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猿源 卷第 猿 期
圆园员缘 年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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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猿
允怎灶藻摇 圆园员缘

员怨怨园 年以来我国大陆海岸线变迁及分形维数研究

张摇 云员袁圆袁猿袁摇 张建丽员袁猿袁摇 景昕蒂员袁猿袁摇 宋德瑞员袁猿袁摇 赵建华员袁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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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袁辽宁 大连 员员远园圆怨曰猿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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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院选取 员怨怨园 年以来的 怨 期的遥感影像共计 猿苑员 景袁提取大陆海岸线数据袁分析了海岸线长度历年变

迁规律及分形维数的变化袁得出以下结论院渊员冤近 圆圆 葬 来袁我国大陆海岸线长度基本保持增长趋势曰渊圆冤自
然岸线和河口岸线长度处于减少趋势袁而人工岸线长度处于增加趋势袁其增长速度大于自然岸线和河口岸

线减少速度之和曰渊猿冤我国海岸线的分形维数呈直线增长趋势袁其变化趋势与海岸线长度变化一致遥
关键词院海岸线曰分形维数曰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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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海岸带地处海陆之交袁凭借其自身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人类竞争和开发的

重要区域袁同时又由于受到强烈的海陆作用袁是全

球自然环境和生态 为复杂和脆弱的地域之

一咱员暂 遥 随着海洋经济的迅速发展袁在自然和人类

的双重影响下袁我国海岸线不断发生变化袁破坏了

海岸带原有的稳定状态遥 因此袁对海岸线变化进

行动态监测对于研究海岸带生态环境变化袁促进

我国海岸带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袁王
志明尧楼东和黄鹄等人袁均对我国局部区域的大陆

海岸线变迁进行了研究咱圆鄄苑暂 遥
本文对 员怨怨园 年 耀圆园员圆 年间的 怨 期低分辨率卫

星遥感影像进行遥感自动解译袁获取大陆海岸线数

据遥 因研究空间的大尺度尧研究时间的大跨度及遥

感影像选取难度和精度限制袁本文提取的大陆海岸

线数据为瞬时海陆分界线渊以下简称野海岸线冶冤袁
而非一般指的海潮时平均高潮所到达的界线遥 通

过数学统计及模型计算等方式袁研究了我国海岸线

历史变迁情况袁并分析其变化因素袁为海域使用尧岸



第 猿 期 张摇 云袁等院员怨怨园 年以来我国大陆海岸线变迁及分形维数研究 源园苑摇摇
线资源保护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遥
员摇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的遥感影像数据来源于国家海洋局袁
共选择 员怨怨园 年尧圆园园园 年尧圆园园圆 年尧圆园园苑 年尧圆园园愿 年尧
圆园园怨 年尧圆园员园 年尧圆园员员 年和 圆园员圆 年 怨 期的我国海

岸带遥感影像数据共计 猿苑员 景袁覆盖我国大陆地区

渊不含香港尧澳门冤遥 具体详细信息如表 员 所示遥
表 员摇 九期遥感数据详细介绍

栽葬遭援 员摇 栽澡藻灶蚤灶藻 责藻则蚤燥凿泽 燥枣 则藻皂燥贼藻 泽藻灶泽蚤灶早 凿葬贼葬 蚤灶 凿藻贼葬蚤造
年份 影像时间 遥感数据类型 空间分辨率 辕 皂 景数 辕景
员怨怨园 怨 耀 员员 月 蕴葬灶凿泽葬贼 栽酝 猿园 员圆
圆园园园 怨 耀 员员 月 蕴葬灶凿泽葬贼 耘栽酝 垣 猿园 员圆
圆园园圆 怨 耀 员员 月 蕴葬灶凿泽葬贼 栽酝 猿园 缘愿
圆园园苑 怨 耀 员员 月 蕴葬灶凿泽葬贼 栽酝 猿园 缘源
圆园园愿 怨 耀 员员 月 蕴葬灶凿泽葬贼 栽酝 猿园 缘圆
圆园园怨 怨 耀 员员 月 匀允鄄员粤 猿园 猿源
圆园员园 怨 耀 员员 月 匀允鄄员粤 猿园 源圆
圆园员员 怨 耀 员员 月 匀允鄄员粤 猿园 缘远
圆园员圆 怨 耀 员员 月 匀允鄄员粤 猿园 缘员

摇 摇 因研究空间的大尺度和时间间隔的大跨度袁
及遥感影像的选取难度与精度的限制袁此次岸线

提取工作不包含海岛岸线袁为了减小影像本身误

差袁我们需要对所有影像进行统一标准化预处理袁
本文采用 再怎灶 在澡葬灶早 袁载怎藻皂蚤灶早 蕴蚤 等在 粤 杂贼怎凿赠 燥灶
悦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耘曾贼则葬糟贼蚤燥灶 葬灶凿 陨贼泽 栽则藻灶凿 月葬泽藻凿 燥灶 砸藻皂燥贼藻
杂藻灶泽蚤灶早 陨皂葬早藻 阅葬贼藻 酝蚤灶蚤灶早咱愿暂中提出的遥感影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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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提取方

法与结果测算袁本次提取的误差范围约在 依猿园 皂遥
根据海岸特征结构分析与实际解译判读情

况袁参照叶圆园园愿 海域使用分类体系曳的分类标准袁
本文将大陆海岸线划分为 猿 个一级类和 怨 个二级

类遥 一级类包含院自然岸线尧人工岸线和河口岸

线遥 其中袁自然岸线中包括基岩岸线尧砂质岸线尧
粉砂淤泥质岸线和生物岸线曰人工岸线包括岸线

防护工程尧交通运输工程尧围池堤坝和填海造地遥
提取的结果如表 圆 所示院

表 圆摇 我国大陆海岸线长度

栽葬遭援 圆摇 栽澡藻 造藻灶早贼澡 燥枣 悦澡蚤灶藻泽藻 糟燥灶贼蚤灶藻灶贼葬造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岸线类型

海岸线长度 辕 噪皂
员怨怨园 年 圆园园园 年 圆园园圆 年 圆园园苑 年 圆园园愿 年 圆园园怨 年 圆园员园 年 圆园员员 年 圆园员圆 年

自然岸线 员员缘员远援 源苑 怨远愿员援 缘怨 怨圆苑怨援 苑员 愿怨愿园援 怨员 愿远缘员援 苑苑 愿猿园员援 愿猿 愿员猿远援 远缘 愿园愿缘援 缘远 愿园园远援 猿源
人工岸线 远猿远圆援 猿圆 愿源苑园援 园缘 愿苑苑源援 圆远 怨猿愿猿援 园怨 怨苑猿园援 愿远 员园员远苑援 圆猿 员园猿苑愿援 猿远 员园苑猿猿援 员远 员员园圆苑援 员远
河口岸线 员缘远援 园远 员源远援 猿远 员源圆援 源圆 员猿苑援 猿园 员猿猿援 员苑 员猿园援 愿源 员圆怨援 苑缘 员圆苑援 怨愿 员圆苑援 圆猿

合计 员愿园猿源援 愿缘 员愿圆怨苑援 愿远 员愿员怨远援 猿怨 员愿缘园员援 猿园 员愿缘员缘援 愿猿 员愿缘怨怨援 怨园 员愿远源源援 苑苑 员愿怨源远援 苑园 员怨员远园援 苑猿

摇 摇 提取的海岸线总长度与 圆园员员 年中国海洋统

计年鉴公布的 员愿 园园园 噪皂 海岸线咱怨暂 进行对比袁结
果发现二者相差 怨源远援 苑 噪皂袁偏差率约为 缘援 圆远豫 袁
分析原因为提取标准不同和影像精度误差所造成

的袁而此误差对于研究我国大陆海岸线历史变迁

过程分析影响不大遥
圆摇 海岸线历史变迁分析

圆援 员 海岸线类型变化分析

圆援 员援 员 自然岸线

圆圆 葬 来我国自然岸线长度减少了猿缘员园援 员猿 噪皂袁
年均减少 员缘怨援 缘缘 噪皂袁其中 员怨怨园 耀 圆园园园 年员园 葬间袁

年均减少 员愿猿援 源怨 噪皂袁而 圆园园园 年 耀 圆园员圆 年员圆 葬
间袁年均减少 员猿怨援 远 噪皂遥 由此可见袁我国自然岸

线长度处于不断减少趋势袁而减少速度逐年减缓遥
从我国自然岸线二级类型长度变化上来看袁

各二级类岸线的长度也处于减少趋势袁其中粉砂

淤泥质减少 多袁长度可达 员远圆愿援 怨 噪皂袁占自然岸

线长度减少总量的 源苑援 怨源豫 曰基岩岸线减少 少袁
长度仅为 猿怨愿援 圆怨 噪皂袁占自然岸线长度减少总量

的 员员援 猿缘豫 遥 而从减少的幅度来说袁生物岸线和

粉砂淤泥质岸线减少 大袁其减少比例已达 员怨怨园
年岸线的 缘园豫以上遥 具体情况如表 猿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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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猿摇 自然岸线变化

栽葬遭援 猿 晕葬贼怎则葬造 泽澡燥则藻造蚤灶藻 糟澡葬灶早藻泽
岸线类型 员怨怨园 年岸线长度 辕 噪皂 减少值 辕 噪皂 减少幅度 辕 渊豫 冤 减少值占自然岸线

减少总量的比例 辕 渊豫 冤
粉砂淤泥质岸线 圆怨远缘援 愿远 员远愿圆援 怨园 缘远援 苑源 源苑援 怨源
基岩岸线摇 摇 摇 猿愿怨怨援 苑员 猿怨愿援 圆怨 员园援 圆员 员员援 猿缘
砂质岸线摇 摇 摇 猿缘园愿援 圆源 苑缘远援 圆远 圆员援 缘远 圆员援 缘缘
生物岸线摇 摇 摇 员员源圆援 远苑 远苑圆援 远怨 缘愿援 愿苑 员怨援 员远
自然岸线摇 摇 摇 员员缘员远 猿缘员园援 员猿 猿园援 源愿 员园园

圆援 员援 圆 人工岸线

圆圆 葬 来我国人工岸线长度增加了 源远远源援 愿源
噪皂袁年均增加 圆员圆援 园源 噪皂袁其中 员怨怨园 年 耀 圆园园园 年

员园 葬 间袁年均增长 圆员园援 苑苑 噪皂袁而 圆园园园 年 耀 圆园员圆
年 员圆 葬 间袁年均增长 圆员猿援 园怨 噪皂遥 由此可见袁我国

人工岸线长度处于不断增加趋势袁而增长速度越

来越快遥
从我国人工岸线二级类型长度变化上来看袁

各二级类岸线的长度也处于增长趋势袁其中围池

堤坝岸线增长 多袁长度可达 圆员远愿援 猿猿 噪皂袁占人

工岸线长度增长总量的 源远援 猿员豫 曰岸线防护工程

增长 少袁长度仅为 员源缘援 园远 噪皂袁占人工岸线长度

增长总量的 猿援 员员豫 遥 而从增长的幅度来说袁交通

运输 工 程 增 长 幅 度 大袁 其 增 加 幅 度 已 达

圆圆员郾 圆怨豫 袁填海造地的增长的幅度为 员猿缘援 园苑豫 遥
具体情况如表 源 所示院

表 源摇 人工岸线变化

栽葬遭援 源 粤则贼蚤枣蚤糟蚤葬造 泽澡燥则藻造蚤灶藻 糟澡葬灶早藻泽
海岸线类型 员怨怨园 年岸线长度 辕 噪皂 增长值 辕 噪皂 增长幅度 辕 渊豫 冤 增长值占人工岸线

增长总量的比例 辕 渊豫 冤
岸线防护工程 员苑园援 苑苑 员源缘援 园远 愿源援 怨缘 猿援 员员
交通运输工程 猿远圆援 圆源 愿园员援 远园 圆圆员援 圆怨 员苑援 员愿
填海造地摇 摇 员员源苑援 源源 员缘源怨援 愿缘 员猿缘援 园苑 猿猿援 圆圆
围池堤坝摇 摇 源远愿员援 愿愿 圆员远愿援 猿猿 源远援 猿员 源远援 源愿
人工岸线摇 摇 远猿远圆援 猿圆 源远远源援 愿源 苑猿援 猿圆 员园园

圆援 员援 猿摇 河口岸线

圆圆 葬 来我国河口岸线减少 圆愿援 愿圆 噪皂袁年均减

少 员援 猿员 噪皂袁其中 员怨怨园 年 耀 圆园园园 年 员园 葬 间袁年均

减少 园援 怨苑 噪皂袁而 圆园园园 年 耀 圆园员圆 年 员圆 葬 间袁年均

减少 员援 缘怨 噪皂遥 我国河口岸线长度处于减少趋

势袁而减少速度越来越快遥 由于人类活动的过分

干预袁造成下游径流急剧减少袁所有泥质河口普遍

发生淤积萎缩曰另一方面袁河口防潮闸的大量兴

建袁改变了冲淤动力平衡袁河口河道排泄洪水能力

急剧下降袁形成了小水大灾的局面遥 另外袁海平面

变化尧地面沉降加剧了河口淤积袁进而引起一系列

水环境问题咱员圆暂 遥
圆援 圆摇 海岸线时空演变规律

圆援 圆援 员摇 海岸线时间变化

由我国大陆海岸线总长度历年变化数值来分

析袁海岸线长度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院
第一阶段为 员怨怨园 年 耀 圆园园园 年袁员园 葬 间我国

大陆海岸线长度增长了约 圆远猿援 员缘 噪皂袁年均增长

圆远援 猿员 噪皂遥 这 员园 葬 为我国海域利用的初期袁大陆

海岸线长度处于自然增长阶段遥 此阶段因自然淤

涨现象和农业用海的不断增加袁自然岸线长度逐

渐减少曰人工岸线以围海养殖为主袁海域开发利用

率较低袁呈现出岸线野无序尧无法尧无度尧无偿冶使

用现象遥
第二阶段为 圆园园园 年 耀 圆园园圆 年袁两年间我国

大陆海岸线长度减少了 员园员援 远 噪皂袁年均减少 缘园援 愿
噪皂遥 圆园园园 年随着我国工业用海需求的不断增加袁
人为影响逐渐加强袁截弯取直等不合理的开放模

式袁导致海岸线变得平直遥
第三阶段为 圆园园圆 年 耀 圆园员圆 年袁员园 葬 间我国

大陆海岸线长度一直处于增长趋势袁年增长

怨远郾 源猿 噪皂遥 其中增长 突出的年份为 圆园员园 年 耀
圆园员员 年袁年变化量为 猿园员援 怨猿 噪皂遥 随着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办法曳的实施袁使得我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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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使用走向规范袁脱离无法尧无序地发展阶段袁人
为作用越来越强袁海岸线长度增长进入人为增长

阶段遥 人类填海造地尧围海养殖等海域开发方式

的不断加强袁其影响海岸线的长度远远大于截弯

取直等对海岸线的影响袁故海岸线长度处于持续

增长阶段遥
圆援 圆援 圆摇 海岸线空间变化

从表 缘 可以看出袁近 圆圆 葬 来袁各省海岸线长

度变化差异明显袁可分为增长型和减少型两种类

型遥 其中辽宁省大陆海岸线幅度增长 大袁达到

源猿苑援 怨圆 噪皂袁对全国大陆海岸线长度变化的影响也

大袁达到 猿怨豫 曰而广西省大陆海岸线的减少幅

度 大袁达到 圆园怨援 猿猿 噪皂袁全国大陆海岸线长度变

化的影响值达到了 员圆援 员猿豫 遥 整体上来说袁浙江

省及以北省市海岸线长度处于增长趋势袁而福建

省及以南省市渊广东省除外冤海岸线长度处于减

少趋势遥 主要原因为我国北方海岸线多平直袁南
方海岸线多曲折遥 随着海域利用的不断增强袁南
方多因截弯取直而导致海岸线长度变小袁而北方

随着围填海的不断增加袁海岸线长度不断增加遥
为了更好地表达近 圆圆 葬 哪些省份对我国海

岸线长度的影响较大袁构建模型院
枣 越 驻造

驻蕴 伊 员园园豫 渊员冤
式中院枣 为海岸线变化影响值曰 驻造 为各省海岸

线长度变化的绝对值曰 驻蕴为各省海岸线长度变化

的绝对值之和遥 通过计算袁各省海岸线变化对全

国海岸线变化的影响值如表 缘 所示遥 近 圆圆 葬 来袁
辽宁尧河北尧天津尧山东和广西对我国海岸线长度

的变化影响较大袁其影响值均大于 员园豫 曰而广东尧
上海尧海南和福建的影响较小袁其影响值均小

于 缘豫 遥

表 缘摇 员怨怨园 年 耀 圆园员圆 年各省大陆海岸线长度变化及其影响

栽葬遭援 缘 栽澡藻 造藻灶早贼澡 糟澡葬灶早藻 葬灶凿 蚤贼泽 蚤皂责葬糟贼 燥枣 皂葬蚤灶造葬灶凿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蚤灶 糟燥葬泽贼葬造 责则燥增蚤灶糟藻泽 枣则燥皂 员怨怨园 贼燥 圆园员圆

行政区划名称 增减值 驻造 辕 噪皂 影响值 枣 辕 渊豫 冤
辽宁 源猿苑援 怨圆 圆缘援 猿苑
河北 圆圆苑援 缘园 员猿援 员愿
天津 员苑远援 园愿 员园援 圆园
山东 圆苑愿援 远猿 员远援 员源
江苏 员缘园援 苑缘 愿援 苑猿
上海 圆园援 缘远 员援 员怨
浙江 员圆苑援 苑猿 苑援 源园
福建 原 缘猿援 猿猿 猿援 园怨
广东 远援 怨愿 园援 源园
广西 原 圆园怨援 猿猿 员圆援 员猿
海南 原 猿圆援 愿远 员援 怨园
香港 原 源援 猿愿 园援 圆缘
澳门 原 园援 猿苑 园援 园圆

猿摇 海岸线分形维数变化分析

猿援 员摇 分形维数计算方法

海岸线分形维数的计算通常有两种方法院量
规法和网格法遥 参考以往研究结果咱员园暂 袁本文采用

网格法获取海岸线的分形维数遥 计算模型如下院
晕渊着冤 邑 着原阅 渊圆冤

式中院 着 为正方形网格的长度曰晕 为用 着 覆盖

海岸线的正方形网格数目袁将两边同时取对数可

得下式院
造早晕渊着冤 越 原 阅造早着 垣 住 渊猿冤

式中院粤 为待定常数曰阅 为被测海岸线的分

维数遥
猿援 圆摇 分形维数变化分析

本文采用 杂怎责藻则皂葬责 中的空间叠加功能袁获取海

岸线网格数目袁将结果两边取对数袁获得海岸线的分

维值遥 因本文研究的数据集为添加投影信息袁故本

文采用的为经纬网格袁其结果如表 远 所示遥
表 远摇 海岸线分形维数

栽葬遭援 远 栽澡藻 枣则葬糟贼葬造 凿蚤皂藻灶泽蚤燥灶 燥枣 糟澡蚤灶葬爷泽 皂葬蚤灶造葬灶凿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年份

网格数

员忆 缘忆 员园忆 员缘忆 圆园忆 猿园忆 源园忆 拟合方程 砸圆 分形维数

员怨怨园 怨远愿苑 员源圆圆 远猿员 猿怨苑 圆苑圆 员远愿 员圆园 赠 越 原 员援 员怨园猿曾 垣 怨援 员愿员苑 园援 怨怨怨怨 员援 员怨园猿
圆园园园 怨远苑愿 员源员员 远圆缘 猿怨源 圆远愿 员远苑 员员怨 赠 越 原 员援 员怨圆猿曾 垣 怨援 员苑愿苑 园援 怨怨怨怨 员援 员怨圆猿
圆园园圆 怨远圆缘 员源园怨 远圆缘 猿怨源 圆远苑 员远苑 员员怨 赠 越 原 员援 员怨员员曾 垣 怨援 员苑源圆 园援 怨怨怨怨 员援 员怨员员
圆园园苑 怨苑猿员 员源员苑 远圆愿 猿怨源 圆远愿 员远愿 员圆园 赠 越 原 员援 员怨圆猿曾 垣 怨援 员愿圆苑 园援 怨怨怨怨 员援 员怨圆猿
圆园园愿 怨苑猿怨 员源员愿 远圆愿 猿怨缘 圆远怨 员远愿 员圆园 赠 越 原 员援 员怨圆圆曾 垣 怨援 员愿猿苑 园援 怨怨怨怨 员援 员怨圆圆
圆园园怨 怨愿园愿 员源圆员 远圆苑 猿怨苑 圆远愿 员远愿 员员怨 赠 越 原 员援 员怨缘源曾 垣 怨援 员怨员猿 园援 怨怨怨怨 员援 员怨缘源
圆园员园 怨愿苑园 员源圆缘 远猿园 猿怨苑 圆远怨 员远愿 员员怨 赠 越 原 员援 员怨苑曾 垣 怨援 员怨苑苑 园援 怨怨怨怨 员援 员怨苑
圆园员员 怨怨怨圆 员源猿远 远猿猿 猿怨远 圆远怨 员远远 员员愿 赠 越 原 员援 圆园猿猿曾 垣 怨援 圆员圆怨 园援 怨怨怨怨 员援 圆园猿猿
圆园员圆 员园园愿猿 员源源员 远猿缘 猿怨苑 圆远怨 员远远 员员愿 赠 越 原 员援 圆园缘愿曾 垣 怨援 圆圆员缘 园援 怨怨怨怨 员援 圆园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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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本文获取的拟合系数 砸圆均为 园援 怨怨怨怨袁表明拟

合获取的分形维数值均精确可以使用袁其计算结

果分形维数在 员援 员怨 和 员援 圆员 之间袁与以往研究结

果相符咱员员鄄员圆暂 遥 从表 远 中可以看出袁整体上来说袁我
国海岸线的分形维数基本呈增长趋势袁且增长趋

势越来越明显袁表明随着我国海域使用方式的不

断优化与海域使用管理的加强袁海岸线分形维数

不断增大袁即海岸线分形的自相似变换程度越来

越复杂遥
为了便于分析海岸线分形维数的变化规律和

海岸线长度变化规律袁将两者叠加分析形成折线

图渊图 员冤袁由折线图可看出袁海岸线分形维数与海

岸线长度的变化规律一致袁圆园园园 年 耀 圆园园圆 年间出

现下降袁而 圆园园苑 年后又持续增加遥 由此说明袁海
域使用对海岸线分形维数的改变影响较大遥

图 员摇 我国大陆海岸线长度与分形维数历年变化

云蚤早援 员 栽澡藻 糟澡葬灶早蚤灶早 皂葬责 燥枣 贼澡藻 造藻灶早贼澡 葬灶凿 枣则葬糟贼葬造 凿蚤皂藻灶鄄
泽蚤燥灶 燥枣 糟澡蚤灶葬爷泽 皂葬蚤灶造葬灶凿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源摇 结摇 论

从以上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袁我国大陆海岸

线在自然与人为双重影响作用下袁圆圆 葬 来我国海

岸线变化显著袁通过对其历史变迁及分开维数变

化的研究袁得出以下结论院
渊员冤海岸线长度基本保持增长趋势遥 从时间

来说袁海岸线经历了 员怨怨园 年 耀 圆园园园 年的自然增

长阶段尧圆园园园 年 耀圆园园圆 年自然向人工增长的转换

阶段尧圆园园圆 年 耀 圆园员圆 年人工增长阶段曰从空间上

来说袁辽宁尧河北尧天津尧山东和广西对我国海岸线

长度的变化影响较大袁其影响值均大于 员园豫 曰而
广东的影响较小袁其影响值均小于 缘豫 遥

渊圆冤我国海岸线类型不同袁其演变速度差异

显著遥 自然岸线长度处于减少趋势袁而减少速

度逐

步减缓曰人工岸线长度处于增加趋势袁而增长速度

越来越快曰河口岸线长度处于减少趋势袁而减少速

度越来越快遥 三者比较而言袁人工岸线增长速度

大于自然岸线和河口岸线减少速度之和袁故海岸

线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遥
渊猿冤近 圆圆 葬 以来袁我国海岸线的分形维数基

本上处于增长趋势袁其变化趋势与海岸线长度变

化趋势一致遥
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袁

海洋开发力度的不断扩大袁围海尧填海等海域使用

面积的逐年增加袁对海岸线资源的需求也将随之

递增袁促使海岸线资源必将受到复杂尧巨大和长期

的影响遥 如何进一步分析海岸线变迁规律袁探索

岸线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袁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与

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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