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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长江口的现场观测资料表明， 大潮和大潮后中潮期间， 北港的淡水向北支口门和

下段扩展， 减小了北支下段的盐度， 而小潮及其后的中潮期间无此现象。 为了确证淡水的来源， 采用验证良好的

三维数值模式再现了上述观测现象， 并通过数值试验和淡水通量机制分解方法分析其动力成因。 数值试验结果表

明， 大潮及其后的中潮期间， 北港主槽流经北港北汊及其周围浅滩的水体是北支淡水的主要来源， 拉格朗日余流

输送是其向北支扩展的主要动力机制。 北港北汊的增深增加了进入北支的淡水通量， 减弱了北支的盐水入侵。 偏

北风风速的增加抑制了北港淡水向北支的扩展， 增加了北支的盐水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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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河口地区人口增加迅速， 对淡水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 河口水库能缓解淡

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但在枯季水库取水受盐水入侵影响。 河口地区复杂的河势和地形与潮汐、 径流及风应力

等多种动力因子的综合作用， 加上人类活动的影响， 使得该区域盐水入侵和盐淡水分布规律十分复杂。 缺乏

对盐水入侵规律全面的认识， 势必会影响河口水库的取水安全。 目前研究盐水入侵规律的方法主要有现场观

测、 理论公式分析和数值模拟等。 数值模拟作为研究河口盐水入侵的重要手段， 已在世界各大著名河口得到

成功应用， 如美国的 Ｈｕｄｓｏｎ 河口［１］、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河口［２］、 Ｔａｍｐａ 湾［３］以及中国的长江口［４］、 珠江口［５］ 和钱塘

江口［６］等。 长江河口的盐水入侵相对于中国其他河口研究较为成熟， 研究内容由对盐水入侵现象的认知不

断向探索现象背后的动力成因、 动力机制深入。 多年来众多学者对长江口盐水入侵的基本规律做了研究， 指

出潮汐强弱和径流量大小是影响长江河口盐水入侵的两个重要的动力因子［７⁃８］， 此外还研究了风应力［９］、 河

口环流［１０］、 河口混合［４］、 海平面上升［１１］等对盐水入侵的影响。
长江口北支盐水倒灌是枯季盐水入侵特殊的形式， 也是长江口水源地盐水的重要来源。 以往对北支盐水

倒灌规律及对南支、 北港水源地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１２⁃１７］， 但由于实测资料和研究方法的限制， 专门针

对枯季北港淡水对北支影响的研究较少。 本文采用现场观测资料结合数值模拟揭示了大潮至小潮期间北港淡

水向北支下口扩展这一现象， 并探讨其形成的动力机制。 研究成果丰富了对长江口北支、 北港河段盐水入侵

规律的认识， 同时也对保障长江河口水库的供水安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　 北港淡水向北支的扩展

１ １　 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口盐度分布总体上东高西低， 在大潮期间由于北支倒灌的影响， 南支、 北港河段纵向盐度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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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高中间低” 的分布特征。 长江口为分汊河口， 各汊道分流比的差异导致了盐水入侵差异。 由于北支特

殊的地形（图 １）， 其分流比基本不超过长江径流的 ５％， 而北港的分流比与南港相当， 接近长江径流的一半。
北港和北支之间悬殊的分流比， 导致了它们虽仅相隔崇明岛， 却是长江枯季盐水入侵最弱和最强的两条入海

通道［８，１０］。 目前上海市三大河口水库（青草沙水库、 陈行水库和东风西沙水库）位于北港和南支河段（图 １），
北港盐水的正面入侵和北支盐水的倒灌是水源地盐水的主要来源［１２⁃１７］。 北港和北支口门水域滩槽相间， 河

势复杂。 北港主槽和北港北汊之间是北港北沙， 北港北汊和北支口门相隔崇明东滩， 北支口门被顾园沙分为

南北两条水道（图 １）。 广阔的滩涂在涨潮期间被水体淹没， 而落潮期间部分出露， 涨落潮的不对称性使得该

水域的余流和物质输送十分复杂［１０］。
一般而言， 在科氏力和偏北季风的共同作用下， 北港较淡的水体在流经口门后应转向南输运， 不会影响

到北支。 Ｗｕ 等［１０］的研究表明， 在大潮期间， 长江口口门存在由南向北的横向环流。 此外， Ｌｉ 等［１８］ 发现近

年来增深的北港北汊， 大大缩短了北支口门和北港主槽水体交换距离。 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北港的

淡水是否会影响北支， 并进一步影响北支的盐水入侵和倒灌强度， 目前尚未针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

图 １　 长江口河势和水下地形

Ｆｉｇ １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Ｅｓｔｕａｒｙ

１ ２　 现场观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长江口进行了大规

模的现场观测， 其中浮筒测点 Ａ１ 和 Ａ２ 沿顾园沙北水道布设， 测点 Ａ１ 位于顾园沙北侧， 测点 Ａ２ 位于北支

下段（图 １）。 各浮筒测点由 １ 个电磁流速仪 （ＪＦＴ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ＥＭ）测量表层流速流向， １ 个温盐深 （ＳＢＥ ３７⁃ＳＭ
ＣＴＤ）测量表层盐度， 仪器均放置于水下 ０ ５ ｍ， 采样频率为 ５ ｍｉｎ。 观测连续进行了 ２０ ｄ， 包含了一个完整

的大小潮过程（图 ２（ａ））。 观测期间长江大通站平均径流约为１２ ０００ ｍ３ ／ ｓ， 接近多年 １ 月平均径流量； 观测

期间长江口以偏北风为主， 与冬季季风方向一致［１８］。
测点 Ａ１ 和 Ａ２ 的表层盐度存在明显的大小潮变化（图 ２（ｂ））。 测点 Ａ１ 的盐度在大潮期间日变化十分显

著， 总体上表现出迅速下降的趋势， １２ 月 ２８ 日和 ２９ 日到达观测期间的最小值， 量值约 ２１。 从 ２９ 日后半天

至次月 ３ 日（大潮后中潮至小潮期间）， 盐度整体呈上升趋势， 达到本次观测最大值， 量值约 ３０。 从 １ 月 ４
日直至本次观测结束（小潮至大潮期间）， 盐度维持在 ２９～３０ 之间， 基本没有日变化。 测点 Ａ２ 大小潮期间的

表层盐度变化趋势总体上与测点 Ａ１ 一致， 大潮期间盐度日变化显著， 总体趋于下降， 在 ２９ 日（大潮后中潮

期间）达到观测期间的最小值， 量值约 ２５。 从 ３０ 日至次月 ３ 日（大潮后中潮至小潮期间）， 盐度日变化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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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 盐度总体缓慢上升。 ４ 日盐度达到观测期间的最大值， 量值约 ３０， 之后直至观测结束（小潮至大潮期

间）， 盐度在 ２６～２９ 之间波动， 有比较明显的日变化。
大潮至小潮过渡期间（１２ 月 ２７—２９ 日）， 测点 Ａ２ 的盐度在涨潮期间减小， 在落潮期间增大， 这一现象

在 ２８ 日和 ２９ 日尤为明显， 表明在该测点下游存在较淡的水体（图 ３（ａ））。 这一时段测点 Ａ１ 的盐度变化更加

复杂， 在落潮初期盐度下降， 随后盐度迅速上升至落潮结束， 在涨潮期间盐度下降。 小潮至大潮期间（１ 月

４—６ 日）， 测点 Ａ２ 的盐度在涨潮期间升高， 落潮期间下降， 表明高盐水来自下游（图 ３（ｂ））。 测点 Ａ１ 在这

一时段的盐度基本保持不变。

图 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连兴港站水位和测点 Ａ１、 Ａ２ 表层盐度

Ｆｉｇ 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Ｌｉａｎｘｉｎｇｇａｎｇ ｇａｕ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１ ａｎｄ Ａ２ ｆｒｏｍ ２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ｔｏ １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图 ３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６ 日期间测点 Ａ１、 Ａ２ 表层盐度和流向

Ｆｉｇ 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１ ａｎｄ Ａ２ ｆｒｏｍ ２７ ｔｏ ２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ａｎｄ ４ ｔｏ 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上述现象表明大潮及其之后的中潮期间， 在测点 Ａ１ 和 Ａ２ 之间存在比上下游更淡的水体， 这很可能是

由于北港的淡水越过北港北沙和崇明东滩， 并通过顾园沙南水道影响到北支下段， 减弱了北支的盐水入侵。
这一现象之前未见报道， 其动力成因将在后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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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数值模拟

为了对上述观测到的淡水来源进行确证， 并探讨其物理过程和形成动力机制， 采用改进的三维数值模式

Ｅｃｏｍ⁃ｓｉ 进行定量研究， 该数值模式在长江口盐水入侵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应用［９⁃１０， １８⁃２０］。 模式计算区域包括

长江口、 杭州湾和邻近海域， 特别对长江口口门和北港北汊的网格进行了局部加密， 能较好地分辨口门的汊

道和潮间带［１８］。 数值模式的设置和对观测资料的验证详见文献［１８］。 数值模式的计算结果与观测资料总体

吻合良好， 并较好地模拟出测点 Ａ１ 和 Ａ２ 表层盐度的日变化和大小潮变化， 计算值和观测值的均方差仅为

０ ７９ 和 ０ ８７［１８］。 这表明数值模式能较好地模拟长江口， 特别是北支口门和下段的盐水入侵过程。
采用观测期间的潮汐、 径流和风应力条件［１８］， 数值模拟了大潮后中潮和小潮期间涨憩时刻的表层盐度

分布（图 ４， 输出时刻见图 ３（ａ）和图 ３（ｂ）三角形所示）以及北支下段—北支口外纵断面断面 １ 的盐度分布

（图 ５， 断面 １ 的位置如图 １ 所示）。 大潮后中潮期间， 通过北港下泄的长江径流向口外输送。 涨憩时刻， 在

北港口外盐度锋面显著， 并且存在一个从崇明东滩伸向北支下段的低盐水舌， 盐度值在 １５ ～ ２０ 之间， 量值

低于其上游和下游的盐度值（图 ４（ａ））， 这证实了北支口门和下段受北港淡水的影响。 从北支下段—北支口

外的盐度纵向剖面看， 在测点 Ａ１ 和 Ａ２ 之间 ５ ｍ 以上的水体存在一个显著的低盐水团， 分层明显； ５ ｍ 以下

的水体混合均匀（图 ５（ａ））， 这表明北港淡水主要影响北支口门和下段的表层和次表层水体， 对中层和底层

水体影响较小。
小潮期间的涨憩时刻， 北港下段的淡水主要分布在北港南侧， 未向北支口门和下段扩展， 北港北汊及其

附近浅滩的盐度大大高于大潮后中潮期间（图 ４（ｂ））。 上述现象主要是因为小潮期间潮动力较弱， 水体的垂

向分层较大潮和中潮期间明显， 北支口门的盐分通过垂向切变输送作用进入北港北汊， 大大增加了该处和相

邻水域的盐水入侵［１８］。 由于未受到北港淡水的影响， 北支下段—北支口外纵向上的盐度较高， 量值约为 ３０，
且垂向混合均匀（图 ５（ｂ））。

图 ４　 数值模拟的表层盐度分布

Ｆｉｇ 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ｓｌａｃ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ｉｄ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ｉｄｅ （ａ）ａｎｄ ｎｅａｐ ｔｉｄｅ （ｂ）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ａｓｅ

１ ４　 控制试验模拟的盐度随大小潮变化

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 观测期间北支下段和口门盐度变化的异常现象是由北港淡水向北支扩展引起的，
但这一现象是否为特定潮汐、 径流和风应力相互作用下的偶然现象还无法确定， 为此设置了一个气候态下的

控制试验（数值试验 Ｓ１）， 其中径流量采用 １ 月多年月平均值 １１ ２００ ｍ３ ／ ｓ， 海表面取枯季的平均 ５ ｍ ／ ｓ 的定

常北风。 数值模式共运行 ５０ ｄ， 采用最后 ２０ ｄ 的数据用于分析。
在气候态动力因子的驱动下， 测点 Ａ１ 和 Ａ２ 的表层盐度随大小潮变化如图 ６（ｂ）所示。 大潮和大潮后中



　 第 １ 期 李路， 等： 长江口枯季北港淡水向北支扩展的动力机制 ６１　　　

图 ５　 数值模拟的沿断面 １ 盐度分布

Ｆｉｇ． 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Ｓｅｃ１ ａｔ ｆｌｏｏｄ ｓｌａｃｋ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ｉｄ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ｉｄｅ （ａ）ａｎｄ ｎｅａｐ ｔｉｄｅ （ｂ）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ａｓｅ

潮期间， 位于下游的测点 Ａ１ 的表层盐度低于位于上游的测点 Ａ２ 的表层盐度， 在之后的小潮和小潮后的中

图 ６　 控制试验测点 Ａ１ 和 Ａ２ 水位、 表底层盐度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 ６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ｂｏｔｔｏｍ ｓａｌｉ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１ ａｎｄ Ａ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潮期间则恰恰相反。 这一变化趋势与观测到的现象一致（图 ２（ｂ））， 表明枯季北港淡水向北支口门和下段的

扩展是一个常态现象， 主要发生在大潮以及之后的中潮期间。 这主要是由于大潮及其后的中潮期间北港和北

支口门的水面比降差异形成北港向北支的环流， 导致北港淡水向北支输移。 底层盐度有类似的变化趋势（图
６（ｃ））， 表明大潮及其之后的中潮期间同样受到北港淡水扩展的影响， 但由于淡水主要沿表层输运， 影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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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表层小。

２　 动力机制分析

２ １　 淡水通量随大小潮的变化

为进一步定量分析北港淡水的输运规律， 可通过计算该水域淡水通量的分布和变化。 瞬时单宽淡水通量

可按下式计算：

Ｑｆ
→ ＝ ∫０

－１

ｓ０ － ｓ
ｓ０

ＤＶ
→
ｄσ （１）

式中： ｓ 表示盐度； ｓ０表示背景盐度； Ｄ 表示总水深； Ｖ
→
表示流速矢量； σ 表示相对水深（表层为 ０， 底层为

－１）。 ｓ０实际上定义了一个区域海水的最高盐度， 低于这个盐度就认为有淡水混合进入海水中。 ｓ０ － ｓ( ) ／ ｓ０
取值为 ０～１， 表示水体中淡水所占的比重。 在研究冲淡水扩展时， ｓ０一般可取 ３５， 表示陆架上的盐度［２１］。
但近岸水域受径流影响较大， 背景盐度变化剧烈， 很难按空间给出。 本文采用示踪剂（Ｔｒ）来标记长江径流，
通过 Ｔｒ 的分布变化来分析长江径流如何向海输运， 以及如何与盐水混合。 Ｑｉ 等［２２］曾采用此方法研究长江河

口径流的滞留时间。 本研究中， Ｔｒ 在径流边界处设置为 １， 外海开边界处设置为 ０； 在 Ｔｒ 的初始场中， 盐度

初始场为 ０ 的区域设置为 １， 其他区域设置为 ０。 根据上述设置， 瞬时单宽淡水通量的计算可转化为

Ｑｆ
→ ＝ ∫０

－１
Ｔｒ·ＤＶ

→
ｄσ （２）

潮平均的单宽淡水通量（Ｒ ｆ
→）可表示为

Ｒ ｆ
→ ＝ １

Ｔ ∫
Ｔ

０
∫０

－１
Ｔｒ·ＤＶ

→
ｄσｄｔ （３）

其中 Ｔ 为时间， 等于一个或几个潮周期。 本研究中 Ｔ 取 ６ 个半日潮周期， 约 ３ ｄ， 可以过滤掉半日潮和全日

潮的影响， 分析了大小潮周期内大潮、 大潮后中潮、 小潮和小潮后中潮 ４ 个时段淡水通量的输运变化。 为了

研究其内在的动力机制， 若将淡水作为一种物质， 类似于盐通量的机制分解［２３］， 同样可对淡水通量进行机

制分解：

Ｒ ｆ
→ ＝ 〈Ｑ

→
〉〈Ｔｒ〉 ＋ 〈Ｑｔ

→（Ｔｒ） ｔ〉 ＋ 〈Ｄ Ｖ′→（Ｔｒ） ′〉 （４）

式中： 〈〉表示潮平均算子； Ｑ
→
和Ｔｒ表示瞬时单宽水通量和垂向平均淡水浓度； Ｑｔ

→
和 Ｔｒ( ) ｔ 为 Ｑ

→
和Ｔｒ的潮振荡

项； Ｖ′
→
和 Ｔｒ( )′为Ｖ

→
和Ｔｒ的垂向偏差项。 式（４）的右边第 １ 项为拉格朗日对淡水输运， 主要由平均流输运产生；

第 ２ 项为潮泵对淡水的输送， 主要由潮流和淡水浓度的潮振荡项引起； 第 ３ 项为垂向切变淡水输送， 主要由

流速和淡水浓度的垂向差异产生。 上述 ３ 项的计算方法与盐通量分解项的计算方法类似， 详见文献［２３］。
图 ７ 和图 ８ 分别为控制试验大潮、 大潮后中潮、 小潮和小潮后中潮期间平均的淡水通量及其分解项。
２ １ １　 大潮期间

大潮期间， 北港淡水大部分沿北港主槽向外海输运， 小部分沿北港北汊向海外输运（图 ７（ａ））。 北港主

槽部分淡水绕北港北沙进入北港北汊。 Ｗｕ 等［１０］指出， 大潮期间长江口口门存在明显的横向环流。 该环流从

南槽越过北槽导堤和横沙东滩进入北港， 并继续向北越过崇明东滩进入北支口门。 受此横向环流影响， 北港

主槽向海的淡水输运出口门后先沿东北方向， 后逐渐转向东南方向。 北港主槽中部分淡水横穿北港主槽、 北

港北汊以及崇明浅滩， 经顾园沙南水道进入北支下段， 其中小部分淡水进入北支向上游输运， 大部分淡水进

入顾园沙北水道并绕顾园沙沿东南方向汇入北港向海输运的淡水。 进入北支下段的淡水一部分来自北港主槽

的横向输送， 这与 Ｗｕ 等［１０］的研究结果一致， 另一部分来自北港北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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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控制试验大潮（左）和大潮后中潮（右）期间单宽淡水通量及其分解项

Ｆｉｇ ７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ｉｄｅ （ｌｅｆ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ｉｄｅ （ｒ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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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控制试验小潮（左）和小潮后中潮（右）期间单宽淡水通量及其分解项

Ｆｉｇ ８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ａｐ ｔｉｄｅ （ｌｅｆ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ｉｄｅ （ｒｉｇｈｔ）



　 第 １ 期 李路， 等： 长江口枯季北港淡水向北支扩展的动力机制 ６５　　　

　 　 拉格朗日对淡水的输送在北港主槽和北港北汊都向海输运， 与净淡水通量的输运基本一致（图 ７（ｃ））。
上述越过北港主槽、 北港北汊和崇明东滩进入北支下段的淡水主要是由于拉格朗日对淡水的输送， 即余流输

送所致。 潮泵对淡水的输送是北港冲淡水出口门后转向东南方向偏转的主要动力机制， 同时也是淡水进入顾

园沙北水道绕顾园沙向东南输运的动力机制（图 ７（ｅ））。 这主要是由于在上述水域涨潮期间高盐水沿西北方

向向陆输运， 落潮期间北港淡水在口外受科氏力影响向右偏转， 因此引起上述水域涨落潮期间的淡水浓度差

异显著。 潮泵输送在北支下段方向向陆， 在北港北汊方向向海， 量值较小。 在顾园沙南水道， 受潮泵作用淡

水向北支下段输运。 垂向切变对淡水的输送仅在崇明东滩和横沙东滩以东的水域较为显著， 大潮期间潮的混

合作用较强， 盐度垂向混合均匀。
２ １ ２　 大潮后中潮期间

大潮后中潮期间， 淡水输运总体上与大潮期间一致， 北港仍有大量淡水向北支下段输运（图 ７（ｂ））， 这

是北支口门附近盐度进一步下降的原因（如测点 Ａ１， 图 ６）。 进入北支并向上游输运的淡水水量较大潮期间

略有增加。 北港口外的淡水输送整体上相比大潮期间有偏南的趋势。
拉格朗日输送依然是北港淡水进入北支下段的主要动力机制（图 ７（ｄ））。 由于中潮期间潮动力较大潮期

间减小， 上述口门的潮致横向环流相应减弱， 因此北港口外的淡水输送整体上更向南偏。 北港和北支口外潮

泵输送依然向东南方向， 量值与大潮期间相当（图 ７（ ｆ））。 与大潮期间相反， 在顾园沙南水道， 受潮泵作用

淡水向外海输运。 垂向切变输送主要在崇明东滩和横沙东滩以东比较显著， 量值比大潮期间略大， 这是由于

中潮期间潮的混合作用减弱， 在上述水域垂向差异更为显著（图 ７（ｈ））。
２ １ ３　 小潮期间

小潮期间， 北港主槽仍是北港淡水向海输运的主要通道， 北港北汊的淡水绕过北港北沙后向右偏转汇入

北港主槽（图 ８（ａ））。 北支下段的淡水向海输运， 分别经顾园沙南北水道绕过顾园沙后沿崇明东滩汇入北港

向海的淡水， 北支下段和北支口门不受北港淡水的影响， 这就是小潮期间该水域盐度迅速上升的主要原因

（如测点 Ａ１， 图 ６）。 小潮期间口门的潮致横向环流较弱， 对北港主槽淡水向海输运的影响减弱， 因此北港

主槽的淡水主要沿河槽向海输运， 基本不受横向环流影响。 同时北港主槽绕北港北沙进入北港北汊的淡水减

少， 因此北港北汊向海输运的淡水减少。
拉格朗日输送基本与净淡水输送一致（图 ８（ｃ））。 潮泵输送在北港北汊中下段较为显著， 方向向海， 在

北港北沙东侧方向向东南， 这是北港北汊淡水绕北港北沙向东南方向汇入北港主槽的动力机制（图 ８（ｅ））。
在北港下段， 潮泵输送北侧向海南侧向陆。 垂向切变输送在北港北汊和横沙东滩以北的北港主槽都十分显

著， 这表明在这些区域的垂向环流显著（图 ８（ｇ））。
２ １ ４　 小潮后中潮期间

小潮后中潮期间， 北港淡水主要沿北港主槽和北港北汊向海输运， 对北支下段和北支口门没有影响（图
８（ｂ））， 也就是这一时段测点 Ａ１ 盐度稳定在较高值的原因（图 ６）。 北港北汊附近的浅滩， 淡水则是向陆输

运。 随着潮汐的增强， 北港口门的横向环流加大， 越过北港北沙的淡水较小潮期间增加。
拉格朗日输送在北港主槽与净淡水通量分布一致， 在北港北汊下段方向为东北， 主要是受横向环流的影

响（图 ８（ｄ））。 潮泵输送在北港北汊向海输运， 在北港主槽的下段则是北侧向海南侧向陆（图 ８（ｆ））。 垂向切

变输送在北港主槽和北港北汊均向海输运（图 ８（ｈ））。
２ ２　 北港北汊地形演变的影响

根据上文的分析， 北港北汊是北港淡水向海输运的通道， 也是大潮和大潮后中潮期间北港淡水向北支口

门扩展的重要途径。 该河道近年来不断加深， 在今后仍将保持这种发展趋势［２４］。 为了研究北港北汊自身的

河势变化对北港淡水扩展的影响， 设置了数值试验 Ｓ２， 将北港北汊的 ５ ｍ 等深线内的水深加深 ３ ｍ。 在北支

下段设置横断面断面 ２， 用于统计进入北支的淡水通量（位置如图 １ 所示）。
控制试验的结果表明， 测点 Ａ１ 在大潮后中潮盐度达到最小值， 说明这一时段北支口门受北港淡水的影

响最显著。 大潮后中潮涨憩时刻控制试验（Ｓ１）和北港北汊加深 ３ ｍ 试验（Ｓ２）沿断面 １ 的盐度分布如图 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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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 ９（ｂ）所示。 控制试验在测点 Ａ１ 和 Ａ２ 之间的中上层有一个明显的淡水核。 数值试验 Ｓ２ 中， 该淡水核

的盐度值减小， 范围扩大， ２３ 的盐度等值向上游移动了近 ８ ｋｍ， 表明随着北港北汊的加深， 从北港进入北

支的淡水通量增加。

图 ９　 各数值试验大潮后中潮涨憩时刻沿断面 １ 的盐度剖面

Ｆｉｇ ９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Ｓｅｃ１ ａｔ ｆｌｏｏｄ ｓｌａｃｋ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ｉｄ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ｉｄｅ ｆｒｏｍ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统计了通过断面 ２ 的淡水通量， 并对其进行低通滤波， 截止频率取 ３４ ｈ， 可以去掉半日潮和全日潮的影

响。 控制试验（Ｓ１）断面 ２ 低通滤波后的淡水通量如图 １０ 黑线所示， 大潮和大潮后中潮期间淡水通量向陆进

入北支， 小潮期间淡水通量向海流出北支， 小潮后中潮期间北支下段基本无淡水进入或者流出。 大潮期间向

陆的淡水通量达到峰值， 量值约 ２００ ｍ３ ／ ｓ， 小潮期间向海的淡水通量达到峰值， 量值约 ８０ ｍ３ ／ ｓ。 大潮、 大

潮后中潮、 小潮和小潮后中潮通过断面 ２ 的平均淡水通量分别为 １２６ ｍ３ ／ ｓ、 ６２ ｍ３ ／ ｓ、 －５６ ｍ３ ／ ｓ 和－９ ｍ３ ／ ｓ（表
１）。 北港北汊加深 ３ ｍ 后（Ｓ２）， 大潮和大潮后中潮期间过断面 ２ 向陆的淡水通量增加， 小潮期间向海的淡

水通量也相应增加（图 １０ 橙线）。 大潮、 大潮后中潮、 小潮和小潮后中潮通过断面 ２ 的平均淡水通量分别为

１５０ ｍ３ ／ ｓ、 ８０ ｍ３ ／ ｓ、 －７９ ｍ３ ／ ｓ 和－１４ ｍ３ ／ ｓ（表 １）。 这表明北港北汊加深后北港淡水对北支下段的影响将更加

显著， 有利于减弱北支下段的盐水入侵。
２ ３　 风应力的影响

长江口盐水入侵受枯季季风影响显著， 不同风速和风向下北港进南港出的风生环流差异很大［９］， 势必

对北港淡水的输运规律产生影响。 因此分别设置两组风速对比试验： 无风（Ｓ３）和北风 １０ ｍ ／ ｓ（Ｓ４）以及两组

风向对比试验： 东北风 ５ ｍ ／ ｓ（Ｓ５）和西北风 ５ ｍ ／ ｓ（Ｓ６）， 分析不同风况下北港淡水向北支下段扩展的变化

规律。
无风条件下 （ Ｓ３）， 大潮后中潮涨憩时刻北支下段和口门受北港淡水的影响程度大于控制试验

（图 ９（ｃ））。 此外， 在测点 Ａ１ 的下游， 断面 １ 的 ３０～３５ ｋｍ 处的近表层存在另一个淡水核， 表明无风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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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各数值试验北支下段横断面（断面 ２）低通滤波的淡水通量（向陆为正）随大小潮变化

Ｆｉｇ １０ Ｌｏｗ⁃ｐａｓｓ 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 ２ （ｌａｎｄｗａｒ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ｎｅａｐ ｔｉｄ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ｆｒｏｍ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北港的淡水可以绕过顾园沙东侧影响至其北水道。 大潮和大潮后中潮期间通过断面 ２ 进入北支的淡水通量大

表 １　 不同潮形下通过断面 ２ 的平均淡水通量

（正值表示流进北支） ｍ３ ／ ｓ
Ｔａｂｅｌ １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 ２

（ ｌａｎｄｗａｒ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ｄｅｓ

潮形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６

大潮 １２６ １５０ １６４ ０ １９２ ９５

大潮后中潮 ６２ ８０ ７６ ０ ９５ ５３

小潮 －５６ －７９ －４０ ０ －６０ －４０

小潮后中潮 －９ －１４ ３２ ０ １２ －９

于北风 ５ ｍ ／ ｓ 情况下（图 １０ 红线 Ｓ３）， 平均值分别为

１６４ ｍ３ ／ ｓ 和 ７６ ｍ３ ／ ｓ（表 １）。 这主要是由于北港向陆

的风生环流消失， 增加了北港的分流比［２５］。 同时北

风消失后， 北港淡水不再受风应力的局地拖曳作用，
这两个动力机制均有利于增加北港淡水在大潮和大

潮后中潮期间向北支下段扩展。 小潮期间， 北支下

断面的平均淡水通量为－４０ ｍ３ ／ ｓ， 淡水通量向海， 量

值比北风 ５ ｍ ／ ｓ 情况下略小。 小潮后中潮期间， 北支

下断面的平均淡水通量为 ３２ ｍ３ ／ ｓ， 方向向陆， 与控

制试验相反。 相比北风 ５ ｍ ／ ｓ， 无风情况下更有利于

北港淡水向北支下段的扩展。
北风 １０ ｍ ／ ｓ 情况下（Ｓ４）， 大潮后中潮涨憩时刻断面 １ 完全被高盐水占据（图 ９（ｄ））。 由于北港口外向陆

的风生环流增加， 北港分流比下降［２５］。 同时偏北大风的局地拖曳作用也阻挡了北港淡水向北扩展。 因此无

论大潮、 大潮后中潮、 小潮和小潮后中潮， 北港淡水基本对北支下段没有影响（图 １０ 蓝线 Ｓ４， 表 １）。
东北风 ５ ｍ ／ ｓ 情况下（Ｓ５）， 大潮后中潮涨憩时刻北支下段和口门受北港淡水影响显著， 北支下段的盐度

仅 ２０ 左右（图 ９（ｅ））。 大潮和大潮后中潮期间通过断面 ２ 进入北支的淡水通量大于北风 ５ ｍ ／ ｓ 情况下（图 １０
绿线）， 平均值分别为 １９２ ｍ３ ／ ｓ 和 ９５ ｍ３ ／ ｓ（表 １）。 这主要是由于东北风作用下， 南北港的风生环流较弱， 有

利于北港淡水向北支下段的扩展。 小潮期间， 北支下断面的平均淡水通量为－６０ ｍ３ ／ ｓ， 淡水通量向海， 量值

比北风 ５ ｍ ／ ｓ 情况下略大。 小潮后中潮期间， 北支下断面的平均淡水通量为 １２ ｍ３ ／ ｓ， 淡水通量向陆。 相同

风速下， 东北风比北风更有利于北港淡水向北支下段的扩展。
西北风 ５ ｍ ／ ｓ 情况下（Ｓ６）， 大潮后中潮涨憩时刻北支下段和口门受北港淡水影响的程度较控制试验小，

表层 ２４ 的盐度等值线向下游移动了 ３ ｋｍ（图 ９（ｆ））。 大潮和大潮后中潮期间通过断面 ２ 进入北支的淡水通量

小于北风 ５ ｍ ／ ｓ 情况下（图 １０ 黄线）， 平均值分别为 ９５ ｍ３ ／ ｓ 和 ５３ ｍ３ ／ ｓ（表 １）。 小潮和小潮后中潮期间， 北

支下断面的平均淡水通量为－４０ ｍ３ ／ ｓ 和－９ ｍ３ ／ ｓ， 量值与北风 ５ ｍ ／ ｓ 情况较为接近。 相同风速下， 相比北风，
西北风不利于北港淡水向北支下段的扩展。

３　 结　 　 论

长江口北支下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的观测资料表明， 大潮和大潮后中潮期间北支下段受到淡

水影响， 而小潮和小潮后的中潮则不受淡水的影响。 通过三维数值模式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数值模拟， 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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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北支的淡水来源于北港。
气候态条件下， 在大潮和大潮后中潮期间， 北港淡水向北支口门扩展， 减小了北支下段的盐度。 不同潮

形下潮平均的淡水通量表明， 大潮及其后的中潮期间， 北支口门淡水主要来源于北港主槽越过北港北沙和崇

明东滩的淡水以及北港北汊的淡水。 用通量机制分解方法对淡水通量进行分析， 发现余流输运是北港淡水向

北支扩展的主要动力机制。
北港北汊加深后， 大潮和大潮后中潮期间进入北支下段的淡水通量增加， 有利于减弱北支的盐水入侵。

随着北风风速的增加， 北港淡水向北支的扩展受到抑制。 在强风条件下， 北港淡水对北支没有影响。 相比北

风和西北风， 东北风更有利于北港淡水向北支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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