下降型和波动型 猿 种曰我国海岸线曲折度空间分布差异明显袁整体上北方曲折度小于南方遥
关键词院大陆海岸线曰曲折度曰重采样曰轮廓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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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我国大陆海岸线北起辽宁省丹东市以东的鸭

绿江口袁南至广西省防城港市北仑河入海口袁海岸

线漫长曲折遥 据国家海洋局 怨园愿 专项修测岸线结

果显示袁我国大陆海岸线总长 圆员园圆源援 猿缘 噪皂遥 除

海南省外袁南北两点之间的大陆海岸线长约为

员怨圆园员援 远 噪皂袁 而空间上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

仅 圆缘缘缘援 猿 噪皂袁 我 国 大 陆 海 岸 线 的 曲 折 率 可

达员颐 苑援 缘遥



第 员 期 张摇 云袁等院近 圆园 葬 来我国海岸线曲折度变化分析 苑苑摇摇摇
曲折是海岸线的基本属性袁也是海洋自然环

境和经济发展重要的影响因素遥 欧洲西部海岸线

曲折破碎袁增加了洋流对海岸的影响袁扩大了温带

海洋气候的影响范围袁减小飓风的影响范围遥 海

岸线凸凹处形成的海湾袁是沿海港口建设尧渔业养

殖尧交通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保证遥 随着我国海

域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入袁海岸线的几何形态变化

加剧袁同时改变了沿海岸线的自然属性袁增加海洋

灾害的风险袁影响沿海地区港口尧渔业尧旅游业的

发展遥 研究不同时期大陆海岸线曲折度的变化趋

势袁掌握其变化规律袁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和海岸

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目前袁海岸线的研究多侧重于海岸线的提取

技术研究咱员鄄猿暂 尧海岸线的历年变迁咱源鄄愿暂 尧海岸线侵

蚀及淤积变化咱怨鄄员源暂 和海岸带海洋生态咱员缘鄄员远暂 等方

面遥 海岸线曲折度的研究重视不够遥 本研究在以

往研究的基础上袁结合 郧陨杂 技术袁研究一种科学尧
准确尧快速的海岸线曲折度的计算方法袁分析我国

海岸线曲折度的变化规律袁为海洋经济发展及政

策导向提供理论基础遥
员摇 数据源

为了更好地研究海岸线曲折的变化规律袁参
考我国海域使用发展历程咱员苑暂 袁选取了 员怨怨园 年尧
圆园园园 年尧圆园园苑 年和 圆园员圆 年四期遥感影像共计 员圆怨
景渊表 员冤袁采用 在澡葬灶早再怎灶袁 蕴蚤载怎藻皂蚤灶早 等咱员愿暂 提出

的遥感影像的预处理技术和色差 悦葬灶灶赠 算子岸线

自动提取技术袁完成海岸线基础信息的提取工作遥
提取的结果如表 圆 所示袁其岸线总长度与 圆园员员 年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公布的 员愿园园园 噪皂 海岸线咱员怨暂进

行对比袁结果发现二者相差 怨源远援 苑 噪皂遥
表 员摇 四期遥感数据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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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时间

遥感数

据类型

空间分

辨率 辕 皂 景数 辕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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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园苑 年 怨 月 耀 员员 月 蕴葬灶凿泽葬贼 栽酝 猿园 缘源
圆园员圆 年 怨 月 耀 员员 月 匀允 原 员粤 猿园 缘员

表 圆摇 我国大陆海岸线长度

栽葬遭援 圆 悦澡蚤灶葬爷泽 糟燥灶贼蚤灶藻灶贼葬造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造藻灶早贼澡
行政区划

岸线长度 辕 噪皂
员怨怨园 年 圆园园园 年 圆园园苑 年 圆园员圆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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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猿园园园援 愿圆 圆怨员员援 园缘 圆愿远远援 猿源 圆怨源苑援 缘园
广东 猿猿源圆援 圆愿 猿源员愿援 远员 猿猿愿愿援 缘猿 猿猿源怨援 圆缘
广西 员远缘园援 圆怨 员远猿园援 远远 员缘愿缘援 园怨 员源源园援 怨远
海南 员远远猿援 猿愿 员远园员援 苑园 员缘苑猿援 园员 员远猿园援 缘圆
香港 猿愿缘援 远园 猿愿缘援 怨远 猿愿圆援 源圆 猿愿员援 圆圆
澳门 员员援 缘远 员员援 愿怨 员员援 远园 员员援 员怨
全国 员愿园猿源援 愿缘 员愿圆怨苑援 愿远 员愿缘园员援 猿园 员怨员远园援 苑猿

圆摇 岸线曲折度计算

圆援 员摇 岸线曲折度计算方法

折线的曲折度为两点之间的折线距离与直线的

距离比值遥 因海岸线漫长且形态复杂袁单纯用起点

与终点之间的折线距离与直线的距离比值来计算袁
不能真实反映岸线中间部分的差异性遥 为了更好地

反映海岸线内部曲折度的差异性袁以提取的不同时

期的海岸线为基准参考袁借助 杂怎责藻则酝葬责 工具袁设置

一定的重采样距离袁岸段间得到一条大陆海岸线的

简化线袁将其作为此岸段的大陆海岸线轮廓基线遥
故海岸线的曲折度的模型演变为院

栽 越
移灶

蚤 越 员蕴移灶

蚤 越 员蕴杂

式中院蕴 为岸段间的岸线长度曰蕴杂 为岸段之间的

海岸线轮廓基线的长度曰蚤 为研究区内的岸段数量遥
圆援 圆摇 海岸线轮廓基线确定

为了确保重采样后岸线轮廓基线的每段线段

长度在 员 耀 员园 噪皂袁我们利用 杂怎责藻则酝葬责 中的线数

据集重采样功能袁反复实验袁获得 优的重采样距

离为 园援 园圆毅渊约 员援 苑 噪皂冤遥 按照 园援 园圆毅的重采样距

离处理四期海岸线袁获得海岸线轮廓基线遥
圆援 猿摇 我国大陆海岸线曲折度

经过统计分析袁得到各省大陆海岸线的岸线

轮廓基线长度值袁将计算结果与表 圆 数值代入曲

折度模型公式袁得到各省的海岸线曲折度值袁如表

猿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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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猿摇 我国大陆海岸线轮廓基线及曲折度

栽葬遭援 猿 悦燥灶贼燥怎则 遭葬泽藻造蚤灶藻 葬灶凿 贼燥则贼怎燥泽蚤贼赠 燥枣 悦澡蚤灶葬鸳泽 糟燥灶贼蚤灶藻灶贼葬造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行政

区划

员怨怨园 年 圆园园园 年 圆园园苑 年 圆园员圆 年

基线长度 辕 噪皂 曲折度 基线长度 辕 噪皂 曲折度 基线长度 辕 噪皂 曲折度 基线长度 辕 噪皂 曲折度

辽宁 员源源苑援 苑愿 员援 猿远 员源远猿援 缘员 员援 源员 员源怨怨援 缘远 员援 源圆 员苑圆圆援 远源 员援 猿怨
河北 猿员远援 愿缘 员援 圆怨 猿猿园援 苑远 员援 猿源 猿怨怨援 园苑 员援 猿缘 源苑怨援 缘愿 员援 猿猿
天津 员员源援 源源 员援 圆苑 员缘源援 源源 员援 猿源 员缘圆援 圆苑 员援 圆猿 圆苑园援 远猿 员援 员怨
山东 员怨源猿援 员愿 员援 猿员 员怨圆圆援 愿猿 员援 猿缘 员怨员缘援 缘园 员援 猿怨 圆园员远援 员怨 员援 源园
江苏 苑圆苑援 圆怨 员援 员员 苑猿源援 怨怨 员援 员源 苑愿源援 圆圆 员援 员缘 愿猿远援 怨源 员援 员缘
上海 员远猿援 愿园 员援 园远 员远愿援 怨圆 员援 员园 员苑猿援 园源 员援 员员 员苑缘援 愿员 员援 员员
浙江 员源猿苑援 猿缘 员援 猿缘 员缘园圆援 圆猿 员援 猿远 员缘员缘援 员缘 员援 猿远 员缘缘缘援 猿苑 员援 猿猿
福建 圆员猿员援 苑怨 员援 源员 圆园苑圆援 愿苑 员援 源园 圆园猿苑援 源缘 员援 源员 圆员员猿援 愿源 员援 猿怨
广东 圆缘员怨援 源源 员援 猿猿 圆缘员远援 圆缘 员援 猿远 圆源苑员援 远圆 员援 猿苑 圆缘愿源援 猿猿 员援 猿园
广西 怨远远援 苑圆 员援 苑员 怨远员援 圆源 员援 苑园 怨缘猿援 员缘 员援 远远 怨猿愿援 苑猿 员援 缘源
海南 员猿园愿援 远猿 员援 圆苑 员圆愿园援 愿员 员援 圆缘 员圆苑怨援 园缘 员援 圆猿 员猿圆园援 远猿 员援 圆猿
香港 圆园源援 远愿 员援 愿愿 圆园源援 园苑 员援 愿怨 圆园源援 圆员 员援 愿苑 圆园远援 源猿 员援 愿缘
澳门 怨援 圆园 员援 圆远 怨援 圆怨 员援 圆愿 怨援 苑园 员援 圆园 苑援 缘怨 员援 源苑
全国 员猿圆怨员援 员缘 员援 猿远 员猿猿圆圆援 圆员 员援 猿苑 员猿猿怨猿援 怨怨 员援 猿愿 员源圆圆愿援 苑员 员援 猿缘

圆援 源摇 我国大陆海岸线曲折度变化速率

借鉴吕京福的海岸线速率计算方法中的端点

速率法渊耘砸孕冤 咱圆园暂 袁计算 圆园 葬 来我国大陆海岸线的

曲折度变化速率袁计算结果如表 源 所示遥
表 源摇 我国大陆海岸线曲折度变化速率

栽葬遭援 源 栽澡藻 糟澡葬灶早蚤灶早 则葬贼藻 燥枣 贼燥则贼怎燥泽蚤贼赠 燥枣 悦澡蚤灶葬 鸳
泽糟燥灶贼蚤灶藻灶贼葬造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行政区划 员怨怨园 耀 圆园园园 年 圆园园园 耀 圆园园苑 年 圆园园苑 耀 圆园员圆 年

辽宁 园援 园园缘猿 园援 园园圆员 原 园援 园园远员
河北 园援 园园源远 园援 园园员愿 原 园援 园园源苑
天津 园援 园园苑猿 原 园援 园员缘愿 原 园援 园园愿源
山东 园援 园园源苑 园援 园园缘苑 园援 园园园愿
江苏 园援 园园猿员 园援 园园员源 原 园援 园园员圆
上海 园援 园园源源 园援 园园园远 原 园援 园园园苑
浙江 园援 园园员缘 原 园援 园园园圆 原 园援 园园远愿
福建 原 园援 园园园猿 园援 园园园猿 原 园援 园园圆缘
广东 园援 园园猿圆 园援 园园员愿 原 园援 园员缘园
广西 原 园援 园园员员 原 园援 园园源愿 原 园援 园圆缘远
海南 原 园援 园园圆员 原 园援 园园猿园 园援 园园园怨
香港 园援 园园园苑 原 园援 园园圆苑 原 园援 园园缘圆
澳门 园援 园园圆缘 原 园援 园员圆员 园援 园缘缘远
全国 园援 园园员苑 园援 园园员员 原 园援 园园远怨

猿摇 曲折度时空变化分析

猿援 员摇 曲折度变化趋势

由表 猿 可知袁我国大陆海岸线的曲折度呈波

动趋势遥 从全国来看袁在 圆园园苑 年出现波峰袁之后

逐渐降低袁到 圆园员圆 年时岸线曲折度已经低于

员怨怨园 年整体水平遥 各省存在差异较大袁按照变化

趋势的不同袁可分为 猿 种院
渊员冤上升趋势遥 山东尧江苏和上海 猿 个区域 源

期的海岸线曲折度值袁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袁其中山

东省上升趋势幅度 大袁圆园 年间曲折度上涨了

园援 园怨遥江苏省和上海市增加趋势近乎相同袁且增长

幅度较小袁基本趋于平稳发展遥
渊圆冤下降趋势遥 从 员怨怨园 年至 圆园员圆 年袁福建尧

广区尧海南和香港 源 个区域的海岸线曲折度值呈

下降趋势袁其中广西区下降趋势幅度 大袁圆园 葬 间

曲折度下降了 园援 员苑遥 福建尧海南和香港 猿 个区域

趋于平稳下降趋势遥
渊猿冤波动趋势遥 辽宁尧河北尧天津尧浙江尧广东

和澳门 远 个区域袁圆园 多年间曲折度呈波浪形变

化袁除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天津市外袁其它 源 个区域

都在 圆园园苑 年出现波峰袁随后逐渐下降曰而天津市

在 圆园园园 年出现波峰袁下降幅度 大袁数值下降了

园援 员缘曰澳门特别行政区波动 大袁圆园园苑 年达到波

谷袁而随后大幅度上升袁至 圆园员圆 年数值上升了

园援 圆苑愿员遥
猿援 圆摇 曲折度变化特征

综合对比分析表 猿 和表 源 结果可知袁我国大

陆海岸线空间分布规律明显遥 具体包括以下 猿 个

方面院
渊员冤南北岸线曲折度差异明显遥 我国海岸线

的曲折度是以钱塘江为界袁南方岸线的曲折度大

于北方岸线的曲折度遥 研究结果显示袁基本呈现

出我国北方岸线的曲折度小于南方岸线遥 北方岸

线渊除辽宁尧山东和河北冤的曲折度值小于 员援 猿袁南
方岸线渊除广东和海南冤的曲折度大于 员援 猿遥 辽

宁尧山东尧河北尧广东尧海南为我国海岸线开发利用

较大的省份袁随着我国海岸线资源的不断开发袁海



第 员 期 张摇 云袁等院近 圆园 葬 来我国海岸线曲折度变化分析 苑怨摇摇摇
岸线曲折度出现了轻微变化遥

渊圆冤我国海岸线曲折度高低值省份保持不

变遥 从各省情况来看袁曲折度变化趋势差异明显遥
曲折度较高的香港区域袁四期岸线的曲折度值都

高于 员援 愿曰广西四期岸线的曲折度均大于 员援 缘袁其
中 员怨怨园 年与 圆园园园 年高于 员援 苑曰上海和江苏四期的

岸线曲折度值位于全国由小到大排序的前两位袁
四期的曲折度值均小于 员援 圆遥

渊猿冤我国海岸线曲折度负增长省份逐年增

多袁各省份空间分布差异明显遥 由表 源 可看出袁整
体上我国海岸线曲折度增长率在 圆园园苑 耀 圆园员圆 年

段出现负增长袁而各省海岸线曲折度变化速率为

负值的省份袁由 员怨怨园 耀 圆园园园 年的 猿 个增加到 圆园园园
耀 圆园园苑 年的 远 个袁圆园园苑 耀 圆园员圆 年我国大陆海岸线

负增长省份已达 员园 个遥 其中 猿 个年段出现负增

长的省份有所不同袁海南省 员怨怨园 耀 圆园园园 年段与

圆园园园 耀 圆园园苑 年段出现负值袁而 圆园园苑 耀 圆园员圆 年段

却出现正值袁海南省多海湾省份袁随着我国海域开

发力度不断扩大袁围填海面积逐年增加袁海湾减

小袁因为突堤式或离岸式填海方式的提出袁使得海

南省大陆海岸线曲折度出现增加曰福建省海岸线

曲折度变化速率在 员怨怨园 耀 圆园园园 年段和 圆园园苑 耀
圆园员圆 年段均为负增长袁而在 圆园园园 耀 圆园园苑 年段围

填海活动引发陆连岛现象袁造成岛屿与大陆融合袁
部分陆连岛海岸线并入大陆海岸线袁导致出现轻

微正增长遥
源摇 大陆海岸线曲折度影响因素分析

渊员冤海岸线自然属性为决定海岸线曲折度的

本质因素遥 以钱塘江口为界袁我国北方岸线背靠

三大平原袁且发育有我国较大的河流袁地势由西到

东逐渐下降袁充足的水量袁携带大量的泥沙袁顺势

而下袁向海倾泻袁而涨潮时海水又将泥沙淤积在海

岸上袁故海岸线较平直袁弯曲较少曰南方岸线多为

丘陵和山地袁其海岸的河流多是源短流急袁泥流很

少袁故海岸大部分以丘陵和山地为基底袁基本上保

留了原来丘陵山地的形状袁峰角突兀袁曲折度较

大遥 另外袁我国北方岸线多为泥沙岸线袁较易受潮

汐波浪冲刷袁岸前海水很浅袁故海岸线较平直曰南
方海岸线多为基岩岸线袁不易受潮汐波浪冲刷袁岸
线曲折大于北方遥

渊圆冤海岸线资源开发利用为海岸线曲折变化

的主要因素遥 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和陆域空间的

饱和袁人类活动不断向海洋扩张袁大型港口尧新城

区尧临港工业区等等袁都引发了大规模的围填海活

动袁现阶段沿海各地围海尧填海活动更是呈现出速

度快尧面积大尧范围广的发展态势遥 由于围填海造

成海岸线截弯取直袁是岸线曲折度降低的主要原

因遥 同时袁人类不断地向海扩张袁陆连岛彻底与大

陆相连袁形成新的海岸线袁也会增加海岸线的曲折

度遥 北方平直海岸线处围海养殖用海不断增加袁
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海岸线的曲折度遥

渊猿冤海洋自然灾害为影响海岸线曲折度变化

的突发因素遥 近年来袁海洋自然灾害频发尧海水入

侵尧海岸侵蚀尧淤涨尧海平面上升等袁都导致了岸线

的退缩或扩张袁近而引起岸线曲折度的变化遥
缘摇 结摇 论

渊员冤采用构建轮廓基线计算海岸线的曲折度

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遥 本文利用 杂怎责藻则酝葬责 的线数

据集重采样功能重复采样袁获取合适的重采样距

离袁确定的海岸线轮廓基线袁再将海岸线分段曰通
过计算研究区内的各段海岸线曲折度值的平均

值袁获取海岸线的曲折度遥 该方法计算结果袁准确

地计算出各段岸线的曲折度袁较以往的研究方法

更详细尧准确袁故采用构建轮廓基线计算海岸线的

曲折度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遥
渊圆冤近 圆园 葬 来袁我国大陆海岸线曲折度呈波

动趋势袁各省按照变化趋势可分为上升型尧下降型

和波动型 猿 种遥
渊猿冤我国海岸线曲折度空间分布差异明显遥

整体来说袁上海及上海以北岸线曲折度小于浙江

省及浙江省以南岸线的曲折度曰香港尧广西的岸线

曲折度较大袁江苏尧上海的岸线曲折度较小曰各省

曲折度增长率出现负增长的省份逐年增加遥
随着我国海域开发力度的不断扩大袁围填海

面积逐年增加袁海岸线的曲折度处于不断地变化

中遥 海岸线曲折度的变化对深水港口的选址袁海
洋灾害的风险袁旅游尧物流等海洋经济发展产生一

定的影响遥 海岸线曲折度变化造成的影响研究袁
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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