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湾地貌形态演变数值模拟
李庆远, 邹志利, 常承书
(大连理工大学 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 为了研究泻湖型海湾内经常出现的湾中岛的形成机理, 应用水平二维潮流、泥沙输移和地形演
变耦合模型, 对具有典型的沙坝泻湖地貌形态的水东湾的湾中岛的形成和演化进行了数值模拟, 成功
地模拟出了涨潮三角洲(大洲岛)的形成过程, 计算结果与实际地貌形态总体符合。模型中分别考虑了全
沙输沙和推移质输沙两种输沙情况。结果表明, 水东湾湾中岛是由涨潮流引起的泻湖内泥沙不断淤积
而形成的, 是一种涨潮三角洲的地貌形态; 全沙输沙模式比推移质输沙模式更适合这一地形演化过程
的模拟。模拟结果也再现了湾中岛在 25 a 期间的地形变化过程, 这一研究结果为通过计算数值模拟来
研究一般海湾的地貌形态的形成机理和演化过程提供了实际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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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由于受海洋动力(主要是潮流和波浪)和河

珠江口约 300 km, 西侧距离湛江约 90 km。海岸地貌

流径流的作用, 其海底地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

属于沙坝-泻湖地貌, 如图 1 所示。由图可见, 水东湾

如涨潮三角洲、落潮三角洲及浅滩和深槽。随着海

地貌体系发展全面, 包括了涨潮三角洲、潮汐通道和

湾的开发利用, 海湾地貌形态演变的预报越来越重

落潮三角洲等地貌单元 [3]。其海湾湾口较小和沿岸输

要。对这些地貌形态的研究, 以往多采用现场观测和

沙较强的特征使得湾口东西两侧存在由沿岸流导致

历史资料收集。近些年,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进步,

的延伸至湾口的沙坝, 可在低潮时露出水面。西沙坝

采用数值模拟来研究海湾地貌形态的演变逐渐成为

从湾口以西至晏境岭, 总长约 9 km, 宽 2~3 km; 东沙

一种有效和实用的方法。Lanzoni 等 [1]采用宽度积分

坝从湾口以东至博贺, 总长约 13 km, 宽 2.4~4.4 km[4]。

的一维数值模型对海湾地形的长期演变进行了计算模

海湾纳潮面积 20~34 km2(面积随大小潮而变化)[5],

拟, 通过对比收缩型海湾和矩形海湾的水底平衡剖面,

因而有利于湾中岛等涨潮三角洲的形成。海湾通过潮

分析了海湾的收缩形态对水底平衡剖面的影响。张心

汐通道与外海相通, 潮汐通道长 7 km、宽 500~800 m、

[2]

凤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以 2003 年的地形为初始地形,

深 5~15 m。通道的两端发育有涨潮三角洲和落潮三

对黄茅海 20 a 后的地形演变进行了预报。

角洲堆积体 [6], 前者即为大洲岛, 岛的南侧和东侧各

泻 湖 型 海 湾是 一 种 广 泛存 在 的 海 湾地 貌 类 型 ,

有一条宽度为 50~160 m、深度为 2~5 m 的潮流深槽,

该类型海湾的湾口两侧常常存在沙坝或沙堤, 这使

深槽环绕湾中岛呈树状分布。落潮三角洲为湾口外

得海湾仅能通过穿越沙坝(沙堤)的潮汐通道与外海

形成的沿潮流方向的扇形泥沙堆积体 [4], 它的主体

相连, 从而导致湾内涨潮三角洲, 潮流深槽和湾外

是一宽阔平坦的细砂堆积的平台, 面积约 22 km2, 半

落潮三角洲的形成。为了研究这些海湾地貌形态的

径可达 5 km, 外缘水深小于 2 m。在波浪和潮流的作

形成机理和演化过程, 本研究以水东湾地貌形态为

用下, 落潮三角洲上存在沙嘴和沙波等次一级地貌。

模拟对象, 对湾中涨潮三角洲(大洲岛)和落潮三角
洲的形成演化过程进行了计算模拟, 所得结果与实
际地形符合, 这为进一步研究泻湖型海湾地貌的动
力过程提供了参考。

1

水东湾地貌特征
水东湾位于广东省西部电白县境内, 东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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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H 为总水深, H    h  zb , h 为静水深, zb 为水
底床面高程; f 为科氏力系数, 由于本文所研究区域
较小, 故科氏力系数不予考虑; g 为重力加速度; Cz
为谢才系数, Cz  H 1/6 / n r , nr 为曼宁系数, 曼宁系
数 nr 的一般取值范围为 0.005~0.02, 这里的取其上
限, 即 nr=0.02。
地形演变方程由水底变形质量守恒得到, 其表
达式为
(1  n p )
Fig. 1

图 1 水东湾地貌形态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Shuidong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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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q  (qx , q y ) 为泥沙体积输沙率; n p  0.4 为泥
沙孔隙率, 沙质泥沙的孔隙率一般在 0.36~0.4 左右, 对

以上水东湾地貌体系的形成涉及潮流和波浪的

于一般的天然沙质海床, 可假定泥沙孔隙率为 0.4[7]。

混合作用, 整体上以潮流作用为主。波浪作用表现为

对输沙率 q 的计算, 计算模拟分别采用了推移

在落潮三角洲区域发生破碎而引起泥沙悬移并通过

质输沙和全沙输沙两种输沙模式, 以考虑不同输沙

伴随波浪破碎而产生的沿岸流形成沿岸输沙。海湾

模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推移质输沙率的表达式取

湾内地形主要由潮汐动力控制, 而湾口两侧沙坝及

为基于能量原理的常用的表达形式 [8]:

湾外落潮三角洲除受潮流作用外还受波浪作用影
响。后者的存在可以从晏境岭附近岸段的沿岸总输
沙量达 28×104 m3 看出。这些沿岸输沙成为了潮汐通
道在没有来自泻湖的泥沙时的泥沙供给源, 所供给
的泥沙涨潮时被带入泻湖内, 落潮时被带入落潮三
角洲区域, 对三角洲泥沙沉积产生贡献。

2
2.1

2

qmu u

(5)
2

式中, u  (u, v) 为速度矢量; m 为系数, 取 0.001 s /m,
其包含泥沙颗粒大小等的影响。这一取值来自于文
献[9], 该值的合理性可通过 Meyer-Peter 和 Muller 公
式 [10]得到了解, 即在该式中忽略起动流速项(该项数值
一般很小), 则该输沙率公式可以写为公式(5)的形式
(水底摩擦系数用谢才系数表达, 曼宁系数 nr 为 0.02)。

计算模型及验证

全沙输沙率的表达式取为 [11]

计算模型

4

qs 

所采用的计算模型包括三个部分: 水动力方程、
输沙模式和地形演变方程, 三者是相互耦合的。
由于所计算的水东湾区域水深较浅, 速度沿水
深方向的变化并不大, 所以可采用二维水深平均浅
水方程来计算潮流运动, 方程的表达式为:

0.05 u u
g 0.5C z 3  2 d 50

(6)

其中, q  (qsx , qsy ) 为全沙体积输沙率; α 为常数, 取
0.25; 泥沙相对密度   (ρ s   w ) /  w ; ρs=2 650 kg/m3
为泥沙的密度; ρw 为水的密度; d50 为泥沙中值粒径,
因水东湾潮汐通道处泥沙的中值粒径为 0.10~0.15 mm,

连续方程:

湾内泥沙的中值粒径为 0.004~0.029 mm[12], 综合考

  ( Hu )  ( 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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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取 d50=0.12 mm。
以上方程的数值求解的计算区域的具体大小和

x 方向动量方程:
u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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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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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如图 1 所示, 其长为 19 km、宽为 15 km。水动
(2)

力方程的离散采用矩形交错网格, 并利用 ADI 格式
(交替方向隐式差分格式)[13] 求解, 空间步长为 Δx=

y 方向动量方程:

Δy=100 m, 时间步长为 Δt=4 s。地形演变方程采用
2

2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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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η 为水面升高; u、v 分别为流速在 x, y 方向的分

WENO 格式 [14]进行求解, 其可以考虑地形变形中可
能出现的的较陡的地形变化, 求解中空间步长取为
Δx=Δy=100 m, 时间步长取为 Δt=8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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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所以在外海边界处不考虑来沙的输入输出。

边界条件
计算的初始地形根据茂名港及其附近海区的海

图确定(1︰4 000, 船讯网电子海图软件), 但湾内地
形不包括湾中岛(该岛将在数值模拟过程中自动生
成), 见图 2。计算的实际水深值为图 2 中海图水深再
加上当地海平面水深(1.94 m)。水平二维坐标系的原
点取为计算域的左下角, 其地理坐标为 21°25′N、
110°59′E, x 轴正向为正东方向, y 轴为正北方向。

固壁边界: 海湾四周边界和潮汐通道边界以及
湾口两侧海岸的边界均设为固壁边界。
干湿边界: 湾中岛在形成的过程中边界是不断
变化的, 所以其边界处理为干湿边界, 这样可以考
虑在湾中岛形成过程中泥沙输移导致的湾中岛四周
边界不断淤积、水深不断变小、水底出水和出现干
湿边界转化的情况。干湿边界条件可以自动识别变
化的水域边界, 从而模拟对应的边界变化。
波浪条件: 本研究没有考虑波浪对区域的影响,
仅考虑了潮流对水东湾地形演化过程的作用。这是
考虑到水东湾口门区域较为狭窄, 潮汐通道内侧的
泻湖湾主要受到潮汐动力作用的影响。波浪影响主
要体现在湾口门外侧的落潮三角洲: 湾口两侧波浪
破碎产生的沿岸流及沿岸输沙会使泥沙在湾口处聚
集, 从而使落潮三角洲的淤积得到加强。由于本研究
的重点是湾内落潮三角洲的形成和演化, 所以不考
虑波浪影响不会对湾内地形演变产生显著影响, 而
仅会对湾外落潮三角洲的结果有一定影响。

2.3
图 2 水东湾计算区域及水深图
Fig. 2 Computational domain and chart depth of Shuidong
Bay

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潮流计算模型, 将图 2 中水东湾潮流

通道入口处 H 点潮位和流速的模拟结果与 H 点实际
潮位和流速值 [16]进行了对比, 如图 3 所示。由于目前

计算区域边界的边界条件包括:

还不存在湾内的潮流实测结果, 所以验证仅针对上

潮流边界条件: 计算区域左右两侧和下侧边界(东

述潮汐通道处的潮流。这一验证事实上也可以保证

西南三面)设置为潮流入射边界, 即给定潮流的潮位:

湾内的潮流流场具有可靠的精度, 因为在控制方程

  A sin t

(7)

是适用的条件下, 湾内计算结果的精度是依赖于边

式中, A 和   2π / T 分别为潮流速度幅值和频率, T 为

界入流(潮汐通道内潮流)的精度的。图 3 中实测数据

潮汐周期, 取为半潮周期, 因当地潮汐为不规则半
日潮。数值模拟中由于缺乏各分潮潮位数据, 因此采
用具有代表性的 M2 分潮进行计算, 潮流幅值采用文
献[6]中所采用的平均潮幅: A=0.88 m。
径流及来沙边界条件: 径流和来沙条件取为零,
因为海湾内陆并没有汇入水东湾的大型河流, 仅在
湾顶有四条长不足 10 km 的小溪流(旦场河、寨头河、
水东河及南海河)汇入, 但小溪流的流量均很小, 除
偶遇暴雨时有明显径流之外, 径流对水东湾的影响
可以忽略 [15] 。又由于四条小溪流所包含的泥沙量很
少, 故水东湾内陆来沙也很少。在海湾的外海水域,
水东湾海域平时海水很清澈, 一般情况下平均含沙
量为 0.008 4 kg/m3, 这导致进入海湾所在水域的泥
沙也较少, 不考虑海域供沙对计算结果影响不大,
66

Fig. 3

图 3 潮位、流速验证图
Comparison of tide level and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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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秦福寿等 [16]于 2012 年 9 月现场测量的实测数据,

影响, 通道及泻湖湾内沟槽处流速较高, 且以落潮

由图可见, 潮位和流速计算值与实测值基本吻合,

流占优势。这与实际水东湾潮流流态是一致的。根

所以可以认为本文模型具有可靠的精度。

据 2008 年实测数据显示, 潮汐通道内的涨潮、落潮的

为了考察整个海湾内的潮流结果, 图 4 给出了

最大流速分别为 0.6 m/s 和 0.9 m/s[6], 图 4 中计算的最

水东湾涨、落急流速分布图。由图可见, 湾内潮流运

大涨潮流速为 0.62 m/s, 最大落潮流速为 0.87 m/s, 与

动呈现典型的往复流态, 潮汐通道口受两岸束流的

上述实际的潮流流速最大值和最小值一致。

Fig. 4

图 4 水东湾潮流流场模拟结果
Numerical results of the velocity field

注: a. 涨急流场; b. 落急流场
Note: a. moment for maximum flooding current; b. moment for maximum ebb current

3

立的小岛。5~15 a 为湾中岛成长发展阶段, 两个小岛

水东湾计算模拟结果

的面积逐渐相连而形成一个较大面积的湾中岛, 由

由上述图 4 中结果也可见, 潮流进入湾内后涨

表 1 可见其增长率最大可达 0.066 km2/a; 15~20 a 是岛

潮流随着湾内水域的扩大而流速逐渐变小, 在湾内

的发展成熟阶段, 增长率变小(0.054 km2/a, 见表 1),

出现分叉, 使得一部分潮流沿潮汐通道由西北向西

到 20 a 时刻已经达到了稳定期(增长率接近于零), 最

偏转, 然后流向湾顶; 另一部分潮流沿潮汐通道绕

终形成了一个长 1.7 km、宽 0.5 km 的条形湾中岛。

开大洲岛后再向西北偏转流向湾顶, 这一流动特征

为 了 将 以 上结 果 与 实 际的 湾 内 地 形进 行 对 比 ,

导致了分叉之处泥沙随着水流速度的减小而产生淤

图 6 给出了水东湾实际地形图。将两者对比可见, 图

积, 导致湾中岛(大洲岛)的形成。本节给出采用方程

5 中 20 a 湾中岛的位置与实际的大洲岛的位置基本一

(1)~(6)所得到的该湾中岛形成和演化的数值模拟结

致, 长度也与实际湾中岛的基本一致(前者为 1.7 km,

果。为了考虑不同输沙成分(推移质和悬移质)的影响,

后者为 1.4 km), 但宽度比实际的要小(前者为 0.5 km,

模拟分别采用了全沙输沙(6)和推移质输沙(5)两种不

后者为 1 km), 导致整个岛的面积比实际的要小。

同的输沙模式, 通过分析这两种输沙模式对应的地

3.2

形演变可以看出不同输沙成分的贡献。另外, 计算的
初始地形取为将湾中岛去掉后的水东湾地形, 以便
研究湾中岛由无到有的成长过程, 见图 5a。

3.1

全沙输沙模式的结果

推移质输沙模式的结果
图 7 给出了采用推移质输沙模式(5)所得到的 5

a、15 a 和 25 a 演变时间的水东湾地形结果, 对应的
湾中岛的面积和增长率由表 1 列出。由图可见, 该输
沙模式所得到的湾中岛的总的发展进程与上述全沙

图 5 给出了采用全沙输沙公式(6)所得到的 5 a、

模式的类似, 但在具体细节上存在差别。为了说明这

15 a 和 20 a 演变时间的水东湾地形结果, 对应的湾

一差别, 图 8 给出了岛面积的局部图, 该图为两种输

中岛的面积和增长率由表 1 列出。由图可见, 5 a 的

沙模式所对应的不同年份的湾中岛的 0 m 等深线图。

模拟结果对应湾中岛初始的形态, 该形状为两个独

同时由表 1 给出了对应的岛的形状、位置、大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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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图 5 从初始到 20 a 水东湾地形模拟结果(全沙输沙模式)
Evolution of the topography of Shuidong Bay for 5, 15, and 20 years

表 1 水东湾几何参数及增长率模拟结果
Tab. 1 Numerical results of the geographical parameters and growth rate of Shuidong Bay
长度/km

面积/km2

宽度/km

5 年平均增长率/(km2/a)

全沙输沙

推移质输沙

全沙输沙

推移质输沙

全沙输沙

推移质输沙

全沙输沙

推移质输沙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0.066

0.026

5a

0.95

0.28

0.27

0.15

0.1

0.06

10 a

1.92

0.51

0.37

0.42

0.43

0.19

15 a

1.41

0.62

0.42

0.55

0.56

0.24

0.026

0.01

20 a

1.73

0.83

0.6

0.61

0.83

0.45

0.054

0.042

25 a

1.73

1.05

0.61

0.72

0.85

0.76

0.004

0.062

增长率随模拟时间的变化。由该图和表可以看出: ①形

沙输沙模式得到的要小, 5 a、10 a、15 a、20 a、25 a

状方面。全沙模式得到的岛的形状为西北向东南伸

岛的面积分别为后者的 60.0%、44.2%、42.9%、

展的条形(10 a 后), 而推移质模式得到的形状为近似

54.2%、89.4%; ④增长率方面。除 25 a 外, 推移质输

的三角形或矩形(10 a 后); ②位置方面。全沙模式得

沙模式的岛的增长率要比全沙模式的小: 10 a、15 a、

到的湾中岛的中心位于 x=5.45 km, 而推移质模式得

20 a 岛的增长率分别为后者的 39.4%、38.5%、77.8%。

到的湾中岛中心位于 x=5.92 km, 二者相差约 0.47 km;

这导致该输沙模式的湾中岛达到稳定形态所需要的时

③大小方面。推移质输沙模式得到的岛的面积比全

间比全沙输沙模式的要长(前者为 25 a, 后者为 2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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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及增长率要大, 且能更快的达到稳定时刻, 另外
也使得输沙的空间分布出现差别, 即导致了全沙输
沙模式所得到的岛的形状呈现出沿潮流方向的伸展
(可由图 8 中潮流场速度矢量分布看出), 呈现长条形
状; 而没有考虑悬移质输沙的推移质输沙模式所导
致的泥沙淤积更为集中于围绕岛中心点的区域, 岛
的发展围绕岛中心点向四周扩张, 而不是沿潮流方
向伸展, 最终近似于矩形。将图 8 中计算所得湾中岛
形状与图 1 中实际湾中岛的形状对比可见, 推移质
输沙率对应的矩形湾中岛形状与实际岛的形状更为
接 近 , 只 是面 积 要比 实际 的 岛的 面积 要 小 (实际约
图 6 水东湾实际地形平面图
Fig. 6 Present topography of Shuidong Bay

1.25 km2, 而图 8 中推移质输沙模式 25 a 的面积
0.76 km2)。注意到, 采用全沙输沙模式所得到的岛的
面积(0.85 km2)也小于实际值, 可知产生这一差别的

造成以上差别的原因是全沙模式同时考虑了推移质

原因是由于本模拟中的形成湾中岛的泥沙来源完全

和悬移质, 而推移质模式仅仅考虑了推移质输沙。由

来自于湾内地形冲刷, 而实际湾中岛的形成可能还

于悬移质输沙的加入使得全沙模式对应的湾中岛的

有来自于岛外泥沙的贡献, 如风暴潮导致的泥沙在

发展速度变快, 所以全沙模式前期所得到的岛的面

岛内的泥沙淤积。由此可见, 采用全沙输沙模式和

Fig. 7

图 7 从初始到 25 a 水东湾地形模拟结果(推移质输沙模式)
Evolution of the topography of Shuidong Bay for 5, 15, and 2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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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图 8 湾中岛不同年份等深线图
Contour map of Wanzhong Island for different years

注: a. 全沙输沙模式; b. 推移质输沙模式
Note: a. total load sand transport model; b. bed load sand transport model

采用推移质输沙模式所得到的岛的模拟结果各有其

悬移质贡献小的另一解释可以归因为湾内悬移

优缺点, 前者在面积大小上与实际岛的接近, 而后

质含沙量很小, 不足以形成导致泥沙大量沉积的环

者在形状上与实际岛的接近。产生这些差别的原因

境条件, 其原因之一是由于水东湾外海海域水体平

是由于目前的输沙率公式还属于半经验公式, 其还

时比较清澈, 含沙量较低, 因而通常海况情况下潮

不能够精确的表达实际海洋中复杂的输沙情况。

流携带入湾内的泥沙量很少。

4

由于计算中没有考虑径流, 所以不存在径流的

讨论

贡献。这一处理也是与实际情况符合的, 因为该湾内

上一节计算模拟给出了两种不同模式下水东湾
的地形演变特征, 即涨潮三角洲的形成演变趋势,
这里将对两种模拟过程做进一步的分析。

4.1

涨潮三角洲模拟分析

无大河注入。

4.2

落潮三角洲模拟分析
由图 5 和图 7 中的落潮三角洲的模拟结果可见,

落潮三角洲面积是不断向离岸方向伸展的, 外侧轮

对比两种计算模式不难发现, 全沙输沙模式和

廓线呈不断扩张形态, 与之相伴随的是三角洲的高

推移质输沙模式状态下, 水东湾泻湖内均形成了一

度 也 在 不 断 减 小 (由 于 三 角 洲 总 体 体 积 增 长 不 大 ),

个独立的湾中岛。注意到两种模式均包含了推移质

逐渐形成了扁平状的扇叶形三角洲。产生这一演化

的影响, 这表明水东湾泻湖内涨潮三角洲形成的主

形态的原因是由于三角洲所在海域的落潮潮流流速

要贡献是来自于推移质泥沙, 本计算也曾考虑过单

大于涨潮潮流流速(图 4), 使得口门处的泥沙在落潮

独由悬沙所引起的湾内泥沙淤积, 即通过求解悬沙

潮流携带下, 不断往离岸方向发展, 导致三角洲的

输移方程得到泥沙含沙量, 然后通过计算该含沙量

面积不断扩大。本模拟仅考虑潮流作用, 没有考虑波

所产生的悬移质输沙率来计算湾内地形的冲刷和淤

浪的影响, 而后者会产生沿岸流和沿岸输沙, 从而

积, 但结果表明仅考虑悬移质并不能够导致湾中岛

为口门处淤积提供沙源。所以, 本文以上落潮三角洲

的形成, 其原因是悬移质泥沙虽然被带入湾内, 但

演化模拟结果比实际的落潮三角洲高程要低。另一

因为落潮流速大于涨潮流速, 其会随着涨落潮再次

个原因是, 本模拟计算对落潮三角洲的初始地形取

输出到湾外。这也是湾口外落潮三角洲形成的泥沙

为了当前的落潮三角洲的地形, 这是因为没能找到

来源。以上结果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推移质是形成湾

在此之前的落潮三角洲的地形来作为本模拟的初始

中岛的主要贡献而不是悬移质。

地形, 这样所给出的落潮三角洲地形演化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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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 25 a 内的地形变化趋势, 即给出的是对今后发

[4]

展态势的预报。

5

结论
本文数值模拟了水东湾涨潮三角洲和落潮三角

[5]

洲地貌形态的产生和演变过程, 模拟采用潮流和水
底地形演变耦合计算模型, 特别是再现了湾中岛(大
洲岛)的形成过程, 所得研究结论如下:
模拟中湾中岛是由于涨潮流携带泥沙在湾内不
断淤积而形成的, 这与该岛实际形成的物理过程符

[6]

合。模拟所得到的湾中岛的面积要比实际的小, 原因
可能是实际湾中岛的形成包含更多的泥沙来源, 这
些来源在数值模拟中还没有全面考虑到。计算中考
虑了全沙、单独推移质的两种输沙模型, 结果表明全

[7]

沙模型能够得到较大面积的湾中岛, 这是由于全沙
模型中包含了悬沙输沙的贡献, 说明悬移质在湾中
岛沉积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贡献。但推移质对湾中

[8]

2009.

岛形成的贡献是主要的, 这从单纯推移质输沙所产

Zou Zhili. Coastal Hydrodynamics[M]. Beijing: China

生的湾中岛面积也具有较大值看出, 特别是其形成
的岛的形状是与实际岛的形状接近(比全沙的长条形
岛更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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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Shuidong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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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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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n island in a lagoon-type bay, the coupling model of horizontal
2-D tidal current, sediment transport, and terrain evolution is adopted to reproduce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Shuidong Bay and the focus is 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Dazhou Island in Shuidong Bay.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topography. Two models of sediment transport, i.e., total load and bed load
sand transport models, are considered. The simulation shows that Dazhou Island in Shuidong Bay is formed by the
continuous deposition of silts in the lago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ising tide and is a geomorphic form of flood tide
delta. The total load sediment transport model is more suitable for simulating the terrain evolution process than the
bed load sediment transport model.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general bay morphology through numerical simulation.
(本文编辑: 李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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