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５ 卷 第 ３ 期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５，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１４

长江口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回淤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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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长江口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的回淤问题， 收集整理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的航道回淤资料和水文测验资料， 研究

了航道回淤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径流、 潮流和含沙量的关系。 结果表明： 航道回淤呈洪季大、 枯季小的年内变

化特征， 大风骤淤明显； 航道回淤沿程主要集中在南港—圆圆沙段和北槽中下段， 其回淤量占全航道的 ８０％以上。
南港—圆圆沙段回淤的泥沙颗粒以细砂为主， 回淤强度与径流的关系不密切， 与潮流的关系表现为大潮大、 小潮

小。 北槽航道回淤泥沙颗粒以粉砂为主， 回淤部位随径、 潮流变化而变化， 表现为径流增大， 回淤部位下移； 潮动

力减弱， 回淤部位上提。 长江口拦门沙水域泥沙的再悬浮， 可能是航道淤积最主要的泥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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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是陆海相互作用的区段， 存在着径流、 潮流、 风浪和盐淡水等复杂的动力条件和泥沙条件。 在河口

口门附近通常发育有拦门沙。 航道疏浚开挖后， 破坏了原有的输沙平衡， 航道将产生回淤。 为提高航运能

力， 过去 １００ 多年， 世界各主要河口的航道均进行了治理， 包括采取整治工程和疏浚工程， 如美国的密西西

比河口、 法国的塞纳河口和德国的易北河口等［１］。 整治工程为航道的疏浚与维护获得了较好的动力、 泥沙

和边界条件， 达到增加航道水深、 减小航道回淤的目的。
长江口是丰水多沙、 中等强度的潮汐河口， 口门附近存在巨大的拦门沙系［２］， 航道治理难度很大。 经

过 ４０ 多年几代专家学者潜心研究， 在基本掌握了河口航道演变规律的基础上， 自 １９９８ 年起分阶段实施了长

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５ ｍ 航道贯通， 实现了航道治理目标。 然而， 由于长江口水沙运动的复

杂性和对航道回淤规律认识的局限性， １２ ５ ｍ 航道开通后， 实际回淤量较预期大， 且空间分布相对集中［３］，
局部区段疏浚维护困难。 河口与海岸航道的回淤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３⁃６］， 涉及河口水动力学、 泥沙运动

力学、 河床演变学和现场疏浚施工工艺等。 尽管在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实施前和实施阶段， 对长江口拦

门沙航道的回淤问题开展过不少研究工作， 对年内洪枯季［７］、 大小潮［８］和台风、 寒潮［９⁃１０］等不同时间尺度下

的航道回淤过程， 对一、 二期工程河床演变［１，１１］ 与航道回淤原因和规律［１２⁃１５］ 有了一定的认识， 但对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回淤特征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没开展过。 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长江口深水航道回淤规律的认识，
为进一步减淤措施的制定、 长江口北港和南槽拦门沙航道的开发提供技术参考， 且可进一步丰富河口海岸科

学的理论进展。

１　 研究区域

长江口平面呈 “三级分汊、 四口入海” 的形势， 深水航道治理工程选择在南港—北槽（图 １）， 自

１９９８ 年开始实施， 采用整治和疏浚相结合的治理方案， 分阶段将航道水深增至 １２ ５ ｍ。 整治工程包括长

约 ４８ ｋｍ 和 ４９ ｋｍ 的南、 北两条双导堤和总长约３０ ｋｍ的 １９ 座丁坝， 航道疏浚维护长度约 ９２ ｋｍ， 主要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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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分段见图 １ 和表 １。

图 １　 长江口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位置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１２ ５ ｍ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表 １　 长江口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区段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１２ ５ ｍ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

分段 长度 ／ ｋｍ 疏浚单元

南港航道 １０ ０ ⅢＡ～ⅢＥ

圆圆沙航道 １７ ０ ⅡＮ⁃Ａ～Ａ

北槽（上）航道 ２１ ８ Ｂ～Ｋ

北槽（下）航道 ２５ ４ Ｌ～Ｘ

口外航道 １８ ０ Ｙ～ⅢＨ

　 　 北槽是长江口 ４ 条入海水道中最为年轻的河道， 约形成

于 １９５４ 年， 其拦门沙滩顶自然水深多年稳定在６ ｍ左右。
１９８４ 年开辟北槽航道作为进出长江口的主航道， 航道年疏

浚维护量约１ ２００ 万 ｍ３， 维护水深 ７ ｍ， 底宽 ２５０ ｍ。 北槽

河槽表层沉积物主要由粘土和粉土构成， 潮汐为半日潮， 横

沙站多年平均潮差约 ２ ６１ ｍ。 长江大通站（１９５０—２００６ 年）
多年平均径流量 ８ ９９６ 亿 ｍ３， 输沙量为 ４ ０８ 亿 ｔ， 流域来水

来沙年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特征， ５ ～ １０ 月为洪水期，
其径流量约占年径流总量的 ７１ ７％， 输沙量约占年输沙总

量的 ８５ ０％。 由于长江径流的下泄， 北槽落潮流速大于涨潮流速， 落潮历时略长于涨潮历时。 洪季大潮时，
表层最大落急流速可达 ２ ５～３ ５ ｍ ／ ｓ。 北槽盐淡水混合为缓混合型， 但在洪季小潮和枯季大潮时分别存在弱

混合和强混合现象。 北槽内的波浪以风浪为主， 平均波高 １ ０ ｍ 左右。 大风浪主要出现在冬季北方寒潮来袭

和夏季台风入侵时， 最大波高可达 ５～６ ｍ。

２　 资料与方法

从交通部长江口航道管理局收集了长江口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共计 ８１ 测次的

回淤量测量资料， 各测次测量时间间隔为 ７～１５ ｄ。 同时， 收集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枯季）、 ８ 月（洪季）沿南港—
北槽纵向布置的 １０ 条垂线的同步水文测验资料， 各垂线位于航道南侧， 距离航道南侧底边线约 ３００ ｍ， 水文

测验垂线位置见图 １。 另外， 为了解航道内回淤泥沙颗粒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月分别对航道内的底质进行

采样。
长江口深水航道长约 ９２ ｋｍ， 采用分疏浚单元进行回淤计量的方式， 沿航道纵向划分多个疏浚单元， 每

个疏浚单元的长度约 ２ ｋｍ， 疏浚单元名称以英文字母表示（图 １、 表 １）。 另外， 各疏浚单元按横向位置又划

分为槽南、 槽北和槽中 ３ 个分带。 由于回淤数据的测量统计周期、 各航道疏浚单元及其（南北）分带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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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相同， 为了在统一的标准下进行对比， 计算了航道的回淤强度 Ｐ ， 即单位面积 １ ｄ 内的泥沙淤积厚

度。 第 ｉ 疏浚单元上的回淤强度 Ｐ ｉ 可表达为

Ｐ ｉ ＝
Ｑｉ

ΔＴＡｉ

× １ ０００

式中　 Ｐ ｉ 为回淤强度， ｍｍ ／ ｄ； Ｑｉ 为航道 ｉ 单元的回淤量， ｍ３； ΔＴ 为产生淤积量 Ｑｉ 的时间， ｄ； Ａｉ 为第 ｉ 疏浚

单元的面积， ｍ２。
常态条件下， 径流和潮流是影响航道回淤的主要动力因素。 在收集的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的 ８１

测次的回淤量资料中， 有 ９ 次明显受大风 “骤淤” 的影响。 在研究航道回淤与径流、 潮流和含沙量等常态

因素的关系时， 为避免大风 “骤淤” 对正常回淤分布的影响， 采用余下 ７２ 次回淤量资料进行分析。

３　 航道回淤的特征

３ １　 回淤的时间变化

按测次分别计算了 １２ ５ ｍ 航道全槽平均回淤强度， 其时间变化过程见图 ２。 由图 ２ 可见， １２ ５ ｍ 航道

回淤强度各测次间存在明显的波动变化。 与主要气象条件对比表明， 回淤强度较大的峰值多与大风浪过程有

关， 表明航道回淤存在明显的大风骤淤现象。 现场多次观测表明， 大风浪之后航道内多发育有浮泥［１６］。 图 ２
表明， 回淤强度大于 ２０ ｍｍ ／ ｄ 的测次基本都与长江口出现的大风浪过程有关。

图 ２　 逐测次回淤强度变化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ｉｌ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图 ３　 月回淤强度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ｉｌ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按自然月进一步统计了全槽平均回淤强度（图 ３）， 可以看出， 航道回淤在年内呈现明显的洪季大、 枯季

小的变化特征， 其中洪季的 ７～１０ 月 ４ 个月是全年回淤最

大时段。 统计表明， 洪季半年回淤量可占全年回淤量的

８０％以上。
３ ２　 回淤的空间变化

从航道回淤的沿程分布来看，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回淤

有两个峰值区（图 ４）。 以回淤强度 ５ ｍｍ ／ ｄ 统计， 上游回

淤的峰值区段位于南港—圆圆沙航道（Ⅲ⁃Ａ ～ Ａ 单元），
长 ２７ ｋｍ。 以回淤强度 １０ ｍｍ ／ ｄ 统计， 下游回淤的峰值区

主要位于北槽中下段航道（Ｇ２～Ｔ 单元）， 长 ２９ ｋｍ。 北槽

中下段航道（Ｇ２～ Ｔ 单元）是 １２ ５ ｍ 航道主要的回淤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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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该段航道约占三期航道总长（９２ ２ ｋｍ）的 ３１％， 而其回淤量则占全航道的 ６０％左右。 南港—圆圆沙航道

为回淤的第二峰值区段， 占全槽回淤量的 ３０％左右。
从航槽南、 北回淤强度对比来看， 南港—圆圆沙段航道北侧回淤大于南侧， 而北槽中下段则呈航道南侧

回淤大于航道北侧（图 ４）。 统计表明， 南港—圆圆沙航道槽北是槽南的 １ ４ 倍， 北槽中下段槽南是槽北的

１ ５ 倍。

图 ４　 深水航道回淤强度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ｓｉｄｅ ｏｆ １２ ５ ｍ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

３ ３　 回淤泥沙的颗粒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枯季）、 ９ 月（洪季）航道内河床质泥沙颗粒情况见图 ５。 由图 ５ 可知， １２ ５ ｍ 航道回淤泥沙

纵向呈上游粗、 下游细， 洪季粗、 枯季细的变化特点。 上游的南港—圆圆沙航道泥沙明显粗于北槽航道段。
南港航道圆圆沙航道洪季泥沙颗粒中值粒径普遍大于 ０ ０６３ ｍｍ， 以极细砂、 细砂为主。 而下游的北槽航道

泥沙中值粒径为 ０ ０１６～０ ０４８ ｍｍ， 为中粉砂、 粗粉砂。

图 ５　 航道底质颗粒沿程变化

Ｆｉｇ ５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ｂ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４　 讨　 　 论

４ １　 航道回淤与径流的关系

长江口深水航道一、 二期工程北槽航道回淤年内呈现洪季多淤、 枯季少淤， 洪季淤积位置下移， 枯季淤

积位置上提的变化特点［１５］。 三期工程后， １２ ５ ｍ 航道回淤年内分布仍展现出洪季大、 枯季小的变化特征，
表明航道回淤仍受长江来水的影响。 将近 ３ 年的回淤资料， 按流量进行分组， 得出不同流量等级下航道回淤

的纵向分布（图 ６）。 由图 ６ 可知， 随着流量的增大， 北槽航道回淤呈现主要部位下移、 回淤峰值增大的变化

特征； 但南港—圆圆沙航道（Ⅲ⁃Ａ～ Ａ 单元）回淤随流量变化却不敏感。 北槽航道回淤部位随流量增大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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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主要缘于北槽中下段（Ｌ 单元以下）回淤增大所致， 中上段（Ｌ 单元以上）回淤变化不明显。 统计表明， 长

江流量从 ２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增至 ５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北槽回淤分布的重心位置下移为 ８～１０ ｋｍ。 该量值与一、 二期工程

北槽航道回淤年内季节性上、 下移动为 ７～１１ ｋｍ［１５］较为接近。

图 ６　 不同流量等级的航道回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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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航道回淤与潮流的关系

长江口一个完整的大中小潮周期约 １５ ｄ。 大潮与小潮期动力条件差异明显， 对航道回淤分布的影响应有

所不同。 由于径流变化影响航道回淤（图 ６）， 为尽可能避免径流的影响， 在研究航道回淤与潮流的关系时，
尽量选取流量相当条件下的大潮和小潮期的航道回淤资料。 表 ２ 是从 ７２ 测次资料中选出的大、 小潮期各两

组回淤数据， 图 ７ 是对应的回淤强度纵向分布。 由图 ７ 可知， 大、 小潮不同动力条件， 航道回淤分布亦有明

显差异。 大潮期北槽主要回淤部位为 Ｈ～Ｔ 单元， 而小潮期回淤部位， 尤其是回淤的上锋面明显上提。 以回

淤强度 ２０ ｍｍ ／ ｄ 计， 小潮期回淤的上锋面位置较大潮上提 ６ ～ ７ ｋｍ。 小潮期较大潮期， 北槽航道回淤分布的

重心上提约 ２ ｋｍ。 而南港—圆圆沙航道（Ⅲ⁃Ａ ～ Ａ 单元）， 则呈大潮回淤强度大， 小潮回淤强度小的变化

特征。
表 ２　 大、小潮航道回淤资料分类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ｂｙ ｎｅａｐ ｔ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ｉｄｅ

序号 回淤量测量时段 潮型
北槽中潮差 ／

ｍ
大通流量 ／
（ｍ３·ｓ－１）

１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９ 月 ２９ 日
大潮

３ ３１ ４２ ７００

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５ 日～１０ 月 １３ 日 ３ ８６ ３７ ４００

３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９ 月 １９ 日
小潮

１ ７５ ４３ １００

４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１０ 月 ５ 日 ２ ０７ ３９ ６００

注： 以北槽中站年平均潮差 ２ ６５ ｍ 为标准划分大、 小潮。

４ ３　 航道回淤与含沙量的关系

航道回淤通常由推移质和悬移质淤积造成。 悬移质引起的航道淤积， 其回淤强度与航道周边水体含沙量

的大小有关［４］。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含沙量时空分布呈现南港—圆圆沙航道含沙量小、 垂线分布相对均匀； 北

槽受细颗粒泥沙絮凝、 盐淡水分层与河口滞流点等因素影响， 存在河口最大浑浊带， 含沙量大且垂向分布不

均匀， 底层含沙量异常大［１７］。 图 ８ 为 ２０１２ 年航道回淤分布与含沙量分布的比较。 由图 ８ 可知， １２ ５ ｍ 航道

所在的北槽河段， 其含沙量呈明显的洪季高、 枯季低， 以及北槽中段较上、 下游高的分布特征。 北槽含沙量

的时空变化特征与航道回淤的时空变化特征定性一致。 现场河床质采样发现（图 ５）， 航道内沉积物泥沙颗粒

细， 亦表明该段淤积主要以悬沙为主。 而南港—圆圆沙河段含沙浓度低， 含沙量与航道回淤变化之间的关系

不明显（图 ８）。 该段航道内的泥沙颗粒粗（图 ５）， 航道淤积应以底沙淤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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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大、 小潮条件下的航道回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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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航道回淤分布与含沙量分布的沿程比较

Ｆｉｇ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ｌ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４ ４　 航道骤淤与泥沙来源

河口航道常受大风浪的影响， 产生骤淤。 长江口深水航道一、 二期工程期间， 每年因台风造成 ２００ 万 ～
８００ 万 ｍ３的骤淤量［９］。

１２ ５ ｍ 航道大风骤淤更加明显。 据初步统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每年因台风、 寒潮产生的骤淤量为

９００ 万～１ ４００ 万 ｍ３。 同时， 大风浪后北槽航道内易发育浮泥［１６］， 且规模大， 如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寒潮后航道内

观测到浮泥厚度最大约 ３ ５ ｍ， 浮泥体积达 ２ ７００ 万 ｍ３。
航道淤积的泥沙有来自流域的， 也有本地泥沙的再悬浮。 近年来长江来沙大幅减小， 而深水航道回淤量

依然很大， 且大风骤淤趋于明显， 进一步说明长江口口门附近存在的巨大拦门沙系［２］， 可在潮流、 波浪作

用下造成大量本地泥沙再悬浮， 为航道淤积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

５　 结　 　 论

在径潮流动力强劲、 高浊度的长江河口段， 开通 １２ ５ ｍ 航道后， 仍面临着复杂的航道回淤技术难题。
研究航道回淤变化特征， 是了解航道回淤原因和制定进一步减淤措施的基础性工作， 也可从一个侧面认识长

江口拦门沙水沙运动的基本特性。
通过对近 ３ 年航道回淤资料的分析， 可以看出长江口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回淤变化有如下几个特征： ① 从

时间上看， 年内回淤分布洪季大、 枯季小， 短期的大风骤淤明显。 ② 从空间上看， 航道回淤主要集中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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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圆圆沙段和北槽中下段两个航道区段， 其中南港—圆圆沙航道北侧回淤大于南侧， 而北槽中下段南侧回

淤大于北侧。 ③ 南港—圆圆沙航道回淤与径流的关系不密切， 与潮流的关系表现为大潮期回淤强度大， 小

潮期回淤强度小； 北槽航道回淤部位随径、 潮流变化而变化， 表现为径流增大， 回淤的整体部位下移； 潮动

力减弱， 回淤部位上提。 ④ 南港—圆圆沙航道内泥沙颗粒粗， 以极细砂、 细砂为主； 北槽航道内泥沙颗粒

较细， 以中、 细粉沙为主。
北槽是 １２ ５ｍ 航道最主要的回淤区段。 综合北槽水沙基本特性、 北槽航道回淤的时空变化特征和回淤

颗粒情况初步判断， 该段航道回淤应以悬移质淤积为主。 长江口口门存在的巨大拦门沙浅滩， 在潮流、 波浪

作用下造成泥沙再悬浮， 为该段航道的淤积提供了主要的物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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