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９－２７２２
ＣＮ３７－１４７５／Ｐ

海洋地质前沿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第２８卷第４期

Ｖｏｌ　２８Ｎｏ　４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２７２２（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１７－０６

唐山滨海湿地分布特征及其
形成的控制因素
高莲凤１，２，３，张振国１，２，３，张　盈１，
姚纪明１，张　鹏１，刘长水１

（１河北联合大学矿业工程学院，河北唐山０６３００９；２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２１０００８；

３中国地质大学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唐山滨海湿地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天然湿地和人工湿地交错分布。湿地的空间
形态基本按照等高线与海岸线呈近似平行的带状分布，其形成受控于研究区活跃的新构
造运动所造成的地面快速沉降以及地表水系的分布与改变，也明显受到降水量、蒸发量及
其季节和年际变化等气候条件的制约，还受到沉积环境、地层结构、地下水赋存条件等自
然因素的影响。然而，伴随近年来研究区大规模的工农业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人为因素上
升为滨海湿地机能退化的主控因素。城市化、工农业现代化和港口建设等人类活动以及
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造成湿地面积萎缩和生态机能的减退，已经明显超过了自然因素对
滨海湿地演化的影响。唐山滨海湿地的形成和发育是对研究区构造运动—气候演化—环
境变迁之间耦合关系的响应记录，更是现代工农业生产活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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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湿地介于陆地和海洋两大生态系统之
间，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产力最高和最具价值
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在抵御洪水、调节径流、蓄
洪防旱、降解污染、调节气候、控制海岸侵蚀、促淤
造陆、美化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
巨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１－６］。近年来，随着
曹妃甸科学发展示范区的大规模建设，唐山市对
滨海湿地的开发、利用和依赖程度不断强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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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一宝贵的资源，成为当前不
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１　唐山滨海湿地分布及类型

唐山地处渤海西岸，北依燕山，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由陆向海依次为中
低山、丘陵台地、冲积扇、洪积扇倾斜平原、冲积、

湖积、海积平原以及三角洲等地貌类型。陆地海
岸线长２２９．７ｋｍ，岛屿岸线长１３５．５ｋｍ，陆地海
岸线介于滦河口—陡河口区间［７］。

总体上，东南部区域地势低平，夏季雨量较为
充沛，发源于燕山山脉的大小水系注入渤海，河口
三角洲和海岸线一带海陆交互作用，发育了类型
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湿地主体部分基本按照等
高线与海岸线呈近似平行的带状分布，可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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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平原、潮间带滩涂和低潮时小于６ｍ等深线
浅海海域３部分。滨海平原水田面积达３６　５３３
ｈａ，潮间带滩涂面积为８２　９１３ｈａ，低潮时小于６
ｍ等深线浅海面积为４１６　８００ｈａ。以湿地的自然
属性来考量，唐山滨海湿地可划分为沿海滩涂、河
流、芦苇沼泽等天然湿地，以及稻田、盐田、池塘、

水库、河渠等人工湿地［８，９］（图１）。
本研究所称“湿地”，指地质成因相同、低潮时

小于６ｍ等深线的浅海水域之外的陆地部分，包
括以芦苇沼泽占优势的天然湿地和以盐田、稻田、
鱼虾蟹池等为主的人工湿地（表１）。

图１　唐山市滨海湿地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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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唐山滨海湿地类型及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ａｎｇｓｈａｎ

湿地类型 湿地名称 湿地范围 面积／ｈａ 海拔高度／ｍ 沉积物类型

天

然

湿

地

东黄坨沼泽 ３９°０７′～３９°１９′Ｎ；１１８°２３′～１１８°２８′Ｅ　 １　８０１　 ４ 淤泥质黏土

落潮湾沼泽 ３９°１０′０１″～３９°１４′０６″Ｎ；１１８°１５′０１″～１１８°１８′４１″Ｅ　 １　７９２　 １～５ 粉砂质黏土

陡河沼泽 ３９°１１′～３９°２６′Ｎ；１１８°０３′～１１８°１４′Ｅ　 １　８７６　 １～４ 粉砂质黏土

曹庄子沼泽 ３９°１１′５５″～３９°１４′３４″Ｎ；１１８°４３′００″～１１８°４７′０９″Ｅ　 １　４６２　 ２～５ 粉砂质黏土

溯河沼泽 ３９°１５′～３９°０９′Ｎ；１１８°３０′～１１８°４１′１９″Ｅ　 ５　１２０　 ２ 粉砂质黏土

油葫芦泊沼泽 ３９°２９′～３９°３４′Ｎ；１１７°５５′～１１８°０１′Ｅ　 ４　１００　 ２～３ 淤泥质黏土

人工

湿地

盐田、海水养殖区 高潮线向陆一侧，与其他湿地交错分布，边界模糊 ７３　７５０　 ０～３ 盐沼土、黏土

淡水养殖、芦苇沼泽区 盐田、海水养殖区以北区域，局部与其相间分布 ２１　６８０　 ２～３ 淤泥质黏土

水稻种植区 灌溉区，主要位于芦苇沼泽区以北 ５９　８１０　 ３～７ 淤泥质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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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唐山滨海湿地形成的地质背景

研究区新生代晚期构造运动活跃，主要表现
为持续性沉降，断陷和断块作用交替进行，并一直
延续至今。以沉降作用为主的构造背景，第四纪
以来受频繁的气候波动和海侵作用的影响，海陆
交互作用特征明显，不仅发育陆相冲积平原、冲积
扇以及河湖相沉积，而且多次被海水淹没。野外
沉积剖面揭示，湿地区域发育厚度不等的三角洲
相、海相与滨海潮滩相泥质层、砂层和粉砂层。地
处“九河下梢”的滨海区域，经燕山诸河不断的沉
积充填，为湿地的形成发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活跃的构造活动，造成唐山地区地壳破碎、断
裂发育，多条ＮＥＥ和ＮＷＷ 断裂在此交汇，且多
为全新世活动断裂，强震多发、沉积活跃。第四纪
经历了４次幕式构造运动，产生区内４个明显的
沉积间断面，自上而下依次为全新统—上更新统
间断面（１０～８ｋａ　ＢＰ）、上更新统上段与中—下段
间断面（５０～４０ｋａ　ＢＰ）、上更新统与中更新统间
断面（１００～８０ｋａ　ＢＰ）和中更新统与下更新统之
间的间断面（７００～４００ｋａ　ＢＰ）［１０］。湿地分布区
大量的地震和钻井资料揭示［１１－１５］，区内晚更新世

～全新世（由陆向海）沉积地层厚度约为５０～
１　０００ｍ，近百年来的现代沉积速率沼泽湿地约为

０．１ｃｍ／ａ、盐沼泻湖约为０．５ｃｍ／ａ、开放潮坪高
达１．３～３ｃｍ／ａ。受控于研究区新构造运动所造
成的地形起伏、沧海桑田，湿地也经历了复杂的形
成和演化过程。

由于沉降作用和沉积作用长期处于活跃状
态，形成研究区低平的自然地貌，研究区平原化过
程经历河湖相沉积与海相沉积的交互作用。在研
究区西南部的大吴庄村，地表沉积层２～３ｍ之
下发育数米厚的牡蛎礁，形成于全新世高海平面
时期（４　２００～６　０００ａＢＰ）［１６，１７］，该地与现今海岸
的直线距离近３０ｋｍ，多条牡蛎礁几乎平行于现
今海岸走向，海拔４～６ｍ，明显呈海退海岸的特
征。沉积相与沉积环境综合研究揭示，唐山滨海
区域第四纪沉积速率达到１００～３００ｍ／Ｍａ，油葫
芦泊沼泽区第四系沉积厚度为４００～５００ｍ、落潮
湾沼泽为５００ｍ、东黄坨沼泽达８００ｍ。在持续
沉降和快速充填的共同作用下，研究区历经浅海

→澙湖→湖泊→潮滩→洼地，最终由河流冲积物
充填成陆的过程，形成当今湖泊、沼泽、潮滩的湿
地分布格局。

３　唐山滨海湿地形成的控制因素

３．１　 新构造运动的控制作用

新构造运动对研究区现代地形、地貌的形成及
分布格局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制约着地形的变化，
并通过地形、地貌的改变，促使水系分布等其他地
理、环境要素的变化，为湿地的形成奠定了地质地
貌基础，并控制着湿地的形成、兴衰和演化过程。

新构造运动对研究区湿地形成的控制作用的
表现之一就是决定了河流的分布与流向，研究区
最主要的河流———滦河的演化便是突出的例证。
现代滦河的源头之一闪电河第四纪以前南流入潮
白河，第四纪初闪电河向东入滦河，晚更新世在迁
西附近又改道向东，全新世又在迁安城南改道向
东，最终形成现在的水系格局。滦河水系的形成
与演化正是燕山地区活跃的新构造运动作用的结
果［１８］。

新构造运动还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渤海海平面
的升降及海岸带的时空变化，控制着研究区海岸
地貌的形态组合与演变。研究区现代海岸地貌形
成于全新世多期次交替的海侵和海退，在这一背
景下，叠加河流水系的作用造就了滨海湿地特有
的咸淡交织、海陆交互的形成背景。

３．２　气候条件对湿地形成的制约

湿地的形成发育、时空演化是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响应过程，很大程度上受控于气候变化的影
响［１９，２０］。气候变化对沼泽湿地形成至关重要的
影响因子有２个，即气温的高低与降水量的大小。

新生代晚期亚洲内陆的干旱化和第四纪冰期
的发生对研究区的气候演化造成重大影响。研究
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冬干、夏
湿、降水集中、四季分明等特点。降水充沛，主要
集中在７—８月，年平均降水量在６２０～７５０ｍｍ
之间，雨量季节变化大，分布不均。然而，随着全
球变暖的步伐，华北北部近年来气候暖干化趋势
日趋加剧，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间，年均降雨量５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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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较 １９５６—２０００ 年间的多年平均降 雨量

６４７．３ｍｍ 减少１６．４４％；水资源量１５．４５×１０８

ｍ３，较１９５６—２０００年间的２４．１６×１０８　ｍ３减少

３６．４１％。而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全 市 年 均 用 水 量

２７．７×１０８　ｍ３，超出量达１２．２５×１０８　ｍ３，超采超
用的水量高达自产水量的７９．２９％［２１］。总用水量
中，地下水所占比重高达８５．８３％，导致平原浅层
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降０．３５ｍ，深层地下水位下
降０．４３ｍ［２２］。由气候条件变化引起的降雨量减
少，造成地表径流减少、地下水面下降，湿地面积
缩小、生态环境机能降低。湿地面积减小、水位逐
渐降低与气候的变化趋势一致，湿地面积（不含浅
海湿地）已由１９８７年的１７４　６６７ｈａ减小到２００４
年的１６３　６８２ｈａ。

３．３　水文条件对湿地形成的制约

水文条件是湿地生态系统最敏感的因素［２３］，
特定的水文条件是湿地形成与维持的驱动力，控
制着湿地的物理、化学及生物学过程，其变化对滨
海湿地的生态环境具有至关重要影响。

唐山滨海湿地发育于海洋与陆地环境的过渡
地带，地表径流、地下水、波浪、潮汐、降水及蒸发
等水文条件对湿地的形成、发育、演化过程都起着
直接的影响作用，控制着湿地演化的过程。除第
四纪晚期海平面变化所造成的海侵、海退对研究
区湿地的形成和发育带来重大的影响外，更短的
时间尺度上，地表径流补给、降水量和蒸发量成为
研究区湿地发育的主要制约因素。区内河流众
多，分布发源于燕山山脉的大小河流７０多条，流
域面积超过２００ｋｍ２以上的有１６条，以滦河、青
龙河、陡河、蓟运河等为代表，这些河流南流入海，
湿地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达１．８９×１０８　ｍ３［２４］，为
滨海湿地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补给条件。

３．４　水文地质条件对滨海湿地形成的制约

湿地的形成不仅仅是单一水文因素作用的产
物，而是在地质、水文、地形及水文地质条件等多
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唐山滨海湿地的形成
与演化，与其特殊的水文地质条件密切相关。

研究区自北向南依次为滨海平原、潮坪和浅
海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北部滨海低平原含水
层为河流冲积和海积形成，晚更新世冲积扇可延
伸至浅海区。全新统为三角洲相及其亚相的灰
色、黄灰色冲积、海积、湖沼沉积物，以粉砂质黏
土、黏土质粉砂、粉砂、细砂为主，夹有淤泥层或海
相层，厚度５～２５ｍ；上更新统为冲洪积、冲海积
混合类型沉积物，呈灰色、灰黄色、褐黄色，以黏土
质粉砂、粉砂质黏土为主，砂层以细砂、中粗砂为
主，含钙质结核和少量铁锰质结核，夹杂零星碳屑
斑或条带，砂层分选磨圆较好，夹有海相层、钙质
淋溶沉积层，底板埋深约１００ｍ，厚度３０～５０ｍ；
下更新统主要为湖相沉积，可见２个沉积旋回，以
棕色、灰绿等杂色厚层黏土为主，亚黏土次之，砂
层为深黄、灰黄、灰绿等色，厚２０～３０ｍ。曹妃甸
沙坝以内海域为全新世滦河三角洲相及上覆浅海
相沉积层，沉积厚度２５～２８ｍ。沉积物颗粒较
细，表层为淤泥质黏土和粉砂质黏土，下部为细
砂、粉砂，局部为中细砂。

浅层地下水来源为大气降水、地表水体入渗
和地下水的侧向径流补给。含水层淡水的消耗途
径主要有人工开采、蒸发和以越流的方式补给深
层地下水，浅层咸水的主要排泄方式为潜水蒸发
及越流补给深层地下水。浅层地下水水位埋深为

０～１２ｍ，总体分布为北部水位埋深较大，南部水
位埋深较小，地下水自南向北流动。从剖面上看，
地层结构和地下水特征如表２所示。

表２　唐山滨海湿地地层结构及地下水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ａｎｇｓｈａｎ

时代 含水层 厚度／ｍ 沉积物类型 成因 地下水属性 补给方式

全新统Ｑ４ Ⅰ １．５～２６．５ 淤泥质黏土、粉砂质黏土、粉砂 湖积、海积 淡水 降水、河湖

上更新统Ｑ３ Ⅱ １３．０～１５．０ 粉砂和粉砂质黏土 冲积、海积 淡水 河湖

中更新统Ｑ２
Ⅲ

１５．９～２７．８ 淤泥和粉砂质黏土 澙湖积、海积 淡水 上层淡水

下更新统Ｑ１ １０．０～１４．４ 淤泥和粉砂质黏土 湖积、海积 淡水 承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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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系含水层分为Ⅰ、Ⅱ、Ⅲ组，第Ⅰ、Ⅱ含水
组分别对应全新统Ｑ４、上更新统Ｑ３，第Ⅲ含水组
对应中更新统Ｑ２和下更新统Ｑ１。Ⅰ和Ⅱ含水组
为浅层水，水位埋深约２ｍ；第Ⅲ含水组为深层承
压水，水位埋深约为１５ｍ，底界深度为１６０～５００
ｍ。其下为地下咸水，水质类型为Ｃｌ—Ｎａ型水，
全硬度５　８１１．１～５　９２０．２ｍｇ／Ｌ，矿化度２７．８～
３４．４ｇ／Ｌ，以越流补给方式与地下淡水进行动态
物质交换。

上述水文地质条件为滨海湿地的形成和发育
奠定了较好基础。表层沉积物以厚层和巨厚层的
淤泥质黏土和粉砂质黏土为主，渗透性较差，可有
效阻止地表水的下渗；中下部粉砂质和砂质沉积
物良好的孔隙性又为地下水的赋存提供了良好条
件；在地表淡水和浅层地下淡水总量减少的情况
下，地下咸水的越流补给，保证了湿地发育所需的
总体水量，只不过湿地的属性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由淡水湿地向咸水湿地转化。这些因素均为唐山
滨海湿地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３．５　现代工农业发展及环境污染影响

一般情况下，自然条件对湿地的形成和演化
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
步与工业化的发展，人为因素在湿地规模的缩小
和功能的减退等过程中起着加速器和倍增器的作
用。如气候变化可以通过改变湿地的水文特征，
减少湿地水源补给，增加水分消耗，使湿地退化萎
缩，人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可达到类似的结
果，并且这一过程的速度远远高于单纯气候因素
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区近年湿地面积的快速减
小，多与城市和港口建设、围垦、环境污染、海岸带
油气资源开发等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人为因素日
益成为湿地变化的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如下方
面：

（１）大规模的海洋工程施工、快速的城市化和
港口建设

研究区分布着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科技发展示
范区—曹妃甸科技发展示范区。这个号称“世界
最大的工地”地处唐山南部沿海曹妃甸，一个由古
滦河入海冲积而成的带状沙岛，以大钢铁、大石
化、大电力、大港口等大型建设项目为基调的发展
目标，将会使曹妃甸成为国际性能源、原材料集疏

大港，世界级重化工业基地，国家商业性能源储备
和调配中心，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尽管曹妃甸
工业区是国家首批发展循环经济试点产业园区之
一，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发展，但大工业建设所必须的基础用地
成为现实中难以逾越的鸿沟，吹沙造地成了唯一
选择。从２００３年至今，人工吹沙造地已经形成了

１７０ｋｍ２的陆域面积。按照曹妃甸新区开发建设

规划，包括曹妃甸工业区（３１０ｋｍ２）、曹妃甸国际

生态城、唐海县、南堡开发区（４１２ｋｍ２）４部分的

规划面积达１　９４３．７２ｋｍ２，陆地海岸线约８０ｋｍ，

是我国“十一五”期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全国最大
的项目集群。这些规划建设项目均在本研究所称
的滨海湿地范围内进行。

（２）近海养殖业与滨海农业开发
海岸带现代农业的开发，开垦了大量原本属

于天然湿地的区域，造成湿地面积的降低和机能
的减退［２５－２７］。研究区是河北乃至我国北方最重要
的海产养殖基地，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的
发展，大量天然湿地被开垦为稻田、盐田、蟹田或
虾池，或者围海造田、修建道路、兴建渔业码头、港
口。这些因素造成湿地植被被破坏，生态功能衰
退，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鱼、虾、蟹和贝类等水生生
物丧失了栖息空间与繁衍的场所，生物种类日趋
单一，种群结构低龄化、小型化；生态系统另外一
个重要环节———鸟类种群和数量也逐渐减少；湿
地自身的生态功能也在不断衰退。围垦以及在入
海河流上中游建设水库拦蓄径流和泥沙等因素，

均加速了湿地面积的减小和机能的退化。
（３）水体和环境污染对湿地机能的影响
水体和环境污染对湿地的影响日益显著。近

年调查数据显示，研究区年均工业废水和生活污
水的排放量达２．２×１０８　ｔ，其中工业废水１．６８×

１０８　ｔ，达标排放约为１．１×１０８　ｔ，其余污水进入河
道水系，除２０％左右蒸发、渗透外，大部分进入农
田、湿地。在工业化浪潮冲击下，有限的湿地资源
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经常成为生活垃圾、工业垃
圾的堆放地，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的排放区和承泄
地。这些因素均导致了湿地水体污染，生态系统
富营养化现象严重，造成湿地面积萎缩，机能退
化。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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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唐山滨海湿地的形成与分布是自然因素和人
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湿地发育的早期阶
段，自然条件是湿地发育的主控因素，新构造运动
以及由其引起的第四纪地形与地貌变化、气候变
化、河流（河道）变迁、水文条件、水文地质条件等
因素成为湿地演化的关键影响因子；在现代湿地
演化的过程中，人类大规模的工农业活动成为湿
地规模缩小、机能退化的主要控制因素，其影响在
研究区甚至超过了自然因素的作用。因此，唐山
滨海湿地的形成、发育和演化现状，不仅是对研究
区构造运动—气候演化—环境变迁之间耦合关系
的响应记录，更是人类生产力进步和改造自然能
力不断提高的结果，当然，这种改造不应仅仅停留
在对湿地的开垦和占用，更应该体现对湿地的保
护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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