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猿源 卷第 圆 期
圆园员缘 年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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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
粤责则蚤造摇 圆园员缘

圆园员圆年黄海绿潮藻早期发生和聚集动力学成因分析

李曰嵩员袁圆袁猿袁摇 肖文军源袁摇 杨摇 红员袁摇 胡摇 松员袁摇 潘灵芝源

渊员援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学院袁上海 圆园员猿园远曰圆援 国家远洋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袁上海 圆园员猿园远曰猿援 大洋

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袁上海 圆园员猿园远曰源援 国家海洋局东海预报中心袁上海

圆园园园愿员冤

摘摇 要院利用 圆园员圆 年 源 月份浒苔藻早期调查数据和海洋模型 云灾悦韵酝袁对浒苔早期发生地的苏北海域进行

水动力模拟袁分析浒苔在该海域发生和聚集的动力学成因遥 结果表明袁浒苔 初还是发生在南通启东沿

海袁尤其是小洋口外的太阳岛附近应当是浒苔早期暴发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袁并逐渐向北和外海发展袁吕四

附近的沿岸应当不是早期浒苔暴发的发源地袁浒苔大部分都位于辐射沙洲的槽沟附近遥 模拟结果发现袁由
于潮流的作用导致早期浒苔聚集并也呈与辐射沙洲相一致放射状的条带状或斑块状分布袁黄海苏北浅滩

潮致锋面上升流是诱发浒苔早期暴发的因素之一遥
关键词院绿潮曰云灾悦韵酝曰上升流曰辐射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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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大型藻渊主要是绿藻冤过度增殖和生长而引

起的一种海洋生态灾害现象袁被称为绿潮渊 早则藻藻灶
贼蚤凿藻泽冤 咱员鄄源暂 遥 我国除了 圆园园愿 年黄海暴发的大规模

浒苔以外袁圆园园怨 耀 圆园员员 年在黄海也发现大量绿潮



第 圆 期 李曰嵩袁等院圆园员圆 年黄海绿潮藻早期发生和聚集动力学成因分析 圆远怨摇摇
繁殖漂移袁对海洋环境尧景观尧生态服务功能以及

沿海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咱源鄄远暂 遥
根据绿潮浒苔的生活史和生长繁殖特征袁可

将黄海浒苔绿潮从形成到消亡的全年过程分为微

观繁殖体期渊员员 月 耀翌年 猿 月冤尧绿潮暴发和持续

期渊源 月 耀苑 月冤和绿潮海藻消亡期渊愿 月 耀 员园 月冤
猿 个阶段咱苑暂 遥 绿潮暴发和持续期渊源 月 耀 苑 月冤按
绿潮的发生发展过程又可分为绿潮藻漂浮发生阶

段尧绿潮藻聚集阶段以及规模性绿潮形成阶

段咱缘暂 遥 范士亮等咱缘暂 通过调查对黄海 圆园园怨 耀 圆园员园
年浒苔绿潮的起源和发生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袁
认为 源 月份为黄海绿潮藻漂浮发生的早期阶段袁
位于江苏南通小洋口外的太阳岛附近是黄海绿潮

主要的发源地遥 衣立等咱愿暂 分析了 圆园园怨 年绿潮浒

苔期间的水文气象条件以及浒苔聚集和定向移动

的原因袁认为风力是浒苔在海洋中移动的主要原

因袁张建恒等咱怨暂从分子生态学角度对 圆园员园 年如东

绿潮藻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袁发现如东沿岸两个

岸基位点的浒苔与 圆园园愿 年青岛大规模漂浮绿潮

优势种为序列一致的绿潮藻遥 目前基本得到认可

的是我国青岛近海海域大规模暴发的绿潮并非当

地污染所致袁而是由青岛以外长江口以北的黄海

中部的江苏近岸漂移而来咱圆袁缘袁员园鄄员员暂 遥 但在黄海表

层海水中和江苏沿海滩涂潮间带的底泥中都大范

围检测到石莼属海藻的微观繁殖体咱员圆暂 袁表明石莼

属海藻是广泛分布的袁至于为什么在浒苔生长早

期渊源 月份冤有的海域出现浒苔袁而有的海域没有

出现这一现象袁这可能与早期浒苔发生的动力学

原因有关遥
在浒苔早期暴发地苏北浅滩周边海域海岸线

弯曲复杂袁尤其在南通如东海域分布有全国首屈

一指的海底沙脊群要要要辐射状沙洲遥 该海域地形

复杂袁沙槽沙脊错落分布袁存在大面积滩涂袁发育

有成因复杂的大型辐射沙脊群袁是中国近海浊度

高的区域遥 另外袁该海域处于东海前进潮波与

黄海旋转潮波的辐合带袁水动力和潮汐特征复杂袁
其水文主要受到苏北沿岸流尧黄海冷水团以及长

江冲淡水的共同影响袁具有特殊的海洋动力环境遥
海洋关键物理过程渊海流尧锋面尧跃层尧混合和上

升流等冤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海洋化学和生物环

境袁从而影响海洋生物分布特征遥 因此袁本文基于

圆园员圆 年 源 月份浒苔漂浮发生阶段调查与数值模

拟相结合袁对黄海绿潮早期发生海域物理环境进

行动力学分析袁研究绿潮藻漂浮发生尧聚集的动力

学原因袁以期为探讨黄海浒苔绿潮的起源及其预

测尧预警尧防控提供科学研究基础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调查范围

黄海苏北沿岸浒苔绿潮早期发生时间为 源 月

中旬咱缘袁怨袁员圆暂 袁本文调查区域为黄海西部浒苔绿潮早

期发现区渊图 员冤袁调查时间为 圆园员圆 年 源 月 员园 日

耀 员源 日袁调查分为 猿 个主要断面院蕴增泽蚤渊吕四冤尧砸怎鄄
凿燥灶早渊如东冤尧阅葬枣藻灶早渊大丰冤遥

图 员摇 调查站位渊绿点表示监测到浒苔袁黑点表示没有监

测到浒苔冤
云蚤早援 员 陨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蚤燥灶 泽贼葬贼蚤燥灶泽 渊早则藻藻灶 凿燥贼泽 蚤灶凿蚤糟葬贼藻 早则藻藻灶 皂葬糟鄄

则燥葬造早葬藻 憎藻则藻 凿藻贼藻糟贼藻凿袁 遭造葬糟噪 凿燥贼泽 蚤灶凿蚤糟葬贼藻 早则藻藻灶 皂葬糟鄄
则燥葬造早葬藻 憎藻则藻 灶燥贼 凿藻贼藻糟贼藻凿冤

员援 圆摇 模型的配置

本项目采用有限体积三维全动力海流模型

云灾悦韵酝 渊 粤灶 哉灶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凿 郧则蚤凿袁 云蚤灶蚤贼藻鄄灾燥造怎皂藻
悦燥葬泽贼葬造 韵糟藻葬灶 酝燥凿藻造袁云灾悦韵酝冤遥 模式水平方向采

用三角形网格袁模型的计算区域覆盖了整个调查

区域渊图 圆粤冤袁在岸线曲折的海区和复杂海域适当

加密渊图 圆月冤袁包含网格节点 猿怨缘员源 个和三角形单

元 苑愿园缘员 个袁水平 小分辨率达到 员园 皂遥 垂向有

愿 个 泽蚤早皂葬 层遥 海底地形对于近岸环流结构的模

拟有着重要影响袁水深数据采用分辨率为 员忆 的

耘栽韵孕韵员 地形数据渊图 猿粤冤袁为了提高江苏沿岸袁
尤其是辐射沙脊群的精确度袁在这些海区采用海

图水深和 郧燥燥早造藻 耘葬则贼澡 进行水深订正袁形成南通

沿海滩涂的特殊的 野巨掌冶 辐射沙脊地形 渊图

猿月冤遥 长江的径流量采用 圆园员圆 年大通站 源 月份

平均径流量渊圆源 园园园 皂猿 辕 泽冤遥 本模型使用 愿 个主



圆苑园摇摇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第 猿源 卷

要分潮渊酝圆尧杂圆尧晕圆尧运圆尧运员尧孕员尧韵员尧匝员冤来预报开

边界上的潮位遥 采用本实验室业务化运行 宰砸云
渊宰藻葬贼澡藻则 砸藻泽藻葬则糟澡 葬灶凿 云燥则藻糟葬泽贼蚤灶早冤大气模式的风

场作为强迫场曰外内模式时间步长分别为 猿 泽 和

员缘 泽遥 模型采用斜压模式袁模拟时间从 圆园员圆 年 猿
月 员缘 日到 源 月 猿园 日袁每小时输出三维物理量遥

图 圆摇 云灾悦韵酝 的计算区域渊粤冤和辐射沙洲放大图渊月冤
云蚤早援 圆 悦燥皂责怎贼葬贼蚤燥灶葬造 凿燥皂葬蚤灶 葬灶凿 皂藻泽澡 燥枣 云灾悦韵酝 渊粤冤袁 耘灶造葬则早藻凿 增蚤藻憎 燥枣 则葬凿蚤葬造 泽葬灶凿 则蚤凿早藻 渊月冤

图 猿摇 模型中水深渊粤冤和放大的辐射沙洲的水深渊月冤渊黑点表示监测到浒苔袁白点表示没有监测到浒苔冤
云蚤早援 猿 韵糟藻葬灶 贼燥责燥早则葬责澡赠 枣燥则 云灾悦韵酝 渊粤冤 葬灶凿 藻灶造葬则早藻凿 增蚤藻憎 燥枣 则葬凿蚤葬造 泽葬灶凿 则蚤凿早藻 渊月冤 渊遭造葬糟噪 凿燥贼泽 蚤灶凿蚤糟葬贼藻 早则藻藻灶

皂葬糟则燥葬造早葬藻 憎藻则藻 凿藻贼藻糟贼藻凿袁 憎澡蚤贼藻 凿燥贼泽 蚤灶凿蚤糟葬贼藻 早则藻藻灶 皂葬糟则燥葬造早葬藻 憎藻则藻 灶燥贼 凿藻贼藻糟贼藻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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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圆援 员摇 海洋模型的验证

潮汐的模拟是海洋模型构建的基础袁等振幅

线和等迟角线是检验海洋模型潮汐正确与否的重

要标准咱员猿暂 遥 本文使用海洋模型袁仅在开边界潮汐

驱动下运行 源园 凿袁取模型稳定后渊后 猿园 凿冤的水位

结果用 小二乘法进行调和分析袁求出各个网格

点上对该海域影响 大的主要的半日分潮 酝圆 和

杂圆 分潮的振幅和迟角袁画出这两个分潮的等振幅

图和等迟角分布图渊图 源冤遥 酝圆 和 杂圆 在研究海

域袁各有一个无潮点袁分潮无潮点的位置尧等振幅

和等迟角的分布与东黄海图集咱员源暂上基本一致袁可
见该海洋模型能很好模拟江苏及其邻近海域的潮

流过程遥

图 源摇 酝圆 和 杂圆 等振幅线和等迟角线分布

云蚤早援 源 阅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泽 燥枣 酝圆 葬灶凿 杂圆 糟燥灶泽贼蚤贼怎藻灶贼爷泽 糟燥鄄葬皂责造蚤贼怎凿藻 葬灶凿 糟燥鄄责澡葬泽藻
圆援 圆摇 浒苔出现区物理环境分析

从图 员 可以看出袁在 源 月份的现场调查中袁
南的吕四断面没有发现任何浒苔袁在从吕四断面

向如东断面行驶过程中逐渐会发现零星浒苔遥 继

圆园园怨 年和 圆园员园 年两年首先在江苏南通小洋口外

的太阳岛附近发现浒苔咱缘袁怨暂 袁在 圆园员圆 年这次调查

中袁在如东断面除了 东面的 砸缘 站位外袁在该海

域都有浒苔出现袁尤其在 砸员 站位发现了本次调

查中 大面积浒苔的聚集袁几乎布满了整个海面袁
砸圆 站位浒苔较少袁只有零星分布袁砸源尧砸猿 站位发

现了大量浒苔遥 在本次调查中袁在北部大丰断面

靠近沿岸的 阅员 耀 阅猿 站位也都发现零星漂浮绿藻

出现袁总体比如东断面发现的浒苔量要少遥 从本

次调查可以得出袁江苏南通如东海域袁尤其是小洋

口外的太阳岛附近应当是浒苔早期暴发的主要发

源地之一袁并向北向外海逐渐发展的遥 南部海域袁
尤其是吕四邻近的沿岸海域应当不是浒苔早期暴

发渊源 月份冤的主要源地遥

从图 猿 上可以看到袁苏北辐射沙沟区域沙脊

与潮沟交错袁呈辐射状分布遥 调查发现的浒苔早

期发生海域袁大部分都发生在辐射沙洲的槽沟附

近袁并发现浒苔多呈斑块或条带状分布遥 乔方利

等咱员缘暂从海洋动力学机制方面认为黄海小的拉弥

尔环流对漂移过程中浒苔在海面的大范围的条带

状聚集分布起作用袁但在该海域往复流特征明显袁
由于受沟壑地形影响明显袁流速很大袁浒苔的聚集

范围不大袁导致浒苔聚集的主要动力学原因可能

主要不是拉弥尔环流遥
在调查中出现浒苔的 苑 个站位释放粒子袁进

行 员园 凿 的拉格朗日追踪试验袁模拟的结果可看出

渊图 缘冤袁粒子大都会沿着沟槽做往返并向偏北方

向运动袁苏北浅滩辐聚要辐散的潮流流场与辐射

沙洲的地形相一致的特殊性应当是浒苔早期聚集

并呈条带状分布的主要原因袁 终导致早期浒苔

聚集并也呈与辐射沙洲相一致的放射状条带状或

斑块状分布特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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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缘摇 粒子的漂移轨迹

云蚤早援 缘 栽则葬躁藻糟贼燥则赠 燥枣 贼澡藻 责葬则贼蚤糟造藻泽
圆援 猿摇 浒苔出现区与上升的关系

图 远 是海洋模型模拟的调查期间苏北海域中

层平均上升流渊憎冤分布图袁从图上可看出袁在苏北

浅滩有很强并呈放射状分布的上升流遥 对比本次

调查结果袁发现早期浒苔的出现海域袁基本都处在

高上升流区遥 在该海域强上升流作用下袁使下层

微观繁殖体和营养盐逐渐上升袁随之光照强度和

温度逐渐增加袁在充足的营养盐和水温条件下袁这
些微观繁殖体会快速生长发育袁由单层细胞构成

的中空管状浒苔藻体袁在进行光合作用过程中释

放氧气形成气泡袁增大了藻体的浮力袁使其漂浮于

海面表层袁表层较强的光照进一步促进了藻体光

合作用袁使其大量生长袁不断分生出新枝遥 这种上

升流会导致在部分海域浒苔的快速生长袁形成了

初绿潮聚集袁由于 砸圆 站位所处位置在如东断

面发现浒苔站位中上升流势力 小袁这也解释了

砸圆 站位比其它站位浒苔较少的原因遥 随后在风

场尧表层流场和潮汐的共同作用下漂移并由小块

的逐渐形成大规模聚集遥 但也当看出袁象富营养

化并不等同于绿潮就会暴发一样袁并不是所有的

高上升流海域都是浒苔 初暴发区袁所以上升流

应当是浒苔发生的必要条件袁还应有其它的因素

共同决定和影响浒苔 初发生的形成遥
在 圆园员圆 年 愿 月下旬的浒苔的消亡期调查中袁

在 砸怎凿燥灶早渊如东冤尧阅葬枣藻灶早渊大丰冤尧月蚤灶早澡葬蚤渊滨海冤
断面渊图 苑冤调查中袁均未发现任何漂浮在海表面

浒苔袁因受野天秤冶和野布拉万冶台风的影响袁在滨

海抛锚避风后袁返航到如东做连续站的途中袁监测

到多处有大量浒苔漂浮袁浒苔的出现可能和台风

过程中物理环境变化有关遥 图 苑 为模拟的野布拉

图 远摇 苏北海域的上升流分布图渊绿点表示监测到浒苔袁
黑点表示没有监测到浒苔冤

云蚤早援 远 阅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怎责憎藻造造蚤灶早 蚤灶 灶燥则贼澡藻则灶 允蚤葬灶早泽怎 杂澡燥葬造鄄憎葬贼藻则
渊早则藻藻灶 凿燥贼泽 蚤灶凿蚤糟葬贼藻 早则藻藻灶 皂葬糟则燥葬造早葬藻 憎藻则藻 凿藻贼藻糟贼藻凿袁
遭造葬糟噪 凿燥贼泽 蚤灶凿蚤糟葬贼藻 早则藻藻灶 皂葬糟则燥葬造早葬藻 憎藻则藻 灶燥贼 凿藻贼藻糟贼藻凿冤

万冶台风期间中层上升流平均分布图袁发现台风

过程中确实会使苏北海域上升流加强袁发现浒苔

的地方也基本上都在高上升流的海域袁尤其在北

部的滨海沿岸海域袁由于受辐射沙洲影响较小袁在
正常风场条件下袁上升流区域较小袁在台风过程

中袁该处也出现了较大的上流区域袁并同时也发现

了大量的浒苔聚集遥 上升流除了对浒苔早期发生

起到影响作用外袁对消亡期浒苔的出现和聚集应

当进行进一步研究遥

图 苑摇 台风期间苏北海域的上升流分布图渊绿点表示监

测到浒苔冤
云蚤早援 苑 阅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怎责憎藻造造蚤灶早 蚤灶 灶燥则贼澡藻则灶 允蚤葬灶早泽怎 杂澡燥葬造鄄

憎葬贼藻则 燥灶 贼赠责澡燥燥灶 渊早则藻藻灶 凿燥贼泽 蚤灶凿蚤糟葬贼藻 早则藻藻灶 皂葬糟则燥葬造鄄
早葬藻 憎藻则藻 凿藻贼藻糟贼藻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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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摇 结摇 论

渊员冤圆园员圆 年春季袁通过现场调查发现浒苔

早发生在南通启东沿海袁小洋口外的太阳岛附近

应当是浒苔早期暴发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袁浒苔向

北海域和外海发现量较少袁以南吕四附近的沿岸

在本次调查中并没有发现浒苔袁应当不是 源 月份

的主要发源地遥
渊圆冤调查发现浒苔大部分都位于辐射沙洲的

槽沟附近袁是因为潮流的作用导致早期浒苔聚集

并呈与辐射沙洲相一致放射状的条带状或斑块状

分布遥
渊猿冤黄海苏北浅滩潮致锋面上升流是诱发浒

苔早期暴发的因素之一遥
总之袁圆园员圆 年黄海浒苔重点发源地为如东小

洋口外的太阳岛附近海域袁绿潮 初发生区海流尧
上升流等物理过程对早期发生尧聚集产生影响遥
另外也应看到袁绿潮是一种复杂的海洋生态异常

现象袁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袁各种生物和非生物因

子袁如竞争尧光照尧温度和营养盐等都可能触发尧影
响绿潮的发生袁且其与诸多环境因子具有高维非

正态尧复杂性尧非线性相关等特点袁本文只对 圆园员圆
年浒苔早期发生和聚集原因进行了动力学分析袁
是否能代表所有年份袁需要进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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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园渊员园冤院员缘鄄圆猿援

咱怨暂 张建恒袁陈丽平袁霍元子袁等援 我国江苏如东岸基绿潮藻分布

特征咱允暂 援 海洋环境科学袁圆园员猿袁猿圆渊员冤院员鄄缘援
咱员园暂 蕴陨哉 云袁孕粤晕郧 杂 允袁悦匀韵孕陨晕 栽袁藻贼 葬造援 栽澡藻 凿燥皂蚤灶葬灶贼 哉造增葬 泽贼则葬蚤灶 燥枣

贼澡藻 圆园园愿 早则藻藻灶 葬造早葬造 遭造燥燥皂 蚤灶 贼澡藻 再藻造造燥憎 杂藻葬 憎葬泽 灶燥贼 凿藻贼藻糟贼藻凿
蚤灶 贼澡藻 糟燥葬泽贼葬造 憎葬贼藻则泽 燥枣 匝蚤灶早凿葬燥 蚤灶 贼澡藻 枣燥造造燥憎蚤灶早 憎蚤灶贼藻则 咱 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粤责责造蚤藻凿 孕澡赠糟燥造燥早赠袁圆园员园袁圆圆渊缘冤院缘猿员鄄缘源园援

咱员员暂 郑向阳袁邢前国袁李 丽袁等援 圆园园愿 年黄海绿潮路径的数值模

拟咱允暂 援 海洋科学袁圆园员员袁猿缘渊苑冤院愿圆鄄愿苑援
咱员圆暂 刘 峰援 黄海绿潮的成因以及绿潮浒苔的生理生态学和分子

系统学研究咱阅暂援 青岛院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袁圆园员园院员圆员援
咱员猿暂 潘 冲袁王惠群袁管卫兵袁等援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溢油实时预测

研究咱允暂 援 海洋学研究袁圆园员员袁圆怨渊猿冤院员苑远鄄员愿远援
咱员源暂 海洋图集编委会援 渤海尧黄海尧东海海洋图集要要要水文咱酝暂援

北京院海洋出版社袁员怨怨猿院源圆怨援
咱员缘暂 乔方利袁王关锁袁吕新刚袁等援 圆园园愿 与 圆园员园 年黄海浒苔漂移

输运特征对比咱允暂 援 科学通报袁圆园员员袁缘远渊员愿冤院员源苑园鄄员源苑远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