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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减沙对长江口典型河槽及邻近海域演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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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长江口系列的水下地形和水文测验等资料， 研究了流域减沙对长江口典型河槽及邻近海

域演变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三峡工程建成后的近 １０ 多年， 流域年均输沙量处于 １ ３５ 亿ｔ 左右的较低水平。 受其影

响， 长江口口内的南支、 南港和北港上段的含沙量 ２００８ 年之后明显下降， 河槽冲刷、 容积扩大， 河槽形态向相对

窄深方向演化。 而拦门沙河槽的上游侧和口外侧近年来亦有所冲刷， 拦门沙浅滩长度缩短。 长江口水下三角洲前

沿位于北港口外和南北槽口外有两个冲刷区， ２００７ 年之后年平均冲刷厚度达 ０ １ ｍ 左右， 年侵蚀沙量达０ ７１ 亿ｍ３。
流域减沙对长江口河槽演变的影响尚在进行中， 可能改变长江口水下三角洲向海淤涨的历史演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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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是河流泥沙的汇， 又是海岸泥沙的源。 ２１ 世纪中国河口海岸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其中河流入海

沙量急剧减少是其中挑战之一［１］。 河流入海沙量减少能够改变河口三角洲和邻近区域的海岸演变趋势， 是

河口治理开发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中国的黄河在入海泥沙减少后黄河三角洲面临明显的海岸侵蚀问

题［２］， 而国外如密西西比三角洲［３］和其他一些河口海岸同样因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而出现了海岸侵蚀［４］。
因丰富的流域来沙堆积， 长江口由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 年前的喇叭型逐渐演变成目前的三级分汊、 四口入海的

平面格局。 ２ ０００年来长江口遵循南岸边滩推展、 北岸沙岛并岸、 河口束狭、 河道成形、 河槽加深的模式发

育演变［５］。 受流域水土保持和闸坝工程的建设，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长江下泄泥沙呈现减少趋势， 尤其

是三峡工程的建成运营， 长江来沙进一步大幅下降。 长江流域来沙减少打破了原有河口水沙关系， 会引起河

口河床冲淤响应和底质变化［６］， 并可能改变河口历史发育的演变模式。 流域水沙变化对长江口的影响近期

已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７⁃１２］。 由于长江口尺度巨大、 水沙变化与河床演变复杂以及监测数据有限， 目前

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较多关注在流域水沙变化对长江口水动力［８］、 口内的南支河段［９⁃１０］、 口外的水下三角

洲［１１］或较为宏观河势变化方面［１２］， 对河口含沙量的变化及主槽冲淤演变过程尚缺少深入分析。
本文在系统收集整理长江口近期水文测验和水下地形资料的基础上， 对流域减沙引起的长江口河槽冲淤

演变进行探讨， 以加深长江口发育演变过程的认识， 丰富河口河床演变学的进展， 并为科学推进长江口综合

整治开发和实施资源环境保护提供参考借鉴。

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

长江口自徐六泾以下全长约 １７０ ｋｍ， 平面呈喇叭形， 上段徐六泾河宽约 ５ ｋｍ， 口门处启东嘴至南汇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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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宽至 ９０ ｋｍ（图 １）。 长江主流在徐六泾以下由崇明岛分为南支和北支， 南支在吴淞口以下由长兴岛和横沙

岛分为南港和北港， 南港以下由江亚南沙和九段沙分为南槽和北槽， 形成三级分汊、 四口入海的格局。

图 １　 长江口河槽平面形态与水文站点布置

Ｆｉｇ １ Ｆｌａ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ｗｉｔｈ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实施了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 在北槽建设了长约 ５０ ｋｍ 的南、 北两条双导堤和总长约

３０ ｋｍ 的 １９ 座丁坝， 疏浚航道长约 ９２ ｋｍ。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开通以后， 南港圆圆沙段和北槽中段两

个区段航道回淤强度较大［１３］。

图 ２　 大通站径流量、 输沙量过程累积（１９５５—２０１４ 年）
Ｆｉｇ 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ａｔ Ｄａｔｏｎｇ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５ ｔｏ ２０１４

长江口是一个丰水多沙的河口， 但受流域水土保持

和闸坝工程的建设， 近期径流携带进入河口的泥沙减少

约 ７０％。 统计表明， １９５５—１９８４ 年大通站多年平均输沙

量为 ４ ７０ 亿ｔ，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 年为流域来沙最主要的下降

期， 期间多年平均输沙量为 ３ ４０ 亿ｔ。 ２００３ 年三峡工程

蓄水运用后， 流域来沙量进一步下降，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大

通站年均输沙量为 １ ３５ 亿 ｔ。 流域来沙年内呈洪季大、
枯季小的分布特点， 从年内分布来看， 近期流域输沙量

的减小主要是洪季输沙量减少所致， 年内季节性的沙峰

基本消失。 １９５５ 年以来， 大通站年输沙量和年径流量的

累积曲线呈直线 （ １９５５—１９８５ 年）、 曲线 （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
年）和直线（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的 ３ 阶段变化特点（图 ２）。
近 １０ 多年大通站年输沙量和年径流量的累积曲线接近于

直线， 表明经历了流域减沙变异后， 在新的边界条件下

流域来水来沙已建立起新的较稳定的水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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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资料与方法

在 ４ 条入海汊道中， 北支多年前已成为受涨潮控制的河道， 流域来水来沙变化对其影响较小。 本文着重

收集和分析长江口南支和南、 北港及南、 北槽的有关数据。 包括航道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的 ２００１ 年以来南北

港、 南北槽（分流分沙比断面）长时间序列的固定垂线水文测验资料、 ２００２ 年以来长江口 １ ∶２５ ０００ 河势地形

资料和 ２０１０ 年以来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回淤资料等。 长江流域来沙的减少主要由于洪季输沙量的减小所致， 因

此， 在分析年际间河口悬沙浓度变化时， 本文主要选用各年洪季含沙量的数据。 河势地形测量数据采用 Ａｒｃ⁃
ＧＩＳ 软件进行河槽容积和冲淤厚度等参数的计算。 南北港、 南北槽（分流分沙比断面）固定垂线水文测验站点

见图 １。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悬沙浓度变化

长江口水体含沙量主要受流域来沙量的多寡和河口动力条件的影响。 据文献［１４］报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前徐六泾断面涨落潮含沙量均较高， １９８４ 年涨、 落潮平均含沙量分别为 １ ８２ ｋｇ ／ ｍ３、 １ ８５ ｋｇ ／ ｍ３；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２ 年涨、 落潮平均含沙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小， 期间涨、 落潮平均含沙量分别为 ０ ９００ ｋｇ ／ ｍ３、
０ ７９０ ｋｇ ／ ｍ３， 下降了 ５０％左右； ２００３ 年后， 随着上游来沙量的进一步减少， 徐六泾断面涨落潮含沙量明显

下降，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涨、 落潮平均含沙量分别为 ０ ５５０ ｋｇ ／ ｍ３、 ０ ４５０ ｋｇ ／ ｍ３。 南支七丫口河段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７ 年洪季（大小潮平均）含沙量分别为 ０ ７４０ ｋｇ ／ ｍ３和 ０ ２３０ ｋｇ ／ ｍ３， ２００７ 年比 ２００３ 年减小 ６９％。

图 ３　 主要监测站点含沙量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２００１ 年以来洪季大潮南、 北港固定垂线长系列监测数据显示（图 ３（ ａ））， ２００８ 年前后该河段水体含

沙量有明显下降。 南港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测得的含沙量平均值为 ０ ５１０ ｋｇ ／ ｍ３， 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测得的含沙

量平均值为 ０ ３２０ ｋｇ ／ ｍ３。 ２０１５ 年含沙量较此前又有所降低， 仅约 ０ １００ ｋｇ ／ ｍ３。 而南、 北槽上段的水体

含沙量（图 ３（ｂ））、 北港和北槽拦门沙段的水体含沙量（图 ３（ ｃ）、 图 ３（ ｄ））２０１５ 年较此前亦有所下降。
由于以上数据是在河口动力条件相当情况施测的， 因此， 监测到的含沙量变化趋势总体可以反映出流域

减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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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减沙会逐渐稀释河口水体的悬沙浓度， 河口不同区段由于水沙特性的差异， 其悬沙浓度变化对流域

减沙响应的时间和幅度会存在差异。 前文分析表明， 位于河口段上游的南支、 南港河段， 流域减沙对其悬沙

浓度的影响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前后已显现出来。 而北槽位于口外的拦门沙区段， 该段泥沙活动规模巨大， 受

潮汐、 波浪、 盐淡水混合、 细颗粒泥沙絮凝沉降等多种动力条件的影响， 存在 “泥沙聚集” 的河口最大浑

浊带。 因此， 近期流域减沙对拦门沙区段悬沙浓度的影响不如口内南支、 南港区段明显。
流域减沙对长江河口含沙量的影响已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 流域减沙引起南支和南港水域悬沙浓度明显

下降已得到多方面证实［１０］。 近期流域减沙对拦门沙河段悬沙浓度的影响虽未充分显现， 但随着流域减沙的

持续 “稀释” 作用和周边泥沙补充能力的减弱， 未来会逐渐显现， 后续变化及其对拦门沙河床冲淤演变的

影响值得进一步跟踪分析。
２ ２　 河床冲淤演变

２ ２ １　 口内主槽

流域减沙造成河口悬沙浓度下降， 在河口径潮流动力条件无明显改变的条件下， 悬沙浓度将小于水流挟

沙能力， 使河床产生相应的冲淤调整。 河槽统计计算结果表明， 近期南支、 南港和北港上段河槽呈整体冲

刷、 容积扩大的态势（图 ４）。 南港河槽容积呈明显扩大的起始时间基本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 而该段悬沙浓度

明显下降的时间基本在 ２００８ 年， 表明实际河槽冲刷调整略滞后于悬沙浓度下降。

图 ４　 南支、 南港和北港上段 ０ ｍ 以下河槽容积变化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ｅｌｏｗ ０ ｍ ｉｓｏｂａｔｈ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Ｂｒａｎｃｈ，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北港上段近期受青草沙水库建设的影响较为明显， 难以较好地反映自然条件下的冲淤变化。 为此， 本文

仅统计南支、 南港不同深度等级下的冲淤量（图 ５）。 由图 ５ 可知， 近期南支、 南港的冲刷主要集中在深槽区

域，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南支 １０ ｍ 以下河槽冲刷量占同期 ０ ｍ 以下河槽冲刷量的 ９４％， 而南港占 ８０％左右。 具体

来看， 南支以 ５ ｍ 深度为分界， 呈现 “滩淤槽冲” 的态势， 其中 １０ ～ １５ ｍ 深度范围内冲刷最为明显。 而南

港则 ０ ｍ 以下河槽均为冲刷， 最主要的冲刷部位在 １０～１２ ５ ｍ 深度范围内。
窦国仁［１５］基于平衡河口河床最小活动性假说， 得出河床的断面形态关系式：

Ｂ ＝ ｋ１Ｑ５ ／ ９
ｅ Ｓ１ ／ ９

ｅ （１）
Ｈ ＝ ｋ２（Ｑｅ Ｓｅ） １ ／ ３ （２）
Ａ ＝ ｋ３（Ｑ８

ｅ ／ Ｓ２
ｅ） １ ／ ９ （３）

Ｂ ／ Ｈ ＝ ｋ４Ｑ８ ／ ９
ｅ Ｓ４ ／ ９

ｅ （４）
式中： Ｂ、 Ｈ、 Ａ 为中潮位时的水面宽度、 平均水深和断面面积； Ｂ ／ Ｈ 为断面宽深比； Ｑｅ 为平均落潮流量；
Ｓｅ 为平均落潮含沙量； ｋ１、 ｋ２、 ｋ３、 ｋ４ 为包含泥沙特性、 河床河岸相对可动性等因素的综合系数， 可根据天

然河床资料反算得到。
依据该关系式可知， 含沙量减小， 平衡断面积增加， 宽深比减小。 南支、 南港主槽河床的冲刷促使 ０ ｍ

以下河槽断面宽深比减小（图 ６）， 河槽形态向相对窄深方向演化， 这种调整趋势与窦国仁［１５］ 关系式和金鏐

等［１６］研究得出的 “流域来沙减少， 将使长江口主槽的平衡断面积增加并使断面形态趋向窄深” 的认识一致。
由此说明， 长江口口内的南支、 南港， 近期的河槽演变受到流域减沙的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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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南支、 南港不同深度等级河床冲淤量（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Ｆｉｇ ５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流域减沙引起的深槽冲刷与河槽形态向相对窄深方向演化， 有利于长江口航道水深的维护。 如位于口内

的长江口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南港段， 其航道长约 １０ ｋｍ， 曾是深水航道回淤的峰值区段之一［１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５
ｍ 航道开通以来， 尤其 ２０１１ 年以来， 伴随着南港主槽冲刷， 航道清淤量趋于减少， 维护条件不断改善。
２０１１ 年以来该段航道年回淤量与 １２ ５ ｍ 主槽平均宽度之间呈现良好的负相关关系（图 ７）。

图 ６　 南支、 南港 ０ ｍ 以下河槽宽深比变化

Ｆｉｇ 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ｗｉｄｔｈ⁃ｄｅｐｔｈ 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ｏｗ ０ ｍ
ｉｓｏｂａｔｈ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图 ７　 南港航道年回淤量与 １２ ５ ｍ 主槽

平均宽度的关系（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Ｆｉｇ 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１２ ５ ｍ

ｍａｉｎ⁃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５

２ ２ ２　 拦门沙深槽

长江口口外发育有巨大的拦门沙系， 在 ４ 条入海汊道中均存在水深浅于上下游的航道拦门沙。 自然状态

下， 北港、 北槽和南槽航道拦门沙水深为 ５ ５～６ ０ ｍ。
１９９８ 年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双导堤＋丁坝）实施后， 北槽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边界， 流场和输沙条件

得以改善， 北槽河床形态由宽浅向窄深方向调整， 全槽形成了一条上、 下段连续、 稳定、 平顺相接的微弯深

泓， 在疏浚工程的配合下， 北槽航道水深由 ７ ｍ 增加到 １２ ５ ｍ， 拦门沙被打通［１７］。
图 ８ 为北港和南槽航道纵剖面图。 由图 ８ 可知， 近期北港和南槽航道拦门沙浅滩的上游侧和口外侧总体

均有所冲刷， 拦门沙浅滩长度缩短， 但滩顶水深仍变化不大。 统计表明（表 １）， ２０１５ 年北港 ８ ｍ 和 １０ ｍ 以

浅的拦门沙长度分别为 ３４ ３ ｋｍ 和 ３９ ７ ｋｍ， 较 ２００２ 年相应缩短 ２ ６ ｋｍ 和 ４ ３ ｋｍ； 南槽 ７ ｍ 和 ８ ｍ 以浅的拦

门沙长度分别为 ２９ ０ ｋｍ 和 ３７ ４ ｋｍ， 较 ２００２ 年相应缩短 ８ ８ ｋｍ 和 １１ ５ ｋｍ。
近期北港和南槽拦门沙浅滩上游侧的冲刷除受流域减沙的影响之外， 还应与横沙东滩圈围和长江口深水

航道治理工程实施引起的河槽边界条件的变化有关［１８］， 而口外侧的冲刷则可能主要受流域减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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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航道拦门沙浅滩长度变化 ｋ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ｒ ｓｈｏ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时间
北港 南槽

８ ｍ 水深以浅 ９ ｍ 水深以浅 １０ ｍ 水深以浅 ７ ｍ 水深以浅 ８ ｍ 水深以浅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６ ９ ４０ ８ ４３ ９ ３７ ８ ４８ ９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 — — ３４ ９ ４６ ４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４ ７ ３６ ９ ４３ ５ ３３ ５ ４５ １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３ ７ ３５ ４ ４１ ８ ２９ ０ ３９ １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 — — ３０ ４ ３９ ２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４ ７ ３６ ７ ４０ ６ ２９ ０ ３８ 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４ ４ ３６ ６ ４０ ４ ２８ ５ ３６ ８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４ ６ ３７ ２ ３９ ９ ２９ ３ ３７ ３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４ ３ ３６ ５ ３９ ７ ２９ ０ ３７ ４

图 ８　 北港和南槽航道纵剖面地形变化

Ｆｉｇ ８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ｓｓａｇｅ

２ ２ ３　 水下三角洲前沿

历史上由于长江流域来沙丰富， 不断在长江口口外堆积， 致使长江口水下三角洲前沿逐渐向海淤涨。 而

近期随着流域来沙的锐减， 长江口水下三角洲前沿呈明显冲刷态势［１２］。 从航道纵剖面变化可知（图 ８）， 近

期北港口外冲刷区主要位于 １０ ｍ 以深的区域， 而南槽口外的冲刷基本在 ６ ３ ～ ６ ５ ｍ 以深的区域。 图 ９ 为长

江口口外水下三角洲前沿两个主要冲刷区（区域范围见图 １）的平均水深变化。 由图 ９ 可知， ２００７ 年之后， 水

图 ９　 长江口水下三角洲前沿（冲刷区）水深变化
Ｆｉｇ ９ Ｄｅｐｔｈ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ｄｅｌ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下三角洲前沿的冲刷速度较此前有所加快， 年平均冲刷

厚度约 ０ １ ｍ。 统计表明， 北港口外冲刷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年均冲刷量 ０ ３２ 亿ｍ３； 南北槽口外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年

均冲刷量 ０ ３９ 亿ｍ３。
近期流域来水来沙已建立稳定的水沙关系， 流域年

均输沙量在 １ ３５ 亿ｔ 左右， 较前人预测的三峡大坝建成

后的 １００ 年内， 长江年均输沙量将减至接近长江三角洲

形成和发育时期的年均输沙量 ２ ００ 亿ｔ 左右［１９⁃２０］， 还要

偏小。 因此， 流域减沙对长江口水下三角洲实际的冲淤

影响可能会较前人预测的结果更加明显。

３　 结　 　 论

三峡工程建成后的近 １０ 多年， 长江口来水来沙已建立稳定的水沙关系， 流域年均输沙量处于 １ ３５ 亿ｔ
左右的较低水平。 受其影响长江口口内的南支、 南港和北港上段的含沙量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之后有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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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拦门沙段的悬沙浓度 ２０１５ 年较此前有所下降。 流域减沙已引起长江口口内河槽冲刷、 容积扩大， 河槽

形态向相对窄深方向演化。 位于长江口口内的南支、 南港， 河槽主要的冲刷部位为 １０ ～ １５ ｍ 水深范围内。
而位于口外的拦门沙河槽， 其上游侧和外海侧近年来亦有所冲刷， 促使拦门沙浅滩长度缩短。 长江口水下三

角洲前沿， 位于北港口外和南北槽口外有两个冲刷区， ２００７ 年之后年平均冲刷厚度达 ０ １ ｍ 左右， 年侵蚀沙

量达 ０ ７１ 亿ｍ３。
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监测数据分析判断， 流域减沙引起的长江口河槽冲淤调整尚在进行中， 这种变化总

体上有利于航道的治理开发， 但对河口滩涂资源开发利用和近岸涉水工程安全稳定带来新的挑战。 流域减沙

可能会逐渐改变长江口南岸边滩推展、 水下三角洲向海淤涨的历史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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