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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布广泛、成因复杂的风蚀地貌随着研究技术与手段的提高近期取得了显著进展，作为其
重要类型之一的海岸风蚀地貌也日益受到关注。基于对国外不同时期海岸风蚀地貌研究的主要
成果、国内海岸风蚀地貌研究现状及争议、国内海岸与内陆风蚀地貌研究进展等方面的概括总结，
提出开展我国海岸风蚀地貌研究十分必要，近期可通过查明海岸风蚀地貌的类型与分布、明确不
同海岸风蚀地貌的形态及变化特征、探讨典型海岸风蚀地貌形态变化与气流相互作用机理等开展
我国海岸风蚀地貌发育过程与演变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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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与风沙流对地表物质的吹蚀、搬运和堆积过
程中所形成的风沙地貌不仅广泛分布于干旱半干
旱地区和大陆冰缘区，也可出现在湿润地区的沙质
海岸、湖岸和河岸［1］，由于湿润海岸与干旱内陆自然
条件迥异，其风沙地貌发育与演化规律存在明显差
异，故海岸风沙地貌研究一直是国际风沙地貌研究
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中海岸风蚀地貌研究因其复杂
性等也备受关注。相比而言，国内海岸风沙地貌研
究与内陆风沙地貌研究相比明显偏弱，海岸风蚀地
貌研究更为鲜见，为此针对国内海岸风蚀地貌研究
的现状及其问题，比较国内海岸风蚀地貌研究与内
陆风蚀地貌的主要差距，参照国际海岸风蚀地貌研
究近期的主要进展，提出近期我国开展海岸风蚀地
貌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完善我国海岸风沙地貌的内
容体系，提高我国海岸风沙地貌研究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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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海岸风蚀地貌研究进展
国外海岸风沙地貌研究历史久、发展快［2~11］，其

中尤其重视对海岸风蚀地貌的研究并成为新近研
究重点之一。
国际海岸风沙地貌研究，长期以来在主要研究
风积地貌的形态、沉积物和演化过程等的同时，对
海岸风蚀地貌研究也给与了充分关注，在进行海岸
风沙地貌类型划分时往往明确海岸风蚀地貌类型。
例如，Quigley［12］以海岸风沙沉积状态为基础，将海
岸风沙地貌划分为正沉积状态的沉积类型（包括雏
形沙丘、前丘与稳定沙丘 3 个亚类）和负沉积状态的
侵蚀类型（包括干风蚀凹地、湿风蚀凹地、沙席、风
蚀坑、蚀余丘、爬升沙丘和覆沙地 7 个亚类），Olson
等［13］从风沙地貌形态角度给出了包括风蚀坑、蚀余
沙丘等风蚀类型共 4 级的复杂海岸风沙地貌类型划
分系统，并将海岸风蚀地貌类型在宏观、中观和微
观不同尺度的海岸风沙地貌形成与发展模式中给
与了充分体现［14~16］。
综观国外海岸风蚀地貌的研究，除对英国、美
国、西班牙、韩国和加拿大等海岸风棱石的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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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影响因素和形成时代的研究外［17~23］，大多数集中
于海岸风蚀坑，主要对海岸风蚀坑的基本形态、发

环境这一根本特征出发，力图突破之前基本按照内

育条件、动力机制和演化过程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

大气、波浪、海滩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10，11］，开展

研究［24~31］，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其中主要结论有：明

了华南海岸风沙地貌台风响应模式的研究，就典型

确了海岸风蚀坑的基本形态特点是其由一个沉积

区域不同类型沙丘形态对台风的响应、不同类型沙

物搬运占主导的侵蚀通道、紧邻侵蚀通道的风蚀侧

丘表层沉积物对台风的响应、不同海岸沙丘对台风

壁和下风向风蚀坑缘构成［4］；提出海岸风蚀坑的发

响应的差异性以及响应机理等进行了研究与

育与高速、高频风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虽然强烈

分析［81~86］。

向岸风往往对风蚀坑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但离岸风
［27］

也能形成风蚀坑

；风沙运动观测结果，最大输沙
［26，30］

率出现在风蚀坑入口和风蚀坑后缘

陆风沙地貌范式研究海岸风沙地貌的状况，将其与

我国海岸风沙地貌研究的上述发展过程中，基
本上集中于以海岸沙丘为主的风积地貌，海岸风蚀

，风蚀坑内

地貌研究近乎缺失，对海岸风蚀地貌虽有涉及，但

输沙率的变化与其气流速度分布较为一致，其中与

仅零星散见于个别文献中。例如，李从先等［87］基于

8.75~10.0 m/s 风速的相关性最好［28］；海岸风蚀坑的

分布位置及其风成沉积物的地域相关性指出，福建

演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形成风蚀槽、风蚀槽发展

海岸部分所谓的“海蚀窗”以及蜂窝状的“海蚀”现

为初期风蚀坑、风蚀坑内侵蚀通道不断侵蚀至海岸

象等，应更可能与风蚀有关；吴正等［88］在广东惠来

后岸高度且侧壁侵蚀风蚀坑不断拓宽、侵蚀停止开

靖海资深园发现风蚀形态典型的伏舟状雅丹地貌；

始堆积以至消亡 4 个阶段，整个过程一般需约 20 年，

董玉祥［64］在我国海岸风沙地貌分类中划分有风蚀

其在前述 4 个发展阶段中的时间分配分别为 1 年、

残丘和风蚀凹槽等海岸风蚀地貌类型；石谦等［89］也

2~5 年、5~10 年和 10~20 年［29］。

指出，在福建平潭岛田美沃岬角裸露花岗岩表面的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研究技术与手段的提升，

风蚀刻痕等风成微地貌应是风沙长期刻蚀和磨擦

海岸风蚀地貌研究由之前以基本形态与变化过程

岩面的必然产物。其中最具针对性的海岸风蚀地

研究为主，发展为形态动力学及其数值模拟研究为

貌研究，仅见于刘建辉等［90］对福建长乐东部海岸风

主的新阶段，更多基于现代技术与设备所获取的高

蚀坑的初步研究，论述了海岸风蚀坑的形态特征、

精度、高分辨率、长时序的观测与实验数据，探讨海

风蚀坑内风速与风向变化、风蚀坑的风沙搬运与沉

岸风蚀坑形态变化的动力学机制及其数值模拟

积过程，并对其成因和演化阶段进行了讨论。

问题［32~42］。

同 时 ，国 内 海 岸 风 蚀 地 貌 研 究 还 存 有 较 大 争
议，因风蚀地貌虽然主要是以风和风沙的吹蚀和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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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海岸风蚀地貌研究现状
相比国外海岸风沙地貌研究的发展态势，国内

蚀作用为主因，但同时也受暂时性流水作用、风化
作用、盐化作用等因素的影响［1，91］，确定其成因有一

海岸风沙地貌研究略显滞后［8~10，43，44］。总体而言，我

定难度，故对海岸风蚀地貌的形成，尤其是在有关

国海岸风沙地貌研究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海岸岩石穴状地貌（岩穴）成因分析中存在一定的

［43，
44］

，其

发展过程大致可概括为 3 个阶段：①21 世纪初之前

的第一个阶段，集中进行了我国主要海岸沙丘类型

争议。一些学者认识到风蚀作用的重要性［92］，基于
其分布特征尤其是与海岸沙丘分布的关联性提出

，在海岸沙丘的类型、分

存在风蚀穴（石窝、风蚀壁龛）等海岸风蚀地貌［87，89］，

布、成因、发育模式、风沙沉积特征及其演化过程方

同时也有学者对马海岸形态类似的地貌从海蚀［93］、

［45~64］

及其发育模式的研究

面取得了较大进展；② 之后近 10 年中的第二阶段，

风化［94~96］等角度进行解析，看法不尽一致。近期，吴

为进一步明晰海岸沙丘发育的动力学过程，主要集

忱等［97］在对形成在岩石表面上或岩体中的各种穴

中于海岸风沙运动过程的研究，包括典型海岸沙丘

状体（统称为岩穴）的研究中，就将岩穴划分为河蚀

表面的风气流场、风流结构及海岸沙丘移动与形态

穴、溶蚀穴、溶蚀—河蚀穴、海蚀穴、湖蚀穴、雪蚀

［65~75］

变化等的野外调查与观测

，并开展了华南热带
；③ 近数年

［76］

湿润海滩风蚀模数的风洞实验研究等
［77］

来的第三个阶段，胡凡根等
［80］

［78，
79］

、靳建辉等

和姜锋

等 更进一步探讨海岸风沙沉积环境演化过程，主
要从海岸风沙地貌形成于海、陆、气交互作用的动力

穴、风蚀穴和风化—风蚀穴等，指出岩穴可以发育
在多种岩石上，具有多种形态和成因，形成于多个
时期，其分布受地理环境影响并受地貌面的控制。
因此，如何科学辨识海岸风蚀穴状地貌是当前海岸
风蚀地貌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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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内陆风蚀地貌近期进展

我国风蚀地貌就其规模、类型等而言，主体分
布于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1，91］，内陆风蚀地貌的研
究是同一区域内海岸风蚀地貌研究的重要参照，但
近期我国内陆风蚀地貌研究的快速发展与上述海
岸风蚀地貌研究的严重不足形成鲜明对照。20 世
纪 80 年代后，随着遥感、地面测量及模拟实验等现
代技术手段的提高，我国内陆风蚀地貌研究水平得
到快速提升，成为近期我国内陆风沙地貌研究的一
个重要发展方向，其研究成果可以为国内开展海岸
风蚀地貌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早期主要是 1981 年朱震达等［98］首先在我国风
沙地貌研究的经典著作《塔克拉玛干沙漠风沙地貌
研究》中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沙地貌的形成发
育、形态特征、移动规律及其区划等进行了科学总
结，其中对以雅丹地貌为主的风蚀地貌，包括雅丹
地貌、风蚀方山以及由风蚀槽、风蚀穴等构成的风
蚀凹地等进行了分析，之后以雅丹地貌为主的风蚀
地貌研究逐渐增多［99~102］。
2000 年以来，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 GPS、三
维激光扫描仪和超声风速仪等新型观测与实验仪
器设备的广泛应用，使得高时空分辨率的形态监测
和风沙动力观测成为可能，结合风洞模拟实验和计
算机数值模拟，我国内陆风蚀地貌的研究进入一个
新的快速发展时段［103~107］，在对风蚀机理等相关问题
进行研究的同时［91，108~112］，重点对我国内陆干旱半干
旱地区的雅丹地貌和风蚀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我国罗布泊、敦煌、库姆
塔格和柴达木盆地等地区雅丹地貌的类型划分、空
间分布、形态特征、发育条件、演化过程、形成年代
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研究［113~122］，对呼伦
贝尔沙质草原风蚀坑的形态与分类、形成因素、动
力过程、发育模式、表层粒度与植被分异及影响因
素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测分析［123~134］，同期还有对
内陆鄱阳湖湖滨风蚀地貌的研究［135，136］。不过，研究
中对部分地区风蚀穴的判别及成因存在较大
争议［96，97］。

4

我国海岸风蚀地貌研究展望

我国海岸线全长近 1.8×10 km，全国海岸风沙
地面积约 3.0×105 hm2，海岸风沙地貌在我国海岸呈
带状断续分布，具有分布广、规模较小、分布零散、
区域差异大等特点［58，64］，就其类型而言，无论形态规
模还是分布面积，以雏形前丘、新月形前丘、横向前
4

3

丘脊、草灌丛沙丘、抛物线沙丘、沙脊、新月形沙丘、
纵向沙垄、爬坡沙丘和海岸沙席等风积地貌类型为
主，但多地存在有风蚀穴、风蚀坑、风蚀残丘（墩）等
海 岸 风 蚀 地 貌 也 是 不 争 的 客 观 事 实［58，64，87~91］。 但
是，国内对海岸风蚀地貌研究程度相对较低，甚至
近属空白，同时对海岸风蚀穴的认识还存在较大争
议，即使已有对海岸风蚀坑的初步研究，但还有待
于大量的实地观测、监测进行更进一步研究，海岸
风蚀地貌研究实属我国海岸风沙地貌学亟待填补
的薄弱环节。因此，十分有必要立足于前述国际研
究现状和学科发展前沿，借助我国内陆风蚀地貌的
快速发展，针对我国海岸风蚀地貌研究之不足，及
时开展我国海岸风蚀地貌发育与演变的研究，从海
岸风蚀地貌的形态动力学的调查、观测、实验与分
析入手，通过全面踏勘、典型调查、遥感监测、实地
测量、风沙观测、室内实验、数据分析与数值模拟
等，查明我国海岸风蚀地貌的类型与分布，明确不
同海岸风蚀地貌的形态特征，揭示其发育过程与演
变模式，解决争议问题，是认识我国海岸风沙地貌
形成发育规律之急需，对丰富和完善我国海岸风沙
地貌研究的内容、理论与方法，提高我国海岸风沙
地貌研究的总体水平将产生重要作用。同时，随着
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沿海地带正遭受各类开
发活动的严重冲击，海岸风沙地貌景观也是宝贵的
“绿水青山”，科学合理地保护、管理和利用海岸风
沙地貌资源与景观也正成为一项日益艰巨的任务，
亦十分需要通过海岸风蚀地貌发育与演变的研究，
为海岸风蚀地貌分布地区的海岸开发、利用与保护
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由此，未来一定时期，我国
海岸风蚀地貌主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海岸风蚀地貌的基本类型及分布格局。基
于对我国海岸风沙地貌主要分布区的全面踏勘、典
型调查和形态测量等，明确不同类型海岸风蚀地貌
的形态指征，科学划分我国海岸风蚀地貌的基本类
型及其亚级分类，并结合现代测量与遥感技术和空
间分析手段，阐明我国各类海岸风蚀地貌的宏观分
布特征并辨识其与区域地质、地貌、气候和植被等
自然因素间的关系。
（2）海 岸 风 蚀 地 貌 主 要 类 型 的 形 态 及 变 化 特
征。主要选取海岸风蚀穴（石窝或风蚀壁龛）、风蚀
坑与风蚀残墩（丘）等海岸风蚀地貌类型，依照前述
划分的亚级类型选择典型分布地点，通过重复地测
量、观测和数据处理计算，定量分析其二维、三维形
态的年、季变化，并依据其形态变化与相应要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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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气候、植被、海浪等）之间的关系确定其不同时
空尺度上形态变化的控制因素。其中，海岸风蚀穴
（石窝或风蚀壁龛）的判定标准及其分类指征是需
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3）海岸风蚀地貌主要类型的发育过程与演变
模式。在对选取的主要风蚀地貌类型进行形态的
典型调查和定位观测时，应同步开展风沙观测，对
近地层气流、风沙流、侵蚀堆积以及局地风况、植被
等同时进行定位观测，并开展必要的风洞模拟实
验，基于实际观测和风洞实验数据等进行数据分析
与模拟，探讨其形态变化与气流相互作用的形态动
力学特征，揭示我国主要海岸风蚀地貌类型的发育
过程与演变模式。其中，典型海岸风蚀地貌形态不
同时空尺度变化主控因素的辨识将是需要解决的
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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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Coastal Wind-eroded
Landform*
Dong Yuxiang1，2，Zhang Qingnian1，Huang Dequan1

（ 1.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2.Xinhua Colleg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20，China）
Abstract：The coastal wind-eroded landform，one of the kinds of wind-eroded landforms which widely
distribute and have complex causes of formation，now is being much more concerned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major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wind-eroded landform based on the advanced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summarization about the main progresses of foreign research on coastal wind-eroded landform
in different periods，the status and dispute of research on coastal wind-eroded landform in China，and the
development difference of coastal and mainland wind-eroded landform in China，it is essential work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on the coastal wind-eroded landform in China. Finally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coastal winderoded landforms are suggested such as to find out the typ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coastal wind-eroded
landforms in China，investigate their morphology and change characteristics，probe into the interaction essence
between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the airflow and wind-sand flux of typical coastal wind-eroded
landforms，and explore the model and laws of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coastal wind-eroded landforms in
China.
Key words：Coast；Aeolian landform；Wind-eroded land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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