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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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猿园 余年辽河口海岸线遥感变迁分析

王建步员袁摇 张 杰员袁摇 陈景云圆袁摇 孙伟富员袁摇 马 毅员

渊员援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袁山东 青岛 圆远远园远员曰圆援 山东科技大学 测绘科学与工程学院袁山东 青岛

圆远远缘怨园冤

摘摇 要院利用 员怨苑怨 年尧员怨怨园 年尧圆园园园 年和 圆园员猿 年 源 个时相的 蕴葬灶凿泽葬贼 遥感影像袁开展了 猿园 余年辽河口海岸

线遥感变迁分析研究遥 结果表明院渊员冤员怨苑怨 耀 圆园员猿 年间袁辽河口岸线不断向海推进袁海岸线长度总体呈增

加趋势袁目前岸线长度为 圆怨愿 噪皂袁较 员怨苑怨 年增加了 远猿 噪皂袁陆域面积增加了 源员园 噪皂圆曰渊圆冤辽河口自然岸线

中的淤泥质岸线减少显著袁近 苑园豫的淤泥质岸线转化为港口尧盐田和养殖围堤岸线曰员怨苑怨 耀 员怨怨园 年间淤泥

质岸线主要转化为了盐田和养殖围堤岸线袁进入新世纪因盘锦港的建设袁使得盐田围堤岸线转化为了港口

岸线曰渊猿冤员怨苑怨 耀 员怨怨园 年尧员怨怨园 耀 圆园园园 年尧圆园园园 耀 圆园员猿 年 猿 个时段辽河口岸线变迁速率分别为 怨源援 圆 皂 辕 葬尧
缘圆援 员 皂 辕 葬尧愿员援 园 皂 辕 葬袁尤其二界沟镇在 员怨怨园 耀 圆园园园 年间袁因盐田建设导致海岸线迅速向海推进袁海岸线变

迁速率达到了 员圆园园 皂 辕 葬曰渊源冤辽河河流入海口门和河道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袁由于大规模的养殖开发和盐田

建设围海导致双台子河入海口门变窄袁而大辽河入海口门由于盐田和港口建设导致河口变窄曰双台子河道

和大辽河道主要由于泥沙淤积和养殖围填袁也导致了河道局部变窄遥
关键词院辽河口曰海岸线曰海岸线变迁曰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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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海岸线现场勘测费时费力且许多地方测量人

员难以到达袁而遥感技术具有大范围尧时效性强尧
节约投资等优势袁其重复观测能力适合于海岸线

变迁监测遥 国内外在海岸线变迁遥感分析方面成

果甚多袁孙钦帮等利用遥感影像研究了 猿园 余年来

大连市长兴岛地区海岸线变迁情况及人类活动对

海岸线变迁的影像咱员暂 曰贾云召尧常军尧再葬灶早 在澡葬灶早尧
董芳等利用遥感影像为数据源监测黄河三角洲的

海岸线变迁情况咱圆鄄缘暂 曰杂贼藻增藻灶 酝援 杂燥造燥皂燥灶 利用航空

影像获取了波福特海区域和麦肯尼三角洲的海岸

线信息袁并研究了海岸线变化状况咱远暂 曰杂匀耘陨运 酝怎鄄
躁葬遭葬则 等利用遥感数据获取了印度南部科摩林角

和杜蒂戈林之间的海岸线并计算出了海岸线变化

率分 析 了 海 岸 的 侵 蚀 和 淤 积 情 况咱苑暂 遥 栽怎灶鄄
糟葬赠运怎造藻造蚤 等利用遥感手段自动监测土耳其 砸葬皂鄄
泽葬则 湿地沿岸的岸线变迁袁分别用 耘孕砸尧蕴砸砸 两种

方法计算了研究区域的海岸线变化速率咱愿暂 遥 辽

河口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河口湿地和三角洲变

化方面咱怨鄄员员暂 袁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展了辽河口岸线

研究袁谌艳珍等利用 员怨苑怨 年尧员怨愿愿 年尧圆园园猿 年 猿
期遥感影像并结合了历史资料袁获取了辽河口 缘
期海岸线信息袁研究了辽河口海岸线变迁咱员圆暂 袁陈
路遥等运用 员怨苑怨 年尧员怨愿缘 年尧员怨怨员 年尧员怨怨苑 年尧
圆园园猿 年遥感影像数据袁以双台子河口三角洲地区

为例袁开展了海岸线变化预测研究咱员猿暂 曰遗憾的是

上述两篇文献只开展了双台子河口的变迁研究袁
没有涉及大辽河口袁且监测年限只做到 圆园园猿 年袁
现势性不足遥

本文应用 源 期 蕴葬灶凿泽葬贼 酝杂杂尧栽酝 和 韵蕴陨 影像袁
在建立各岸线类型解译标志的基础上袁提取 员怨苑怨
耀 圆园员猿 年辽河口海岸线数据袁并从岸线长度尧类
型尧变迁速率及河口宽度和河道变化方面袁开展辽

河口 猿园 余年海岸线变迁分析袁研究成果可为辽河

口岸线保护与开发提供基础数据遥
员摇 研究区概况

辽河口位于辽东湾顶部的平原淤泥质岸段袁

包括双台子河口和大辽河口袁为缓混合型陆海双

相河口袁其对应海岸线东起营口市三道村袁西至盘

山县南圈村袁这也是河口周围岸线变化比较明显

的地方 渊图 员冤遥 辽河口气温累年平均气温为

愿郾 怨益袁降水量季节性变化明显袁夏季降水 多袁累
年平均降水量为 远远苑援 源 皂皂袁辽河口潮汐类型属于

非正规半日潮区袁本区潮差由口外向上游减

小咱员源暂 遥 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辽河油田开发袁带动当地

经济迅速发展袁目前辽河口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石

油尧海盐生产基地袁而且也是水稻尧芦苇等农产品

的生产基地袁同时该区域是东亚候鸟迁徙的途径

和栖息的场所袁双台子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

落于此袁该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比较

突出遥

图 员摇 研究区域渊缘鄄源鄄猿 波段组合冤
云蚤早援 员 贼澡藻 泽贼怎凿赠 葬则藻葬 渊缘鄄源鄄猿 遭葬灶凿泽 糟燥皂遭蚤灶葬贼蚤燥灶冤

圆摇 数据与研究方法

圆援 员摇 数据与处理

本文应用了 蕴葬灶凿泽葬贼 遥感影像数据源共 远 景袁
其中袁员怨苑怨 年的 酝杂杂 影像 猿 景尧员怨怨园 年尧圆园园园 年

的 栽酝 影像各一景尧圆园员猿 年的 韵蕴陨 影像数据 员 景袁
其中 员怨苑怨 年影像覆盖不全袁使用了 员 景 员怨苑愿 年

的影像渊如表 员冤遥 蕴葬灶凿泽葬贼猿 于 员怨苑愿 年 猿 月由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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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局渊晕粤杂粤冤发射袁搭载 酝杂杂 多光谱传感

器袁共有 源 个波段袁空间分辨率 愿园 皂曰蕴葬灶凿泽葬贼缘 于

员怨愿源 年 猿 月发射升空袁搭载了 栽酝 传感器袁设有 苑
波段袁空间分辨率 猿园 皂曰圆园员猿 年 圆 月 晕粤杂粤 发射

了 蕴葬灶凿泽葬贼愿袁搭载了 韵蕴陨渊陆地成像仪冤袁设有 怨 个

波段袁空间分辨率仍然是 猿园 皂袁全色波段 员缘 皂遥
表 员摇 辽河口遥感数据源信息

栽葬遭援 员 陨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则藻皂燥贼藻 泽藻灶泽蚤灶早 凿葬贼葬
卫星 传感器 空间分辨率 辕 皂 成像时间 数量

蕴葬灶凿泽葬贼猿 酝杂杂 愿园 员怨苑愿 年 远 月 员 景

蕴葬灶凿泽葬贼猿 酝杂杂 愿园 员怨苑怨 年 愿 月 员 景

蕴葬灶凿泽葬贼猿 酝杂杂 愿园 员怨苑怨 年 怨 月 员 景

蕴葬灶凿泽葬贼缘 栽酝 猿园 员怨怨园 年 缘 月 员 景

蕴葬灶凿泽葬贼缘 栽酝 猿园 圆园园园 年 怨 月 员 景

蕴葬灶凿泽葬贼愿 韵蕴陨 猿园 圆园员猿 年 猿 月 员 景

摇 摇 本文利用高分辨率的 杂孕韵栽鄄缘 影像进行几何

配准袁首先将 圆园园园 年影像和 杂孕韵栽鄄缘 影像进行几

何配准袁再利用配准后的 圆园园园 年 蕴葬灶凿泽葬贼 栽酝 影像

对 员怨苑愿 年尧员怨苑怨 年尧员怨怨园 年尧圆园员猿 年遥感影像进

行几何配准袁配准误差控制在 员 个像素之内遥 影

像利用近红外尧红尧绿波段组合袁即基于 缘尧源 和 猿
波段组合开展岸线提取遥
圆援 圆摇 研究方法

本文将首先建立岸线分类体系袁基于建立的

岸线分类体系提取辽河口岸线袁开展岸整体时空

变化分析尧岸线类型转化分析尧岸线变迁速率分析

和河流入海口门和河道的变化分析遥 主要利用

阅杂粤杂渊阅蚤早蚤贼葬造 杂澡燥则藻造蚤灶藻 粤灶葬造赠泽蚤泽 杂赠泽贼藻皂冤模块中的

端点变化率开展岸线变化速率分析遥 阅杂粤杂 是基

于 粤则糟郧陨杂 平台开发的功能模块袁是基于基线法开

展岸线时空分布的一种模块袁主要包括端点变化

率渊耘孕砸冤尧线性回归率渊蕴砸砸冤尧 小中位数平方

回归率渊蕴酝杂冤猿 种算法咱员缘暂 遥 端点变化率方法能

够反映海岸线的净变化特征袁具体方法如下院
耘孕砸 越 凿员 原 凿圆

贼员 原 贼圆
其中院凿员为垂线与 早一期岸线的交点到基

准线的距离曰凿圆为垂线与 晚一期岸线的交点到

基准线的距离曰贼员为 早一期岸线时间曰贼圆为 晚

一期岸线时间遥
猿摇 分类体系和解译标志

根据孙伟富等人提出的不同类型海岸线遥感

解译标志建立和提取方法咱员远鄄员愿暂 袁开展 员怨苑怨 年尧
员怨怨园 年尧圆园园园 年和 圆园员猿 年 源 个时相的 蕴葬灶凿泽葬贼 遥
感影像袁建立辽河口海岸线分类体系和遥感解译

标志袁开展岸线提取遥
猿援 员摇 分类体系

结合辽河口地形地貌特点以及 蕴葬灶凿泽葬贼 影像

的识别能力袁将辽河口海岸线类型分为人工岸线

和自然岸线两个大类袁在此基础上又细分了二级

类袁详细信息见表 圆遥
表 圆摇 辽河口海岸线分类体系

栽葬遭援 圆 悦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糟造葬泽泽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泽赠泽贼藻皂 燥枣 贼澡藻 蕴蚤葬燥澡藻 耘泽贼怎鄄
葬则赠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说明

自然岸线
河口岸线 入海河道中河流和海洋的界线

淤泥质岸线 淤泥滩涂的上边界

人工岸线

建设围堤岸线 城镇建设尧景观等修筑的岸线

港口岸线 港口用地向海的外边界

养殖围堤岸线 人工修筑的养殖区外边界

盐田围堤岸线 人工建设的盐田外边界

猿援 圆摇 岸线解译标志

本文基于 源 期遥感影像袁结合踏勘资料袁根据

不同岸线类型在遥感影像上的色彩尧纹理尧地物邻

接关系不同的特点袁给出辽河口各种类型海岸线

的解译标志袁并建立各种岸线的提取原则遥
辽河口自然岸线包括河口岸线和淤泥质岸

线遥 河口岸线是入海河道中河流与海洋的分界

线遥 如果河口以前有无争议的河海分界线袁就沿

用已有的分界线作为河口海岸线遥 若没有明确的

河海分界线袁河口岸线则依据河口区域由海向陆

遇到的第一个道路尧桥梁或闸门等边界线确定

渊图 圆葬冤遥 其中双台子河口岸线是河口区由海向

陆遇到的第一个桥梁袁大辽河口岸线是河口沿河

流向突然展宽处遥 淤泥质岸线一般在河口的位

置袁这种岸线受潮汐和上冲流的影响袁淤泥质海岸

陆地一侧一般植物生长茂盛袁呈红色或者暗红色袁
海洋一侧一般没有植物袁潮滩上也多发育有潮沟袁
大潮上水时袁能够淹没潮滩上的植物袁所以淹没潮

滩的地方植物几乎不能生长袁因此淤泥质岸线在

影像中即为植物茂盛和稀疏程度的分界线渊图
圆遭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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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圆摇 河口岸线和淤泥质岸线位置示例渊缘鄄源鄄猿 波段组合冤
云蚤早援 圆 孕燥泽蚤贼蚤燥灶 耘曾葬皂责造藻泽 燥枣 贼澡藻 则蚤增藻则 耘泽贼怎葬则赠 葬灶凿 皂怎凿凿赠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渊缘鄄源鄄猿 遭葬灶凿泽 糟燥皂遭蚤灶葬贼蚤燥灶冤

渊葬冤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燥枣 则蚤增藻则 耘泽贼怎葬则赠曰 渊遭冤皂怎凿凿赠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摇 摇 辽河口人工岸线包括养殖围堤岸线尧盐田围

堤岸线尧建设围堤岸线和港口岸线遥 养殖区一般

呈长条状空间和布局都比较规则袁通常有水的养

殖池颜色较深袁陆地植物一般呈红色或者暗红色袁
人工修筑的养殖区外边缘大潮高潮时一般是不能

浸水的袁所以就把养殖区的外边缘作为养殖围堤

的位置渊图 猿葬冤曰盐田区和养殖区在空间和分布上

有点类似袁但是一般呈小型方块状袁一般分布在淤

泥质海岸上袁通常蒸发池颜色较深袁结晶池由于光

谱反射率高颜色较浅袁呈灰色或白色袁海岸线的位

置同养殖区岸线的确定方法袁为盐田的外边界

渊图 猿遭冤曰建设围堤一般为城镇居民建设尧能源开

采尧娱乐设施而建设的人工岸线袁位置确定在建设

围堤的外边界上渊图 猿糟冤曰港口岸线一般呈长条状

突出袁亮度分布不均匀袁水泥纹理比较清楚袁在影

像上亮度比较高渊图 猿凿冤遥

图 猿摇 人工岸线位置示例渊缘鄄源鄄猿 波段组合冤
云蚤早援 猿 耘曾葬皂责造藻泽 燥枣 贼澡藻 葬则贼蚤枣蚤糟蚤葬造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渊缘鄄源鄄猿 遭葬灶凿泽 糟燥皂遭蚤灶葬贼蚤燥灶冤

渊葬冤则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燥枣 枣葬则皂蚤灶早曰 渊遭冤则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燥枣 泽葬造贼 责葬灶曰
渊糟冤则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燥枣 糟燥灶泽贼则怎糟贼蚤燥灶曰 渊凿冤 责燥则贼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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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摇 结果与讨论

源援 员摇 岸线时空变迁总体分析

通过 源 期卫星遥感影像岸线提取结果渊图 源冤
可以看出院员怨苑怨 耀 圆园员猿 年间辽河口海岸线变迁较

为剧烈袁陆域面积增加了 源员园 噪皂圆袁目前岸线长度

为 圆怨愿 噪皂袁较 员怨苑怨 年增加了 远猿 噪皂袁其中 员怨苑怨 耀
员怨怨园 年间增长了 源员 噪皂尧员怨怨园 耀 圆园园园 年间减小了

员苑 噪皂尧圆园园园 耀 圆园员猿 年间增长了 猿怨 噪皂遥 导致岸线

长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的淤泥质岸线因盐田

开发尧养殖围海尧港口建设向海推进并变得曲折遥
岸线变迁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袁双台

子河和大辽河口门外两侧的岸线变化 为剧烈袁
入海口及河道的岸线也有变化遥 变迁 为剧烈的

在二道沟到南小柳屯地区和酒壶咀地区袁由于养

殖围堤的建设袁员怨苑怨 年的淤泥质岸线到 圆园员猿 年

几乎全部转化为养殖围堤曰清水镇地区尧辽滨乡地

区和黑英台由于河口泥沙淤积袁岸线向海推进曰营
口二道镇地区 员怨苑怨 耀 员怨怨园 年间有小面积的养殖

围堤袁员怨怨园 耀 圆园园园 年间由于盐田业的发展袁二道

镇地区发展了大面积的盐田袁圆园园园 耀 圆园员猿 年间盐

田持续发展袁盐田围堤继续向海推进遥

图 源摇 员怨苑怨 耀 圆园员猿 辽河口岸线变迁情况

云蚤早援 源 悦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糟澡葬灶早藻泽 燥枣 贼澡藻 蕴蚤葬燥澡藻 耘泽贼怎葬则赠 枣则燥皂 员怨苑怨 贼燥
圆园员猿

源援 圆摇 岸线类型转化分析

表 猿 列出了不同年份辽河口各类型岸线长

度袁员怨苑怨 年自然属性的淤泥质岸线占绝对主导袁
受经济利益驱动 员怨怨园 年大量淤泥质岸线转化为

盐田围堤和养殖围堤袁从二界沟镇到有雁沟村段

从淤泥质岸线变成盐田围堤袁从二界沟镇到赵圈

河乡由淤泥质岸线转化为了养殖围堤曰圆园园园 年因

城镇发展需要建设围堤有所增加袁由于盐田业的

发展袁从二界沟镇到有雁沟村段盐田围堤有所增

加曰因港口码头的大规模建设导致 圆园员猿 年港口围

堤显著增加袁二界沟镇到有雁沟村段的港口围堤

突增袁导致部分盐田围堤的长度减少遥
表 猿摇 不同年份各类型岸线的长度统计渊单位院噪皂冤

栽葬遭援 猿 阅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噪蚤灶凿泽 燥枣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泽 造藻灶早贼澡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赠藻葬则泽

岸线类型 员怨苑怨 员怨怨园 圆园园园 圆园员猿
港口围堤 原 原 原 苑源援 缘
河口岸线 园援 怨 员援 员 员援 园 员援 圆
建设围堤 员圆援 员 员圆援 员 源猿援 怨 源员援 苑
盐田围堤 原 缘园援 苑 缘愿援 苑 猿圆援 苑
养殖围堤 原 怨苑援 源 远源援 源 愿园援 员

淤泥质岸线 圆圆圆援 圆 员员缘援 园 怨员援 缘 远愿援 圆
源援 猿摇 岸线变迁速率分析

运用 阅杂粤杂 模块计算海岸线变迁速率袁首先

在向陆一侧做出一条和 源 期海岸线走势一致基

线袁以 员园园 皂 为间隔袁自西向东共生成了 员远愿园 个

断面计算海岸线变化速率遥 各时间段内的平均速

率为院员怨苑怨 耀 员怨怨园 年间为 怨源援 圆 皂 辕 葬袁员怨怨园 耀 圆园园园
年间为 缘圆援 员 皂 辕 葬袁圆园园园 耀 圆园员猿 年间为 愿员援 园 皂 辕 葬遥
从图 缘 中可以看出 员怨苑怨 耀 圆园员猿 年海岸线的变迁

非常剧烈袁其中 员怨怨园 耀 圆园园园 年间在 远猿怨 号交点左

右渊二界沟镇冤袁因为盐田围堤建设海岸线变化

为剧烈袁变迁速率达到了 员圆园园 皂 辕 葬袁其次是 员怨苑怨
耀 员怨怨园 年间在 缘圆猿 号交点左右渊仍然是二界沟

镇冤由于人工围填的原因袁变迁速率为 员园园园 皂 辕 葬遥

图 缘摇 岸线变迁速率

云蚤早援 缘 悦澡葬灶早藻 则葬贼藻泽 燥枣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源援 源摇 河流入海口门和河道的变化分析

本文垂直于河道两岸做了 远 条剖面线渊图

远冤袁用于分析河流入海口门和河道的变化袁其中

剖面 猿 和剖面 远 位于入海口门位置遥 不同剖面上



第 员 期 王建步袁等院近 猿园 余年辽河口海岸线遥感变迁分析 怨员摇摇摇
源 个时期的入海口门和河道的宽度如图 苑 所示遥
双台子河口的河流入海口门比大辽口的变化剧

烈袁因为双台子河口两侧一直在发展养殖和盐田袁
海岸线不断地向海推进袁导致口门变窄曰而大辽河

口右侧至 员怨怨园 年成为城镇建设围堤岸线后袁直到

圆园员猿 年都变化不大袁左侧至 员怨怨园 由于盐田业的

发展成为盐田围堤岸线后袁到 圆园员猿 年由于盘锦港

的建设袁港口岸线迅速增加袁变化显著遥 双台子河

河道变化总体也是比大辽河河道变化大袁剖面 员
和剖面 圆 几乎都是由于泥沙淤泥袁导致河道变窄袁
只有剖面 圆 处有少量的人工养殖围填曰而大辽河

口的剖面 猿 处是同样原因致使河道变窄袁剖面 源
处是因为盐田围堤向海推进导致河道变窄遥 综

上袁辽河入海口门和河道由于人为因素和自然因

素的双重作用总体呈现变窄的趋势遥

图 远摇 入海口门和河道剖面位置

云蚤早援 远 杂藻糟贼蚤燥灶 责燥泽蚤贼蚤燥灶泽 燥枣 贼澡藻 早葬贼藻 贼燥 贼澡藻 泽藻葬 葬灶凿 贼澡藻憎葬贼藻则鄄
糟燥怎则泽藻

图 苑摇 入海口门和河道变迁距离

云蚤早援 苑 悦澡葬灶早藻 凿蚤泽贼葬灶糟藻泽 燥枣 贼澡藻 贼澡藻 早葬贼藻 贼燥 贼澡藻 泽藻葬 葬灶凿 贼澡藻憎葬鄄
贼藻则糟燥怎则泽藻

缘摇 结摇 论

本文利用 员怨苑怨 年尧员怨怨园 年尧圆园园园 年和 圆园员猿

年 源 个时相的 蕴葬灶凿泽葬贼 遥感影像袁开展了 猿园 余年

辽河口海岸线遥感变迁分析研究遥 主要结论

如下院
摇 摇 渊员冤员怨苑怨 耀 圆园员猿 年间袁辽河口岸线不断向海

推进袁海岸线长度总体呈增加趋势袁目前岸线长度

为 圆怨愿 噪皂袁较 员怨苑怨 年增加了 远猿 噪皂袁陆域面积共

增加了 源员园 噪皂圆曰
渊圆冤分析了岸线类型的转化袁主要是淤泥质

岸线向盐田围堤岸线和养殖围堤岸线转化袁近
苑园豫的淤泥质岸线转化为了人工岸线曰新世纪由

于盘锦港的建设盐田围堤岸线转化为了港口岸

线曰营口二道镇地区 员怨苑怨 耀 员怨怨园 年淤泥质岸线转

化为了养殖岸线袁员怨怨园 耀 圆园园园 年间由于盐田业的

蓬勃发展袁二道镇地区养殖岸线转化为了盐田

岸线遥
渊猿冤对辽河口岸线变迁速率进行分时段研

究院员怨苑怨 耀 员怨怨园 年尧员怨怨园 耀 圆园园园 年尧圆园园园 耀 圆园员猿 年

猿 个时段辽河口岸线变迁速率均较大袁分别为

怨源郾 圆 皂 辕 葬尧缘圆援 员 皂 辕 葬尧愿员援 园 皂 辕 葬袁其中在 员怨怨园 耀
圆园园园 年间在二界沟镇袁因盐田建设导致海岸线迅

速向海推进袁海岸线变迁速率达到了 员圆园园 皂 辕 葬曰
其次是 员怨苑怨 耀 员怨怨园 年间仍然是二界钩镇由于人

工围填的原因袁变迁速率为 员园园园 皂 辕 葬遥
渊源冤对辽河口入海口门和河道宽度变化分析

结果表明院辽河河流入海口门和河道也发生了较

大变化袁由于大规模的养殖开发和盐田建设围海

导致双台子河入海口门变窄袁而大辽河入海口门

由于盐田和港口建设导致河口变窄曰双台子河道

和大辽河道主要由于泥沙淤积和养殖围填袁也导

致了河道局部变窄遥
由于本文使用的遥感影像分辨率不同及限

制袁导致提取岸线结果尧岸线长度和岸线变迁速率

的计算会存在一定的误差遥 但是总体上袁监测结

果能够真实的反应出岸线变迁的趋势遥 此外袁随
着研究范围的扩大袁目视解译提取海岸线的工作

量也将增加袁提取海岸线效率有待提高遥 如何将

人工目视解译和计算机自动提取相结合袁既提高

工作效率又增加岸线提取的准确度袁有待深入的

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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