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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２０１２ 年实测的潮流、 含沙量及表层沉积物数据及资料等， 分析了潮流、 余流、 潮流底应力及底质类型

对含沙量变化的影响， 并运用物质通量分析方法， 探讨了莱州湾悬浮泥沙的输运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研究海域

受半日潮控制呈往复流特征， 涨、 落潮期间近底含沙量与流速及潮流底应力显著相关， 存在明显的再悬浮现象，
含沙量呈现潮周期变化特征； 底质类型与含沙量大小密切相关， 细颗粒物质更容易发生悬浮； 平流输运与潮泵效

应是莱州湾海域的悬沙输运的主要动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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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地区是海陆相互作用的主要地带， 随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大量的港口、 桥梁工程及围填海等重

大工程在海湾地区开工建设， 由此引发了周边海洋沉积动力的突变及地形冲淤变化， 进而影响岸滩演变、 航

道淤积及水下岸坡的稳定性［１⁃２］， 悬沙的长期输运成为河口海岸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３⁃５］。 因此， 研究海湾悬

沙的输运机制及运动特征， 对于地形冲淤变化、 岸滩演变及水下岸坡的稳定性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也可为

海湾内围填海工程、 港口建设、 航道疏浚等重大工程决策、 规划设计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６］。
不同河口或海湾悬沙输运的主要机制存在明显差异， 如潮泵效应（尤其是潮汐捕捉效应）是天津港附近海域

悬沙输运的主要贡献项［７］， 长江河口悬沙输运主要取决于欧拉余流［８］， 杭州湾悬沙净输运以优势流为主［９］， 平

均流作用、 斯托克斯漂移效应以及水深与含沙量的潮变化是鸭绿江河口地区最主要的悬沙输运机制［１０］。 总体来

讲， 由于潮流涨落潮不对称输沙， 因而余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指示悬沙的净输运。 但实际上， 海湾内存在潮周

期平均物质输运与潮周期平均水体输运方向不同的现象［１１］， 通量分析是研究物质长期输运较好的方法［１２⁃１３］。
莱州湾的悬沙已有部分研究成果， 主要是借助数值模拟手段［１４］及卫星遥感资料［１５］来分析研究湾内的悬沙特征。
本文利用多站位连续水文悬沙观测资料， 运用物质通量分析方法， 探讨莱州湾潮流与含沙量的变化规律及相互

关系， 揭示潮流输沙的内在机制， 这对了解莱州湾水沙输运机制及河床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１　 研究区域概况

莱州湾位于渤海南部， 面积约 ７ ０００ ｋｍ２， 是山东省最大的海湾（图 １）。 湾口以黄河口至屺姆岛的连线为界

与渤海相通， 湾内近岸水域海底平坦， 滩涂广阔， 水深较浅， 平均约 ９ ｍ。 莱州湾是中国入海河流最多、 接纳

陆地入海物质通量最大的海湾， 这些陆相入海物质是莱州沉积物的最主要来源， 其中黄河入海泥沙是主要的泥

沙供应源， 占湾内入海泥沙的 ９９％以上。 莱州湾内属于不正规混合半日潮海区， 平均潮差小于 １ ｍ， 平均潮流

速度小于 ０ ４ ｍ ／ ｓ， 为典型的弱动力型海湾。 莱州湾的波浪主要受季风控制， 以风浪为主， 常浪向为 ＮＥ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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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观测数据与研究方法

２ １　 观测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２５ 日， 在莱州湾海域 ８ 个锚系站位（水深均小于 １５ ｍ）分别进行了 ２５ ｈ 全潮沉积动力

连续观测， 期间黄河平均径流量为 ５２２ ｍ３ ／ ｓ， 含沙量为 １ ６５ ｋ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年全年径流量和含沙量最高值出现

在 ７—８ 月， 分别为 ２ ０６７ ｍ３ ／ ｓ 和 １３ ３５ ｋｇ ／ ｍ３。 观测期间天气状况良好， 波浪影响很小（目测波高小于

０ ３ ｍ）， 观测站位见图 １， 分别位于莱州湾近黄河口、 西岸、 东南岸及湾中海域。 观测使用声学多普勒流速

剖面仪（ＡＤＣＰ， ６００ｋＨｚ， １ ２００ ｋＨｚ， 美国 ＲＤＩ 公司）采集水深、 流速、 流向等数据， 换能器吃水深度 ０ ４ ～
１ ０ ｍ， 采样间隔 １ ｍｉｎ， 剖面单元层厚度 ０ １ ～ ０ ２５ ｍ； 使用 ＳＢＥ１９ Ｐｌｕｓ 多参数水质剖面仪（美国 Ｓｅａｂｉｒｄ 公

司）采集剖面温度、 盐度和浊度数据， 采样间隔 １ ｈ， 采样频率 ４ Ｈｚ， 同步采集表、 中、 底 ３ 层悬浮体水样。
将现场采集的悬浮体样品在实验室抽滤、 烘干、 称重， 获取含沙量数据， 并用其标定同步获取的浊度数据，
从而获取高分辨率的含沙量数据。

图 １　 莱州湾水深地形及站位

Ｆｉｇ １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ｉ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 ２　 研究方法

一般来讲， 用 Ｅｕｌｅｒ 余流的方法来描述潮周期平均水体对流输运的方向和快慢， 但实际上海湾内含沙量

空间差异较大的区域， 悬沙和水体长期输运存在明显差异， 为了分析各种物理过程的影响， 对通过垂直断面

的潮周期平均物质对流输运通量作机制分解研究。 目前物质通量计算方法是通量计算研究中较为成熟的方

法， 并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外河口、 弱潮海湾［７⁃１３］。 莱州湾内平均潮差小于 １ ｍ， 平均潮流速度小于 ０ ４ ｍ ／ ｓ，
属于弱动力型海湾， 且水深较浅， 平均水深约为 ９ ｍ， 在该方法的适用范畴之内。

依据物质通量计算方法， 主要考虑各测站的悬沙沿主流向的输运， 其主流向是指潮流椭圆长轴方向， 实

测流速 ｕ 可以分解为

ｕ ＝ ｕｖ ＋ ｕ （１）
式中　 ｕｖ 为垂线偏差项； ｕ 为垂线平均值。

ｕ ＝ １
ｈ ∫

ｈ

０
ｕｄｚ （２）

式中　 ｈ 为水深； ｕ＝ｕ０＋ｕｔ， ｕ０ 为垂线平均的潮平均项， ｕｔ 为垂线平均的潮偏差项。

ｕ０ ＝ １
Ｔ ∫

Ｔ

０
ｕｄ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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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Ｔ 为潮周期。
潮周期（Ｔ）内单宽输水量（Ｑ）为

Ｑ ＝ １
Ｔ ∫

Ｔ

０
∫ｈ

０
ｕｄｚｄｔ ＝ ｕｈ０ ＋ 〈ｕｔｈｔ〉 ＝ ｈ０（ｕＥ ＋ ｕＳ） ＝ ｈ０ ｕＬ （４）

式中　 ｕＥ ＝ｕ０， 为欧拉余流； ｕＬ为拉格朗日余流； ｕＳ为斯托克斯余流， ｕＳ ＝ 〈ｕｔｈｔ〉 ／ ｈ０； ｈ 为水深； ｈ０ 为潮

平均水深； ｈｔ 为水深潮偏差项； 〈〉 表示潮平均。 对积分时长的潮周期采用闭合水位的方法确定。
同理， 含沙量可分解为 ｃ＝ｃ０＋ｃｔ＋ｃｖ， 因此单宽悬浮泥沙通量（Ｆ）为

Ｆ ＝ １
Ｔ ∫

Ｔ

０
∫ｈ

０
ｕｃｄｚｄｔ ＝ ｕｈ０ｃ０ ＋ ｃ０〈ｕｔｈｔ〉 ＋ ｕ〈ｃｔｈｔ〉 ＋ ｈ０〈ｕｔ ｃｔ〉 ＋ 〈ｈｔｕｔ ｃｔ〉 ＋ ｈ０〈ｕｖｃｖ〉 ＋ 〈ｈｔ ｕｖｃｖ〉 ＝

Ｔ１ ＋ Ｔ２ ＋ Ｔ３ ＋ Ｔ４ ＋ Ｔ５ ＋ Ｔ６ ＋ Ｔ７ （５）
式中　 Ｔ１为欧拉余流贡献项； Ｔ２为由潮汐作用引起的斯托克斯漂移项； Ｔ１＋Ｔ２为拉格朗日平流输运； Ｔ３为潮

汐与悬浮泥沙相关项； Ｔ４为悬浮泥沙与潮流相关项， 也称为潮汐捕捉项； Ｔ５代表悬浮泥沙、 潮流与潮汐相关

项； Ｔ３＋Ｔ４＋Ｔ５为由潮流、 含沙量变化和潮汐水位变化的相位差引起的， 合称为潮泵效应。 Ｔ６为由垂向含沙量

分层引起的重力环流贡献项， Ｔ７为潮波变形下垂向悬浮泥沙与流速差异导致， 与沉降和冲刷造成的含沙量变

化相对滞后有关。 Ｔ６＋Ｔ７为由悬浮泥沙垂向分布不均与流速垂向分布不均导致的相关项， 与剪切扩散有关。

３　 结果与讨论

３ １　 潮流

图 ２　 观测站位潮流矢量

Ｆｉｇ 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ｖｅｃｔｏｒ ｇｒａｐ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ｇｉｏｎ

观测期间， 各站位潮差较小（小于 １ ５ ｍ）， 各测站潮流椭圆长轴比为 ０ ２８ ～ ０ ４２， 均小于 ０ ５， 说明该

海域潮流类型为半日潮流性质， 但浅水分潮较强。 如图 ２ 所示， 莱州湾的潮流分布比较复杂， 但规律性较

强， 代表潮流旋转性质的潮流椭圆率 Ｋ 值， 变化范围为 ０ ０１～０ ３， 总体来讲， 整个海域潮流以往复流为主，
涨潮流大致为西南向， 落潮流大致为东北向， 通过实测流速剖面（图 ３）可以看出， 流速在涨急和落急垂向分

层性较好， 上部水体流速较大， 底部流速较小， 在涨憩和落憩时刻垂向上差异很小， 在剖面上流速分布均

匀。 黄河口附近海域为强流区， 最大涨落潮流速超过 ７０ ｃｍ ／ ｓ， 向湾内潮流逐渐减小， 在刁龙咀、 羊角沟及

湾顶海域形成弱流区， 最大涨落潮流速小于 ３０ ｃｍ ／ ｓ。 各站流速最大值均出现在中潮位， 具有驻波的特征。
在潮周期内水位、 涨落潮流速过程存在明显不对称现象， Ａ１、 Ａ５、 Ａ６、 Ａ８ 站涨潮流大于落潮流， Ａ２、 Ａ３
站涨落潮流大小交替变化， Ａ４ 站涨落潮流相差不大， Ａ７ 站落潮流大于涨潮流； 除 Ａ１ 站的涨潮历时要小于

落潮历时， 其他各站涨潮历时均大于落潮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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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悬浮泥沙对潮流的响应

图 ３　 观测站位流速、 含沙量时间序列剖面

Ｆｉｇ ３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含沙量在潮周期的变化非常复杂（图 ３）， 总体来讲， 层化现象非常明显， 底层含沙量明显高于表层。 受

黄河口影响最大的 Ａ６ 站含沙量要显著高于其他站位， 含沙量超过 １５０ ｍｇ ／ Ｌ， 位于湾中的 Ａ３—Ａ５、 Ａ７ 站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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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量最低， 在 ２０ ｍｇ ／ Ｌ 左右。 含沙量的变化对于观测点在某个时间段来讲， 主要与底部泥沙侵蚀与落淤以及

平流作用有关。 图 ３ 表明， 莱州湾海域的含沙量与潮流有非常好的对应关系， 在涨落潮流的交替和流速大小

的更迭下， 含沙量均呈现明显的潮周期变化特征， 但各站位含沙量的变化形态又有所不同。
Ａ１—Ａ４ 和 Ａ６ 站的含沙量特点较为一致， 在单日内均出现 ４ 次峰值， 分别出现在涨急、 落急时刻附近，

而含沙量的低值则出现在高水位和低水位， 也就是涨憩和落憩时刻附近。 当流速超过一定强度时， 海底表层

沉积物受到的切应力超过临界值， 底床受到冲刷， 底部水体的含沙量增高； 当流速减小到临界值之后， 底床

表层沉积物受到的切应力小于临界值， 水体中的悬沙发生沉降， 含沙量随之降低。 然而， 由于泥沙的起动、
再悬浮扩散均需要一个过程， 故含沙量的变化滞后于流速的变化， 其峰值也在涨落潮流峰值之后出现。 湾内

Ａ２—Ａ４ 站涨落潮含沙量差异不大， 以潮流作用下的往复运动为主； Ａ１ 站落潮含沙量高于涨潮， 表现出落潮

输沙占优， 即由近岸向湾内输沙； Ａ６ 站涨潮含沙量高于落潮， 表现出涨潮输沙占优， 沿西南向往湾内输沙。
Ａ５、 Ａ７ 和 Ａ８ 站的含沙量在单日内均出现 ２ 次峰值， 但其特点又不尽相同。 Ａ５ 在单个潮周期内， 出现

“单峰” 特征， 位于莱州湾东南岸海域的 Ａ５ 站含沙量的峰值出现在落潮期， 表明该站西南向涨潮流输沙占

优， 即向湾内输沙占优。 Ａ７、 Ａ８ 站的含沙量变化基本相同， 与流速大小对应， 后一个潮周期的含沙量明显

高于前一个周期， 且出现 “双峰” 特性， 前一个潮周期流速较小， 其底应力没达到泥沙起动的临界应力，
后一个潮周期流速明显增大， 底床泥沙起动进入水体， 含沙量显著升高， 说明观测期间该站的水体泥沙主要

来自于当地泥沙再悬浮。 在潮周期内， 随着涨潮开始， 水位升高， 涨潮流逐渐增大， 一旦达到临界值， 底床

泥沙起动进入水体， 含沙量增大， 涨潮中期流速达到峰值， 含沙量随后也升至最大值， 之后流速迅速减小，
到高水位时， 悬沙快速沉降， 导致含沙量降到低值， 之后随着落潮流增大， 落潮前锋水体强紊动使刚刚沉降

的悬沙颗粒再次悬浮， 含沙量重新升高， 在落潮流达到峰值后， 含沙量重新升至峰值， 之后流速减小， 在低

水位时， 含沙量再次降到低值。
３ ３　 潮流底应力对含沙量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探讨含沙量的动态变化， 将根据 ｖｏｎ Ｋａｒｍａｎ⁃ｐｒａｎｄｔｌ 公式计算潮流底应力。 取底部向上流速

单调变大的一段数据， 以流速从海底向上变化曲线的第一个极大点为边界层厚度， 如果在这个边界层厚度下

流速数据不足 ３ 个， 则不参加底部切应力计算。 由于 Ａ５ 和 Ａ６ 站使用的是１ ２００ ｋＨｚ的 ＡＤＣＰ 进行测量（换能

器吃水 ０ ２ ｍ）， 测量单元层厚度为 ０ １ ｍ， 获得了较为完整的流速剖面数据， 尤其是近底部（底部盲区小于

０ ４ ｍ）， 对各站所有层位的流速数据进行 Ｕ—ｌｎｚ 线性回归分析［１６］， 潮周期内流速对数剖面的出现频率达

９０％以上， 满足 ｖｏｎ Ｋａｒｍａｎ⁃ｐｒａｎｄｔｌ 公式适用范围， 而其他各站采用 ６００ ｋＨｚ 的 ＡＤＣＰ （换能器吃水 ０ ５ ～
１ ０ ｍ）， 测量单元层厚度为 ０ ２５ ｍ， 底部盲区在 ０ ６ ｍ 以上， 边界层内的流速数据缺失。

Ｕ ＝
Ｕ∗

κ
ｌｎ ｚ

ｚ０
（６）

式中　 Ｕ 为距底床高度 ｚ 处的流速； Ｕ∗为摩阻流速； κ 为 ｖｏｎ Ｋａｒｍｅｎ 常数（一般取值 ０． ４）； ｚ０为海底粗糙高

度。 根据垂线平均流速的定义， 可对式（６）的两边进行从 ｚ０至水面的积分， 从而可得到 Ｕ∗计算公式为

Ｕ∗ ＝ κＵ

ｌｎ ０ ３６８Ｈ
ｚ０

（７）

式中　 Ｕ 为垂线平均流速的合成； Ｈ 为水深。
将各站 ＡＤＣＰ 数据代入式（７）中计算发现， 除 Ａ５ 和 Ａ６ 站外， 其余各站的底切应力为 ２ ～ ３ Ｎ ／ ｍ２， 该数

值已经超过了强潮的江苏潮滩切应力， 远大于莱州湾海域的底应力临界值， 但未发现含沙量显著增大的现

象， 故在近低层数据存在较多缺失的情况下， 计算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偏差。 上述分析表明， 采用流速剖面法

计算边界层参数， 应尽可能获取完整的近底部剖面数据。 Ａ５ 和 Ａ６ 站计算的底部切应力绘制如图 ４ 所示，
Ａ５ 站和 Ａ６ 站在涨急、 落急时刻潮流底应力分别达到最大值， 潮流流速与底应力的数值变化几乎同步。 位于

弱流区的 Ａ５ 站潮流底应力较小， 在观测期间内不超过 ０ ２５ Ｎ ／ ｍ２； 而位于强流区的 Ａ６ 站潮流底应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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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超过 ２ ０ Ｎ ／ ｍ２。 潮流底应力代表水动力的强弱， 也与含沙量的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决定着

当地底床泥沙能否起动再悬浮以及再悬浮的强度。 Ａ６ 站位于莱州湾西岸， 底床物质主要受黄河入海泥沙影

响， 以粉砂质黏土和黏土质粉砂为主， 根据环境不同， 临界切应力为 ０ １ ～ ０ ５ Ｎ ／ ｍ２［１７］， 可以看出 Ａ６ 站的

潮流底应力满足泥沙起动条件， 其峰值与图 ３ 中 Ａ６ 站的含沙量峰值对应良好， 两者基本呈线性关系； Ａ５ 站

位于莱州湾东南岸， 底床物质以粗粉砂和粉砂质砂为主， 颗粒较粗， 结合图 ３ 中 Ａ５ 站的含沙量来看， 其含

沙量的峰值出现在底应力相对较小的落潮时刻， 推断该站的潮流底应力没有达到底床泥沙临界起动条件， 水

体中的泥沙应是平流输运所致。

图 ４　 Ａ５ 和 Ａ６ 站潮流底应力（虚线）与垂线平均流速（实线）
Ｆｉｇ 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ｉｄ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ｎｅａｒ⁃ｂｅｄ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ｔ Ａ５ ａｎｄ Ａ６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３ ４　 底质类型分布与含沙量的关系

根据本次调查同期获取的底质采样分析发现， 湾内各站含沙量的分布特征与底质类型分布有密切关系。
莱州湾内的底质类型基本为粉砂（图 ５）， 但是在黄河口附近有一片黏土质粉砂， 位于这片区域的 Ａ１、 Ａ２、
Ａ６ 和 Ａ８ 站的含沙量要高于其他站， 尤其是近黄河口的 Ａ６ 站远高于其他站， 而 Ａ３—Ａ５ 和 Ａ７ 站基本位于底

质类型为粗粉砂的海域， 含沙量较低。 这表明底床泥沙的再悬浮对湾内水体泥沙贡献非常重要， 而底质类型

决定了海域再悬浮的强度。 在相同的动力条件下， 以细颗粒物质为底质的海床泥沙更为容易再悬浮， 距离底

床越近， 悬浮作用对含沙量的影响越明显， 特别是表现在涨急和落急时， 垂向分层显著， 底部含沙量明显增

大， 而涨憩和落憩时含沙量迅速降低， 表明一方面潮流强度变化引起的再悬浮过程占主导， 另一方面泥沙的

沉降速度较大， 在流速降低后迅速落淤。 悬沙表现为随潮往复搬运， 在潮周期不对称性作用下的这种往复搬

运形式为湾内悬沙输运的主要形式。

图 ５　 莱州湾沉积物类型分布

Ｆｉｇ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ｉｚｈｏｕ Ｂａｙ

３ ５　 余流及悬沙通量

各站位的余流计算结果见图 ６， 结果显示欧拉余流在拉格朗日余流中占绝对主导地位。 欧拉余流表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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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垂线平均的潮平均项， 斯托克斯余流表示流速垂线平均的潮偏差项， 说明虽在涨急和落急时刻流速存在垂

向分层， 但相对于整个潮周期来讲， 流速的垂向分层相对较小。 研究区内欧拉余流的分布和拉格朗日余流的

分布几乎保持一致， 在湾的中西部形成一个逆时针的环流， 计算的拉格朗日余流数值在 ２ ～ ４ ｃｍ ／ ｓ 之间， 与

黄河三角洲余流数值大致相当［１８］。 斯托克斯余流比欧拉余流和朗格朗日余流小得多， 其数值基本小于

１ ｃｍ ／ ｓ， 且方向与欧拉和拉格朗日余流差异较大，一般来说， 斯托克斯余流在浅水区（小于 ５ ｍ）较为明显，
本次所有观测站位水深均大于 ５ ｍ， 斯托克斯余流较弱， 不足以改变欧拉余流的主要方向。

图 ６　 观测站位的拉格朗日余流、 欧拉余流及斯托克斯余流

Ｆｉｇ ６ Ｅｕｌｅｒｉａｎ， Ｓｔｏｋｅ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根据式（５）计算各站各悬沙输运项（表 １）， 经计算（Ｔ６ ＋Ｔ７）垂向剪切扩散项贡献非常小， 故忽略不计。
根据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拉格朗日平流输运项（Ｔ１＋Ｔ２）与潮汐捕捉项（Ｔ４）对研究区的悬沙输运起主导作用，
所有站位贡献率均大于 ９０％； Ｔ３和 Ｔ５项影响也不大。 各站的拉格朗日平流输运项与潮汐捕捉项的权重又有

所不同。 第 １ 种情况是拉格朗日平流输运占优， 潮汐捕捉项泥沙输运方向基本与平流输运方向一致， 具有该

特征的站位有 Ａ１、 Ａ３、 Ａ４、 Ａ７ 站； 潮汐捕捉项与平流输运方向相反的有 Ａ８ 站。 第 ２ 种情况是潮汐捕捉项

占优， 平流输运方向基本和潮汐捕捉项泥沙输运方向一致， 具有此特征的站位有 Ａ２ 和 Ａ６ 站； 潮汐捕捉项

与平流输运方向基本相反的有 Ａ５ 站。 总的来说， 除了 Ａ５ 和 Ａ８ 站， 其余各站的欧拉余流贡献项（Ｔ１）与净悬

沙输运方向相同。 而 Ａ５ 和 Ａ８ 站的悬沙净输运以潮汐捕获项（Ｔ４）占优， 其次为欧拉余流项（Ｔ１）， Ｔ１项全部

指向湾内， Ｔ４项在 Ａ５ 站与 Ｔ１项垂直， 指向湾外， 在 Ａ８ 站与 Ｔ１项相反指向湾外。

表 １　 莱州湾海域各站悬沙输运项及单宽悬沙净输运率 ｇ ／ 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ｌｕｘ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ｎｅ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ａｔｅ

站位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单宽净输沙量

Ａ１ ３４ ９（１４３） ２ ３（１０５） ０ ３（１４２） １７ ５（１６８） １ ５（９８） ４４ ５（１５１）
Ａ２ ６２ ５（１５８） １２ ４（２００） ０ ４（１５８） ６７ ９（１７７） ７ ２（２２６） １２３ ５（１７２）
Ａ３ ５０ ５（３２７） ２ １（３１２） ０ １（２２７） ２０ ４（３１２） ０ ９（２１１） ７３ ７（３２２）
Ａ４ ３２ １（８３） １ １（１５０） ０ ３（８２） ２２ １（８５） ０ ９（７３） ５５ ９（８４）
Ａ５ １４ ６（１７８） １ ６（２４） ０ １（３２１） ３３ ５（３） ０ ２（２４２） ２６ １（２６）
Ａ６ ２２８ ８（２１５） ５５ ７（３２３） １ ３（１２５） １ ３８３ ３（２６０） ４２ ５（１０７） １ ５７８ ９（２２９）
Ａ７ ４１ ６（１２１） ３ ３４（２２７） ０ １（１２１） ２０ ９（６１） ２ ２（５９） ５５ ２（１０３）
Ａ８ ６８ ５（１９６） ８ ８（２０８） ０ １（１５） ３１ １（３２） ７ １（２２１） ６５ ４（１０５）

注： （）内为角度， 单位（°）。

　 　 潮汐捕捉项（Ｔ４）主要是沉积物的沉降、 冲刷滞后所致， 是泥沙再悬浮和沉降的结果。 图 ３ 中明显看到

观测站位在涨急和落急时刻均出现明显的再悬浮现象。 在海底环境中， 底应力对沉积物的输运有重要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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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为了进一步了解再悬浮在研究海域悬沙输运中的作用， 计算了 Ａ５ 和 Ａ６ 站潮流底应力， 发现潮流底

应力、 潮流和含沙量几乎同步变化， 在涨急和落急时刻潮流底应力均达到极值， 憩流时最小； 在涨落潮期间

底应力超过临界值， 含沙量快速升高， 正是这种泥沙的再悬浮作用决定了研究区的悬沙输运特征。
３ ６　 莱州湾海域的悬沙输运模式

本次观测站位的水深均不超过 １５ ｍ， 基本上代表了莱州湾海域水沙输运的平均水平。 莱州湾海域整体

含沙量不高（黄河口海域除外）， 而且含沙量的垂向分层十分明显， 垂向混合较弱， 属于典型的弱动力低含

沙量海湾， 与国内其他海域的潮汐动力、 悬沙输运特征上有显著区别， 如杭州湾、 江苏沿岸及长江口南侧海

域等。 根据悬沙输运通量分解结果显示， 因涨落潮期间在底部较强的再悬浮作用而导致含沙量潮周期的不对

称性， 使平流输运和潮泵效应成为悬沙输运的主要因素。
河流入海泥沙也是影响莱州湾海域悬沙输运的关键因素， 黄河作为莱州湾最大的泥沙供应者， 占湾内入

海泥沙量的 ９９％以上， 其他河流总计贡献不到 １％， 又加之河流的上游地区工农业用水、 人工建坝、 修建水

库等人类活动， 导致入海水沙量急剧减少， 对莱州湾的泥沙供应极少。 整体来看， 莱州湾西岸海域的含沙量

要高于东岸， 西岸海域主要受黄河影响， 泥沙入海后随潮流和波浪运动， 在往复流作用下泥沙向河口两侧运

动， 据沉积物分布特征来看， 主要向南运移， 前人成果认为在夏、 秋季节黄河泥沙入海后主要沉积在河口地

区， 只有极少数极细物质向较远处输运， 而在冬季寒潮或连续北向大风作用下， 河口地区在强劲的动力条件

下， 冲刷作用加剧， 大量的再悬浮泥沙会沿岸向北输运， 同时大风天气会加强近岸的再悬浮， 含沙量急剧增

大， 大约是无风时的 １０ 倍， 而离岸较远海域含沙量变化不大［２］。 风后 ３～５ ｄ 内， 悬沙泥沙落淤， 基本恢复

到风前的含沙量分布特征［１９］。 而河口三角洲堆积的沉积物经过悬浮⁃再搬运的过程， 向湾内较远的地方输运

沉积， 总体上在莱州湾内沿岸逆时针方向输运， 推断黄河入海泥沙自莱州湾西岸进入莱州湾， 而后经过长期

的沉降⁃再悬浮过程后， 从莱州湾东岸向湾外输运。 有学者认为这是黄河泥沙经过莱州湾， 穿越渤海海峡的

经过路径之一［２０］。 同时也有文献指出在风浪不显著时期， 以黄河口为中心的高含沙量区只能延伸到莱州湾

中部， 而不会到达湾顶， 这也与莱州湾的底质类型相对应［２１］。 东岸海域泥沙来源甚少， 河流入海泥沙主要

以界河和王河的入海泥沙为主， 这两条河流均为山溪性雨源小河， 入海物质较粗， 近年来由于上游修建水库

导致河流来沙量锐减。 东南岸近岸海域的底质沉积物以粉砂质砂、 砂质粉砂和粗粉砂为主， 底质颗粒较粗，
只有在风浪较大时才能有较强的再悬浮现象发生， 又加上属于弱潮流区， 整体动力不强， 造成该海域含沙量

较低。

４　 结　 　 论

（１） 莱州湾海域受半日潮控制呈往复流特征， 含沙量在涨落潮流的交替和流速大小的更迭下， 呈现明

显的潮周期变化特征， 含沙量的峰值滞后于涨落潮流峰值。
（２） 涨落潮期间近底含沙量与潮流底应力显著相关， 存在明显的再悬浮现象； 底质类型决定了海域再

悬浮的强度， 细颗粒物质更为容易再悬浮。 在涨急和落急时， 垂向分层显著， 底部含沙量明显增大。
（３） 涨落潮期间含沙量的不对称性导致潮泵效应及涨落潮水位变化引起的平流作用是莱州湾海域悬沙

输运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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