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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揭示了曹娥江出口江道演变的影响因子: 既有自然的, 也有人为的, 主要包括地转偏向力、径流量、来沙量

和人类活动等。认为曹娥江出口江道的频繁摆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钱塘江主槽的变迁和南股槽的变化。从兼顾

防洪排涝和两岸围涂造地考虑, 曹娥江出口江道以出东北方案为佳。提出了 因势利导, 围涂治江 的整治原则。

堵截南股槽可以稳定钱塘江主槽走向, 进而稳定曹娥江出东北的走向, 同时也可增加围涂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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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娥江是钱塘江下游最重要的支流, 发源于天台山脉的尖公岭, 干流全长 193 km, 流域面积6 046 km2。曹

娥江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年降水量约 1500 mm。曹娥江干流花山站以下为感潮河段, 口门潮差 4m以上,

是典型的洪冲潮淤的强潮河口[ 1]。长期以来, 曹娥江河口受钱塘江水流的影响, 河床冲淤变化剧烈, 出口江道

摆动频繁, 因而沿江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威胁。为此, 需要对曹娥江出口江道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

因子作一探讨, 并提出曹娥江出口江道的整治原则和建议, 以便彻底改善曹娥江的河口环境。

1 曹娥江出口江道的演变

曹娥江出口江道的频繁摆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钱塘江主槽的变迁和南股槽的变化。

1 1 钱塘江主槽的变迁

外海潮流进入杭州湾以后, 常分为三股潮 (涌潮)向钱塘江河口上溯(图 1) , 河床形成南、中、北 3条深

槽[ 2]。随着河水和潮水相对势力的不同, 河床变迁剧烈。当钱塘江连续丰水年时, 水流冲通北沙, 主流走北

槽, 河道较顺直, 钱塘江尖山以上河段低潮位较低, 涨落潮流量也较大。当钱塘江连续枯水年时, 北沙发育,

主槽南移并弯曲, 尖山以上河段低潮位抬升, 涨落潮流量也相应减小。

近50年来, 钱塘江主槽的变迁大体可分为 3个时期。 1955- 1969年为第一时期, 钱塘江两岸尚未开展

大片围涂, 主槽偏南, 1969年的洪水大潮使北沙冲通, 主槽由极南转向极北。 1970- 1977年为第二时期,

钱塘江主槽经历了 2次南迁后, 又复北移。 1978年以后为第三时期, 钱塘江主槽一度偏南, 1986年以后主

槽再向北移。

1 2 钱塘江南股槽的变化

1986年钱塘江主槽向北迁移后, 曹娥江河口的东西两侧受到萧山、绍兴、上虞大片围涂的掩护, 水流动

力减弱, 因而在曹娥江河口的东侧产生淤积, 形成了中沙(图 1)。南股槽的变化与钱塘江主槽的变迁、中沙的

移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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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曹娥江出口江道平面图

Fig 1 Plane map of water outlet of Cao e River

在第一时期, 钱塘江主槽靠南, 并常与南股槽相连, 因

而南股槽极度发育, 向西延伸也最远。第二时期, 钱塘江主

槽偏北, 中沙东伸, 南股槽萎缩。第三时期, 钱塘江主槽一

度偏南, 使南股槽又一次发育西伸, 但因曹娥江河口大片围

涂, 故西伸不如第一时期远。1986年以后, 钱塘江主槽虽向

北移, 但南股槽与钱塘江主槽有串沟相连, 仍能西伸较远。

1 3 曹娥江出口江道的演变

长期以来, 曹娥江出口江道一直在东西方向上频繁摆

动。在第一时期(即 20世纪 70年代大片围涂之前) ,曹娥江出

口江道在 120 的扇形范围内摆动。到第三时期, 在出口江道

两侧完成了大规模的围涂促淤工程, 大片围涂逐渐逼近钱塘

江河口的强潮区, 使出口江道的摆动缩小在东西 70 的范围

以内, 并使出口江道向东北方向延伸了 15 km。

曹娥江出口江道与钱塘江主槽的交汇点, 可以出口江道与主槽 0 m高程线相交处作为标志。把 3个时期的

交汇点勾绘成外包线, 可见在上虞后桑正北以西部分, 外包线逐渐外伸, 并且越靠北东伸越远, 第二时期比第

一时期东伸3~ 5 km, 第三时期又比第二时期东伸 2~ 4 km; 在后桑正北以东部分, 第一和第二时期的外包线位

置相近, 第三时期则向北延伸了 3~ 4 km。

1 4 影响因子分析

曹娥江出口江道演变的影响因子既有自然的, 也有人为的, 主要包括地转偏向力、径流量、来沙量、人类

活动等。 地转偏向力。受地转偏向力的作用, 钱塘江的涨潮流偏向杭州湾北岸, 而落潮流偏向杭州湾南岸,

由于杭州湾是典型的喇叭形河口, 因而涨潮流能量辐聚, 而落潮流能量辐散, 再加上大洪水时钱塘江主流多走

北槽, 以致北岸的流速和潮差大于南岸, 因此, 杭州湾两岸变化的总趋势是北塌南涨。如南岸的慈溪市据史料

考证, 现市域 70%以上的面积由滩涂淤涨而成[ 3] , 自有记载以来, 其北部的三北浅滩一直处在扩张之中, 是

目前浙江省最大的滩涂。 径流量。当钱塘江连续丰水年时, 由于河水势力强大, 水流冲通北沙, 钱塘江主

流即走北槽, 南股槽也随之萎缩, 曹娥江出口江道容易取向东; 反之, 钱塘江主流走南槽, 南股槽随之发育西

伸, 曹娥江出口江道容易取向北或东北。 来沙量。70年代以来, 曹娥江河口两侧完成了大片围涂, 使出口

江道向东北方向延伸了 15 km。其成因除了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以外, 还有丰富的流域和外海来沙量。实测资料

表明, 曹娥江是浙江省含沙量最大的河流, 多年平均含沙量达 0 32 kg/m3, 多年平均输沙量达 98万 t[ 1]。 人

类活动。人类活动也是河道演变的重要影响因子, 并且其作用强度越来越大。1986年, 由于受到萧山、绍兴、

上虞大片围涂的掩护, 杭州湾南岸的水流动力减弱, 在曹娥江河口的东侧形成了中沙。1997年, 上虞市九六

丘二期围涂工程完成后, 曾一度堵死南股槽。

2 曹娥江出口江道的整治

2 1 曹娥江出口江道频繁摆动的危害

曹娥江中下游地势平坦, 其左岸为萧绍平原, 右岸为姚江平原。域内土壤肥沃, 河网密布, 素有 鱼米之

乡 的美称, 因而这里人口稠密, 社会经济发达。但本区的洪涝灾害十分严重, 主要原因是曹娥江出口江道的

摆动幅度大, 频率高。据史料记载, 自宋代以来, 曹娥江出口江道一直摆动在萧绍海塘和百沥海塘之间 3~ 4

km的范围内, 沿岸群众有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的民谚。由于江道摆动频繁, 河床淤积严重, 河口水深减

小, 从而削弱了曹娥江的行洪能力, 并使两岸平原的内涝加重。

由于曹娥江出口江道的频繁摆动, 围涂一线堤塘需要经常抢险保堤。上虞市的六九丘和七 O 丘曾多次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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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 数度抢险。1974年 8月, 在台风和高潮位的袭击下, 七三丘全部摧毁。1985年 10月, 八一丘堤塘的临水

线骤增至 3500 m, 以致堤塘 2000多m 决口。1990年 9月, 曹娥江主流偏东, 顶冲虞北围涂西岸, 八四丘以北

1号、2号潮沟相继东西贯通, 涂面坍失万余亩[ 1]。

2 2 曹娥江出口江道的方向

曹娥江出口江道的整治规划必须服从钱塘江河口整治总体规划。50年代以来, 浙江省就对杭州湾尖山河

段的江道进行规划和整治。从兼顾防洪、防潮、引淡、航运和调动两岸群众围涂积极性考虑, 钱塘江主槽以走

中线方案为佳
[ 2]
。

曹娥江与钱塘江主槽相接的出口水道有 5种情况: 曹娥江主流贴近绍兴围区东堤向北, 转西北再折东,

汇入钱塘江南股槽; 曹娥江主流贴近绍兴围区东堤向北, 后折向东北, 汇入钱塘江南股槽; 曹娥江主流

贴近上虞围区西堤向东北, 汇入钱塘江南股槽; 曹娥江主流沿上虞围区西堤, 并绕过上虞北侧高滩, 折东

后汇入钱塘江南股槽; 曹娥江主流沿上虞围区西堤, 贴近上虞北堤线, 向东汇入钱塘江南股槽。这里把第

一种情况称为曹娥江出北, 第二、三种情况称为曹娥江出东北, 第四、五种情况称为曹娥江出东。

从长期的江道观测资料来看, 曹娥江出北的发生几率不高, 因为曹娥江出口江道的走向主要取决于曹娥江

上游前期的径流量和钱塘江尖山河段主槽的位置
[ 4]
。在冬季枯水期, 曹娥江有时会出北, 如 1989、1990、

1996、2001年春汛前的情况。但是, 只要曹娥江上游出现洪水, 一般都能冲开口门浅滩, 从而改变出口江道的

走向。

多年的江道观测资料还表明, 当钱塘江主槽偏北时, 曹娥江易出东, 因为此时中沙发育, 向西延伸, 曹娥

江出口受中沙所阻, 迫近东面, 从而汇入钱塘江南股槽, 形成出东走向。但由于中沙的发育萎缩变化不定, 故

曹娥江出东并非最佳方案。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 并从兼顾防洪排涝和两岸滩涂围垦考虑, 以曹娥江出东北方案为佳。因为此时曹娥江

出口江道的走向与钱塘江主槽斜交, 两者的衔接部位正好落在钱塘江主槽 0 m 线边线出现几率最高的区域。并

且曹娥江上段的弯曲走向有利于维持河槽的稳定, 且出口越向下游, 口门河底高程越低, 越有利于防洪排涝。

同时曹娥江出东北还能增加绍兴、上虞两地的围涂潜力, 扩大围涂面积。

2 3 围涂造地与江道整治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曹娥江中下游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 而滩涂却是一种潜在的后备土地

资源, 所以出口江道的整治必须与围涂造地结合起来。由此提出曹娥江出口江道的整治原则是 因势利导, 围

涂治江 。 因势利导 是要求江道走向符合水流运动和泥沙运移规律, 围涂治江 是要求江道整治必须与两

岸的滩涂围垦相结合, 即做到治江结合围涂, 围涂服从治江。根据这一原则, 通过以围代坝, 稳定江道, 减少

河槽摆动幅度, 同时增加围涂面积; 通过束窄江道, 束水攻沙, 刷深河槽, 提高行洪能力, 减轻两岸平原的内

涝危害。

前已述及, 曹娥江出口江道的摆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南股槽的变化, 而南股槽的变化对上虞市和余姚市

北部的围涂威胁最大, 因此可以考虑堵截南股槽, 使其萎缩, 以便实现钱塘江主槽走中线的方案。根据这一考

虑, 可以在上虞市九六丘的东北角抛石筑坝, 并与中沙相连, 彻底切断南股槽, 从而缩窄尖山河段江面, 稳定

钱塘江主槽走向, 进而也稳定曹娥江出东北的走向, 同时可围涂造地3 000多 hm2。

3 结 语

( 1) 曹娥江出口江道的频繁摆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钱塘江主槽的变迁和南股槽的变化。

( 2) 曹娥江出口江道演变的影响因子既有自然的, 也有人为的, 主要包括地转偏向力、径流量、来沙量和

人类活动等。

( 3) 曹娥江出口江道的走向有出北、出东北、出东 3种情况, 从兼顾防洪排涝和两岸围涂造地考虑, 以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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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江出东北方案为佳。

( 4) 曹娥江出口江道的整治原则应该是 因势利导, 围涂治江 , 前者要求江道走向必须符合水流运动和

泥沙运移规律, 后者要求江道整治必须与滩涂围垦结合起来。

( 5) 堵截南股槽, 可以稳定钱塘江主槽走向, 进而稳定曹娥江出东北的走向, 同时也可增加围涂面积。

长期以来, 曹娥江出口江道频繁摆动, 严重地威胁着沿江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通过对曹娥江出口江道

的合理整治, 能够改善曹娥江的河口环境, 这对两岸平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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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vement of water outlet of Cao e River and its dredging

FENG L-i hua, BAO Y-i xin

( Zhej iang Normal University ,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factors offecting the water out let evolvement of Cao e River are set forth: there are some nature and artificial

factors of water outlet evolvement of Cao e River, including mainly the deflection force of earth rotation, the runoff volume, the

sediment volume, the human act ivities and such like The water outlet of Cao e River swings frequently, which is controlled to

a great extent by the change of Qiantang River s main channel and its south channel On the condition of flood control and

reclamation of the tidal flats along two banks, the optimum alignment of the water outlet of Cao e River is northeast The

dredging principle is put forward to guide it along its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bring the river under control by means of

reclamation of the tidal flats . Blocking the south channel can stabilize the alignment of Qiantang River s main channel and the

River to the northeastwards, which at same time can enlarge the reclamation area of the t idal flats

Key words: Caoe River; water outlet; south channel; evolvement; dred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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