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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外岸线变化对茅尾海潮流动力及水体交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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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2005 年以来,钦州湾口外围填海规模近 3000 hm2,岸线变化十分显著,对其上游茅尾海潮流动力

及水体交换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钦州湾—茅尾海二维潮流数学模型,从潮流特征、纳潮量、水
体交换周期等方面探讨了 2005 ~ 2015 年间钦州湾岸线变化对茅尾海潮流动力及水体交换的影响,其中,
水体交换周期以总负荷的半交换时间表征,避免了单点浓度半交换时间表达中采样点位置不同导致的偏

差,以及平均浓度表达中不同时刻水体体积差异带来的误差。 研究结果表明:口外岸线变化使钦州湾湾口

进一步缩窄,纳潮容积减小,茅尾海潮流流速和潮差减小,潮量减小 1. 30% ~ 1. 53% ,半交换周期增加 51
h,潮流动力及水体交换能力均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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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the shoreline change in Qinzhou bay on the tide
and water exchange of Maowei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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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2005,nearly 3000 hm2 water area were reclaimed in Qinzhou bay,change of shoreline is very signifi鄄
cant. By a 2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idal current in Qinzhou bay,influence of shoreline change on dynamics and wa鄄
ter exchange in Maowei sea,upstream of Qinzhou bay were discussed form aspect of tid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tidal
flux and water change,etc. Among them,the exchange period of water is characterized by a half exchange time of total
load,to avoid the deviation caused by position of sampling points in single point concentration half exchange time,and
the deviation caused by water volume difference at different tide period in average concentration half exchange time.
The results show that:by the change of shoreline,mouth of Qinzhou bay narrowed further and tidal volume of it de鄄
creased; to the Maowei sea,the tidal range and flow velocity decreased,the tidal flux diminished 1. 30 % ~ 1. 53 % ,
and the half鄄exchange period increased 51 hours,the tide and water exchange capacity were weak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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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钦州茅尾海位于钦州湾海域顶部,隶属于广

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岸线总长 169 km,海域面

积约 135 km2,属于钦州湾的内海。 茅尾海岸线

曲折,滩涂及湿地资源丰富,上有钦江和茅岭江注

入,水域宽浅,水深多小于 2 m,受河流挟沙淤积

影响,茅尾海内部放射性发育有多个潮汐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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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1鄄3],潮间带资源丰富。 2011 年 5 月,茅尾海国

家海洋公园获批成为全国首批 7 个国家级海洋公

园之一,其生态系统重要性日益彰显。
近年来,依湾而建的钦州港凭借优越的港口

资源及区位条件,发展迅速,钦州保税港区及系列

产业园区相继建成或开工,大面积海域被围填成

陆,在围填高峰期的 2005 ~ 2015 年间,围垦规模

近 3000 hm2,使钦州湾岸线发生较大改变,见

图 1。
前人对不同海域的研究表明,岸线变化将对

潮流动力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

到海域的水体交换能力[4鄄10]。 钦州湾河口岸线变

化产生的系列影响已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张
坤等[11]认为近年来的无序开发是导致茅尾海淤

积严重、面积萎缩、水动力减弱、海水水质下降等

问题的重要原因;董德信等[12] 从潮流、水体体积

及海湾半交换周期三个角度研究了 2008 ~ 2012
年间近岸工程带来的系列影响;孙永根等[13] 分析

了钦州港区围填海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王玉海

等[14]经过研究认为不合理的围填造陆等海岸工

程活动可能深刻影响钦州湾的整体演变过程;李
逸聪等[15]也研究了湾口围填海对钦州湾水动力

环境的影响。
但这些研究大多重点关注于钦州湾的水体环

境影响,针对岸线变化对上游茅尾海的动力及水

体交换能力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以 2015
年海图地形为基础,建立上游河道—茅尾海—钦

州湾河口二维潮流及物质输运数学模型,经水文

测验资料对模型验证后,以 2016 年 6 月实测水文

为代表,探讨了钦州湾 2005 ~ 2015 年间岸线变化

对茅尾海的潮流动力及水体交换能力的影响。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平面二维潮流数学模型简介

本研究采用丹麦水力学研究所研制的平面二

维数值模型 MIKE21 FM 水动力模块和污染物迁

移扩散模块完成,动量方程与输运方程的离散在

水平空间上采用标准 Galerkin 有限元法,在时间

上采用显式迎风差分格式[16鄄17]。
模型外海边界采用潮位驱动,上游茅岭江、钦

江的流量边界根据站点监测值设置。 在广阔的滩

涂区域设置动边界,每隔一时间步长均进行干出

与淹没的判断。

图 1摇 茅尾海及钦州湾岸线、水下地形

Fig. 1 Shoreline and underwater topography of Maowei
sea and Qinzhou bay

1. 2摇 研究范围及参数

为使模型开边界不受岸线变化的影响,本研

究选取了较大的范围,见图 2 所示,北边界至钦江

陆屋、茅岭江黄屋屯站,采用流量过程控制;南侧

为开边界,设置于湾外-20 m 等高线附近,东、西
侧也为开边界,分别设置于白龙尾、北海处,开边

界均以潮位控制。 模型计算采用无结构三角形网

格,分辨率取 30 ~ 4000 m,计算时间步长为 30 s,
岛群局部区域网格剖分如图 3 所示。

图 2摇 研究范围及整体网格

Fig. 2 Research scope and overall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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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钦州湾卡口水域网格细节

Fig. 3 Detail of grid in Qinzhou bay narrow area

1. 3摇 模型验证

数学模型验证采用钦州湾 2016 年 6 月水文测

验资料,该水文测验在茅尾海及钦州湾顶水域共布

设 6 条测流垂线,位置见图 1。 本文仅列出龙门潮位

站及茅尾海 1# ~3#测流站的验证曲线如图4、图5 所

示,计算值与实测值吻合良好,表明模型选用地形、
边界条件和模型参数是合适的,能够较好地反映钦

州湾附近海域的天然流场,可用于本研究。

摇 摇 此外,模型计算涨、落急流场如图 6 所示,涨
潮时,钦州湾口外涨潮主流以西北向上行,流经中

部卡口水域后进入茅尾海,然后受地形影响流路

向正北向偏转,最后分流上行进入河道;落潮时,
水流基本逆向而行,河道下泄水流于茅尾海中部

汇聚后以正南向下泄,至卡口水域北部折向东南,
流出钦州湾卡口水域后,落潮主流继续沿东南向

下泄,另有部分落潮流以近南向汇入外海。 从以

上分析来看,此茅尾海及钦州湾流场模拟成果与

其他学者[15]研究结果相一致。

图 4摇 龙门潮位验证(中潮期)(2016鄄06鄄
19. 0:00 ~ 2016鄄06鄄23. 20:00)

Fig. 4 Tide level verification of Longmen
station(middle tide period)

图 5摇 1# ~ 3#点流速、流向验证(中潮期,2016鄄06鄄19. 11:00 ~ 2016鄄06鄄20. 13:00)
Fig. 5 Flow velocity and flow direction verification of point 1# ~ 3# (middle tide period)

图 6摇 涨、落急流场

Fig. 6 Flow field of flood and ebb 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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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潮差变化分析

感潮水域的潮差变化直接反映出潮流强度的

变化。 通过在茅尾海及钦州湾主动力区附近、敏
感区布设采样点(18 个,位置见图 7),对 2005 年、
2015 年岸线条件下茅尾海及钦州湾水域各点潮

差变化进行分析,各采样点潮差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各采样点潮差变化

Tab. 1 Variation of tide range

采样点 t1 t2 t3 t4 t5 t6

潮差变化 / m -0. 01 -0. 01 -0. 02 -0. 04 -0. 03 -0. 03

采样点 t7 t8 t9 t10 t11 t12

潮差变化 / m -0. 02 -0. 01 -0. 06 -0. 09 -0. 09 -0. 10

采样点 t13 t14 t15 t16 t17 t18

潮差变化 / m -0. 10 -0. 07 -0. 03 -0. 12 -0. 08 -0. 04

摇 摇 可见,湾外岸线变化直接束窄过水断面,阻碍

涨潮流进入钦州湾内及茅尾海水域,导致该水域

潮流动力减弱,潮差减小,最大减幅在 0. 12 m 左

右(金鼓江出口 t16 点)。 此外,潮差的变化集中

在岸线发生变化的水域,随着与岸线变化区距离

的增加,潮差呈逐步减小趋势。
2. 2摇 流速变化分析

采样点 t1 ~ t18 的涨、落潮流速变化统计于表

2,受钦州湾口外岸线变化所带来的阻水作用,茅尾

海(t1 ~ t8)及钦州湾卡口水域(t9 ~ t11)的涨、落潮

流速均呈减小变化,最大变幅在 0. 06 m / s 左右,涨
急流速变化大于落急流速;同时,岸线变化引起钦

州湾外过水断面缩窄,潮流向中部挤压,岸线变化

区所在的钦州湾外水域(t14 ~ t18)涨潮流速均有

所增大,落潮流速以增大为主,局部水域略有减小,

涨、落潮流速最大增幅分别在 0. 20 m/ s(36. 55 %)、
0. 24 m/ s(29. 27 %)左右,增幅明显。

图 7摇 采样点、断面布置

Fig. 7 Layout of sampling points and sections

表 2摇 湾内各分析点涨、落急流速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ebb and flow velocity

区域 序号
涨急流速 / m·s-1 落急流速 / m·s-1

2005 年岸线 变化值 2005 年岸线 变化值

茅尾海顶端河口 t1 0. 50 -0. 06 0. 37 0. 00

t2 0. 56 -0. 03 0. 20 0. 01

t3 0. 68 -0. 06 0. 27 -0. 01

t4 0. 54 -0. 03 0. 26 -0. 02

t5 0. 30 -0. 01 0. 28 0. 00

茅尾海中部 t6 0. 66 -0. 02 0. 49 -0. 01

t7 0. 54 -0. 02 0. 51 -0. 01

t8 0. 85 -0. 03 0. 76 -0. 01

钦州湾卡口水域 t9 1. 42 -0. 05 1. 14 -0. 01

t10 1. 02 -0. 06 1. 10 -0. 01

t11 0. 99 -0. 05 1. 09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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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序号
涨急流速 / m·s-1 落急流速 / m·s-1

2005 年岸线 变化值 2005 年岸线 变化值

钦州湾外西侧 t12 1. 17 0. 08 1. 23 0. 10

t13 0. 84 -0. 08 1. 01 -0. 11

t14 0. 78 0. 08 1. 15 0. 03

t15 0. 63 0. 08 0. 97 -0. 01

钦州湾外东侧 t16 0. 71 0. 15 1. 03 0. 07

t17 0. 66 0. 02 1. 01 -0. 03

t18 0. 54 0. 20 0. 83 0. 24

2. 3摇 潮量变化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 2005 ~ 2015 年间钦州湾岸线

变化对茅尾海的潮量吞吐影响,在茅尾海及钦州

湾水域布置 3 个潮量采样断面(位置见图 7),统
计连续 1 个月(745 h,包含大、中、小潮)内各采样

断面潮量变化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摇 龙门断面涨、落潮量比较

Tab. 3 Comparison of discharge of Longmen section

序号 位置
涨潮量 落潮量

2005 年岸线 / 108m3 变化率 / (% ) 2005 年岸线 / 108m3 变化率 / (% )

S1 茅尾海 27. 66 -1. 30 28. 03 -1. 53

S2 龙门 37. 77 -1. 53 38. 36 -1. 33

S3 钦州湾 56. 67 -1. 44 55. 76 -1. 65

摇 摇 从各断面涨、落潮量变化情况来看,受岸线变

化产生的阻流作用,经钦州湾向上游茅尾海涨、落
的潮量均有所减小,钦州湾、龙门、茅尾海各断面

涨潮量减小 1. 30% ~1. 53% ,落潮量减小 1. 33%
~1. 65% ,其中尤以位于卡口水域的龙门断面潮

量变幅为最大,茅尾海潮流通量的减小将直接导

致其水流动力和水交换能力的削弱。
2. 4摇 水交换分析

为定量分析钦州湾 2005 年 ~ 2015 年间岸线

变化对茅尾海的水交换能力的影响,以茅尾海为

关注区域,进行水交换率的计算和分析。 本文选

用一种较为直观的时间尺度指标,即 LUFF 等[18]

提出的 “半交换时间冶( half鄄life time) ,使用污染

物扩散模型进行计算,水体的半交换周期越短,则
水体交换能力越强。

考虑到茅尾海水域宽阔,各区域动力环境、污
染物浓度衰减速率,以及不同潮时下水体体积均

相差较大,以单点采样点浓度、水域平均浓度减半

时间代表半交换周期时因采样点水域水动力差异

和不同时刻水域面积的不同均会存在一定偏差,
因此,本文提出以污染物总负荷的衰减来表征水

体交换能力,以污染物总负荷衰减到初始值一半

的时间计为半交换时间。

Ltotal = 移
n

i = 1
(Si·Hi·C i) (1)

式中:Ltotal 为总负荷;Si、Hi、C i 分别为单元 i
的面积、水深、浓度。

图 8摇 岸线变化前后茅尾海总负荷变化曲线

Fig. 8 Total load curve of Maowei sea before and after the
shoreline change

经计算,2005 年及 2015 年岸线条件下,茅尾

海水域污染物总负荷变化曲线如图 8 所示,可以

看出,随着外海潮流的涨落,部分污染物随之在茅

尾海出口水域回荡,从而使污染物总负荷变化曲

线表现出和潮位基本一致的振荡性(污染物浓度

峰值较高潮位滞后 1 h 左右),外海潮流动力是其

水体交换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涨潮流的稀释及自

身扩散作用下,污染物总负荷不断减小。 2005 年

岸线条件下,茅尾海总污染负荷衰减一半耗时约

310 h,而在 2015 年岸线条件下,污染物衰减有所

减缓,至 361 h 时总负荷方减半,半交换周期延长

约 51 h(约 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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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绘制茅尾海内各区域采样点污染

物浓度变化曲线如图 9 所示。 从图 9 来看,各采

样点浓度变化差异明显,位于上游河流出口水域

的 t3 污染物浓度减小迅速,经 77 h 后浓度衰减至

0. 5 mg / L 以下,而中、下部水域 t6、t8 污染物浓度

则在潮汐影响下明显回荡,衰减缓慢,水体交换能

力较弱,均经 356 h 后才浓度减半。 污水团的回

荡甚至使 t8 水域在小潮期也依然维持较高的污

染物浓度。 各采样点浓度变化的差异性,也再次

印证了单点采样浓度变化表征水域半交换周期时

将因其位置不同而产生明显的偏差。

图 9摇 岸线变化前后茅尾海内各采样点污染物浓度变化曲线

Fig. 9 Concentration curves of sampling points in Maowei sea before and after the shoreline change

摇 摇 根据模拟计算结果,统计各网格单元污染物

浓度减半的时间,绘制茅尾海水域半交换周期分

布如图 10 所示。 由图可见,在茅岭江、钦江径流

稀释作用下,茅尾海顶端水体污染物浓度下降较

快,半交换时间非常短,其中,径流主要流经区域

的半交换时间在 100 h 以下,其它近岸水域的半

交换时间介于 100 ~ 300 h 之间;受潮流振荡作

用,茅尾海中部及下游水域污染物不易扩散,半交

换时间基本在 320 h 以上,尤以潮汐通道内半交

换时间为最长,在 360 h 以上。 对比图 10a、b 可

见,2015 年岸线条件下,茅尾海尤其是其中、下部

水域半交换时间明显延长,大部分由 2005 年岸线

下的 350 h 左右延长至 360 h 以上,水体交换能力

有所下降。
从 2005 年、2015 年不同岸线条件下,茅尾海

污染物浓度分布图(图 11)来看,2005 年岸线条

件下,外海净水可随涨潮流上行至茅尾海中部,在
对污染物进行稀释的同时将污染物向其顶部挤

压;而在 2015 年岸线条件下,涨潮进入茅尾海的

净水带范围明显缩小,水体交换能力减弱。

图 10摇 不同岸线下茅尾海水交换周期分布

Fig. 10 Distribution of half exchange time in Maowei sea under different shorelin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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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摇 不同岸线下茅尾海污染物浓度分布( t=310 h,涨憩)
Fig. 11 Distribution of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in Maowei sea ( t=310 h,at the flood peak),under different shore鄄

line conditions

3摇 结摇 论

(1)以污染物总负荷表达的半交换周期具有

更为明确的物理意义和代表性,避免了单点浓度

半交换周期中位置的选择,及平均浓度半交换周

期中不同潮时水体体积差异带来的偏差。
(2)2005 年 ~ 2015 年间,钦州湾口外岸线向

水域扩展,增大了阻水并束窄过水断面,使得茅尾

海潮差和流速最大减小 0. 06 m、0. 06 m / s,茅尾

海中部断面涨、落潮量减小 1. 30 % 、1. 53 % ,潮
流动力减弱。

(3) 2005 年 ~ 2015 的岸线变化导致茅尾海

水体交换能力与水动力同向变化,有所减弱,在其

影响下,茅尾海水体半交换周期延长约 51 h(约 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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