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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磨刀门盐水混合层化特征， 基于 ＳＣＨＩＳＭ 模型， 建立了三维盐度数值模型， 根据实测资料对其进行验

证。 结合水体势能异常理论， 对枯季磨刀门河口混合层化的时空变化特征及深槽与浅滩的层化机制差异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磨刀门河口小潮时水体层化最强， 中潮时水体层化最弱， 且拦门沙至挂定角段水体层化始终较强。 磨

刀门深槽水体层化主要受纵向平流、 纵向水深平均应变和垂向混合影响， 而浅滩水体层化则受横向平流、 横向水

深平均应变和垂向混合影响； 磨刀门河口表、 底层水体湍动能耗散率较高， 而中间水层存在低耗散区， 且涨潮时

湍动能耗散率比落潮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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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淡水混合与层化是河口区的一个重要的物理过程， 影响着河口环流、 垂向能量交换、 物质输移等。
Ｈａｎｓｅｎ 和 Ｒａｔｔｒａｙ［１］ 提出用分层系数 ｎ 来划分河口类型； Ｓｉｍｐｓｏｎ 等［２］ 提出了 “势能异常 ϕ ” 的概念；
Ｓｉｍｐｓｏｎ 等［３］推导出了一维势能异常变化率公式， 指出潮汐应变倾向于使河口水体在一个潮周期内表现出混

合与层化的交替变化； 在此基础上， Ｂｕｒｃｈａｒｄ 和 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４］和 ｄｅ Ｂｏｅｒ 等［５］结合海水状态方程各自推导出三

维势能异常方程， 方程考虑到了平流、 潮汐应变及垂向混合等多种影响因素， 完善了势能异常理论知识体

系， 成为研究河口混合层化机制的重要工具［６］。
国内关于河口环流、 混合与层化的研究较少， 目前主要集中在长江口［７］。 熊龙兵等［８］基于 Ｓｉｍｐｓｏｎ 等［３］

的势能异常理论， 研究了潮汐应变对长江口水体层化的影响； 邵聪颖等［９］ 基于三维势能异常方程［５］， 分析

了长江口弯道横向环流、 混合与层化的时空变化； Ｐｕ 等［１０⁃１１］根据长江口 ２０１２ 年洪枯季流速与盐度的观测资

料， 分析了深水航道处的重力环流、 潮汐应变环流对混合层化的影响。 另外， 任杰等［１２］ 根据磨刀门水道

２００９ 年枯季水文实测数据， 分析了径流层化、 潮汐混合、 风扰动对水体层化的贡献； 周巍等［１３］ 基于势能异

常变化平衡方程， 分析了影响珠江口势能异常变化的主要贡献项。
环流与混合一直是国内外河口动力学研究的热点课题， 但珠江口磨刀门河口环流及混合层化机制如何，

目前还鲜有研究。 ２１ 世纪以来， 珠江磨刀门河口咸潮频发， 严重危及澳门、 中山等周边城市的供水安

全［１４］， 鉴于此， 本文基于 ＳＣＨＩＳＭ 模型［１５］构建磨刀门三维水流盐度数值模型， 结合三维势能异常方程， 分

析磨刀门河口环流、 混合与层化的时空变化特征及物理机制， 以期为科学制定磨刀门的压咸措施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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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值模型建立与验证

１ １　 计算方法

ＳＣＨＩＳＭ 模型［１５］是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 Ｊｏｓｅｐｈ Ｚｈａｎｇ 联合全球多家科研机构基于 ＳＥＬＦＥ 模型［１６］ 最新开

发的一个跨尺度湖泊⁃河流⁃河口⁃海洋数值模型， 模型包括水动力、 波浪、 水质、 风暴潮等多个模块， 已经用

于全球的水动力相关问题的研究与预报［１７］。 本研究中采用水动力模块， 计算区域垂向上采用传统的混合 ＳＺ
坐标， 平均海平面 ４５ ｍ 以下采用 Ｚ 坐标， 分 １ 层； ４５ ｍ 以上采用 Ｓ 坐标， 分 １１ 层， 每层厚度随地形变化。
采用高阶欧拉⁃拉格朗日方法（ＥＬＭ）方法处理动量方程中的对流项， 隐式二阶总变差下降（ＴＶＤ）格式处理物

质输运方程中的对流项， 实现计算效率与稳定性的双赢。 模型采用通用长度尺度（ＧＬＳ）湍流模型求解掺混系

数， 主要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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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ｔ 为时间； ｚ 为垂向坐标； ｋ 为湍动能； ε 为湍动能耗散率； ψ 为通用长度尺度； ｃψ１、 ｃψ２和 ｃψ３为经验

常数； Ｍ 和 Ｎ 分别为剪切频率和浮力频率； 其他变量的含义详见文献［１５］。
１ ２　 模型设置

基于 ＳＣＨＩＳＭ 模型， 分别建立了珠江口二维大模型和磨刀门三维小模型， 其中二维大模型为三维小模型

提供边界条件。 珠江口二维数值模型共有 ７ 个开边界， ４ 个上游边界分别取在石咀、 高要、 石角和老鸦岗，
外海边界取在南海 ３０ ｍ 等深线附近， 包括整个伶仃洋和黄茅海， 如图 １ 所示； 其中， 边界 ２ 和边界 ３ 给实

测流量过程， 其他边界给水位过程， 通过中国海潮波模拟预测给出； 边界 １—边界 ４ 的盐度取 ０， 边界 ５—边

界 ７ 的盐度取 ３３ ‰， 初始盐度场通过循环运行模型得出。 在河道里采用四边形网格， 在口外区域及河道交

汇处采用三角形网格， 网格共 ９１ １６１ 个， 节点共 ８１ ０４９ 个， 最小单元长度 ４０ ｍ。

图 １　 计算区域及网格布置

Ｆｉｇ １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ｍｅｓ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ｏｍｅ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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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刀门三维数值模型计算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 日至 ３１ 日， 共 ３０ ｄ， 时间步长 １５０ ｓ； 模型共有 ２ 个开边

界， 上游开边界位于百顷头以上的外海大桥附近， 给逐时流量过程， 下游给逐时水位过程， 流量水位边界条

图 ２　 澳门气象站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实测风矢量

Ｆｉｇ ２ Ｗｉｎｄ ｖ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Ｍａｃａｏ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

件通过大模型模拟计算得到； 大模型还为小模型提供上、
下游边界逐时盐度过程， 将计算得到的盐度数据插值到

小模型的边界各节点上， 并沿垂向各层复制。 模型同时

考虑了表面风的影响， 风资料取自澳门气象站的逐时实

测风速， 风矢量图如图 ２ 所示。 模型水平方向采用非结

构三角形网格， 网格共 ２３ ２８３ 个， 节点共１３ １６８个， 如

图 １ 所示。 网格分辨率分区域给定， 在口门区域分辨率

取为 １ ５００ ｍ， 水道内分辨率取为 ２００ ｍ， 对部分较窄的

河道进行局部加密， 分辨率取为 ４０ ｍ 以下。 曼宁系数是

表示河床阻力的重要参数， 模型全域给恒定曼宁系数， 大小取 ０ ０１５。
１ ３　 模型验证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的实测资料对建立的数值模型进行验证， 验证点位置分布见图 ３， 其中三灶、 灯笼山、
竹银为水位验证测站， Ｍ１— Ｍ８ 点为流速及盐度验证测点。 为了评估模型的合理性， 这里引入一个统计指

标 ＳＳ（Ｓｋｉｌｌ Ｓｃｏｒｅ）， 其表达式如下：

图 ３　 磨刀门水深地形及测点位置

Ｆｉｇ ３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ｏｍｅ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Ｓ ＝ １ －
∑
Ｎ

ｉ ＝ １
（Ｘｍｏｄ － Ｘｏｂｓ） ２

∑
Ｎ

ｉ ＝ １
（Ｘｏｂｓ － Ｘｏｂｓ） ２

（３）

式中： Ｘｍｏｄ、 Ｘｏｂｓ、 Ｘｏｂｓ分别为模拟值、 实测值及实测值

的平均值； Ｎ 为观测次数。 ＳＳ 表示模型的模拟效果， 参

照 Ａｌｌｅｎ 等［１８］的分类方法， 当 ＳＳ ＞０ ６５ 时， 表示模型模

拟效果极好， ＳＳ 在 ０ ５０ ～ ０ ６５ 之间表示模拟效果很好，
ＳＳ 在 ０ ２０～０ ５０ 之间表示模拟效果较好， ＳＳ ＜０ ２０ 则表

示模型模拟效果较差。 鉴于篇幅所限， 本文只列出了竹

银、 三灶的水位及 Ｍ２、 Ｍ６、 Ｍ８ 点的流速、 流向及盐度

的验证成果， 如图 ４ — 图 ７ 所示， 圆点为实测值， 实线

为模拟值。 验证表明， 计算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 水位、
流速及盐度的 ＳＳ 值均大于 ０ ６５， 表明所建立的三维水流

盐度数值模型模拟效果好， 计算结果合理可信， 可用于

磨刀门河口环流与层化机制的研究。

图 ４　 测站水位验证

Ｆｉｇ ４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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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测点流速验证

Ｆｉｇ ５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图 ６　 测点流向验证

Ｆｉｇ ６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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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测点盐度验证

Ｆｉｇ ７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２　 理论计算公式

２ １　 分层系数

为了表现不同阶段盐度的分布特征， 选取分层系数作为评估盐淡水混合强弱的指标。 分层系数 ｎ 为测点

表、 底层的盐度差和垂线平均盐度的比值， 定义为

ｎ ＝
Ｓｂ － Ｓｓ

Ｓ
＝ δＳ

Ｓ
（４）

式中： Ｓｂ、 Ｓｓ 和 Ｓ 分别为底层、 表层及垂线平均盐度。 根据 Ｈａｎｓｅｎ 和 Ｒａｔｔｒｙ［１］的划分， 当 ｎ ＞ １００ 时， 为高

度分层型； 当 １０ －１ ≤ ｎ ≤ １００ 时， 为部分混合型； 当 ｎ ＜ １０ －１ 时， 为充分混合型。
２ ２　 势能异常的计算

从能量角度而言， 河口水体混合与层化的变化过程， 实质上是动能与势能互相转化的过程， 而 “势能

异常” 理论是研究这一物理过程的重要工具。
Ｓｉｍｐｓｏｎ 等［２］提出了水体 “势能异常” 的计算公式：

ϕ ＝ １
Ｄ ∫

η

－Ｈ
ｇｚ［ρ － ρ（ ｚ）］ｄｚ　 　 　 ρ ＝ １

Ｄ ∫
η

－Ｈ
ρ（ ｚ）ｄｚ （５）

式中： ρ（ ｚ）为垂向密度分布， ｋｇ ／ ｍ３； Ｈ 为平均水深， ｍ； η 为水表面水位， ｍ； ρ 为水深平均密度， ｋｇ ／ ｍ３；
Ｄ 为实际水深， ｍ， Ｄ＝Ｈ＋η； ｇ 为重力加速度， 取 ９ ８１ ｍ ／ ｓ２。 势能异常 ϕ 在物理上表示将一定密度层化的

水体瞬间混合均匀所需要的能量， ϕ 等于 ０ 表示完全混合， 大于 ０ 表示稳定层化， 小于 ０ 表示不稳定层化。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数值计算总会存在误差， 因此， 本文在磨刀门水道上选取多个研究点， 计算各点的 ｎ 值

和 ϕ 值， 结合分层系数 ｎ 重新估算了合适的 ϕ 值来判别水体层化的程度， 认为在磨刀门河口， ０≤ϕ≤２ ０ 时

水体完全混合， ϕ＞２ ０ 时稳定层化。
２ ３　 三维势能异常方程的计算

基于状态变量的 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 近似及雷诺平均假定， Ｂｕｒｃｈａｒｄ 和 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４］ 结合温度和盐度的海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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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连续方程及动量方程， 考虑了平流、 潮汐应变及垂向混合等多种因素， 推导了完善的三维势能异常变

化率方程：

　

∂ｔϕ ＝ － Ñｈ（ｕφ）üþ ýï ï ï

平流

＋ ｇ
Ｄ

Ñｈρ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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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ｕ～ｄｚ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水深⁃平均应变

－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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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η － Ｄ

２
－ ｚ）ｕ～·Ñｈ ρ

～ｄｚ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非平均应变

－ ｇ
Ｄ ∫

η

－Ｈ
（η － Ｄ

２
－ ｚ）ω～ ∂ｚ ρ

～ｄｚ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垂向平流

＋

ρ ０

Ｄ ∫
η

－Ｈ
Ｐｂｄｚ

üþ ýï ï ï

垂向混合

－
ρ ０

２
（Ｐｓ

ｂ ＋ Ｐｂ
ｂ）

üþ ýï ï ï ï

表底层浮力通量

＋ ｇ
Ｄ ∫

η

－Ｈ
（η － Ｄ

２
－ ｚ）Ｑｄｚ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势密度的源或汇

＋ ｇ
Ｄ ∫

η

－Ｈ
（η － Ｄ

２
－ ｚ） Ñｈ（Ｋｈ Ñｈ ρ）ｄｚ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湍流水平向扩散

（６）

式中： ｕ～ ＝ｕ－ｕ， ｕ 为水平速度矢量， ｕ 为水深平均的水平速度矢量； ρ～ ＝ ρ－ρ； ω～ ＝ω－ω， ω 为垂向速度， ω 为

水深平均的垂向速度； ρ０ 为淡水密度， 取 １ ０００ ｋｇ ／ ｍ３； Ｐｂ 为垂向浮力通量； Ｋｈ 为水平扩散系数； 其他变量

的含义详见文献［４］。
河口的层化重点受潮汐应变与潮汐混合之间的竞争机制控制［３］。 根据势能异常的定义， ∂ｔϕ 为正， 表示

层化增强。 需指出的是， 鉴于非平均应变、 垂向平流等项对近岸河口的层化混合影响较小［６］， 因此， 本文

只选取式（６）中的纵向和横向的平流（ϕＡｘ、 ϕＡｙ）、 纵向和横向的水深⁃平均应变（ϕＳｘ、 ϕＳｙ）和垂向混合（ϕＭ）
进行简化计算， 比较这 ５ 项的相对大小， 进而分析各主要物理机制对磨刀门咸潮层化的贡献：

∂ｔϕ ＝ ｇ
Ｄ ∫

η

－Ｈ
ｕ ∂ρ～

∂ｘ
ｚｄｚ

üþ ýï ï ï ï

纵向平流ϕＡｘ

＋ ｇ
Ｄ ∫

η

－Ｈ
ｖ ∂ρ

～

∂ｙ
ｚｄｚ

üþ ýï ï ï ï

横向平流ϕＡｙ

＋ ｇ
Ｄ

∂ρ
∂ｘ ∫

η

－Ｈ
（ｕ － ｕ） ｚｄｚ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纵向水深平均应变ϕＳｘ

＋ ｇ
Ｄ

∂ρ
∂ｙ ∫

η

－Ｈ
（ｖ － ｖ） ｚｄｚ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横向水深平均应变ϕＳｙ

＋ ｇ
Ｄ ∫

η

－Ｈ
Ｋｖ

∂ρ
∂ｚ

ｄｚ

üþ ýï ï ï ï

垂向混合ϕＭ

＋··· （７）

式中： Ｋｖ 为垂向扩散系数。

３　 结果分析

３ １　 磨刀门河口环流特征

为了认识磨刀门河口纵向环流形态以及时空分布特征， 根据数值模型的流速、 盐度计算资料， 选取图 ３
所示的 Ａ⁃Ａ 纵断面为研究对象， 图 ８ 给出了枯季磨刀门水道余流及潮平均的盐度纵向分布情况， 包括小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１９ 日）、 中潮（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２３ 日）、 大潮（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２７ 日）３ 个阶段，
图 ８ 中左侧为海洋、 右侧为陆地， 同时图 ９ 给出了分布在磨刀门水道上 Ｍ２、 Ｍ４、 Ｍ５ 测点的逐日分层系数 ｎ
随时间的变化。

小潮期间（图 ８（ａ））， 磨刀门水道潮平均表底层盐度差明显， 水道中下游段各测点的分层系数基本大于

１ ０， 盐水处于高度分层状态， 中游河道的分层现象比下游河道明显； 口外高盐水团沿河道底层向上游推进，
抵达大横琴附近， 表层水体受底层高盐水挤压， 形成明显的高、 低盐水分界面， ２‰盐度等值线最远入侵到

洪湾水道以上 ４ ｋｍ 附近； 磨刀门全河段表层余流均向海， 最大强度可达约 ０ ３９ ｍ ／ ｓ， 而盐水楔范围内的底

部余流则以向陆运动为主， 强度为 ０ ０８ ～ ０ １６ ｍ ／ ｓ， 因此， 产生表层净向海、 底层净向陆的纵向河口环流。
中潮期间（图 ８（ｂ））， 水道表底层盐度差异小， 水道下游段各测点的分层系数基本小于 １ ０， 盐水处于缓混

合状态； 底部高盐水较小潮期间显著减小， 河道内盐度浓度变大， 盐水入侵距离显著增加， ２‰盐度等值线

推进至灯笼山上游 ３ ｋｍ 处， 较小潮期间增加约 ７ ｋｍ； 垂向上仍存在河口环流， 其中向海水流强度可达 ０ ４２
ｍ ／ ｓ， 向陆水流强度较小潮期间略有减小， 为 ０ ０４ ～ ０ １１ ｍ ／ ｓ。 大潮期间（图 ８（ｃ））， 水道表底层盐度差异

较小， 盐水处于缓混合状态； 大潮潮汐动力强， 盐水 “大进大出”， 入侵距离比中潮时有所减小， 但大于小

潮时的入侵距离； 表层向海的余流流速进一步增强， 最大能达到 ０ ４６ ｍ ／ ｓ， 而底部向陆的余流强度则很小，
大致在 １０－２ ｍ ／ ｓ 的数量级， 河口环流现象不明显。

在密度梯度导致的斜压效应作用下， 磨刀门河口存在涨、 落潮历时不对称现象， 表层落潮历时长， 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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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磨刀门水道余流及潮平均的盐度纵向分布

Ｆｉｇ ８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ｉｄａｌ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ｏｍｅ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涨潮历时长， 加上磨刀门特殊的倒坡地形， 使得磨刀门口门至挂定角段产生明显的纵向河口环流， 且环流特

征随大小潮发生变化。 这种环流的形成机制除了与盐度空间变化和地形有关外， 一定程度上还受风的影响，
情况比较复杂。

图 ９　 测点逐日分层系数变化

Ｆｉｇ 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３ ２　 混合与层化的机制分析

３ ２ １　 磨刀门混合与层化的半月周期变化

为了初步了解磨刀门水道枯季混合与层化随空间及

小、 中、 大潮变化的基本特征， 根据式（５）计算了磨刀

门水道小、 中、 大潮平均的“势能异常” 空间分布 （图

１０）。 小潮期间， 拦门沙至挂定角段的平均“势能异常”
约为 １００ Ｊ ／ ｍ３， 高于中潮和大潮， 高“势能异常”水域比

中、 大潮时大， 水体层化的空间范围从拦门沙外开始一

直向上游延伸到 Ｍ６ 点附近， 西岸浅滩水体的平均“势能

异常”约为 ０ Ｊ ／ ｍ３， 水体几乎一直处于完全混合的状态；
中潮期间， 磨刀门主干深槽的平均“势能异常”约为 ６０ Ｊ ／ ｍ３， 明显低于小潮和大潮， 水道总体层化较弱， 层

化的范围扩大， 从拦门沙向上游延伸到 Ｍ７ 点附近； 大潮期间， 磨刀门主干深槽的平均“势能异常”约为

７０ Ｊ ／ ｍ３， 水道总体层化较弱， 但较中潮期间强， 仍是在拦门沙至挂定角段水体层化较强。
由此可知， 磨刀门水道 ２００９ 年枯季水体混合与层化的半月潮变化特征： 空间上， 挂定角至拦门沙段深

槽区域水体的层化较为明显， 而浅滩区域的水体处于较好的混合状态； 时间上， 小潮的水体层化强度最强，
中潮的水体层化强度最弱。
３ ２ ２　 磨刀门深槽与浅滩混合层化机制差异

为了研究磨刀门深槽与浅滩的盐淡水混合差异， 在磨刀门水道同一横断面上选取两个点， 分别位于深槽

和浅滩上， 具体位置见图 ３， Ｓ１ 点为浅滩， Ｓ２ 点为深槽， 对深槽与浅滩混合层化特征及其相关物理机制展

开深入研究。 利用式（７）计算水体混合与层化的 ５ 个主要物理机制： 纵向平流（ϕＡｘ）、 横向平流（ϕＡｙ）、 纵向

水深平均应变（ϕＳｘ）、 横向水深平均应变（ϕＳｙ）及垂向混合（ϕＭ）； 对于 ϕＡｘ， 若 ϕＡｘ＞０， 则表示 ϕＡｘ使 ϕ 随时

间增大， 驱动水体层化； 若 ϕＡｘ＜０， 则表示 ϕＡｘ使 ϕ 随时间减小， 驱动水体混合。 对于 ϕＡｙ、 ϕＳｘ、 ϕＳｙ、 ϕＭ 也

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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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磨刀门水道潮平均势能异常分布

Ｆｉｇ 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ｄａｌ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ｏｍｅ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磨刀门水道浅滩 Ｓ１ 点的水深、 纵向水深平均流速、 势能异常变化率以及势能异常等参数随潮汐变化过

程见图 １１。 图 １１（ａ）显示， Ｓ１ 点小潮至大潮的平均水深为 ２ ４ ｍ； 对比图 １１（ａ）和图 １１（ｂ）， 从小潮至大潮，
涨、 落急时刻基本都在高、 低潮位之前 １ ～ ２ ｈ。 图 １１（ ｆ）显示， Ｓ１ 点小潮时的势能异常最大， 平均值约为

２０ ３ Ｊ ／ ｍ３， 水体呈较为明显的层化状态； 中潮时的势能异常有所减小， 平均值约为 １２ １ Ｊ ／ ｍ３； 大潮的势能

异常波动最大， 平均值约为 １３ ７ Ｊ ／ ｍ３， Ｓ１ 点中潮至大潮， 水体表现为弱层化和弱混合的交替变化。
图 １１（ｃ）显示， ϕＡｙ在小潮期间的涨、 落潮平均值分别为 ２ ５×１０－３ Ｗ／ ｍ３、 ０ １×１０－３ Ｗ／ ｍ３， 在涨、 落潮

时均驱动层化； ϕＡｙ在中潮期间的涨、 落潮平均值分别为 ２ ０×１０－３ Ｗ／ ｍ３、 －１ ０×１０－３ Ｗ／ ｍ３， 在大潮期间的

涨、 落潮平均值分别为 ２ ２×１０－３ Ｗ／ ｍ３、 －１ ３×１０－３ Ｗ／ ｍ３， 表明 ϕＡｙ中潮至大潮在涨潮时驱动层化， 在落潮

时驱动混合。 图 １１ （ ｄ） 显示， ϕＭ 从小潮到大潮逐渐增大， 小、 中、 大潮期间的平均值分别为 － ０ １ ×
１０－３ Ｗ／ ｍ３、 －０ ５×１０－３ Ｗ／ ｍ３、 －２ ４×１０－３ Ｗ／ ｍ３， 始终驱动水体混合； ϕＳｙ从小潮到大潮逐渐减小， 主要驱

动水体混合； ϕＡｘ和 ϕＳｘ数值很小， 对浅滩混合层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图 １１（ｅ）显示， Ｓ１ 点总的势能异常

变化率， 在小潮期间主要受 ϕＡｙ和 ϕＳｙ的控制， 涨潮水体层化， 落潮水体混合； 在中潮与大潮期间主要受 ϕＭ

的控制， 水体基本处于混合状态。
磨刀门水道深槽 Ｓ２ 点的水深、 纵向水深平均流速、 势能异常变化率以及势能异常等参数随潮汐变化过

程见图 １２。 Ｓ２ 点小潮至大潮的平均水深为９ ８ ｍ， 其小潮的涨急平均流速为 ０ ２１ ｍ ／ ｓ， 落急平均流速为

０ ２７ ｍ ／ ｓ， 落潮历时明显大于涨潮历时； 图 １２（ ｆ）显示， Ｓ２ 点小、 中、 大潮的势能异常的平均值分别为

１０４ Ｊ ／ ｍ３、 ５９ Ｊ ／ ｍ３、 ７１ Ｊ ／ ｍ３， 表明从小潮至大潮深槽水体呈持续层化， 且水体层化中潮最弱， 小潮最强；
此外 ϕ 有显著的周期性波动特征， 从小潮到大潮， 在落潮期间势能异常高， 在涨潮期间势能异常低。

图 １２（ｃ）显示， ϕＡｘ从小潮到大潮不断增大， ϕＡｘ在小潮期间的涨、 落潮平均值分别为－３ ８×１０－３ Ｗ／ ｍ３、
３ ３×１０－３ Ｗ／ ｍ３， 中潮期间的涨、 落潮平均值分别为－２ ３×１０－３ Ｗ／ ｍ３、 ３ ６×１０－３ Ｗ／ ｍ３， 大潮期间的涨、 落

潮平均值分别为－３ ４×１０－３ Ｗ／ ｍ３、 ４ ５×１０－３ Ｗ／ ｍ３， 从小潮至大潮都是在涨潮时驱动水体混合， 落潮时驱动

水体层化； ϕＡｙ数值较小， 主要驱动水体混合。 图 １２（ｄ）显示， ϕＳｘ从小潮到大潮先减小后增大， 涨、 落潮时

均驱动水体层化， 只在大潮部分涨急时刻驱动水体混合； ϕＳｙ数值较小， 主要驱动水体层化； ϕＭ 从小潮到大

潮呈逐渐增大的趋势， 小潮时的平均值为－０ ３×１０－３ Ｗ／ ｍ３， 中潮时的平均值为－０ ５×１０－３ Ｗ／ ｍ３， 大潮时的

平均值为－０ ９×１０－３ Ｗ／ ｍ３， 始终驱动水体混合。 图 １２（ｅ）显示， Ｓ２ 点总的势能异常变化率具有明显的涨、
落潮变化特征， 在涨潮时驱动水体混合， 在落潮时驱动水体层化， 主要受 ϕＡｘ、 ϕＳｘ及 ϕＭ 的影响。

图 １３ 给出了深槽 Ｓ２ 点日潮平均势能差异变化率变化过程， 从图 １３ 可以发现， 日潮平均 ϕＡｘ和 ϕＳｘ始终

加强水体层化， 而日潮平均 ϕＭ 则始终加强水体混合， 总的日潮平均∂ｔϕ 在中潮最小， 小潮最大， 大潮略大

于中潮， 这与上文分析得到的磨刀门水体小潮层化最强、 中潮层化最弱相吻合； 而∂ｔϕ 与 ϕＳｘ数值相当， 具

有相似变化趋势， 所以， 认为磨刀门水体层化强度在中潮最弱的特殊现象很可能与 ϕＳｘ有关， 小潮时， 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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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浅滩 Ｓ１ 点水深、 纵向水深平均流速、 混合与层化物理机制及势能异常随潮汐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１１ Ｔｉｍｅ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ｐｔｈ，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ｅｐｔｈ⁃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ｍｉ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ｔ ｓｈｏａｌ Ｓ１ ｓｔａｔｉｏｎ

潮汐强度弱， 上游径流量小， ϕＳｘ起主导作用， 水体层化强度大； 中潮时， ϕＡｘ层化作用加强的同时， ϕＭ 混

合作用也相应地增加， 两者相抵消， 而 ϕＳｘ层化作用减小， 所以水体层化减弱； 大潮时， 虽然 ϕＭ 混合作用

更加强烈， 但 ϕＡｘ和 ϕＳｘ的层化作用加强， 所以层化减弱的趋势并没有继续， 反而加强。
３ ２ ３　 磨刀门混合层化与湍动能耗散率

潮汐河口底边界层内的湍动能耗散对河口物质输移和能量交换有着重要影响， 上文的分析可知， 磨刀门

主干深槽水体层化明显， 因此， 给出深槽 Ｓ２ 点小、 中、 大潮期间的纵向流速、 盐度及湍动能耗散率的时间

变化， 如图 １４ 所示， 纵坐标为平均海平面下的水深， 流速向海为正， 深入研究磨刀门河口大小潮期间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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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深槽 Ｓ２ 点水深、 纵向水深平均流速、 混合与层化物理机制及势能异常随潮汐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１２ Ｔｉｍｅ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ｐｔｈ，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ｅｐｔｈ⁃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ｍｉ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ｔ ｄｅｅｐ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２ ｓｔａｔｉｏｎ

层化与湍动能耗散率之间的关系。
由纵向流速变化图 １４（ａ）可知， 中间层涨潮流速大， 表层落潮流速大， 底层一般比表层先转涨潮流后转

落潮流， 表层则相反； 水位与流速过程存在一定相位差， 最大涨、 落潮流速基本出现在高、 低潮位之前 １ ～
２ ｈ， 且最大落潮流速大于最大涨潮流速， 表明磨刀门河口落潮流占优的特征。 由盐度变化图 １４（ｂ）可知，
小潮时， 无论涨落潮底层始终保持较高盐度， 表底层盐度差异大， 水体层化明显， 中、 大潮时， 盐度随涨落

潮呈周期性变化， 涨潮盐度高， 落潮盐度低， 水体混合充分。



９１８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８ 卷　

图 １３　 深槽 Ｓ２ 日潮平均势能异常变化率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１３ Ｔｉｍｅ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ｔ ｄｅｅｐ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２ 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 １４　 深槽 Ｓ２ 点小、 中、 大潮纵向流速、 盐度及湍动能耗散率的垂向时间序列

Ｆｉｇ １４ Ｔｉｍｅ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ｅａｐ ｔｉｄ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ｉｄｅ ａｔ ｄｅｅｐ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２ 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 １４（ｃ）给出了深槽小、 中、 大潮期间垂向湍动能耗散率的分布情况， 空间上， 受底摩擦作用影响， 磨刀门

河口的强湍动能耗散主要集中在底层水体， 而风与水体表面间的水平剪切作用亦会使表层水体产生较大的湍

动能耗散， 这样就在中层水体形成一个低耗散区。 时间上， 湍动能耗散率有明显的涨落潮不对称性： 最大湍

动能耗散率一般出现在涨急、 落急时刻， 且涨潮时湍动能耗散率一般大于落潮时， 这与河口水体的混合与层

化状态密切相关： 小潮期间， ϕＳｘ涨落潮均驱动水体层化， 使得强湍流耗散在涨落潮均被限制在底床以上 １ ～
２ ｍ 的近底层而无法向上层扩散； 中潮期间， 潮汐动力增强， 底边界层的湍动能耗散率极值及强耗散区范围

明显增大， 这是由于 ϕＡｘ和 ϕＳｘ在涨潮时驱动水体混合， 在落潮时驱动水体层化， 从而使得强湍动能耗散在

涨潮时向上层水体扩散较大， 在落潮时受到抑制扩散较小； 大潮期间， 潮汐动力达到最大， 底层湍动能耗散

率分布规律与中潮期基本一致， 较大的湍动能耗散率主要局限在底床以上 ５～６ ｍ 的底边界层， 同时结合图 ２
的逐时风速图可知， 大潮时风速大， 风与水体表面间的水平剪切作用增强， 使得表层水体在涨落潮均产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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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动能耗散。
为进一步分析风与水表面的水平剪切作用以及底摩擦作用对磨刀门河口表、 底层水体湍动能耗散的影

响， 保持初始条件相同， 补充模拟 ３ 种工况： ＷＢ１ 表示不考虑风和底摩擦， ＷＢ２ 表示考虑底摩擦但不考虑

风， ＷＢ３ 表示考虑风但不考虑底摩擦， 图 １５ 给出了这 ３ 种工况的深槽小潮期间垂向湍动能耗散率的分布情

况。 在 ＷＢ１ 工况下， 湍动能耗散率较小， 且垂向上分布均匀； 在 ＷＢ２ 工况下， 强湍动能耗散集中在底层水

体， 涨潮时湍动能耗散率大于落潮时； 在 ＷＢ３ 工况下， 风与水体表面间的水平剪切作用加剧了表层水体的

垂向掺混， 表层水体出现强湍动能耗散。 风和底摩擦作用对磨刀门河口的湍动能耗散有重要的影响， 进而影

响着物质输运， 而不同的风速、 风向和底摩擦条件下的湍动能耗散规律也不尽相同， 今后有待结合当地相应

的实测资料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图 １５　 不同工况下深槽 Ｓ２ 点小潮期间的湍动能耗散率的垂向时间序列

Ｆｉｇ １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ｅａｐ ｔｉｄｅ ａｔ ｄｅｅｐ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２ ｓｔａｔｉｏｎ

总结目前的研究成果可知， 磨刀门盐水混合层化机制方面的研究较少， 多数成果都是基于 Ｓｉｍｐｓｏｎ 的一

维∂ｔϕ 方程， 如任杰等［１２］分析实测数据， 指出磨刀门层化程度受径流层化作用、 潮汐混合作用共同控制； 周

巍等［１３］基于 ＲＯＭＳ 模式， 得出平流项和应变项是影响珠江口层化的主要因素。 本文基于数值模型计算， 结

合三维∂ｔϕ 方程， 定量分析了珠江口磨刀门盐水混合层化机制， 得出的结论与已有磨刀门混合层化的研究成

果较为一致， 同时本文还首次深入研究了磨刀门混合与层化的时空变化特征， 并对深槽与浅滩层化的机制差

异进行分析， 探讨了大小潮期间水体层化与湍动能耗散率之间的关系， 结果证实了 Ｓｉｍｐｓｏｎ 等［２］、 Ｂｕｒｃｈａｒｄ
和 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４］的势能异常理论适用于珠江磨刀门河口， 进一步深化了对磨刀门河口动力过程的认识。

４　 结　 　 论

（１） 磨刀门 ２００９ 年枯季小、 中、 大潮深槽的平均势能异常分别为 １００ Ｊ ／ ｍ３、 ６０ Ｊ ／ ｍ３、 ７０ Ｊ ／ ｍ３， 浅滩则

一直约为 ０ Ｊ ／ ｍ３， 表明该水域混合与层化的时空变化特征有显著差异： 时间上， 小潮水体层化最强， 中潮水

体层化最弱； 空间上， 挂定角至拦门沙段深槽水体的层化明显， 而浅滩混合充分。
（２） 分析了控制磨刀门水体混合与层化的 ５ 个主要物理机制： 纵向和横向的平流（ϕＡｘ、 ϕＡｙ）、 纵向和

横向的水深⁃平均应变（ϕＳｘ、 ϕＳｙ）和垂向混合（ϕＭ）， 发现深槽水体， 小潮时主要受 ϕＳｘ的控制， 中、 大潮则受

ϕＡｘ和 ϕＭ 的控制； 浅滩水体， 小潮时主要受 ϕＡｙ和 ϕＳｙ的控制， 中、 大潮则受 ϕＭ 的控制。 这 ５ 个物理机制存

在潮汐不对称性， 导致了深槽与浅滩水体混合层化涨落潮特征相反。
（３） 由于底摩擦作用以及风与水表面的水平剪切作用， 磨刀门河口表、 底层水体湍动能耗散率较高，

而中间水层存在低耗散区； 纵向平流和纵向水深平均应变造成深槽湍动能耗散率涨落潮分布不对称， 涨潮时

湍动能耗散率比落潮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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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科学进展》录用定稿网络首发公告

《水科学进展》 已经与中国知网签署版权合作协议， 参与启动 “学术期刊网络版示范工程”， 率先以录用定稿网络首发方

式在 ＣＡＪ⁃Ｎ 正式出版期刊网络版。 以网络首发方式发表单篇论文是出版学术期刊网络版的实质意义所在， 其对作者研究成果

首发权、 学术竞争力和影响力以及读者获取科研情报与知识的及时性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 对于促进学术期刊转型， 促进

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录用定稿网络首发之后， 在后续的排版定稿、 整期汇编定稿网络版和印刷

版中， 不得修改论文题目、 作者署名、 作者单位以及其学术内容， 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水科学进展》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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