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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中国河流与海岸交界处感潮河段航运工程水文标准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设计水位的确定及其衔接和水

流、 泥沙分析方法的差异， 进行区段划分和标准衔接关系的研究。 通过阐述感潮河段区段及基本特征， 分析了各

类航运工程的水文指标， 提出以 “月平均潮位年变幅多年平均值” 和 “多年平均潮差” 两特征值的比值作为感潮

河段不同区段划分的依据指标， 并通过实例计算， 论证了航运工程水文标准分界及其衔接关系。 结果表明， 该指

标反映了感潮河段不同区段水文条件受径流和潮汐的影响程度， 依据其不同取值， 可对航运工程水文标准予以分

界， 形成较好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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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工程水文标准及水文分析和计算方法是规划、 设计、 科研和管理中的重要基础。 在内河与外海交界

处的感潮河段， 如中国的长江和珠江下游河段、 欧洲莱茵河和美国密西西比河下游河段， 水运工程建设发展

迅速， 海港与内河航运工程相互交叉现象十分普遍， 不仅形式多样， 而且功能全、 等级高。 但由于这些工程

往往难以定性， 并且感潮河段水文条件十分复杂， 从河口向上， 海港与内河航运工程水文标准究竟如何分界

与衔接， 世界各国至今没有统一的规范， 中国的 《海港水文规范》 和 《内河航运工程水文规范》 ［１⁃２］ 以及相

关的标准规范［３⁃４］中也缺乏规定或不甚明确。
如何使感潮河段航运工程水文标准的选取与确定方法更科学， 相互衔接也更合理， 且具有实际可操作

性， 关键是要在正确认识航运工程的性质及其水文指标的基础上， 找到一个基于水文参数的河道不同区段的

分界依据指标， 在此基础上， 制定合适的水文标准， 并形成良好的衔接关系。 关于此问题的讨论， 欧美等国

家鉴于各种原因研究极少， 基本是针对具体工程研究确定； 中国近年来相关研究有所涉及， ２０００ 年前研究

不多， 文献［５］提出了感潮河段划分指标， 但较为简单且仅针对海轮航道设计水位； ２０００ 年以后虽有多位学

者［６⁃１１］进行了感潮河段设计水位标准和确定方法的研究， 直至近几年长江南京以下深水航道建设的展开， 仍

进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１２⁃１３］， 取得不少有益的成果， 为此问题的认识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总体而言

尚不够系统和完善。 目前， 中国长江和珠江下游感潮河段航运工程发展迅速， 但因水文标准及衔接的问题，
使得内河和海港两水文规范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受到影响， 造成许多实际工作中的困难。 因此， 对该问题进

行深入探讨与研究， 对相关航运工程技术标准和规范的更新具有实质性的助益， 可促进水运工程技术水平的

提高与发展。 同时， 也可加深对感潮河段不同区段水文特征与规律的认识， 对丰富河流动力学与海岸动力学

也具有较好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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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感潮河段基本特征与航运工程水文指标

１ １　 感潮河段区段及基本特征

感潮河段受上游径流与河口外潮汐双重影响， 河段内水流出现双向流动及（或）水位产生周期性波动。
潮区界、 潮流界是反映径流、 潮汐两大动力系统相互作用与变化的重要特征， 也是感潮河段区段划分的关键

界面。 通常， 根据水流动力和地貌特征， 感潮河段划分为 ３ 个区段， 上段称为河口河流段， 即自潮区界起至

潮流界， 区段内仅有潮位涨落变化， 水流为单一向海流动； 中段称为河口潮流段， 即自潮流界起至口门， 区

段内水流呈双向流动， 既有径流下泄， 又有潮流上溯； 下段称为口外海滨段， 即自口门起至水下三角洲的前

缘急坡止， 区段内以潮汐作用为主， 除潮流外， 还受波浪及海流的影响。
显然， 潮区界和潮流界的位置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随河道径流大小和潮汐强弱在一定范围内变动［１４⁃１５］。

因而， 感潮河段水文特征， 如潮位、 潮流流速和流向以及潮波变形、 相位差、 滞流点、 滞沙点和最大浑浊带

等， 受到上游径流和河口外潮汐的影响程度也随季节变化。
１ ２　 航运工程及其水文指标

感潮河段航运工程共包括港口、 航道及船闸三类形式。 感潮河段港口一般采用顺岸式布置， 少数情况下

也采用挖入式港池， 大多数设有海轮码头， 因水域相对较小， 风浪不大， 无需构筑防波堤， 水工建筑物主要

码头， 其前缘临深水， 为便于船舶靠拢和装卸作业， 多采用直立式高桩或板桩结构。 感潮河段航道一般开辟

有海轮航道， 航宽和航深均大于内河航道， 水工建筑物主要是整治工程， 包括导堤、 丁（顺）坝、 护底（滩）
结构等， 多为抛石、 混凝土框架或排体。 感潮河段或其支流航道上有时为克服内河与河口潮位差而设置船

闸， 船闸水工建筑物主要由闸首、 闸室、 闸门、 输水系统和引航道等设施组成。 主要水流泥沙问题是引航道

口门区是否出现碍航流态及严重的泥沙淤积。
感潮河段航运工程需要确定的水文指标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设计水位的确定， 包括码头设计水位、

航道和船闸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 另一方面是水流和泥沙的分析， 主要是如何收集工程河段上游径流和泥沙

特征参数和河口外潮汐、 波浪特征参数以及工程河段附近水流和泥沙时空上的分布特征参数， 包括年径流量

和输沙量、 年内流量和泥沙含沙量、 颗粒大小及其历时过程； 潮差、 涨落潮历时、 潮位和潮流数值大小及其

历时过程； 波高、 波长和波周期； 工程段年内水位高低及其历时过程、 典型断面最大、 最小流速和含沙量以

及河床质组成等， 确定合适的分析内容与方法， 为工程选址、 通航水流条件和泥沙冲淤的分析与评估奠定

基础。
１ ３　 水文标准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现 《海港水文规范》 和 《内河航运工程水文规范》 中， 关于水流、 泥沙分析的内容与方法， 虽有差

异， 如海港规范主要针对海岸波浪和水流泥沙问题， 规定了计算和分析方法； 内河规范主要针对工程中出现

水流泥沙问题， 规定了分析内容和相关要求， 两者均无具体的水文标准指标， 且部分内容有相似之处， 但不

易形成混淆。 关于设计水位确定， 两规范均给出了具体的水文标准取值和确定方法， 但无论是统计计算方

法， 还是资料系列样本选取和标准取值， 均存在较大差异。
涉及到感潮河段航运工程水文标准的确定， 主要存在以下 ３ 方面问题： ① 如何界定工程属性及水文标

准不明确， 即哪些工程应执行 《海港水文规范》， 哪些工程应执行 《内河航运工程水文规范》， 无明确的划

分标准， 实际工作中较难分辨； ② 如何界定感潮明显或是感潮不明显并不明确， 两规范虽对 “感潮明显或

感潮不明显” 和 “汛期潮汐作用明显或不明显” 有规定， 但具体指标较为含糊或有待论证， 实际操作仍有

困难； ③ 海港和内河水文标准及其确定方法的分界与衔接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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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航运工程水文标准分界与衔接

２ １　 分界依据指标

对于感潮河段， 如仅按前述的潮区界、 潮流界， 或是河口外海滨段、 河口潮流段、 河口河流段等笼统的

概念进行区分， 并确定航运工程水文标准， 仍有较大的随意性， 有必要结合相关水文参数， 给出具体的依据

指标。 如果需准确地定量划分各区段， 确定相应的水位特征， 必须计算不同时段沿程径流和潮流量的分布，
进行比对和划分。 此方法虽在理论上可靠， 但工作量巨大， 也受资料短缺或代表性不够的影响， 对于工程设

计的通常情况， 很难实际应用。 鉴于问题主要是确定航运工程设计水位时较易产生内河与海港方法的混淆，
因而可直接采用水位资料系列， 进行相关计算分析， 提出具体的不同区段分界依据指标。

借鉴文献［５］提出的方法， 本文采用 “月平均潮位年变幅多年平均值” 和 “多年平均潮差” 两特征值的

比值， 作为分界依据指标。 “月平均潮位年变幅多年平均值” 可按下式计算：

ΔＺ１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Ｚ ｉ１ － Ｚ ｉ２） （１）

式中　 ｎ 为统计年数； Ｚ ｉ １为统计年内某年最高月平均潮位， ｍ； Ｚ ｉ２为统计年内某年最低月平均潮位， ｍ。
“多年平均潮差” 以△Ｚ２表示， 即统计年数内每日最高潮位与最低潮位差值的平均值。 “月平均潮位年

变幅多年平均值” 的量值大小主要是上游径流所决定， 说明了径流对河道水流特征（水位、 流速等）的影响

程度； “多年平均潮差” 的量值大小则由河口外潮汐所决定， 说明了潮汐对水位变化的影响程度。 因此，
△Ｚ１ ／ △Ｚ２是一个反映径潮强弱关系对河道水流影响程度的特征值， 将其作为感潮河段分区依据指标， 在理

论上是合理的。 同时， 在实际工程设计中， 每日高、 低潮位资料较易获取， △Ｚ１和△Ｚ２的计算较为简便， 以

其作为判别指标也颇为现实可行。
２ ２　 实例计算分析

在现 《海港水文规范》 和 《内河航运工程水文规范》 中， 设计高水位统计计算方法不相同， 海港规范

采用累积频率法， 内河规范采用频率法； 设计低水位统计计算方法相同， 海港规范采用累积频率法， 内河规

范采用保证率法（即累积频率法）， 两者资料系列样本选取和标准取值不相同。 但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
就是设计高水位的历时累积频率应小于 １％； 设计低水位的历时累积频率应大于 ９８％。 在感潮河段， 须以长

系列的每日 ２４ ｈ 整点潮位为样本进行计算分析， 但许多实际情况中， 获取此类资料极为困难。 在海港水文

标准的演变过程中， 相关研究［１３⁃１４］表明， 对潮汐作用明显的海岸或河口， 高潮累积频率 １０％潮位与历时累

积频率 １％潮位、 低潮累积频率 ９０％潮位与历时累积频率 ９８％潮位， 差值不大， 考虑到资料获取和统计计算

的简便易行， 可采用前者替代后者； 对受径流影响大的河口港， 差值较大， 前者不可替代后者， 但研究未涉

及感潮河段区段划分并给出两者的差值。
显然， 上述两种计算方法结果的差异与自河口上溯不同区段内受径流和潮汐影响的程度有关。 为此， 本

文针对长江下游干流、 珠江下游各水道等感潮河段， 选取 ２０ 多个水文（位）站， 各站位置见图 １， 依据各站

近 ２０ 多年来实测潮位系列资料， 计算出高潮累积频率 １０％潮位和低潮累积频率 ９０％潮位及其各自所对应的

历时累积频率， 并相应计算出各处的△Ｚ１ ／ △Ｚ２特征值， 见表 １。 表 １ 反映， 各处高潮累积频率 １０％潮位所

对应的历时累积频率均达不到 １％， 说明感潮河段因受径流影响， 高潮累积频率 １０％潮位已明显低于历时累

积频率 １％潮位； 而各处低潮累积频率 ９０％潮位所对应的历时累积频率， 则有大于和小于 ９８％的情况， 说明

在一定条件下， 低潮累积频率 ９０％潮位是高于历时累积频率 ９８％潮位的。 依据表 １ 计算结果， 建立低潮累积

频率 ９０％潮位对应的历时累积频率与△Ｚ１ ／ △Ｚ２之间的关系， 如图 ２ 所示， 可见两者基本呈现幂函数关系，
且有一定的幅度范围， 说明并不能以某一△Ｚ１ ／ △Ｚ２数值来区分历时累积频率是否大于 ９８％， 或者说历时累

积频率达到 ９８％就需要多大的低潮累积频率， 而应有一个相应的过渡段， 其下包络线则说明了不同区段低潮

累积频率 ９０％潮位实际所对应的历时累积频率的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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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实例计算选用的水文（位）站
Ｆｉｇ １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ｄａｌ ｇａ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表 １　 各站径潮特征值和潮位历时累积频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ｉｄ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ｅｖｅｒ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

河流 站名 △Ｚ１ ／△Ｚ２

高潮 １０％潮位
对应的历时
累积频率 ／ ％

低潮 ９０％潮位
对应的历时
累积频率 ／ ％

河流 站名 △Ｚ１ ／△Ｚ２

高潮 １０％潮位
对应的历时
累积频率 ／ ％

低潮 ９０％潮位
对应的历时
累积频率 ／ ％

高桥 ０ ２４ １ ４ ９８ ８
天生港 ０ ５９ ２ ０ ９８ ３
江阴 ０ ９１ ２ ３ ９８ ０

长江
三江营 ２ ０７ ３ ５ ９８ ３
镇江 ３ １９ ４ ４ ９７ ７
南京 ８ ３０ ５ ２ ９６ ７

马鞍山 １３ ５８ ５ ０ ９５ ６
芜湖 ２４ ７４ ５ ０ ９５ ２

灯笼山 ０ ３９ ２ ８ ９７ ８
磨刀门水道 竹银 ０ ９２ ４ ４ ９７ ４

大敖站 １ ６６ ４ ７ ９６ ９

天河（二） ４ ７１ ４ ３ ９５ ９
西江干流 甘竹（一） ５ ７２ ４ ９ ９５ ６

马口站 １０ ２３ 　 ９５ ６

洪奇沥水道
万顷沙西（二） ０ ２９ ２ ４ ９８ ２

板沙尾 ０ ６８ ４ ３ ９８ ０

顺德水道 三善滘 ０ ８１ ４ ７ ９７ ５
潭洲水道 澜石 １ ６１ ５ ０ ９７ ４

北江
紫洞 ３ ５８ ４ ８ ９６ ８

三水（二） ７ ７０ ９６ ３

江门水道 三江口 ０ ２７ ２ ０ ９７ ３

图 ２　 低潮累积频率 ９０％潮位对应的历时累积

频率与△Ｚ１ ／ △Ｚ２的关系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ｗ ｔｉｄ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９０％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Ｚ１ ／ △Ｚ２

　 　 进一步可反过来计算， 多少低潮累积频率的潮位才

可达到历时累积频率 ９８％。 依据表 １ 计算结果， 当

△Ｚ１ ／ △Ｚ２ ＝ １ 左右时， 即长江在江阴附近、 珠江磨刀门

水道在竹银附近， 也就是在洪水潮流界附近， 低潮累积

频率 ９０％潮位的历时累积频率才会大于 ９８％； 同理， 在

长江当△Ｚ１ ／ △Ｚ２ ＝ ５ 左右（镇江附近， 即枯水潮流界）、
△Ｚ１ ／ △Ｚ２ ＝ １０ 左右（南京附近）和△Ｚ１ ／ △Ｚ２ ＝ ２５ 左右

（芜湖附近）， 分别是各处低潮累积频率 ９１％ ～ ９２％、
９３％～９４％和 ９５％以上的潮位所对应的历时累积频率才

可能大于 ９８％。 同理， 不难推算出珠江水系各水道及其

他河流感潮段也有类似的规律。
２ ３　 水文标准分界与衔接

根据实例计算结果， 结合感潮河段特征， 按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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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到达点、 季节性到达点和潮区界 ３ 个点为界限， 可将感潮河段划分为 ３ 个区段， 其中最下游的区段称常

年潮流段， 位于洪水潮流界以下， 对应的△Ｚ１ ／ △Ｚ２＜１， 表明区段内潮汐影响十分明显； 中间区段称季节性

潮流段， 位于枯水潮流界至洪水潮流界之间， 对应的△Ｚ１ ／ △Ｚ２为 １～５， 表明区段内潮汐作用影响不甚明显；
最上游的区段称常年径流段， 位于枯水潮流界以上， 对应的△Ｚ１ ／ △Ｚ２＞５， 表明区段内潮汐影响不明显。 以

下针对 ３ 个区段， 分别讨论海港与内河航运工程水文标准的分界与衔接。
（１） 关于设计高水位， 在 ３ 个区段中， 若采用高潮累积频率 １０％的潮位， 其所对应的历时累积频率均达

不到 １％， 也远低于上游径流河段重现期 ２０ 年一遇水位， 明显降低了标准， 是不可取的。 因而须按频率法分

析确定， 以年最高潮位为计算样本序列（对受风暴潮影响严重的增水情况， 可按水文统计理论进行大值处

理）， 标准取重现期 ２０ 年一遇， 资料取用年限则大于 ２０ 年。 对于潮汐作用影响明显的常年潮流段（△Ｚ１ ／
△Ｚ２＜１）， 可按耿贝尔极值Ⅰ型曲线进行理论频率适线， 对潮汐影响不太明显的季节性潮流段和不明显的常

年径流段（△Ｚ１ ／ △Ｚ２＞１）， 可按皮尔逊 ＩＩＩ 型频率曲线进行理论频率适线。 由于采用的方法和标准与上游径

流河段相同， 样本取值也相同， 只是在理论频率适线方法略有区别。 可见， 各区段及与上游径流河段设计高

水位不存在分界， 且自然形成衔接。
（２） 关于设计低水位， 情况较为复杂， 在某一区段内， 若采用内河多年综合历时曲线法保证率 ９８％水位

或海港累积频率法低潮累积频率 ９０％潮位， 均有可能会降低标准。 因而， 对于航道工程， 为保持与上游径流

河段标准一致， 可按低潮累积法进行计算确定， 但须分段提高标准取值形成逐渐过渡， 基本点是设计低水位

所对应的历时累积频率应大于 ９８％。 根据各等级航道， 确定出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标准取值， 见表 ２； 对于港

口工程和通航建筑物工程， 设计低水位的计算确定可与其所在的航道工程相一致。

表 ２　 航道设计最低通航水位低潮累积频率标准取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 ｔｉｄ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ｌｏｗｅｓｔ ｎａｖｉｇ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航道等级
常年潮流段

△Ｚ１ ／ △Ｚ２≤１
季节性潮流段

△Ｚ１ ／ △Ｚ２ ＝ １～５
常年径流段
△Ｚ１ ／ △Ｚ２＞５

Ⅰ、Ⅱ ≥９０％ ≥９５％ ≥９８％

Ⅲ、Ⅳ ９０％ ９０％～９５％ ９５％～９８％

Ⅴ～Ⅶ ≥８５％ ≥９０％ ９０％～９５％

　 　 可见， 在感潮河段 ３ 个区段， 航运工程设计低水位依据低潮累积频率法计算按表 ２ 取值确定， 可保持或

超过上游径流河段的标准， 且结果偏于安全。 实际工作中， 可根据工程等级和水位变化特征， 考虑表 ２ 的取

值范围， 与上游径流河段设计低水位形成平顺衔接。
（３） 关于水流、 泥沙分析， 应针对 ３ 个区段中水流、 泥沙运动特征， 结合不同航运工程特点和设计要

求， 分别考虑分析内容和方法。
对于常年潮流段， 基本上应执行河口海岸的水沙分析方法， 边界条件除了要考虑上游洪、 中、 枯季的来

水来沙变化外， 还必须与下游大、 中、 小潮的不同潮型构成多种水情组合， 作为分析研究的控制条件； 统计

分析和模拟试验均要按照非恒定流的理论和方法进行； 盐淡水混合的影响已不可忽视， 动力分析需增加密度

环流的影响作用； 泥沙絮凝所引起的沉降变化已成为河床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潮波变形、 相位差、 滞流

点、 滞沙点和最大浑浊带等特征也是应考虑的内容； 拦门沙形成机理及发展趋势成为冲淤演变分析的关键

内容。
对于常年径流段， 基本上应执行径流河段的水沙分析方法， 除枯水期外， 边界条件仅考虑上游来水来沙

的变化， 不考虑潮汐影响； 统计分析和模拟试验按恒定流的理论和方法进行； 基本不考虑盐淡水混合、 密度

环流、 泥沙絮凝以及潮波变形、 相位差、 滞流点、 滞沙点、 最大浑浊带等潮汐水沙特征。
对于季节性潮流段， 水沙分析考虑潮汐和径流交互情况， 枯水期分析方法基本同常年潮流段， 洪水期分

析方法则按常年径流段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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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１） 感潮河段受上游径流与河口外潮汐双重影响， 河段内水流出现双向流动及（或）水位产生周期性波

动。 航运工程共包括港口、 航道及船闸三类形式。 主要水文指标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设计水位的确定， 另一

方面是水流、 泥沙分析， 包括分析内容与方法。
（２） 感潮河段航运工程水文标准存在 ３ 方面问题： ① 如何界定工程属性及水文标准； ② 如何界定感潮

明显或是感潮不明显； ③ “河与海” 水文标准及其确定方法分界与衔接。
（３） 感潮河段 “月平均潮位年变幅多年平均值” 和 “多年平均潮差” 两特征值之比值△Ｚ１ ／ △Ｚ２， 反映

了水文条件受上游径流和河口外潮汐影响程度， 统计计算较为简便， 将其作为感潮河段分区依据指标， 具有

合理性和可行性。
（４） 感潮河段可按潮流常年到达点、 季节性到达点和潮区界 ３ 个点为界限， 将感潮河段划分为常年潮

流段、 季节性潮流段和常年径流段 ３ 个区段。 各区段依据△Ｚ１ ／ △Ｚ２不同取值， 可对海港和内河航运工程水

文标准予以分界， 并形成较好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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