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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口地区感潮河段水动力过程复杂， 为在突发水污染事故中合理制定精细化应急方案， 基于环境流体水动

力模型（ＥＦＤＣ）从水动力学角度对不同水文条件下深圳河口水域突发水污染事故的影响范围、 时间及程度进行了数

值模拟分析， 提出了一种判断河口海湾地区主导水动力因素的分析方法。 采用基于傅里叶变换的频谱分析法对事

故中污染物输移扩散的主要影响因子进行了准确识别， 并采用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法进行了印证。 结果表明，
潮流是感潮河段水动力过程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在突发水污染事故中， 深圳河各断面特征污染物浓度变化与陆地

径流关系密切， 径流是感潮河段内突发事故中特征污染物输移的主导动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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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突发水污染事故在中国频发， 不仅严重威胁当地水质安全、 破坏局地水生态系统、 造成巨大的经

济损失， 而且会严重干扰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 极易引发社会恐慌。 河口海湾地区多具有经济发达、 生物多

样性高的特点， 同时也是人口负荷大、 环境污染压力重的敏感区域。 作为典型的滨海城市， 在深圳特区社会

经济多年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 人口、 工业企业等聚集程度不断提高， 迫使深圳湾流域承受着严峻的环境

安全压力， 突发性水污染泄露事故极易对深圳河湾水体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灾难。
对于突发性的水污染事故， 为了采取快速有效的应急措施， 需要准确地判断事故影响程度， 包括污染范

围、 持续时间等， 这需要通过水质模型进行科学地数值分析。 Ａｖａｎ［１］采用莱茵河预警模型分析了在突发水污染

事故中防波堤对河流中污染物迁移过程的影响， 并对不同水文条件下工程措施对泄露污染的应急效果做了分

析。 Ｈｅ 等［２］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构建了突发水污染应急响应系统， 对三峡库区沉船事故中污染物的输移扩散过程进行

了模拟， 识别了污染事故的时空变化过程及影响区域。 陶亚等［３］建立了淮河淮南段水环境模型， 定量模拟了不

同季节水文条件下突发水污染事故发生后各水厂取水口污染物浓度变化过程， 并对各取水口应急响应时间进行

了定量分析。 Ｍａｎｅｌ 等［４］基于西班牙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港的水动力条件， 模拟并分析了突发性石油泄漏污染事故中， 在

近岸潮流的影响下不同水域受影响的程度， 并提出了应对水质恶化的控制对策。 Ｇａｌａｂｏｖ 等［５］ 以布尔加斯湾油

轮事故为例， 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漂流在海面上的污染物进行数值分析， 评估了石油泄漏事故对布尔加斯港

口水环境风险的影响， 并确定潜在危险区域和其出现的条件。 王庆改等［６］ 建立了汉江中下游的降雨⁃径流模型

和对流⁃扩散模型， 分析了突发性水污染事故中污染物的输移扩散过程， 并对突发风险事故的影响范围、 程度与

时间进行定量预测。 陈炼钢等［７］采用淮河中游河网水文⁃水动力⁃水质耦合数学模型分析了不同调度方案与淮河

干流来水组合下污染团下泄对下游水质的影响， 优选出最佳的水量水质联合应急调度方案。
水体中污染物， 特别是突发水污染事故中污染物的输移扩散过程与水体水动力过程密切相关。 相对于内

陆河流或湖库而言， 河口海湾地区水动力过程的驱动因素复杂， 受到内陆径流、 海湾潮流以及气象等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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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翁士创等［８］指出感潮河网地区突发水污染事故预警预报存在着污染物传播扩散规律复杂、 事故要

求响应时间短、 边界条件预报难度大和污染物特征参数设置复杂等难点。 因此， 在感潮河段水域发生突发水

污染事故后， 如何准确评估事故影响范围， 科学选择高效合理的应急措施， 是应急工作中的核心。 在突发水

污染事故应急实践中， 最为常用的工程措施是引水冲污， 如 ２００５ 年松花江硝基苯污染事件、 ２０１０ 年龙江镉

污染事件等。 引水冲污可快速地改变污染河段水动力过程、 有效地降低特定河段中污染物浓度， 进而提高天

然河流的净化能力。 而在具有复杂水动力条件的感潮河段中， 科学分析事故中污染物所受潮流顶托作用与径

流冲污作用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于合理决策应急措施具有积极作用。 本文以深圳河湾为研究区域， 选取某保

守性物质作为突发水污染事故中的特征污染物， 对感潮河段在复杂水文条件下污染物的输移过程进行模拟讨

论。 通过分析识别突发水污染事故中污染物浓度时空变化的主导影响因素， 进而判断引水冲污的水利调度应

急措施在感潮河段的应急工作中是否合理有效。

１　 研究区域、 方法及模型构建

１ １　 研究区域

深圳河为中国深圳市和香港特区的界河， 全长 ３３ １０ ｋｍ， 平均坡降 １ ４‰。 深圳河干流起于三岔河口，
自东向西流经罗湖、 福田， 在福田红树林保护区处汇入深圳湾， 是深港两地工农业生产及生活污水的重要受

纳水域。 随着深圳湾流域人口急剧增加、 工业企业林立， 供水量和污水量逐年攀升， 经由深圳河进入深圳湾

的污染负荷逐年增加。 虽然近几年深圳市污水处理能力大大提高， 但仍有部分地区的污水处理能力落后于周

边地区污水排放量的增长速度， 深圳河湾水污染状况严峻。 深圳河干流受海湾潮流和陆地径流的双重影响，
全河段为感潮河流； 深圳河水系水深浅、 径流量季节变化大， 使得这一河段水动力过程复杂。 对深圳河湾水

动力与污染物输移过程的精细研究， 对于合理高效利用深圳河湾的自净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数值模型计算方法

数值模型是进行水环境分析的重要工具， 在水环境管理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选择目前国际上广泛

使用的 ＥＦＤ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Ｃｏｄｅ） 模型构建深圳河湾污染物输移模型。 ＥＦＤＣ 模型是由

Ｈａｍｒｉｃｋ［９］根据多个数学模型研制开发的三维水动力⁃水质综合模型， 并得到美国环保总署的资助与推荐， 广

泛应用于河流［１０］、 湖泊水库［１１］、 河口海湾［１２］ 以及湿地系统等多种类型的地表水体水动力⁃水质模拟研究。
ＥＦＤＣ 模型是一个多参数有限差分模型， 模型中水动力学方程是基于三维不可压缩的变密度紊流边界层方程

组构成［１３］； 为了便于处理由于密度差而引起的浮力项， 常采用 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 假设和静水假定［１４］。 在水平方向

上采用曲线正交坐标变换， 在垂直方向上采用 ｓｉｇｍａ 坐标变换。 在水动力计算方面， ＥＦＤＣ 模型中动力学方

程采用有限差分法求解， 水平方向采用交错网格离散， 时间积分采用二阶精度的有限差分法以及内外模式分

裂技术计算［１５］。 外模采用半隐式格式计算， 利用预处理共轭梯度法求解二维水位场， 以新的水位值为基础，
通过求解水深平均的正压速度场得到外模解； 内模求解三维速度场， 其中垂向扩散项采用隐式格式计算， 其

他物理过程的求解采用显格式。
１ ２ ２　 模型验证及评价方法

在数值模型验证中， 常采用图形对比法及统计学中的相关系数（Ｒ）、 标准差（ＲＭＳＥ）等评价指标对模拟结

果进行验证。 在水动力及水质模型中， 除采用均方根误差评估数值模型计算效果， 一般还需要采用百分比来

表示这种衡量模型性能的差异， 即相对误差， 其定义为绝对平均误差与观测平均值的百分比。 而在河口海湾

地区水环境模拟中存在一些状态变量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平均值， 从而造成相对误差很小， 得到模型模拟非常

准确的假象。 为克服这一缺点， 在水动力和水质模型中， 采用相对均方根误差（ＲＲＥ）代替相对误差作为一个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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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Ｃ ｔ、 Ｍｔ 为指标的模拟值和监测值； Ｍｍａｘ、 Ｍｍｉｎ为指标监测值的最大和最小值。 ＲＲＥ在模拟河流、 湖泊

及河口海湾地区时是一个很有用的评价指标， 得到诸多学者的采用［８⁃９，１２］。
１ ２ ３　 模拟结果分析方法

河口海湾地区的潮汐运动和水位波动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相应污染物浓度的变化也呈现周期性

变化的特点。 对于具有时空周期变化特征的指标， 可通过频谱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讨论。 为找出感潮河段内

突发水污染事故中污染物浓度时空变化的主导水动力驱动因素， 本文选择基于傅里叶变换的频谱分析法进行

分析， 并选用统计学的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进行评价以相互验证。
（１） 频谱分析法　 河口海湾地区中一个变量的时间序列， 可以看作不同频率周期性成分的合成。 通过

分析这些成分对时间序列的贡献， 主要的频率（或周期）就可以被识别出来， 这有助于对水体特点的了解。
一个时间序列可以分解成含有长期趋势的周期部分和随机波动。 谱分析的重要作用是从长期趋势和随机波动

中分离出周期性的组分， 并确定与之相关的能量， 傅里叶分析是一种常用的谱分析方法。 对于时间序列，
η（ ｔ） 在 ｔｎ ＝ ｔ１， ｔ２，．．．， ｔ２Ｎ 时刻共有 ２Ｎ 个值， 时间序列可近似表示为

η（ ｔｎ） ＝ ａ０ ＋ ∑
Ｎ

ｋ ＝ １
Ａｋｃｏｓ［

２πｋ
Ｔ

ｔｎ － φｋ］ ＋ η０（ ｔ） （２）

式中： ｔ 为时间； ａ０ 为 η（ ｔ） 的平均值； Ｎ 为频率的个数； η０（ ｔ）为周期成分之外的残差； Ｔ 为时间序列的持

续函数， Ｔ＝ ２Ｎｄｔ， ｄｔ 为时间序列的时间间隔； Ａｋ 为第 ｋ 个周期成分的振幅； φｋ 为第 ｋ 个周期分量的相位，
其中， Ａ２

ｋ ＝ａ２
ｋ＋ｂ２

ｋ， φｋ ＝ａｒｃｔａｎ（ｂｋ ／ ａｋ）， ａｋ 和 ｂｋ 为傅里叶系数， 常用的傅里叶变换方法 ＦＦＴ 是一种确定 ａｋ 和

ｂｋ 的快速数值算法。 Ａｋ 显示了不同周期分量所具有的振幅（或能量）， 表明对时间序列相对贡献的大小。
利用谱分析法对具有周期波动特点的相关变量进行不同成分分解研究主要集中在湖泊、 河口海湾地区，

如 Ｊｉ 和 Ｊｉｎ［１６］采用谱分析法对 Ｏｋｅｅｃｈｏｂｅｅ 湖水面高度进行分析， 分解出了谐波成分最强的周期， 并通过分析

找出了与之对应的因素为湖震。
（２） 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法　 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是对一个独立变量是否受多个因素或变量

影响而进行的方差分析。 通过该分析， 检验不同因素不同水平组合之间因变量平均值以及受不同因素影响是

否有差异的问题。 通过方差齐次性检验选择均值比较结果， 可以分析每一个因素的作用， 也可以分析因素之

间的交互作用、 分析协方差以及各因素变量与协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为与快速傅里叶变换方法的评价结果

进行互相验证， 本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对模拟结果进行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
１ ３　 模型设置

本文基于 ＥＦＤＣ 模型， 构建深圳河湾污染物输移模型， 模拟突发水污染事故中污染物输移扩散过程， 分

析评估不同的水文条件对于同一规模水污染事故损害程度及范围的影响。 模拟范围包括深圳河与深圳湾水

域， 计算区域采用贴体正交曲线网格， 为了较好地拟合陆地边界的变化， 采用斜对角笛卡尔坐标方法进行网

格处理； 计算区域有效网格单元有 ４ ６８０ 个， 深圳湾内湾地形分辨率平均为 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左右， 深圳河水域

地形分辨率在长宽方向平均为 １００ ｍ×５０ ｍ， 模型在垂向采用标准 σ 坐标系， 垂向分 ３ 层， 由上至下各层所

占的水深比例为 ０ ３、 ０ ４、 ０ ３， 深圳河湾水域平面网格与水下地形如图 １ 所示。 根据 ＣＦＬ 条件， 模型时间

步长取 ５ ｓ。
模型上游河流采用流量边界， 分别在布吉河、 福田河、 梧桐河（香港）以及罗湖河口上游给定流量输入，

根据实测结果， 按照径流季节变化， 分为旱季径流量（３０ ０ ｍ３ ／ ｓ）和雨季径流量（６０ ０ ｍ３ ／ ｓ）。 模型水位边界

位于深圳湾赤湾至烂角咀一线， 边界水位取自珠江口大模型计算结果［１８］， 根据湾内潮流条件不同， 分为大

潮（潮差 ２ ５０ ｍ）和小潮（潮差 １ ２０ ｍ）， 并与不同流量边界组合成 ４ 组水文条件。 在对深圳河湾水动力过程

模拟的基础上， 本文以发生在深圳河上游的含重金属污泥浆泄漏事故为原型， 根据相关污染信息设定突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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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事故污染物边界条件， 并对不同水文条件下污染事故影响进行模拟研究。 设定污染泄漏事故发生在布吉

河中上游（图 １）， 泄漏持续时间为 １２ ｈ， 泄露污泥中共含某重金属类保守性物质 １００ ００ ｋｇ， 水体中污染物的

衰减系数为 ０ ｄ－１。 为充分展现事故中的污染影响， 假设污染物背景浓度为 ０ μｇ ／ Ｌ。

图 １　 深圳河湾水环境模拟计算网格与深圳河湾水下地形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ｇｒｉｄｓ ＆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２　 结果及分析

２ １　 模型验证和水动力场分析

在深圳河湾水域选择入湾河口（深圳河口）断面进行模型验证， 通过对不同水文条件下潮位、 潮流以及

盐度的计算值和实测值进行图形对比验证， 见图 ２。

图 ２　 深圳河旱 ／雨季潮位、 流速及盐度验证

Ｆｉｇ ２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ｄ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ｒｙ ａｎｄ ｗｅｔ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深圳河内连续模拟的流速大小及变化趋势与流速的实测值基本吻合； 深圳河内盐度变

化过程的模拟结果与实测值具有很好的匹配。 由潮位验证图可知： 深圳河干流潮位变化符合一般感潮河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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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复杂水文条件下突发水污染事故后深圳河湾水域污染物浓度过程

Ｆｉｇ 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ｌｉ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深圳河上游径流的交互作用以及事故污染物非持久连续性排放的影响， 这些波形散乱， 振幅大小及波峰间距

的变化规律性不明显。 因此， 进一步对各断面在不同水文条件下污染物浓度的特征值及同一规模污染物泄漏

事故对不同断面的影响时间进行统计， 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水污染事故后 ６ 日内不同监测断面影响特征值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６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水文条件

罗湖河口 福田河口 深圳河口 尖鼻咀（内湾）

持续时
间 ／ ｄ

最大浓度 ／
（μｇ·Ｌ－１）

平均浓度 ／
（μｇ·Ｌ－１）

持续时
间 ／ ｄ

最大浓度 ／
（μｇ·Ｌ－１）

平均浓度 ／
（μｇ·Ｌ－１）

持续时
间 ／ ｄ

最大浓度 ／
（μｇ·Ｌ－１）

平均浓度 ／
（μｇ·Ｌ－１）

持续时
间 ／ ｄ

最大浓度 ／
（μｇ·Ｌ－１）

平均浓度 ／
（μｇ·Ｌ－１）

旱季小潮 １ ６７ ６１ ５２ ７ ２３ ５ １５ ４７ １８ １５ ９９ ５ １０ ３３ ７２ ７ ８７ ２ ０８ １７ ２７ １ ３６

旱季大潮 ３ ７１ ５０ ５１ ７ ２４ ５ ０６ ４９ ４３ １２ ２７ ４ ９０ ３５ ５３ ７ ３７ ４ １９ １４ ２６ １ ４２

雨季小潮 ０ １７ ５１ ６６ １ ０６ １ ４２ ９２ ９８ ３ ４８ １ ９４ ７２ ５６ ６ ６８ １ ０６ ２３ ４ １ ５８

雨季大潮 ０ ３１ ４１ ５９ １ ４８ ２ ２７ ６６ ８３ ４ ７０ ２ ００ ４９ １５ ５ １０ １ ０８ ２４ ０３ １ ７２

　 　 图 ５ 展示了同一规模突发水污染事故在不同水文条件下， ４８ ｈ 内不同时刻特征污染物浓度空间分布云

图。 在设定的径潮流组合条件下， 不同断面的污染物受影响时段根据其距事故点和入湾河口的距离不同而有

所差别； 而同一个断面污染物浓度变化过程的差异主要是受到潮流与径流的不同流量比造成的。 对于感潮河

段内突发水污染事故中污染物浓度时空变化过程的主要水动力驱动因素的判断， 仍需进一步分析讨论， 这充

分表明河口海湾地区复杂的水文条件使得突发水污染事故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复杂性。

３　 讨　 　 论

作为内陆河流的入海口， 河口区域是从陆地到海洋的过渡地带， 是陆地径流与海洋潮流的直接连接区

域，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水动力过程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混合系统。 在突发水污染事故的应急预

警中， 河口海湾地区复杂的水文条件增加了对突发水污染事故应急的难度。 为了更加科学准确地判断水污染

事故发生后， 事故影响范围、 程度及时间， 找出特定时段内污染物迁移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 因势利导地选

择有针对性的应急措施是精细化应急的必然要求。 作为潮流动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感潮河段， 在突发水污染事

故发生后， 直接采用陆地径流进行冲污的方式是否合理有效？ 在水污染事故影响清除的过程中， 潮流的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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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复杂水文条件下突发水污染事故中 ４８ ｈ 内污染物时空分布

Ｆｉｇ 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Ｘ ｗｉｔｈｉｎ ４８ 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释、 顶托与径流的冲污， 何者的贡献占主要地位？ 为对上述问题进行科学研究， 采用傅里叶变换的频谱分析

法与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法进行讨论。
３ １　 傅里叶变换的频谱分析

通过对突发水污染事故中污染物进入水体后在不同水文条件下各断面的模拟结果（图 ４）可知， 虽与正常

情况下污染物浓度周期性变化有较大差别， 但突发水污染事故中污染物浓度的变化也具有一定的余弦波特

征。 考虑到不同水文条件造成的水动力过程差异对于特征污染物浓度不规则波动的影响， 本文通过基于傅里

叶变换的频谱分析法对各断面在不同水文条件下污染物浓度的变化频率进行分析， 以识别不同水文条件下各

断面污染物浓度过程变化的主要贡献因素， 相应的频谱图见图 ６、 图 ７。
通常水体中污染物的输移过程与水流运动过程相吻合， 感潮河段受陆地径流和海湾潮流的共同影响， 其

水动力过程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复杂性， 相应地污染物输移过程也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潮汐自深海向海岸传

播过程中， 受到河口地形水深影响， 潮汐运动的组成分量复杂。 不同水文条件下各断面的水位频谱图（图 ６）
表明潮汐波 Ｋ１、 Ｍ２ 对深圳河潮位的振幅贡献较大， 潮流在深圳河水动力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陶亚［１８］ 通过

ＦＦＴ（Ｆａｓｔ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分析发现在常规污染物浓度变化过程频谱图中， 具有与水动力过程相同的主

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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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复杂水文条件下深圳河水位频谱

Ｆｉｇ ６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图 ７　 复杂水文条件下污染物浓度超标面积频谱

Ｆｉｇ ７ Ｅｘｃｅ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ｒｅａ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但在同一水文条件的突发水污染事故中， 污染物浓度的变化并未受到相同的潮流因素主导， 而是表现出

自己的独特性（图 ７）。 通过对频谱图的分析可知， 突发水污染事故中不同周期的水动力因素对深圳河中污染

物浓度的影响虽均有体现， 但相比于水位频谱图而言， 其污染物浓度频谱波形较为混乱， 一致性规律不明

显。 在不同水文条件下， 频谱中振幅最大的频率范围在（０ ， ０ ５）， 即可提出假设： 感潮河段内， 上游来流

径流对大部分断面的污染物浓度变化起主要作用， 其次受频率为 １ ００、 ０ ９３， 即 Ｋ１、 Ｏ１ 等潮汐波的影响。
３ ２　 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

表 ３　 不同水文要素对各监测断面污染物浓度

主体间效应的检验概率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ｅｓｔ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断面 径流 潮流 径潮流

罗湖河口 ０ ０ ７６ ０ ７２

福田河口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０ ８６

深圳河口 ０ ０８ ０ ０９ ０ ３３

尖鼻咀（内湾） ０ ０ ０ ４８

为进一步论证 ＦＦＴ 的频谱分析结果， 选择污染

物浓度作为因变量， 径流与潮流作为两个因素， 每

个因素分两个水平， 分别为径流： 旱季、 雨季； 潮

流： 小潮、 大潮。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中的单因变量多

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判断影响不同断面污染物浓度的

主要水动力因素， 结果见表 ３。
在径流不同水平均值间无差异的原假设下， 罗

湖河口、 福田河口以及尖鼻咀测点满足假设的概率

均小于 ０ ０５， 故拒绝原假设， 即深圳河湾突发水污

染事故下污染物浓度受河流不同径流水平影响差异

较大； 深圳河口的概率为 ０ ０８， 略大于 ０ ０５， 难以说明径流对深圳河口影响较小。
在潮流不同水平均值间无差异的原假设下， 出现目前统计量的值或者更极端值的概率， 罗湖河口为

０ ７６３， 大于 ０ ０５， 故接受原假设， 即不同潮流水平对罗湖河口污染物浓度影响无差异； 其他 ３ 个点位满足

该假设的概率小于或略大于 ０ ０５， 可以拒绝该假设， 即不同潮流水平对福田河口、 深圳河口以及尖鼻咀处

突发水污染事故浓度影响差异较大。
在径流和潮流交互作用无差异的原假设下， 各监测点满足该假设的概率均大于 ０ ０５， 故接受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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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给定条件的径流和潮流共同作用下， 对事故中污染物浓度的影响不大。 从结果可以推论出： 潮流具有稀

释的作用， 径流具有冲污的作用； 但是二者相互作用又会产生顶托作用， 不利于突发水污染事故中污染物在

深圳河中影响的消除。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总体而言， 径流的变化对于深圳河段内水污染事故中污染物浓度的变化趋势具有

积极作用， 而潮流与径流的共同作用难以有效地改变深圳河内突发水污染事故的污染物浓度的变化趋势。 为

研究深圳河湾的水动力特性及对水体污染的影响， 任华堂等［１７］ 通过对深圳河湾余流场的分析也表明， 大潮

条件下水体沿深圳河的输移不如小潮时明显； 胡本雄［１９］ 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深圳河湾内典型断面的质点

运动轨迹进行追踪， 分析了不同引水冲污流量与潮型组合的冲污效果， 得出河道内冲污效果与来流流量成正

比， 流量愈大， 冲污效果愈好的结论。 上述研究结果在径流对深圳河污染物浓度变化贡献的讨论上， 与本文

结论一致。
水体中污染物迁移扩散能力直接依赖于该水体的水动力特性， 分析水动力场对于认识污染物输移规律具有

重要意义。 通过基于傅里叶变换的频谱分析法和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可知， 在突发水污染事故瞬时泄露情

景下， 水体中污染物浓度的变化过程对于径流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 改变径流条件， 可以很好地控制感潮河

段中污染物的浓度变化过程。 本文着重对深圳河内突发水污染事故中污染物浓度时空变化的主要水动力影响因

素进行了识别， 但是考虑到深圳河湾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对于采用上游径流冲污的应急措施及其他工程应急措

施对于深圳河湾中污染物浓度时空变化的作用及敏感生态目标的影响， 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４　 结　 　 论

（１） 全河段均为感潮河段的深圳河干流， 其水动力过程主要受到海湾潮流的驱动作用， 但是在突发水

污染条件下， 深圳河内污染物浓度的变化过程主要还是受到陆地径流的影响。
（２） 基于傅里叶变换的频谱分析以及单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 两种分析方法结论一致， 可以互相印

证。 因此， 径流冲污的方法在感潮河段突发水污染事故的应急实践中是合理有效的； 但通过改变水动力条件

以控制污染物输移过程、 滞留时间， 仍将是水污染事故应急实践中需进一步精细化研究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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