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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实测资料分析和理论探讨的方法, 研究了黄河口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水沙过程的响应关系。研究结果表

明: 清水沟流路行河以来,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由 1976 年的 6000 m3/ s左右减少至 21 世纪初的 3 000 m3 / s 左右。尾闾

河道平滩流量具有双重记忆效应, 从短期而言, 对近 2 年水沙过程记忆最强, 从长期而言, 对近 6年水沙过程记忆

深刻。黄河口来水量越大, 汛期来沙系数越小,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就越大, 反之,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就越小。尾闾

河道平滩流量维持在 4000 m3/ s, 黄河口年来水量必须大于 223 亿 m3 , 汛期来水量大于 141 亿 m3, 汛期来沙系数控

制在 0 03 左右; 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需要连续运用且运行年限大于 5~ 6 年, 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水量统一调度

管理中应确定汛期利津站日均流量的最小值, 以维持尾闾河道一定的平滩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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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后, 黄河口来水来沙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异, 年际间水沙剧烈减少, 年内分配以汛期减少的幅度最

大, 洪水频次和洪峰流量明显降低, 典型水文条件两极分化
[ 1]
。水沙过程变异造成尾闾河道平滩流量急剧减

小, 使得小洪水条件下即可形成大范围漫滩, 极大威胁了黄河口地区的防洪安全[ 2]。同时, 平滩流量的剧烈减

小标志着尾闾河道输运水沙的能力急剧降低, 造成输送到口门的泥沙比例与数量大幅度减小, 引发了黄河口海

岸的明显蚀退, 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3] , 因此, 深入研究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水沙过程的响应关系, 对

于科学治理尾闾河道萎缩, 恢复其正常输水输沙能力, 保障防洪安全, 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

义。本文首先分析了黄河口尾闾河道平滩流量的变化过程, 在此基础上, 深入研究了平滩流量与水沙过程的定

量关系, 最后探讨了研究成果对于黄河口治理的实际应用意义, 试图为科学治理黄河口提供技术支撑。

1 黄河口尾闾河道萎缩及平滩流量变化

1 1 黄河口尾闾河道的萎缩过程

图1为尾闾河道典型横断面变化过程, 由图可见, 1986年后, 尾闾河道主槽萎缩十分明显。表 1为相应断

面主槽平滩特征值统计。由表可见, 1986- 2001年, 利津、渔洼、清 6三个断面主槽平滩河宽分别缩窄了 282、

659、329 m; 主槽平滩河宽明显缩窄的同时, 3个断面平滩水位下的平均水深也呈减小的趋势, 减小的幅度为

0 06~ 1 83 m。由于主槽平滩河宽和水深同时减小, 平滩水位下过水面积也大幅度减少, 分别由 1986 年的

2 776、3 836、2880 m2减少至 1183、1535、1592 m2, 减少幅度高达45% ~ 60%。2002- 2006年, 3个断面主槽

平滩河宽增加 17~ 96m、平滩水深增大0 05~ 0 76 m, 平滩面积增大 148~ 403 m
2
, 尾闾河道主槽萎缩程度有所

恢复, 分析其主要原因是 2002年至今, 小浪底水库的调水调沙的成功运用, 尾闾河道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刷

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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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河口尾闾河道典型断面主槽淤积萎缩图

Fig 1 Atrophy of typical cross sections of tail channels in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表 1 黄河口尾闾河道典型断面主槽平滩特征值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bank full value of tail channels in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平摊特征
利 津 渔 洼 清 6

1986 2001 2006 1986 2001 2006 1986 2001 2006

平滩河宽/ m 580 378 395 1112 453 549 933 604 646

平滩水深/ m 4 96 3 13 3 89 3 45 3 39 3 53 3 08 2 64 2 69

平滩面积/m2 2776 1183 1536 3836 1535 1938 2880 1592 1740

1 2 黄河口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变化

尾闾河道萎缩, 必然会导致其平滩流量降低。由于利津断面水位流量资料齐全, 选用其平滩流量代表尾闾

河道平滩流量, 图 2为尾闾河道平滩流量随年份的变化过程, 由图可见: 1976- 1980年,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呈

减小的趋势, 从 6 200 m
3
/ s减少至 4000 m

3
/ s左右; 1981年,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转而呈增大的趋势, 至 1987年

由4 000 m3/ s增大至 5600 m3/ s , 其间, 1984年平滩流量曾高达 6 400 m3/ s; 1988- 1996年,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

急转直下, 从 5600 m3/ s减少至 3 000 m3/ s, 其变化线的坡度之陡可反映出减少幅度之大。1997- 2001年, 尾闾

河道平滩流量总体还是呈减少的趋势, 其变化线的坡度较平缓, 从 3 000 m3/ s减少至 2 800 m3/ s; 2002- 2006

年,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明显呈回升的趋势, 从 2800 m
3
/ s恢复至 3 500 m

3
/ s左右。

1 3 平滩流量变化与水沙过程的对比分析

图2给出了利津站年径流量变化过程, 由图可见, 单纯比较两条变化过程线, 由于受数据周期性振动的影

响, 变化规律有些模糊难寻, 但将其进行指数平滑处理后进行对比, 变化规律就清晰了: 两者总体变化过

图 2 黄河口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利津站年径流量变化

Fig 2 Change of bank full discharge and runoff of Lijin

程的趋势性一致。从整个变化过程来看, 两者的变化都呈

显著的下降趋势。  河床边界条件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两者变化过程的跟随性良好。由图可见, 1976- 1979年,

利津站年径流量减少,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 ( Q平 )降低;

1980- 1985年, 利津站年径流量增大,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

增大; 1986- 1995年, 利津站年径流量大幅减少, 尾闾河

道平滩流量也大幅降低; 1996- 2001年, 黄河口由清 8断

面附近改行汊河[ 6] , 两者的跟随性变弱; 2002- 2006年,

小浪底水库连续 5年汛期调水调沙运用, 利津站年径流量

增大,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也呈恢复性增大。 ! 相对于利

津站年径流量的变化,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的变化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由图可见, 虽然两者变化跟随性良好, 但

是两者变化过程线中折点或峰值并不重合, 即两者变化发生转折并不在同一年份发生, 平滩流量变化的转折点

总是滞后于年径流量变化的转折点, 从时间上看, 平滩流量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年径流量的变化 1-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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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河口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变化与水沙过程的响应关系

2 1 黄河口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对水沙过程的双重记忆效应

冯普林等
[ 4]
认为河床演变存在 ∀记忆# 效应, 经过对黄河下游断面形态与前期水沙条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

测资料验证, 得出了 ∀河道对断面形态影响最深的是前 5 年的来水过程, 再以前影响较小或可以忽略# 的结

论。基于上述研究思路, 为了分析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多年水沙过程的关系, 本文建立了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

图 3 平滩流量与多年滑动平均水量相关系数 R 值走势图

Fig 3 Trend in relative coefficient R between bank full dis

charge and many years average incoming flow

1~ 9年黄河口年均来水量滑动值的 9个关系式, 求出了

相应 9个关系式的相关系数 R 值, 图 3为相应 R 值随年

数的变化, 由图可见, 线 1位于线 2的上方, 反映出尾闾

河道平滩流量与汛期来水量的关系要比平滩流量与年来水

量的关系密切。线 1与线 2均呈双峰曲线, 第 1峰值出现

在2年, 第 2 峰值出现在 6年, 且第 2 峰值小于第 1峰

值, 自7年起, 两线均呈下降的趋势。线 1与线 2的走势

表明,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对水沙过程有着双重记忆效应。

人的记忆, 从短期而言, 对于刚发生的事物具有很强的记

忆, 从长期而言, 对于发生的事物具有一定的记忆周期,

超过这个周期, 已发生的事物会被人逐渐遗忘; 与人的记

忆过程类似, 从短期而言,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对近 2年水

沙过程记忆最强, 从长期而言,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对前 6年水沙过程记忆深刻, 可将此称之为尾闾河道平滩流

量的双重记忆效应, 图中第 2峰值小于第 1峰值说明,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对短期水沙过程的记忆总是强于对长

期水沙过程的 记忆。7年后两线下降的走势反映出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对 7年以前的水沙过程的记忆呈逐渐减弱

的趋势。

图 4 黄河口尾闾 Q平与近2 年水沙过程的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full discharge and processes of flow and sediment recent two years

2 2 黄河口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近 2年水沙过程的关系

图4点绘了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利津站 2年水沙过程的关系, 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分别建立了尾闾河道平

滩流量与利津站 2年滑动平均来水量、2年汛期滑动平均来水量、2年汛期滑动平均来沙系数相关关系式:

Q平 = 0 011W2
2年 + 3 32W2年 + 2 709 2 (1)

Q平 = 0 015W2
2汛 + 7 43W2汛 + 2 653 6 (2)

Q平 = 2 204 9
- 0 17
2汛 (3)

式中 Q平为尾闾河道平滩流量; W2年为利津站 2年滑动平均来水量; W2汛为利津站 2年汛期滑动平均来水量;

2汛为利津站 2年汛期滑动平均来沙系数。式(1)、式(2)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85、0 89, 反映出尾闾河道平滩流

量与利津站2年滑动平均来水量、2年汛期滑动平均来水量关系密切, 图 4( a)、图 4( b)中关系线的变化趋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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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利津站 2年滑动平均来水量越大, 2年汛期滑动平均来水量越大, 造床能力就越强,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越

大。水沙过程不仅取决于来水过程, 而且与水沙搭配关系密切相关, 因此建立了 2年汛期滑动平均来沙系数与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的关系, 式(3)的相关系数为 0 78, 反映出两者的关系比较密切。由图 4( c)中关系线的变化

趋势可看出,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利津站 2年汛期滑动平均来沙系数呈反比关系。相同的来水过程, 来沙系数

越大, 含沙量越高, 河床淤积越严重, 河槽损失的过流面积越大, 河道平滩流量必然减少。综上所述, 尾闾河

道平滩流量与利津站近 2年水沙过程关系密切, 利津站 2年全年、汛期滑动平均来水量越大, 2年汛期滑动平

均来沙系数越小,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就越大, 反之,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就越小。

2 3 黄河口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近 6年水沙过程的关系

图5点绘了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利津站近 6年水沙过程的关系, 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分别建立了尾闾河道

平滩流量与利津站 6年滑动平均来水量、6年汛期滑动平均来水量、6年汛期滑动平均来沙系数相关关系式:

Q平 = 0 033W
2
6年 - 4 36W6年 + 3 203 5 (4)

Q平 = 0 067W
2
6汛 - 4 97W6汛 + 3 175 8 (5)

Q平 = 2 118 5
- 0 19
6汛 (6)

式中 Q平为尾闾河道平滩流量; W6年为利津站 6年滑动平均来水量; W6汛为利津站 6年汛期滑动平均来水量;

6汛为利津站6年汛期滑动平均来沙系数, 式(4) ~ 式(6)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83、0 87、0 77。图 5( a)、图 5

( b)、图 5( c)关系线的变化趋势表明,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利津站 6年水沙过程的关系与平滩流量与2年水沙过

程的关系定性上是一致的, 反映出无论是近期水沙过程还是长期水沙过程, 来水量和水沙搭配关系对主槽的塑

造作用是相同的; 同时, 比较两组关系式 R 的大小可知,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利津站 6年水沙过程的关系相

对于平滩流量与 2年水沙过程的关系稍微减弱, 反映出近期水沙过程对河槽的塑造作用要比长期水沙过程对河

槽的塑造作用强烈。

图 5 黄河口尾闾 Q平与近6 年水沙过程的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full discharge and processes of flow and sediment recent six years

2 4 黄河口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水沙过程的综合关系

近6年汛期水沙过程拆分为近 2年汛期水沙过程与往 4年汛期水沙过程的组合, 建立平滩流量与不同组合

图 6 平滩流量计算值与实际值比较

Fig 6 Comparison of calculated and ban full discharge

权重的汛期水沙过程的关系式, 由表 2可见, 近 2年汛期水沙

过程可代表塑造主槽的水沙条件, 往 4年汛期水沙过程则可代

表前期的河床条件, 考虑因素全面, 所以平滩流量与组合权重

的汛期水沙过程的关系 R 值要大。对比不同权重值可知, 当近

2年汛期水沙过程权重值占 0 6, 往4年汛期水沙过程占 0 4时,

两者关系最密切。所以选择平滩流量 Q平为自变量, 选择汛期

组合来水量 0 6W近2 + 0 4W往4和汛期组合来沙系数 0 6 近2 +

0 4 往4为因变量, 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 建立平滩流量与水沙

过程的综合关系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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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平 = 704 8(0 6 W近2+ 0 4W往4)
0 34

(0 6 近2+ 0 4 往4)
- 0 03

(7)

式(7)的复相关系数 R= 0 95, F 值为 23 47, 远大于 F 的临界值 4 74, 显著性分析概率 P 小于 0 000 01。图 6

中计算值与实际值的比较反映出式(7)回归效果良好。式(7)的复相关系数明显高于单因子与平滩流量的关系,

表明运用式(7)根据未来水沙因子对尾闾河道平滩流量进行估算, 不仅全面, 而且可信度高。由式(7)两项的指

数的正负可知,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随来水量的增大(或减小)而增大(减小) , 随来沙系数的增大(或减小)而减小

(增大) , 这与单因素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比较两项的指数的大小, 0 34远大于 0 03, 说明平滩流量与来水量

的关系比与来沙系数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表 2 黄河口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不同组合权重的汛期水沙过程关系的 R 值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R between bank full discharge of and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flow and sediment

水沙过程组合权重
近 2年水沙 近 2年水沙/往 4年水沙 近 6年水沙

1 0 9/ 0 1 0 8/0 2 0 7/ 0 3 0 6/ 0 4 0 5/ 0 5 1

Q平与组合来水量关系R 值 0 89 0 90 0 91 0 92 0 93 0 91 0 87

Q平与组合来沙系数关系R 值 0 76 0 76 0 77 0 77 0 78 0 76 0 75

3 对黄河口治理的应用意义

3 1 尾闾河道萎缩的治理

2002年至今, 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的成功运用表明, 通过调控水沙过程,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是可以恢复

的。1986年后, 尾闾河道萎缩过程中, 平滩流量曾降低至 2 800 m3/ s; 目前, 由于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的运用,

平滩流量恢复至 3 500 m
3
/ s左右。式( 1) ~ 式( 3)的计算结果可为调控水沙过程, 恢复平滩流量提供量的依据:

若要尾闾河道平滩流量恢复至 6 000 m3/ s, 也就是尚未萎缩时的水平, 黄河口年来水量必须大于 416亿 m3, 汛

期来水量大于 286亿 m3, 汛期来沙系数控制在 0 01左右; 若要尾闾河道平滩流量维持在 4000 m3/ s, 黄河口年

来水量必须大于 223亿m3, 汛期来水量大于 141亿 m3, 汛期来沙系数控制在 0 03左右。

3 2 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运用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对前 6年水沙过程记忆深刻, 这与许多学者
[ 4~ 6]

研究得出的黄河下游河道记忆最深的是

前5年的来水过程的结论, 定性上一致, 量值上也比较接近, 上述成果的产出对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运用的方

式和年限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一是河道的记忆效应要求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的运用最好是连续的, 不能间

断, 这样对冲刷整个黄河下游河道才能起到一个好的效果; 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连

续运用的年限应大于 5~ 6年, 这样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3 3 水量统一调度管理工作

1999年后, 水量统一调度管理作为黄河管理的日常工作开展至今, 该项工作目前明确的一个主要措施是

对非汛期利津站日均流量的最小值进行控制, 一旦黄河进入汛期, 利津站流量大于控制的最小值, 该项工作自

行停止, 在黄河沿程用水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下, 保证汛期利津站一定的日均流量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此, 应

丰富其内涵, 常年不懈的开展水量统一调度管理, 不仅确定非汛期利津站日均流量的最小值, 而且应确定一个

汛期利津站日均流量的最小值, 保证黄河口汛期必要的来水量, 以维持尾闾河道一定的平滩流量。

4 结 论

清水沟流路行河以来,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总体上呈减小的趋势, 由 1976年的 6 000 m3/ s左右减少至 21世

纪初的3 000 m3/ s左右。尾闾河道平滩流量具有双重记忆效应, 从短期而言, 对近 2年水沙过程记忆最强, 从

长期而言, 对前 6年水沙过程记忆深刻。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水沙过程的定量关系表明, 黄河口来水量越大,

汛期来沙系数越小, 平滩流量就越大, 反之, 平滩流量就越小。尾闾河道平滩流量与水沙过程关系的确定, 对

河口治理具有实际应用意义: 尾闾河道平滩流量维持在 4 000 m3/ s, 黄河口年来水量必须大于 223亿 m3, 汛期

来水量大于141亿m3, 汛期来沙系数控制在0 03左右; 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需要连续运用且运行年限应大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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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年, 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水量统一调度管理中, 应确定一个汛期利津站日均流量的最小值, 保证黄河口

汛期必要的来水量, 以维持尾闾河道一定的平滩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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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nk full discharge in tail channel

and the process of flow sedi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estuary

HU Chun hong, ZHANG Zhi hao

(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 Beij 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the field data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nk full discharge in the tail channel

and the flow sediment is studi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bank full discharge has decreased from 6 000 m3/ 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flow river to 3 000 m3/ s in the early of 21th century The bank full discharge has double

memory effect, that is, the strongest memory lasts nearly two years with the short term effect, and the deeper memory lasts

nearly six years with the long rang effect The incoming flow is much bigger and the incoming sediment coefficient is more

smaller, so the bank full discharge become much bigger, and contrarily, the bank full discharge become much smaller If the

bank full discharge maintains 4000m3/ s, the annual incoming flow must be bigger than 23 3 billion m3, the incoming flow in

annual flood season is bigger than 14 1 billion m
3
, and incoming sediment coefficient in the flood season is about 0 03 The

regulation of the flow and sediment of Xiaolangdi reservoir should be made continuously for more than 5- 6 years, and will

bring good effect During uniform controlling water, daily the minimum discharge in the flood season should be confirmed at

Lijin station, it will maintain definite bank full discharge in the tail channel

Key words: Yellow River estuary; process of flow sediment ; tail channel; bank full discharge; response relationship; estu

ary regul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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