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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黄河下游河道断流所造成的经济、环境、生态等重大损失和危害, 认为断流不仅仅

是一种水资源匮乏或流域系统内水资源分配不均的简单现象, 而是一种严重的灾害, 防治断流灾

害是治理黄河的一项重要内容。着重分析了黄河下游河道断流的灾害特点及基本规律, 评述了黄

河下游河道断流的研究现状, 提出了今后应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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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是自然界或人为造成的一种使人类社会受到重大损失的现象。黄河下游河道连年断流

就是一种灾害过程, 不仅使下游两岸地区国民经济遭受了重大损失, 严重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

的总体布局, 而且, 还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以及使河道泥沙淤积进一步增加, 加

剧了洪水灾害。

因而, 将断流仅仅作为一种水资源匮乏或流域系统内水资源分配不均的简单现象显然是不

够的, 应将其视为一种严重的灾害; 同时, 不仅应看到黄河断流在当前对国民经济、生态环境、

土地资源等所造成的影响, 更应充分意识到其对两岸地区生态环境等所带来的长久性危害。防

治断流灾害是治理黄河的重要内容之一。对黄河下游河道断流所形成的灾害问题进行研究, 不

仅对全面制定治黄策略是十分必要的, 也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1　黄河下游河道断流的灾害特点

据历史记载, 在公元309年、1372年和 1640年黄河均曾发生过断流, 给沿黄下游地区带来

了 “流亡载道和人相食”的悲惨情景。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和气候的波动, 近年来断流频

繁发生, 自 1972年至 1998年的 27年中有 21年发生断流, 其中 1991～1998年连年断流, 而且,

断流历时、长度、频次均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表 1)。

黄河断流一般从 4月份开始, 断流时间主要集中于 5～7月。进入 90年代, 断流最早发生

时间提前到 2月份, 如 1997年黄河下游利津河段 2月 7日就发生首次断流, 而且在主汛期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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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竟达 76 d, 主汛期峰后接着断流, 断流 13次 226 d, 全年除 1月份外, 月月断流, 创造了

黄河断流的多项记录。

表 1　黄河下游各站历年断流情况

Table 1. Situations of no-f low over the year at each station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年　份
断流时间/d

夹河滩 高　村 泺　口 利　津
断流次数
(利津)

断流长度
/ km

1972 6 19 3 310

1974 10 20 2 316

1975 4 13 2 278

1976 8 1 166

1978 5 4 104

1979 5 21 2 278

1980 8 3 104

1981 2 11 16 36 5 662

1982 3 10 1 278

1983 5 1 104

1987 17 2 216

1988 5 2 150

1989 24 3 277

1991 16 2 131

1992 31 83 5 303

1993 1 60 5 278

1994 29 74 4 308

1995 4 8 77 122 3 683

1996 7 71 136 7 579

1997 18 25 132 226 13 700

从 1972年黄河出现断流, 每年断流长度最短也在 100 km 以上, 而且呈递增趋势。如断流

平均长度由 70年代的 242 km、80年代的 256 km , 增加到 90年代 ( 1990～1997年) 的 426 km ,

其中 1997年断流长度达 700 km, 从河口一直到开封柳园口。

由表 1可知, 1972～1997年累计断流 70次, 计 908 d。其中 1990年以前, 年均断流 2. 38

次 14. 69 d, 1991年以来年均断流 5. 57次 102. 43 d。后者断流次数为前者的 2倍多, 断流天数

近 7倍, 而且后者平均每次断流天数为前者的 3倍多。

统计发现, 利津站断流天数与黄河下游断流长度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图 1)。从图 1可以

看出, 断流天数越多, 相应的断流距离越长。不过, 90年代前后两者的函数变率有所不同。在

90年代, 断流长度随断流天数的增加率较 90年代以前的明显为小, 这主要是: ( 1) 由于 90年

代以来, 为解决下游严重的断流问题, 利用上游水库进行了调水, 人为因素改变了天然情况下

的变量对应关系。由此也说明, 尽管每年的调水量相对有限, 但对减缓下游断流距离的延伸是

有一定效果的。若不进行调水, 由图 1可预估, 在自然条件下, 当利津站发生断流连续达到 40

～50 d时, 断流就有可能发展到花园口上下; ( 2) 90年代以来, 引水量相对较多, 由于沿河引

水的不均匀分布, 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区段, 所以, 当上游有一定量来水时, 引水集中段以下河

段仍将长时间处于断流状态, 而其以上河段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保持过流状态, 即受引水影响, 断

流长度不一定随断流时间明显增加, 断流长度分布曲线会趋于水平渐近线。

　　另外, 年内平均每次断流天数越多, 断流距离亦越长 (见图 2) , 而且断流长度的发展随每

次断流天数增加的速度远较随累积天数增加的为快, 平均年内每次断流增加 1天, 断流长度就

可增加 40～50 km , 而年内每累积增加 1天断流时间, 断流长度平均增加 30 km 左右。因此, 控

制每次的断流天数对减缓断流长度的增加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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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河下游河道断流长度与年断流天数关系

F ig . 1. Relationship betw een length and day s of no-flow

in the low er r eaches o f Yellow River

图 2　黄河下游河道每年断流长度与每次断流天

数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 een leng th in ever y

year and day s in ever y tim e o f no-flow in

the low er reaches of Yellow R iver

2　黄河下游河道断流形成的灾害

黄河断流对下游沿黄地区的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因断流工

业停产减产, 农业歉收甚至绝收; 滩区土地荒漠化, 河口海水入侵, 水资源污染程度加重, 生

态环境恶化; 河道淤积量增加, 行洪能力下降, 洪水灾害加剧等等。

2. 1　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

黄河断流对黄河下游地区的工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危害。据不完全统计, 1972～1996年的

25年间, 因断流和供水不足, 造成工农业经济损失累计达数以百亿元。而且, 每年因断流造成

的经济损失呈递增趋势, 90年代平均损失为 36亿元, 是 90年代以前的 2. 57倍。

断流带来的最直接的灾害是使下游沿黄地区人畜饮水困难, 严重威胁着下游经济的发展和

民众的生存。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能源基地和工业基地, 随着经济发展重心由东部沿海

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 黄河流域的地位更加重要。因此, 黄河断流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国民

经济的总体布局, 影响到黄河下游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生活, 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2. 2　引起生态环境恶化

( 1) 生态环境恶化　断流河槽由于缺水干涸, 导致床面不断沙化; 河口地区断流, 引起海

水入侵, 导致该地区盐碱化, 同时, 由于断绝了淡水资源补给, 彻底破坏了黄河口湿地水环境

的平衡条件, 严重威胁到湿地保护区 8000多种水生生物、上百种野生植物、180多种鸟类的生

存和繁衍, 尤其对回游性生物危害更大。

( 2) 水质污染加重　目前, 黄河水源正向两极化发展, 一方面是随气候波动和人类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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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天然径流量逐渐减少, 形成下游河道枯竭、断流; 另一方面则是废污水排放量与日俱增。

两极化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使黄河水环境迅速恶化, 水污染日趋严重。如据 1997年 《黄河流域地

表水资源质量年报》显示, 黄河Ⅳ、Ⅴ类和劣于Ⅴ类水质的河长占评价总河长的 86. 2%, 甚至

在丰水期仍占 82. 3%, 比 1996年增加了 18% , 在高村至利津河段均为Ⅳ类水质, 严重威胁着

黄河下游沿岸城镇居民的身体健康, 而且这种灾害所造成的影响将是长久的。

2. 3　加剧洪水灾害

由于断流, 无水挟沙排入大海, 全部淤积在主槽内, 造成河道严重萎缩。统计表明, 1997

年进入下游河道的泥沙量约 4. 39亿 t , 排入大海的泥沙不足 5%, 绝大部分的泥沙淤积在主槽

内。另外, 从近两年黄河断流后的河床地形看, 滩槽基本不分, 主槽淤平、淤死。无疑, 河道

行洪能力必然大大减弱, 对防洪的影响很大。

图 3　黄河下游河道断流长度与高含

沙水流淤积比关系

Fig . 3. Relationship betw een length

o f no-flow and depositio n

r atio w ith hyperconcentr ation

flow in the low er r eaches of

Yellow R iver

从 1992年断流以来的高含沙洪水资料统计结果知, 若前

期河道发生断流, 复流后一旦出现高含沙洪水, 其淤积往往

比前期未断流条件下的要高。同时, 由图 3的趋势看, 断流

距离越长, 高含沙洪水的淤积比越高。如 1997年的高含沙洪

水来沙量与 1979年的基本相当, 但由于前者断流长度为后者

的 2. 5倍之多, 淤积比相应增加了 43%。

刘月兰的分析也表明[ 1] , 断流后, 黄河下游河道在汛期由

冲刷变淤积, 改变了一般的演变规律, 特别是高村以上河段,

汛期主槽淤积量明显增加。

　　另外, 在断流河槽上段低洼积水区及下游段的湿润床面

上, 断流一段时间后, 会很快长出高达半米之多的野草, 由

此, 大大增加了河床的糙率, 加大了行洪阻力。

河道淤积萎缩和因生长野草河槽糙率的增大, 使水位在

相同的来流条件下较原河道大幅度抬高, 大大加剧了洪水灾

害。如 1996年黄河“96. 8”洪水, 花园口流量仅为 7680 m3 / s,

属中常洪水, 但洪水位却比 1958年 22300 m
3
/ s 的洪水水位

还高 0. 91m , 造成多处抢险, 使滩区遭受近 50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因而也可以说, 黄河断流

与洪水所形成的灾害属河流系统输水平衡状态遭到破坏的两种不同 “极”性的自然现象, 对黄

河来说, 这两种灾害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3　关于黄河下游河道断流研究的评述

近几年, 关于黄河下游河道断流问题已有不少研究, 总体来看, 目前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对

断流现象定性描述的较多, 而对断流形成的机理分析不够; 从黄河水资源的利用角度研究断流

的原因较多, 而缺少从整个黄河流域地理环境变迁及气候波动的宏观研究其成因, 或者说, 还

缺少从黄河流域地表系统水资源、水环境与下游河道断流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的角度去研究

断流的成因; 一般仅是将断流视为水资源匮乏和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加以研究, 而没有将其作

为一种严重灾害来看待。断流是流域自然灾害链中的一种重要灾害, 是与洪水灾害 “极”性不

同的一种水文灾害, 目前, 对断流灾害与其它灾害的类同、区别和联系还缺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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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对断流问题还有很多科学性、生产性的问题亟待解决, 如: ( 1) 断流的自然灾害属

性, 包括断流所形成的灾害类别、危害程度和范畴、成灾机理, 以及断流的自然灾害性质;

( 2) 流域环境变迁与断流灾害的关系。着重从历史的观点、非线性的系统理论研究断流的形成

背景, 根据气候、地理、地貌等因子的变化分析断流的自然成因; ( 3) 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

利用与断流的关系。对此不仅要研究水资源自然变化和人类利用与断流的关系, 还要进一步认

识诸如水土保持等流域治理开发中人为因素对断流的影响, 分析断流的人文成因; ( 4) 断流发

生、发展的规律; ( 5) 断流的生态学、环境学及河流学的问题, 这是分析断流与洪水灾害及其

它灾害之间关联性的基础性问题。另外, ( 6) 还要研究断流灾害评估、预测及防治对策。

由于断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效应问题, 因此, 应通过气象学、水文学、生态学、环

境学、经济学、社会学、地貌地理和河床演变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 了解现状, 摸清机理, 分

析危害, 找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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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 iew of heavy losses and harms in economy , env ironment and ecolo gy

etc. caused by the no-flow in the low er reaches of Yel low River, 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e no-flow is not only a simple phenomenon o f water resour ces shortage or

dist ribut iv e nonuniformity in w ater basin sy stem, but also a serious disaster. It is

an impo rtant content of harnessing Yellow River to control the disaster o f no-f low .

In this paper the disaster characterist ics and basic law of no-f low in the low er

reaches o f Yellow River are analysed emphatical ly, the present situat ion o f research

is discussed, and the problems to be r esearched are pointed ou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 Yellow River; no-flow ; disaster; w ater resour 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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