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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预测不同径流过程影响下的盐水入侵强度， 以长江口南支上段为研究对象， 采用实测资料和理论分析相

结合， 建立了以大通流量和农历日期快速估算氯度值的经验模型。 首先， 以徐六泾实测潮位资料结合调和分析理

论， 在考虑 １１ 个主要分潮情况下证明日均潮差为半月周期函数， 提出了用农历日期估算日均潮差的方法； 其次，
采用东风西沙实测氯度资料， 选用不同函数形式， 分析了以支汊盐水倒灌为主的情况下日均氯度对径流、 潮差的

量化响应关系； 最后， 提出了指数函数形式的氯度预测经验模型， 模型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在 ０ ８ 以

上。 提出的经验模型可由大通流量快速估算特定位置的盐度， 为相关的工程和规划研究提供了便捷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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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支倒灌过境盐水团是长江口南支中上段宝钢、 陈行等水源地盐水入侵的主要来源［１⁃４］， 通过三峡水库

调节枯期入海径流将是压制咸潮入侵的主要方式。 为通过调节径流达到压咸的目的， 需研究径流与水源地盐

度之间的响应关系， 并据此提出能快速估算咸潮入侵强度的预测模式。
对于河口盐水入侵强度的预测， 国内外常用方法有 ３ 种： ① 数学模型方法［５⁃６］。 基于水流运动和盐水输

移控制方程， 采用数值方法求解一、 二、 三维数学模型， 能够给出区域内详细的盐度时空分布， 但该方法需

要地形数据， 为准确反映潮泵作用、 咸淡水密度差等影响， 模型参数率定工作量大， 计算耗时， 多用于盐度

过程精细模拟。 ② 解析模型方法［７⁃８］。 将河口盐度输移概化为一维对流扩散方程， 其中包含径流量以及河道

形态因子、 纵向扩散系数等参数， 方程解析解可给出纵向盐度分布， 但由于其中最为关键的扩散系数与潮汐

等因素有关， 具有空间差异和时变性， 需借助一些经验关系和实测资料才能给出［９］， 该方法多用于涨落憩

或潮平均等情况下的盐度入侵距离估算。 ③ 基于实测资料统计的经验模型［１０⁃１３］。 借助于量纲分析、 相关性

统计等手段， 各种主要因子和盐水入侵的相关关系较易识别， 在此基础上借助观测资料率定参数， 可形成对

盐水入侵进行描述的经验关系， 但不同研究者得出了指数函数、 幂函数、 多项式函数等各种预测模型， 尚未

能形成具有可移植性的统一公式形式， 该方法较适用于资料丰富的特定区域。
以上 ３ 种方法中， 后两种均具有较强的经验性， 且只能给出日最大、 日最小和平均值等特征值， 但由于

其形式简单、 参数少， 尤其是对地形资料依赖性小， 因而在工程和规划中依然广泛应用［１１⁃１３］。 对于径流压

咸调度而言， 其目的是在较大保证率情况下满足特定水源地盐度低于标准值， 不需要整个河口区域内详细的

盐度输移信息， 解析模型或经验模型具有其应用前提， 但要满足该方面需求， 以往方法尚存不足之处：
① 过去主要关注极端和平均情况下盐水入侵的空间范围， 因而提出的预测模型多是针对涨憩、 落憩或潮平

均情况下的盐水入侵距离， 针对特定地点盐度随时间变化的研究较少［７，１０］； ② 径流压咸调度中， 径流量是

唯一可控因素， 但以往研究往往是建立在径流、 潮位（潮差）已知情况下［１０⁃１３］， 预报功能受制于潮差预报。
本文以长江口南支上段（北支倒灌汇入点附近）为对象， 基于前人对河口盐水入侵、 潮汐运动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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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认识， 尝试利用实测资料建立该区域盐度变化的经验预测模式。 本文的研究目的包括两方面： ① 在支

汊倒灌为主要盐水来源的区域， 分析和检验各种因素与盐度之间响应关系； ② 尝试建立一种兼有潮差和盐

度预测功能的经验模式。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处理

长江口具有三级分汊、 四口入海的特殊河势条件， 各口门径流、 潮汐动力不同， 加之水平环流、 漫滩横

流等影响， 盐度的时空分布规律复杂多变［１⁃２，４］。 根据以往研究［４］， 南支中上段盐水来源主要为北支倒灌的

过境盐水团， 其路径沿青龙港、 崇头、 杨林、 浏河口。 盐水团的倒灌主要发生于大潮期， 滞后数日到达宝

钢、 陈行一带［３⁃４］。 因此， 本文研究区域仅限于徐六径至浏河口附近（图 １）。

图 １　 长江口河势及一些观测站点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图 ２　 ２０１１ 年 ２—３ 月不同站点日均氯度观测值的相关性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ｌｏｒｉｎｉｔｙ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ｅｂ． ｔｏ Ｍａｒ ， ２０１１）

文献［２，４］的资料分析表明， 在研究区域内， 由于南支径流的掺混作用， 各站点盐度日内变幅自上游到

下游逐渐减小， 盐度月内变幅远大于日内变幅。 有鉴于此， 许多研究将日均盐度作为讨论对象［１１⁃１２］。 此外，
已有资料统计表明， 研究区域内站点之间日均氯度相关性较强， 如郑晓琴等［１２］ 的统计表明， 青龙港与新建

闸日均盐度相关系数达 ０ ９１， 青龙港与 ３ ｄ 后宝钢日均盐度相关系数达 ０ ７６； 肖成猷等［６］ 的模拟计算表明，
崇头至浏河口各站最大盐度虽然存在不同滞后时间， 但各站之间相关系数达 ０ ９ 以上。 本文对 ２０１１ 年 ２—３
月少量氯度观测资料的统计也表明（图 ２）， 沿程日均盐度的相关性非常明显。 尽管研究区域内多个站点的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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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徐六泾与青龙港日均潮差相关性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ｄａｌ ｒａｎｇｅｓ ａｔ Ｘｕｌｉｕｊ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ｉｎｇｌｏｎｇｇａ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度同步观测较为缺乏， 但根据以上认识， 各站点的氯度

变化规律具有相似性。 因此， 下文以氯度日均值为讨论

对象， 选取资料相对丰富的东风西沙为代表站点。 该站

点位于崇明岛南岸（图 １）， 上距崇头约 １１ ６ ｋｍ， 氯度资

料年限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枯季。
大通站流量常用于代表长江口入海流量。 已有研

究［１］认为大通与徐六泾之间流量传播时间约为６ ｄ， 有鉴

于此， 下文所指的流量均是６ ｄ前大通站日均流量。 对于

北支盐水倒灌， 多以青龙港潮位或潮差作为潮汐强度指

标， 但青龙港潮位资料较为缺乏。 根据收集到的部分资

料来看， 青龙港与其附近的徐六泾站同日潮位和潮差之

间存在较强相关性（图 ３）， 因而本文以徐六泾站日均潮

差近似替代青龙港站日均值进行分析， 潮差资料为 ２００９ 年全年。

２　 潮差变化规律与估算方法

２ １　 潮差变化规律

潮泵作用是河口盐水上溯的最主要原因， 在盐度入侵经验关系中， 多数研究都将潮差作为潮汐强度指

标［７⁃１０］。 感潮河段内， 潮波上溯过程中， 受径流、 河道形态、 沿程阻力等因素影响， 会不断变形和坦化， 潮

差沿程衰减。 但 Ｈｏｒｒｅｖｏｅｔｓ 等［１４］通过圣维南方程的理论解析表明， 靠近河口端的河道呈开敞喇叭形， 其宽度

远大于径流河段， 在该范围内径流量丰枯变化导致的水深变幅较小， 对潮差的影响可以忽略， 潮差主要受河

口形态、 摩阻等的影响， 在靠近潮流界的某个临界位置以上， 汛枯季水深变幅较大， 径流量对潮差产生明显

影响。
徐六泾位于长江口喇叭形分汊顶点， 处于潮流界以下， 路川藤等［１５］ 的模拟计算表明， 徐六泾以下洪枯

各级流量下月均潮差相差仅 ０ ２ ｍ。 这里采用 ２００９ 年徐六泾实测日均潮差， 点绘其与大通日均流量（已考虑

６ ｄ 传播时间， 下同）关系见图 ４（ａ）， 可见两者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这与 Ｈｏｒｒｅｖｏｅｔｓ 等［１４］、 路川藤等［１５］已

有认识一致。 由此可见， 径流丰枯变化对徐六泾以下潮差影响可近似忽略。 进一步采用 ２００９ 年全年资料，
分析了日均潮差随时间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各月内的日均潮差波动明显， 但在年尺度上不存在明显变化趋

势。 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农历日期和日均潮差之间的关系， 由图 ４（ｂ）可见， 潮差随着农历日期变化呈现出

明显的波动规律， 月内呈现两涨两落的周期变化。 这种变化规律为潮差估算提供了可能性。

图 ４　 徐六泾日均潮差与大通日均流量、 农历日期的关系（２００９ 年）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ｅａｎ ｔｉｄ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ａｔ Ｘｕｌｉｕｊ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ｔ Ｄａｔｏ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ｕｎａｒ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ｄａｔｅ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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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潮差估算方法

在河口地区， 可使用调和分析法预测某处的潮位， 其计算式为

Ｚ（ ｔ） ＝ Ｚ０ ＋ ∑
ｎ

ｊ ＝ １
Ｈ ｊｃｏｓ（ｗ ｊ ｔ ＋ φｊ） （１）

式中： Ｚ（ ｔ）为 ｔ 时刻潮位； Ｚ０ 为受径流影响的平均海平面； Ｈ ｊ、 ｗ ｊ、 φｊ 分别为第 ｊ 个分潮的振幅、 角频率和

相位。
长江口潮汐属非正规半日潮， 主要分潮包括［１６⁃１７］： 浅水分潮（Ｍ４， ＭＳ４）， 角频率约为 ６０° ／ ｈ； 半日分潮

（Ｍ２， Ｓ２， Ｎ２， Ｋ２）， 角频率约为 ３０° ／ ｈ； 全日分潮（Ｋ１， Ｏ１， Ｐ１， Ｑ１）， 角频率约为 １５° ／ ｈ； 半月分潮（Ｍｓｆ），
角频率约为 １° ／ ｈ。 忽略其他次要分潮， 并将角频率相近的分潮合并考虑， 式（１）简化为

Ｚ（ ｔ） ＝ Ｚ０ ＋ Ｈ１ｃｏｓ（３０ｔ ＋ φ１） ＋ Ｈ２ｃｏｓ（１５ｔ ＋ φ２） ＋ Ｈ３ｃｏｓ（ ｔ ＋ φ３） ＋ Ｈ４ｃｏｓ（６０ｔ ＋ φ４） （２）
式中： 角标 １、 ２、 ３ 和 ４ 分别表示半日、 全日、 半月和浅水分潮； Ｈ１ 显著大于 Ｈ２、 Ｈ３、 Ｈ４。 假定 ｔｉ０、 ｔｉ１、

ｔｉ２、 ｔｉ３分别代表第 ｉ 日的 ４ 次高、 低潮位时刻， 其时间间隔为 ６ ｈ， 则由相邻高、 低潮位时
∂Ｚ
∂ｔ

＝ ０， 近似有

３０ ｔｉ０＋φ１ ＝ ｋ·１８０°（ｋ＝ ０， １， ２，．．．）， 前、 后两次涨落潮的潮差分别为

ΔＺ ｉ１ ＝ Ｚ（ ｔｉ０） － Ｚ（ ｔｉ１） ＝ ２Ｈ１ ＋ Ｈ２［ｃｏｓ（１５ｔｉ０ ＋ φ２） ＋ ｓｉｎ（１５ｔｉ０ ＋ φ２）］ ＋
Ｈ３［ｃｏｓ（ ｔｉ０ ＋ φ３） － ｃｏｓ（ ｔｉ０ ＋ φ３ ＋ ６）］ （３）

ΔＺ ｉ２ ＝ Ｚ（ ｔｉ２） － Ｚ（ ｔｉ３） ＝ ２Ｈ１ ＋ Ｈ２［ － ｃｏｓ（１５ｔｉ０ ＋ φ２） － ｓｉｎ（１５ｔｉ０ ＋ φ２）］ ＋
Ｈ３［ｃｏｓ（ ｔｉ０ ＋ φ３ ＋ １２） － ｃｏｓ（ ｔｉ０ ＋ φ３ ＋ １８）］ （４）

式中的浅水分潮影响已被抵消。 由式（３）、 式（４）得到第 ｉ 日内平均潮差为

ΔＺ ｉ ＝ （ΔＺ ｉ１ ＋ ΔＺ ｉ２） ／ ２ ＝ ２Ｈ１ ＋ Ｈ３ｃｏｓ（ ｔｉ０ ＋ ϕ） （５）
式中： ϕ 与 φ３ 有关， 是取决于地理位置的常数。 由式（５）可见， 日均潮差近似可表示为半月（１５ ｄ）周期函

数， 其平均值为半日分潮幅值 ２ 倍， 变幅为半月分潮幅值。 在有实测资料情况下， Ｈ１、 Ｈ３、 ϕ 皆可率定。
式（５）可用以估算日均潮差， 在实践中为便于应用， 可采用农历日期建立其与日均潮差的关系（月平均

天数 ２９ ５ ｄ）， 图 ４（ｂ）正是这种关系的体现。 由图 ４（ｂ）可见， 徐六泾最大潮差约出现于每月朔望之后 ３ ｄ，
根据图中点据反算潮差振幅和均值， 可得日均潮差估算式为

ΔＺ ｔ ＝ ΔＺ０ ＋ ０ ７ｃｏｓ ２π
１４ ７５

（ ｔ － ３）é

ë
êê

ù

û
úú （６）

式中： ΔＺ ｔ 为农历月第 ｔ 日的徐六泾日均潮差； ΔＺ０ 为潮差均值， 对应图 ４ 中上包络线、 平均线和下包络线，
该值分别为 ２ ７ ｍ、 ２ ３ ｍ 和 １ ９ ｍ。 之所以在平均线之外给出上、 下包络线， 是因为式（３）中忽略了次要分

潮和气象等随机因素， 潮差估算值会存在误差， 但根据实际应用场合选取包络线， 有助于合理弥补误差带来

的风险。

３　 氯度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

３ １　 对河口氯度影响因素的认识

在稳定地形条件下， 影响河口咸潮上溯的因素中， 气象条件属于随机因素， 特定河口的口门宽度与水

深、 沿程放宽率等几何特征以及口外氯度、 潮周期近似为定值， 对盐水上溯起决定作用的是径流量和潮流流

速变幅［１０］。 许多研究曾建立了径流量、 潮汐强度以及氯度（盐度）之间的量化关系， 但这些关系式出发点有

所不同。
解析法将河口盐度的纵向时空分布近似概化为一端为恒定点源的一维问题［８，１０］， 在流速概化为恒定流的

条件下， 得到该问题的解析解公式为

Ｓ（ｘ） ＝ Ｓ０ｅｘｐ － Ｑ
ＡＤ

ｆ（ｘ）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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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Ｓ、 Ｓ０ 分别为距口门 ｘ 和 ０ 距离的盐度； Ｑ、 Ａ 分别为径流量以及潮平均的断面过流面积； ｆ（ｘ）为距离

与形态因子的函数； Ｄ 为纵向离散系数。 式（７）中， 潮流不断往复变化造成的纵向离散作用被反映在参数 Ｄ
中， 其数量级远大于恒定明渠流的水流离散， 且随距离和时间而变。 尽管经历长期研究， 参数 Ｄ 的确定目

前仍依靠繁杂的经验关系［７，９］， 但多数研究均认为 Ｄ 主要由潮周期、 潮流流速决定， 后者与潮差存在直接换

算关系［１０］。
另外许多研究者基于观测资料开展统计回归， 得到描述盐水上溯的各种关系式， 但它们的物理基础较薄

弱。 为减少经验性， Ｐａｒｓａ 和 Ａｍｉｒ［１０］将联立的水流运动和盐度输移方程量纲一化， 在此基础上通过分离变量

法结合多元回归得到了盐水上溯计算式， 对于特定河口， 将形态因子、 潮周期等方面量纲一数视为常数， 忽

略盐水密度差的影响之后， 其结果为

ｘＬ ＝ Ａｌｎ １ ＋ Ｂ ΔＺ
ｈ０

æ

è
ç

ö

ø
÷

α ｕ
ｇｈ０

æ

è
ç

ö

ø
÷

－β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８）

式中： ｘＬ 为盐水上溯距离； ΔＺ 为潮差； ｕ 为径流流速； ｈ０ 为假定无潮情况下的水深； Ａ、 Ｂ、 α、 β 为参数。
考虑盐度沿程分布与盐度上溯距离之间换算关系［１３］， 并以径流量和潮差为自变量， 式（８）可转化为

Ｓ（ｘ） ＝ Ｓ０ｅｘｐ － Ｑβ

ΔＺαｒ（ｘ）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９）

式中： ｒ（ｘ）为距离 ｘ 的函数。
以上两种分析均具有物理基础， 其结果表明固定位置的盐度除受制于口门盐度之外， 与径流量、 潮差倒

数近似成指数函数关系。 但以上认识都是将河口概化为单一河道， 针对盐水直接上溯得到的， 在以支汊倒灌

为主的长江口南支上段， 其效果并未得到检验。 针对南支上段这一特殊区域， 一些基于统计的研究也建立了

多种类型的关系式［２，１１⁃１２，１８］， 如表 １ 所示。 这些关系式与式（７）、 式（９）差异明显。
本文基于以上认识， 对氯度与径流量、 潮差之间的关系开展分析。

表 １　 长江口南支上段盐度预测的统计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ｃｈｌｏｒｉｎ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ｓｏｕｔｈ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文献来源 关系式形式 变量含义

茅志昌等［２］ Ｓ—ｅｘｐ（ΔＺα ／ Ｑβ） 宝钢水库盐度、 青龙港潮差、 大通流量

陈立等［１１］ Ｓ ＝ ａｅｂΔＺ（ｃ１Ｑ２ ＋ ｃ２Ｑ ＋ ｃ３） 陈行水库盐度、 青龙港潮差、 大通流量

郑晓琴等［１２］ Ｓ ＝ ａｅｂΔＺ（ｃ１Ｑ３ ＋ ｃ２Ｑ２ ＋ ｃ３Ｑ ＋ ｃ４） 青龙港盐度、 青龙港潮差、 大通流量

关许为和顾伟浩［１８］ Ｓｍａｘ ＝ ΔＺα ／ Ｑ
－
β 宝钢月最大盐度、 青龙港潮差、 大通月流量

图 ５　 东风西沙日均氯度和徐六泾日均潮差过程

Ｆｉｇ ５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ｉｎｉｔｙ ａｔ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ｓｈａ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ｍｅａｎ ｔｉｄ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ａｔ Ｘｕｌｉｕｊ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３ ２　 氯度和潮差关系

东风西沙附近盐水主要来源于北支倒灌。 由于潮波传播速度显著快于盐水团输移速度， 因此， 潮差与盐

度变化存在相位差。 以 ２０１２ 年农历二月为例， 比较日均

氯化物浓度和日均潮差过程线 （图 ５） 发现， 两者周期

一致、 峰谷相应， 但氯度相位滞后于潮差约 ２ ｄ， 以下分

析中潮差均指 ２ ｄ 前徐六泾日均潮差。
采用 ２００９ 年 １—５ 月数据， 分别分析了氯度 Ｃ 与

ΔＺ 、 ΔＺ－１之间的关系见图 ６（ａ）、 图 ６（ｂ）， 图中虽然未

排除大通流量的影响， 可见 Ｃ—ｅｘｐ（ΔＺ）的拟合效果优

于 Ｃ—ｅｘｐ（ΔＺ－１）。 对大通流量进行排序后， 考察 ｌｎＣ—
ΔＺ 与 ｌｎＣ—ΔＺ－１的关系见图 ６（ｃ）、 图 ６（ｄ）， 可见流量

分级之后， 氯度与潮差之间相关度明显提高， 但对比而

言， 形如 ｌｎＣ—ΔＺ 的关系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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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 以往研究中存在建立 Ｃ—ｅｘｐ （ ΔＺα ） 关系与 Ｃ—ｅｘｐ （ ΔＺ－α ） 关系两种认识， 后者中

ｅｘｐ（ΔＺ－α）随 ΔＺ 增大而趋近于 １， 更具物理意义， 但由图 ６ 中比较可见， 在北支倒灌为主的南支上段， Ｃ—
ｅｘｐ（ΔＺα）的形式能更好地描述两者之间响应关系， 这与以往该区域类似研究的统计结论相一致， 但与式（９）
不符合， 其原因可能在于北支存在涌潮， 青龙港附近盐水单向输移的特殊性所致［３］。
３ ３　 氯化物浓度和大通径流关系分析

采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东风西沙氯度与大通流量数据， 统计各级流量下的氯度如图 ７（ａ）所示， 可见在潮差

影响下氯度存在变幅， 变幅总体呈现随流量增加而衰减的趋势。 图 ７（ａ）中各级流量下氯度最大值（外包络

线）主要发生于大潮期， 根据前文图 ４， 潮差与流量相关性不大， 根据式（６）， 大潮期日均潮差值相差不大，
因此， 图 ７（ａ）中氯度上包络线在平均意义上反映了固定潮差情况下的氯度随流量变化规律。 分别采用了不

同函数形式对图 ７（ａ）的外包络线进行拟合， 其效果见表 ２， 其中指数型拟合效果见图 ７（ｂ）。 由这些拟合效

果可见， Ｃ—ｅｘｐ（－ａＱ）和 Ｑ 的二次多项式形式较优， 其中前者与式（７）、 式（９）一致， 后者是表 １ 中前人常

用函数形式。

图 ６　 东风西沙日均氯度与徐六泾日均潮差关系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ｌｏｒｉｎｉｔｙ ａｔ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ｓｈａ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ｉｄ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ａｔ Ｘｕｌｉｕｊ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表 ２　 不同函数形式对图 ７（ａ）上包络线拟合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ｕｒｖ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ｎ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ｖｅｒｉｎ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Ｆｉｇ ７（ａ）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函数形式 Ｃ—ｅｘｐ（－ａＱ） Ｃ—ｅｘｐ（ａＱ－１） Ｃ—Ｑα Ｃ—ｃ１Ｑ２＋ｃ２Ｑ＋ｃ３
决定系数 Ｒ２ ０ ９７８ ０ ７８２ ０ ８９９ ０ ９７８

　 　 采用实测徐六泾潮差资料， 筛选了 ３ ｍ、 ２ ５ ｍ 两级较大潮差下的东风西沙氯度数据。 针对 ３ ｍ 潮差附

近点据， 采用指数函数、 多项式函数拟合效果见图 ７（ｃ）， 由图 ７ 可见， 采用实测潮差后， 各种随机因素的

影响较图 ７（ｂ）增大， 指数函数相比多项式函数拟合效果更佳。 针对 ３ ｍ、 ２ ５ ｍ 两级潮差下数据样本， 分别

点绘 ｌｎＣ—Ｑ 关系如图 ７（ｄ）所示， 可见氯度的对数值随流量增大而线性减小， 不同潮差下的点据呈条带状分

布。 以上分析说明， 采用指数函数能够较好地描述氯度随流量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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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东风西沙日均氯度与大通日均流量关系

Ｆｉｇ 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ｉｎｉｔｙ ａｔ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ｓｈａ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ｉｎ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ｔ Ｄａｔｏ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４　 具有预报功能的氯度估算经验模型

４ １　 原理

基于前文分析， 仅考虑单因素时， 氯度与流量、 潮差之间的关系近似为：
ｌｎＣ ＝ ａ１ΔＺ ＋ ｂ１ （１０）
ｌｎＣ ＝－ ａ２Ｑ ＋ ｂ２ （１１）

式中： ａ１、 ａ２、 ｂ１、 ｂ２ 为参数。 由图 ６（ｃ）、 图 ７（ｄ）中的直线近似平行可以看出， 虽然 ａ１、 ａ２、 ｂ１、 ｂ２ 皆为

变数， 但当流量变化时， ｂ１ 远较 ａ１ 更敏感， 当潮差变化时， ｂ２ 远较 ａ２ 敏感。 因此， 流量、 潮差同时变化

时， 可近似用下式描述氯度变化：
ｌｎＣ ＝ ａΔＺ － ｂＱ ＋ ｃ　 　 即 　 Ｃ ＝ Ａｅｘｐ（ａΔＺ － ｂＱ） （１２）

式中： ａ、 ｂ、 ｃ 皆为待定参数， 可用实测资料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确定； 得到 ｃ 之后， Ａ ＝ ｅｃ。 潮差用式（６）估
算， 则式（１２）转化为

Ｃ ＝ Ａｅｘｐ（ － ｂＱ）ｅｘｐ ａΔＺ０ ＋ ０ ７ａｃｏｓ ２π
１４ ７５

（ ｔ － ３）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１３）

采用该式（１３）， 仅需农历日期以及 ６ ｄ 前的大通流量， 便可估算目标位置当日的日均氯度。 需要指出的是，
作为一种经验模式， 式（１１）中的潮差和盐度两方面参数都需要结合目标位置的实测资料加以率定， 位置不

同则参数不同。
４ ２　 参数率定与效果检验

采用 ２００９ 年枯季东风西沙氯度实测资料， 确定式（１２）中各参数值为 Ａ ＝ ５ ２６， ａ ＝ ２ ４５， ｂ ＝ ０ ０００ １５５。
率定参数后， 用实测流量、 农历日期代入式（１３）计算氯度值与实测值比较见图 ８， 可见二者总体沿 ４５°线分

布， 决定系数在 ０ ８ 以上， 低氯度时期误差较大。 相比于图 ６， 由于式（１３）中同时考虑了流量和潮差的影

响， 因而计算值与实测值相关度显著提高。
采用式（１３）， 分别计算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枯季的东风西沙氯度过程与实测值的比较见图 ９。 采用图 ４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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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潮差线计算， 其结果如图 ９（ａ）和图 ９（ｂ）中的计算值 １ 所示， 可见计算的氯化物浓度与实测值波动相

图 ８　 参数率定效果（２００９ 年 ２—５ 月）
Ｆｉｇ 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ｂ． ｔｏ Ｍａｙ ｉｎ ２００９）

位、 幅度基本一致。 由于式（１２）中参数是采用 ２００９ 年资

料率定， ２００９ 年计算效果优于 ２０１１ 年， 这说明经验模

式的精度与参数紧密相关。
由于潮差计算存在误差， 加之氯度变化还受到气象

等随机因素影响， 图 ９ 中个别位置存在明显误差。 图 ９
（ｂ）中， 除了取用图 ４ 中平均潮差线对应 ΔＺ０ 值 ２ ３ ｍ 之

外， 适当考虑潮差上包络线， 将 ΔＺ０ 值取为 ２ ７ ｍ， 得

到计算值 ２。 由图 ９（ｂ）可见， 计算值 ２ 总体大于实测值，
从工程和规划角度， 计算结果偏于安全。 这说明适当将

潮差向图 ４ 上包络线方向调整， 一定程度上可弥补潮差

误差所带来的风险。

图 ９　 东风西沙氯度预报值与实测值比较

Ｆｉｇ 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ｃｈｌｏｒｉｎｉｔｙ ａｔ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ｓｈａ ｓｔａｔｉｏｎ

需要指出的是， 除了参数、 随机因素引起的误差之外， 极端情况下南支上段还可能受到南支盐水直接上

溯的影响［４］， 这在本文的经验模式中未加考虑， 不可避免会引起误差。 尽管如此， 作为一种估算模式， 式

（１３）的价值在于： 仅根据当前大通流量可估算 ６ ｄ 后东风西沙的盐度， 也可根据水源地的盐度控制标准和持

续时间要求， 对大通日均流量过程提出大致要求。

５　 结　 　 论

（１） 大通径流量对研究区域内日均潮差的影响可近似忽略， 运用调和分析理论证明在忽略次要分潮和

随机因素后， 日均潮差可视为半月周期函数， 其均值为半日分潮振幅的 ２ 倍， 振幅为半月分潮振幅， 可用农

历日期近似预估日均潮差。
（２） 北支倒灌盐水影响下， 氯度与潮差之间响应关系可用指数函数拟合， 与一般河口采用的潮差负倒

数型指数函数有所不同； 氯度与径流量的响应关系可用负指数函数拟合， 与一般河口采用的形式相同。
（３） 建立了指数函数形式的氯度估算模型， 在忽略大通以下沿程引水以及南支盐水直接上溯对本区域

影响的情况下， 仅需大通流量和农历日期即可预估固定位置的日均氯度过程。
本文提出的经验预测模型， 其研究对象仅针对日均流量、 日均潮差和日均氯度， 无法给出氯度的日内变

化情况， 存在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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