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遥感反演的海阳海域悬浮泥沙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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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用 2004—2017 年不同时期的 Landsat ETM+/OLI 影像, 利用 2014 年海阳核电站附近实测数据
建立该区域表层悬浮泥沙质量浓度的多组反演模型, 对比分析悬浮泥沙的时空分布特点。结果表明,
研究区内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冬季高于夏季, 其分布受河流输沙和海洋动力条件的双重影响, 丁字河口
为悬浮泥沙的重要供应来源。研究区内高质量浓度悬浮泥沙占比在海岸工程施工时期有升高现象。海
岸工程建设对邻近海域悬浮泥沙的分布会产生影响, 利用遥感技术反演海阳市邻近海域悬浮泥沙质量
浓度可以反映人类海岸工程活动的影响。遥感技术监测悬浮泥沙的时空分布特点可以揭示环境的变迁,
为众多海岸工程的建设提供数据支持和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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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水域的潮汐、风浪共同作用以及海岸带人

悬浮泥沙质量浓度规律 [11] 。利用实测数据在华南地

类活动会使得悬浮泥沙发生动态变化。悬浮泥沙作

区建立的悬浮泥沙反演模型的研究表明, 利用

为重要的水质参数, 在河口与近岸海域的分布状况

Landsat 的 OLI 影像数据的红外和近红外波段对数比

和动态变化不仅影响水质及水体的光学特性, 同时

值模型反演效果比较好 [12]。Dorji[13]将过去 10 年的

也影响了水体的生态条件和河口、海岸等的冲淤变

MODIS 的多种悬浮泥沙反演模型应用于不同浑浊度

[1]

的水体, 定量对比后指出, 一些高效的反演模型应

化过程 。
山东省海阳市近年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故对海

用到新的水体中产生的误差极大, 说明要根据研究

阳市近岸水体悬浮泥沙的监测十分重要。遥感技术

特点需要建立新的反演模型。在后续的发展中, 有关

因具有覆盖面大、同步性和连续性好、信息丰富等

学者利用离水辐射率以及悬浮泥沙粒径进一步构建

特点, 可以快速监测河口悬浮泥沙质量浓度、直观揭

了遥感反演悬浮泥沙的新算法 [14] 。遥感反演悬浮泥

示大面积水域表层含沙量分布状况和动态变化。

沙相关的算法通常是特定于站点的, 或者是在一个

国内外许多研究人员在不同区域利用遥感技术
监测悬浮泥沙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2-4]

。大型桥梁

之类的海岸工程会影响悬浮泥沙的输运和再悬浮现

相对狭窄的集中范围内开发的, 广泛范围之内不宜
适用, 目前研究的趋势是整合各个地区的特点, 建
立一套适用性更广的反演体系 [15]。 

象, 对悬浮泥沙的分布产生一定的影响[5]。Hariyanto[6]
使用多种卫星数据对博龙河的河口环境变化进行监
测, 表明大量的淤泥抛入河中导致了河口及海岸带
的沉降现象。陈军 [7]在渤海海域的利用分裂窗模型对
MODIS 数据分析, 结果表明采用该模型分析悬浮泥
沙的质量浓度分布, 对大气校正的要求比较小。
Landsat 系列陆地卫星的 ETM+影像数据以及 OLI 影
像数据的光谱反射率和水体的表层悬浮泥沙质量浓
度有很好的关联性 [8-10]。Landsat 系列陆地卫星由于
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 更容易凸显研究区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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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工作对小区域的水体环境研究较少。本

研究区位于海阳市南侧海阳港周边的近岸海域,

文利用 2014 年夏冬两季的实测悬浮泥沙数据, 通过

属于规则半日潮类型。海流实测结果表明, 该海域海

卫星同期过境影像建立悬浮泥沙的反演模型, 定量

流为近东西向的往复流。研究区地处北温带, 属大陆性

分析不同时相卫星数据悬浮泥沙的输移特征, 综合

海洋季风气候区; 冬季多偏北风, 夏季多偏南风 [16]。

分析海阳市近岸水体表层悬浮泥沙质量浓度的时空

研究区地理位置见图 1。

分布特征, 探讨悬浮泥沙的变化特点。

1
1.1

数据及研究方法

1.2

野外实测数据
本文选取的实测数据为 2014 年 7 月 14 日、2014

研究区概况

年 12 月 29 日以及 2015 年 1 月 6 日在海阳核电站附

山东省海阳市位于胶东半岛南岸, 濒临黄海,

近海域测量的悬浮泥沙数据(站点见图 1)。本次实测

其东北为乳山口, 西南为丁字河口。海阳港现有港区

选取了 12 个采样点, 每小时采取表层水样一次。采

建设于海阳市凤城镇南侧突出的老龙头基岩岬角之

样使用卡盖式采样器获取水样, 样品采回后抽滤,

上。海阳核电站建设于位于海阳市邵家庄村南, 地处

滤膜孔径为 0.45 m。含沙量的测定采用重量法测定,

三面环海的岬角东端。

根据抽滤前后滤膜质量的变化得出质量浓度(mg/L)。

Fig. 1

1.3

图 1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采样点分布
Location of study area and sampling point diagram

潮周期)作样条插值模型, 选取 10 时 29 分的数据和

悬浮泥沙反演算法
近岸二类水体光学成分复杂, 不同河口海域水

影像建立反演模型。同理, 冬季建模选取的影像数据

体的固有光学特性存在明显差异, 针对特定海区需

为 2015 年 1 月 6 日(Landsat7ETM+影像数据)和 2014

要建立相应的模式。研究区共有 12 个采样点, 本文

年 12 月 29 日(Landsat8OLI 影像数据)。冬季的两次

选取了 S4 与 S6 为验证点, 使用其余 10 个站位的数

建模也利用卫星过境当天多个时刻的实测数据建立

据构建模型。

起的样条插值模型, 选取所对应的卫星过境时刻数

本文利用卫星过境时的同步实测数据建立波段回

据和影像建立反演模型。

归方程与悬浮泥沙的关系。因夏季建模(Landsat7ETM+

根据逐步回归分析, 利用相关波段建立的回归模

影像数据)选取影像的卫星过境时刻为 2014 年 7 月

型与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具有较好的反演关系(表 1)。

14 日 10 时 29 分(GTM+8), 故利用 2014 年 7 月 14

逐步回归是一种线性回归模型自变量选择方法,

日 4 时—2014 年 7 月 14 日 15 时各点数据(覆盖一个

其基本思想是将变量逐个引入, 每引入一个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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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对已入选回归模型的老变量逐个进行检验, 将

变量对因变量都是显著的。本文利用该方法将实测

经检验认为不显著的变量删除, 以保证所得自变量

泥沙质量浓度作为因变量, 遥感影像的各个波段反

子集中每一个变量都是显著的。此过程经过若干步

射率作为自变量导入, 筛选显著变量建立线性回归

直到不能再引入新变量为止。这时回归模型中所有

模型。

表 1 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反演模型统计量
Tab. 1 Model statistics of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nversion
r2

P

0.75

0.008

建模影像

卫星过境月份

反演模型

ETM+影像

6—9 月(夏)

C=288.4RETM+2+690.5RETM+3–1051.4RETM+4–21.2

ETM+影像

12—2 月(冬)

C=507.2RETM+2+1998.1RETM+3–1219.4RETM+4–72.5

0.65

0.01

OLI 影像

11—1 月(冬)

C=3004.1ROLI1–3987.4ROLI2+989.7ROLI4+41.5

0.79

0.004

注: C 为悬浮泥沙质量浓度, 单位为 mg/L, RETM+n 分别代表 ETM+数据的第 n 波段反射率, ROLIn 分别代表 OLI 影像的第 n 波段反射率。

根据以往经验, Landsat7ETM+影像的 b2(0.525~
0.605 μm)、b3(0.630~0.690 μm)和 b4(0.775~0.900 μm)
[17]

(表 2), 反演精度(100%减去平均相对误差)较高, 证
明 3 种模型可满足实际需求。

。Landsat8OLI 影像

由于冬季研究区大气成分发生变化, 且悬浮泥

的 b1(0.433~0.453 μm), b2(0.450~0.515 μm), b4(0.630~

沙质量浓度增大, 故利用冬季数据建立新的悬浮泥

波段是悬浮泥沙反演的敏感波段

0.680 μm)波段是悬浮泥沙反演的敏感波段

[18-19]

。逐

沙反演模型。由表 1、表 2 可知, ETM+影像在冬季反

步回归分析方法自动选取了以上波段, 与以往的研

演效果与 OLI 影像相比误差更大, 故从 2013 年起冬
季反演模型使用 OLI 影像反演模型。ETM+影像夏季

究相符。
选取取样点 S4、S6 的实测数据, 结合各个模型
建立时相对应的反演影像对反演模型进行精度分析

反演模型精度大于 80%, 且模型建立影像过境时间
与实测数据同步, 反演效果好于 OLI 影像数据。

表 2 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反演模型精度分析
Tab. 2 Accuracy analysis of inversion model of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反演模型
ETM+影像(夏)
ETM+影像(冬)
OLI 影像(冬)

取样点

质量浓度/(mg/L)
实测

反演

绝对误差/(mg/L)

相对误差/%

S4

12.308

14.055

1.747

14.2

S6

8.568

6.769

1.799

21.0

S4

13.214

15.117

1.903

14.4

S6

7.968

10.469

2.501

31.4

S4

13.455

14.679

1.224

9.1

S6

8.263

9.791

1.528

18.5

平均相对误差/%

反演精度/%

17.6

82.4

22.9

77.1

13.8

86.2

通过图 2 的对比可以看出, Landsat7 ETM+影像

域的 Landsat ETM+/OLI 景象 28 景。其中 13 景代表

数据(2015 年 1 月 6 日)反演结果与 Landsat8 OLI 影

研究区夏季(6—9 月)状况, 14 景代表研究区冬季

像数据(2014 年 12 月 29 日)反演结果所表现的悬浮

(11—2 月)状况。由于 2010 年夏季图像云量过大, 故

泥沙空间分布相似, 高浓度悬浮泥沙由丁字河口向

采用 2010 年 4 月 30 日卫星过境影像。对甄选出的

西南方向扩散。对两组数据进行空间相关性计算可

冬夏两季的遥感影像分别利用相应季节的反演模式

得, 两组数据的相关性高达 86.18%, 证明两个冬季的

进行悬浮泥沙浓度场的定量反演。具体卫星数据过

两种不同的反演模型在反演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分布

境时间、成像时刻的潮汐状况(对应乳山口)以及风向

扩散特征中具有相似性, 可以用作年际变化的对比。

风力(依据海阳市天气记录)见表 3。

1.4

2 结果与分析

卫星影像数据选取
本文根据影像质量(云量小于 30%)和成像时的

在对数据处理过程中, 本文利用多影像局部自

潮汐状态、气象状况(无异常天气), 选取覆盖研究区

适应回归分析模型对 ETM+影像进行了条带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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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图 2 冬季不同反演模型对比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inversion models in winter

表 3 研究区卫星数据成像时刻(北京时间)潮汐状况与风向风力
Tab. 3 Research-area satellite data imaging moment (GTM+8) of tidal and wind conditions

58

传感器类型

成像时刻/(年-月-日 T 时:分)

潮期

潮汐状态

风向

风力/级

ETM+

2004-08-19 T10:23

中潮期

退潮

东南

3

ETM+

2005-01-10 T10:27

大潮期

涨潮

西北

3

ETM+

2005-08-22 T10:29

大潮期

低潮期

南

2

ETM+

2006-02-14 T10:26

大潮期

低潮期

西南

3

ETM+

2006-09-10 T10:26

大潮期

低潮期

北

3

ETM+

2007-02-01 T10:25

中潮期

涨潮中期

西北

4

ETM+

2007-07-27 T10:28

中潮期

涨潮中期

东南

3

ETM+

2008-01-03 T10:21

小潮期

高潮期

西南

4

ETM+

2008-07-29 T10:28

小潮期

涨潮

东南

3

ETM+

2009-01-21 T10:29

小潮期

涨潮

北

3

ETM+

2009-08-01 T10:26

小潮期

退潮

南

2

ETM+

2009-12-23 T10:24

中潮期

退潮

西北

4

ETM+

2010-04-30 T10:27

小潮期

涨潮

南

2

ETM+

2010-12-10 T10:24

中潮期

退潮

西北

4

ETM+

2011-08-23 T10:29

小潮期

退潮

东北

4

ETM+

2012-01-04 T10:28

小潮期

涨潮

西北

5

ETM+

2012-09-10 T10:29

小潮期

高潮期

北

3

ETM+

2012-12-31 T10:24

中潮期

退潮

西北

4

ETM+

2013-06-09 T10:26

大潮期

低潮期

东南

3

OLI

2014-01-27 T10:37

小潮期

涨潮

西南

5

ETM+

2014-07-14 T10:29

大潮期

低潮期

西南

4

OLI

2014-12-29 T10:35

中潮期

退潮中期

西南

4

ETM+

2015-08-02 T10:24

大潮期

低潮期

西南

3

OLI

2015-11-30 T10:36

中潮期

退潮

北

4

ETM+

2016-06-07 T10:22

大潮期

低潮期

南

2

OLI

2017-01-03 T10:36

中潮期

退潮中期

西南

3

ETM+

2017-08-07 T10:23

中潮期

涨潮中期

北

3

OLI

2017-12-31 T10:32

中潮期

涨潮中期

西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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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影像经辐射定标、几何纠正、大气校正和感兴

乳山口区域。因潮汐状况的影响, 低潮状态时高质量

趣区裁剪等过程进行预处理, 得到经太阳高度角校

浓度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呈扇形分布的现象更为明显,

正的遥感反射率(Rrs)数据。辐射校正根据数据头文

此处发生堆积的河流带来的泥沙 [20], 在潮汐的作用

件提供的 gains 和 offsets 数据将相应的波段转换为大

下发生再悬浮现象。高潮状态时, 在潮汐作用下, 悬

气顶层辐亮度数据。几何校正利用研究区大比例尺

浮泥沙的扩散较为缓慢, 丁字河口处的再悬浮泥沙

地形图, 大气校正采用 ENVI 软件 Fast Line-of-sight
Atmospheric Analysis of Spectral Hypercube(FLAASH)
大气校正模块。预处理过程结束后, 利用反演模型将

沿岸线东向运移。涨落时期, 近岸浅海底质细颗粒沉

数据可视化为质量浓度分布图。

质量浓度较高, 海岸工程建设对其分布的影响减弱。

2.1

积物被风浪等外力作用搅起并随潮流向外海运移,
随后流速减缓而落淤 [21] 。在冬季由于整体悬浮泥沙
冬季研究区盛行西北风, 且受到黄海沿岸流的

悬浮泥沙质量浓度空间分布特征
研究区夏季遥感反演悬浮泥沙质量浓度见图 3。

就空间分布而言, 研究区近岸海域(水深<10 m)悬浮
泥沙质量浓度比较高, 浓度最高处出现丁字河口。悬

部分影响 [22]。在盛行风和沿岸流的影响下, 研究区的
悬浮泥沙有向西南输运的趋势, 西南部高质量浓度
悬浮泥沙水体分布范围大, 东北部悬浮泥沙的高质

浮泥沙质量浓度由近岸向海区呈阶梯状递减。结合

量浓度海区范围较小。

不同潮汐状态, 在靠近岸线的区域, 大潮期悬浮体

2.2

平均质量浓度高于小潮期。低潮状态下悬浮泥沙的
高质量浓度区域(悬浮泥沙质量浓度>12 mg/L 为夏
季研究区相对的高质量浓度区域)明显增大, 高质量
浓度悬浮泥沙从丁字河口沿岸线向东北方向运移。
因潮汐状况的影响, 低潮状态时悬浮泥沙质量浓度
由岸向海阶梯递减的现象更为明显, 即在靠近岸线
的海区, 悬浮泥沙质量浓度较高, 而随着与岸线距
离的增大, 水深的增加, 悬浮泥沙质量浓度显著下
降。高潮状态下悬浮泥沙的高浓度区域减少, 丁字河
口区域仍是悬浮泥沙质量浓度最高的海域。涨潮与
退潮时期, 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分布的变化趋势减弱,
由岸向海悬浮泥沙质量浓度递减的现象不再明显。
低潮状态下, 以海阳港和核电站工程所在地为
悬浮泥沙高质量浓度核心, 呈扇形向外扩展。根据数
值模拟分析, 研究区海域涨潮时潮流为由东往西流,
退潮时为由西往东流 [16], 受潮流的影响, 悬浮泥沙
分布发生向西或向东的偏移。
研究区冬季遥感反演悬浮泥沙质量浓度见图 4。

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年际变化特征
为 了 突 出 悬浮 泥 沙 质 量浓 度 年 际 变化 的 特 点 ,

现将研究区水体按悬浮泥沙质量浓度由高到低简化
为 3 个类别。夏季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在 12 mg/L 以上
为较高含沙水体, 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在 6~12 mg/L
为中等含沙水体, 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在 0~6 mg/L 为
较低含沙水体。
由图 5 可以看出较高含沙水体所占各年份对应
的反演图像百分比在 2010 年之前略有起伏, 除 2006
年百分比增大外, 总体保持稳定, 2010 年急速上升,
后在 2012—2015 年持续上升, 2016、2017 年开始下
降。在 2006 年夏季与 2010—2015 年的时间里, 研究
区悬浮泥沙质量浓度显著升高。
将冬季研究区水体按悬浮泥沙质量浓度由高到
低划分为 3 个类。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在 30 mg/L 以上
为较高含沙水体, 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在 18~30 mg/L
为中等含沙水体, 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在 0~18 mg/L
为较低含沙水体。

与夏季相比, 研究区冬季悬浮泥沙质量浓度明显增

由图 5 可以看出冬季较高含沙水体所占各年份

大, 其空间分布与夏季相同, 研究区近岸海域(水深<

对应的反演图像百分比在 2005 年和 2010 年达到了

10 m)悬浮泥沙质量浓度比较高。悬浮泥沙质量浓度

两个峰值, 远高于同类潮期状况下的其他年份。中等

由近岸向海区递减, 与夏季相比, 浓度变化梯度较

含沙水体所占百分比同样在 2005 年达到了一个峰值,

小。由于冬季径流和输沙量的减少, 高质量浓度悬浮

后在 2010—2015 年内持续上升。表明在 2005 冬季

泥沙(悬浮泥沙质量浓度>30 mg/L 为研究区冬季相

与 2010—2015 年的时间里, 研究区悬浮泥沙质量浓

对的高质量浓度区域)在丁字河口呈扇形分布。在乳

度显著升高。冬季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年际变化的所

山口海域也出现高质量浓度悬浮泥沙水体。

表明的升高年份与夏季的研究结果相同。海阳港一

结合不同影像成像时的潮汐状态, 低潮状态下
悬浮泥沙的高质量浓度区域明显集中于丁字河口与

期扩建工程于 2005 年 9 月开始, 2007 年 4 月完工; 海
阳核电站施工于 2009 年 12 月开始, 2015 年 8 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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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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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区夏季遥感反演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分布
Distributions of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n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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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研究区冬季遥感反演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分布图
Fig. 4 Distributions of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n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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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图 5 各类含沙水体所占图像百分比年际变化
Annual changes in the percentage of all kinds of sandy water

上述资料与夏季反演结果的年际变化(2005 年冬至

内夏季悬浮泥沙质量浓度普遍高于冬季。而在本文

2006 年 夏 高 质 量 浓 度 悬 浮 泥 沙 所 占 百 分 比 增 高 ,

的研究区中, 存在丁字河口且该河口为重要的泥沙

2010—2015 年夏高质量浓度悬浮泥沙所占百分比增

供应来源, 但本文的研究表明研究区内悬浮泥沙质

高 )相吻合 ; 而在冬季 , 由于研究区盛行风的影响 ,

量浓度夏季明显低于冬季, 对此我们展开了分析。

悬浮泥沙的扩散范围增大, 同期较高含沙水体含量

据实地观测数据可知, 丁字河口湾内水深较浅,

未有显著增加, 但中等含沙水体所占百分比均明显

有多条河流汇入, 湾内泥沙来源以河流输沙等陆源

增多。冬夏两季多年的对比表明海岸工程施工抛沙疏

物质为主, 一部分泥沙从湾内随退潮流流出进入湾

浚对区域的悬浮泥沙质量浓度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口附近海域。丁字湾内主要为东南-西北向的往复流,

在工程施工结束后, 较高含沙水体和中等含沙水

浪、流向近岸区传递, 在岸滩浅海区和湾口受拦门沙

体所占各年份对应的反演图像百分比呈现下降趋势,

或沙坝的阻挡, 波浪破碎, 风浪对海底沉积物的再

研究区内水体含沙量降低, 表明工程未对研究区环境

悬浮作用使海水中悬浮体含量明显增加。据海阳市

造成持久的影响, 海区具有良好的自我调节功能。

气象统计资料表明, 研究区冬季平均风速较大, 大

3

于 3.0 m/s, 风向多为偏北风; 夏季平均风速较小,

讨论

风向多为偏南风。冬季北向风浪对海底沉积物的作

本区泥沙的扩散和输运主要受波浪、潮流、风

用使海水中悬浮体含量明显增加。故研究区悬浮泥

和河流输沙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以下我们主要通

沙供应受泥沙再悬浮的影响较大。同时海岸的岬角

过泥沙供应的影响和海洋动力的影响两大方面进一

侵蚀来沙、滨外沙坝和外海来沙及人工堆积物等也

步讨论研究区的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变化和分布特征。

是该海域重要的泥沙来源。

3.1

3.2

泥沙供应的影响

海洋动力的影响

河口附近海域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受河口泥沙输

研究区潮流整体运动为东西向的往复流态, 潮

送影响较大, 受季节降水变化影响, 河口附近海域

流运动方向与岸线走向基本一致, 涨潮流指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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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潮流指向东。近岸带泥沙运动可分为横向和纵向
两个方向的分量, 前者垂直于海岸方向, 后者平行

[4]

于海岸。在波浪的侵蚀、搬运和堆积作用下, 最终使
水下岸坡上的组成物质从发生位移到只发生振荡运
动而并不改变原有位置, 形成海岸均衡剖面。故在波
浪的作用下, 其侵蚀和堆积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而
沿岸输沙则是影响悬浮泥沙输运的主要因素。沿岸
输沙主要发生在破波带内, 破波及破波产生的沿岸

[5]

流是沿岸输沙的主要动力 [23] 。研究区悬浮泥沙输运
的总体趋势从西向东, 使得高质量浓度悬浮泥沙平
行岸线分布, 其扩散趋势与潮流方向一致, 提高了
[6]

研究区悬浮泥沙的质量浓度。
乳山口区域的悬浮泥沙, 在海流影响下向南部
输运, 对研究区海岸附近海域的影响较弱。

4

结论

[7]

1) 使用多波段逐步回归分析, 根据卫星同步过
境数据建立多种反演模型研究研究区表层悬浮泥沙
质量浓度, 证明该方法在研究区有效。
2) 研究区内悬浮泥沙分布受河流输沙和海洋动

[8]

力条件的影响, 整体悬浮泥沙质量浓度分布随水深
的增加而降低。海阳港和海阳核电站工程施工时增
大了悬浮泥沙的质量浓度, 但未造成持久影响。
3) 丁字 河口为 研究 区悬浮 泥沙 的重要 供应来
源。在冬季盛行风的影响下, 丁字河口的泥沙发生再

[9]

悬浮现象随潮流输运, 提高了研究区冬季悬浮泥沙
的整体质量浓度。
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采集同步光谱数据来优化
该区域的反演模式。同时可以结合多方因素, 建立水

[10]

动力模型来进一步细化分析研究区悬浮泥沙的时空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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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using data measured near the Haiyang Nuclear Power Station in 2014, we built multiple
inversion models of the surface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Based on these inversion models, we chose several sets of Landsat ETM+/OLI images during the 2004–2017 perio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suspended sedi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 in
the study area is higher in winter than in summer, and its distribution is affected by both river sediment transport
and the dynamic marine conditions. The Dingzi Estuary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suspended sediment. 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in the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timeline in the study area. In the long term, the use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to solve inverse problems of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s can reflect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sea area and the impacts of human engineering
activities on the coast. Thus, we can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provide data support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ny coast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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