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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极端天气条件下，波浪引起的高含沙水体会引起航道骤淤，增大航道回淤量。以 “马勒卡”台风期间现场

水文资料为基础，建立了波流共同作用下的长江口三维潮流泥沙数学模型，研究北槽航道骤淤问题。数学模型验

证了 “马勒卡”台风期间的北槽水沙过程，相似性较好，通过分离波浪，探讨了潮流与波流共同作用下的含沙量及

航道淤积分布差异，研究了台风浪对航道骤淤的影响。研究表明，台风浪对－１５ｍ等深线以浅水域含沙量影响较

大，北槽含沙量自上游至口外逐渐增大，改变了常态天气北槽 “中间高、两头低”的含沙量分布趋势。台风浪对

北槽口内航道回淤分布影响较小，北槽口外航道淤积量剧增，即航道骤淤主要发生在北槽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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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浪天气条件下，波浪是水流、泥沙运动的重要动力，台风浪引起的高浓度含沙水体
［１］
在潮流或密

度流
［２］
驱动下可能会对航道产生骤淤。目前研究航道骤淤主要有模型模拟和经验公式估算两种方法。模型

模拟包括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物理模型通过潮汐和波浪生成设备模拟台风浪对航道的骤淤问题，孙林云

等
［３］
利用物理模型结合生波设备复演了京唐港风暴潮航道骤淤，并提出了相应的工程措施。数学模型计算

骤淤问题的关键是研究波流共同作用下的挟沙力或近底切应力、浮泥运动以及水沙扩散系数，窦国仁
［４］
建

立了波流共同作用下水流挟沙力公式；白玉川等
［５］
从理论上对波浪作用下的 “挟沙能力”进行了定义和推

导，基于波浪悬沙和挟沙机理，求得波浪作用下泥沙浓度分布函数；黄明政等
［６］
通过悬沙模型反求泥沙扩

散系数，建立了沿垂线分布的泥沙扩散系数模型，并取得了良好的计算效果；李寿千等
［７］
研究了波流共同

作用下的泥沙起动问题；波流共同作用下的数学模型计算也被应用到工程研究中，刘诚等
［８］
研究了波浪对

磨刀门口门水流的影响；Ｋｕａｎｇ等［９１０］
计算了波流共同作用下的黄骅港、曹妃甸的淤积问题；Ｎａｍ等［１１］

开发

了适用于近海的浪、流、沙共同作用的数学模型；Ｚｕｏ等［１２］
研究了 ｌａｏｌｏｎｇｇａｎｇ的泥沙落淤问题。经验公式

估算是根据大量骤淤资料，建立骤淤量与引起骤淤因素的经验关系，进而预报。郝品正等
［１３］
建立了滨州港

航道泥沙骤淤与大风天有效风能的关系，根据实测资料进一步建立骤淤强度沿程分布关系式，并预报滨州港

外航道大风天泥沙骤淤沿程分布。董胜等
［１４］
以能量平衡为基础，建立了开敞式航道粉砂骤淤的经验公式。

长江口北槽深水航道的骤淤问题非常复杂，目前研究成果较少。赵德招等
［１５］
、孔令双等

［１６］
总结了长江

口骤淤的特征。徐福敏和张长宽
［１７］
根据数学模型研究，认为 ＥＥＳ向 ２０ｍ／ｓ风场作用下，横沙浅滩和九段沙

浅滩的大部分水域底部泥沙将被掀扬至水体，部分泥沙在跨槽水流带动下会进入航道并造成严重淤积。

近年来，长江口进行了系列座底架长期水文泥沙资料观测，获得了部分宝贵的台风浪期间水文泥沙资

料，为研究长江口北槽深水航道骤淤提供了基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波流共同作用下的三维潮

流泥沙数学模型，研究台风浪对长江口泥沙运动的影响，并探讨北槽深水航道骤淤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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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控制方程

数学模型采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开发的 《南科院河口海岸潮流泥沙数值模拟系统》（简称 ＣＪＫ３Ｄ），
该软件系统编制符合 《海岸与河口潮流泥沙模拟技术规程》（ＪＴＳ?Ｔ２３１２—２０１０）及相关行业标准的规定，
２０１２年取得国家软件著作权登记（软著登字第 ０４３３４４２号），２０１３年通过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水运专业
委员会组织的软件鉴定，并纳入 “水运工程计算机软件登记”（目录号：ＫＹ—２０１３０１）。
１１　波流共同作用下的潮流泥沙运动方程

σ坐标系下，波流共同作用下的三维浅水控制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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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坐标系下垂向速度分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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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运动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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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面变形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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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为 σ坐标，σ＝
ｚ－ζ
Ｈ
；ｘ、ｙ、ｚ为原点 ｏ置于某一水平面，ｚ轴垂直向上的直角坐标系坐标；ｕ、ｖ、Ｗ

为流速矢量 Ｖ沿 ｘ、ｙ、ｚ（σ坐标系下）方向的速度分量；ζ为潮位；ｈ为水深；Ｈ为总水深，Ｈ＝ｈ＋ζ；ｔ为
时间；ｆ为科氏力（ｆ＝２ｗｓｉｎφ，ｗ为地球自转的角速度，φ为所在地区的纬度）；ｇ为重力加速度；Ｃ为谢才系
数；Ｎｘ、Ｎｙ、Ｎｚ为 ｘ、ｙ、ｚ向水流紊动黏性系数；ｗ为流速矢量 Ｖ沿 ｚ（直角坐标下）方向流速分量；Ｓ为含
沙量；ω为泥沙沉降速度；Ｄｘ、Ｄｙ、Ｄｚ为 ｘ、ｙ、ｚ向泥沙扩散系数；ΔＨ为河床变形；Ｓｘｘ（ｚ）、Ｓｘｙ（ｚ）、
Ｓｙｘ（ｚ）、Ｓｙｙ（ｚ）为不同方向的波浪辐射应力。
１２　数值方法及边界条件

采用有限体积法对水动力泥沙方程进行离散，具体解法见文献［１８］。
１３　波浪辐射应力及底切应力的处理

根据 Ｘｉａ等［１９］
的研究成果，在波浪周期平均后，将辐射应力在垂向上不再积分，计算到平均水平面，从

而得到辐射应力的垂向分布，通过积分整理后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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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Ｅ为波能；ｋ为波数；θ为波浪传播方向与 ｘ轴间夹角。
床面泥沙边界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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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Ｍ为冲刷系数；τ为底切应力；τｅ为临界冲刷切应力；τｄ为临界淤积切应力。
波流共同作用下的河床底切应力由两部分组成，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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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τｂ为潮流引起的底切应力；τｗ为波浪引起的底切应力；Ｃｂ为潮流近底拖曳系数；ｕｂ为潮流近底流

速；ｕｗ为波浪近底轨迹速度；ｆｗ为波浪引起的底摩阻系数，ｆ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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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为

波浪近底位移振幅，ｋｂ为粗糙度。

２　数学模型的建立

２１　数学模型范围
数学模型上边界至江苏仪征，外海至－３０ｍ等深线附近，南侧至杭州湾乍浦，北侧至江苏如东，如图 １

所示。数学模型网格采用三角形网格，网格单元总数为 ７６１２７个，最小网格单元边长约为 １７ｍ。垂向分 １０
层，其他具体计算参数见表 １。

表 １　数学模型计算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时间步长 糙 率 水平紊黏系数 垂向紊黏系数 粗糙高度

１０ｓ ００１３＋００１２／Ｈ
ＫＨＵ

（Ｋ为系数，Ｕ为摩阻流速）
Ａ０（１＋βＡＲｉ）α

Ａ
（Ａ０，βＡ，α

Ａ

为系数，Ｒｉ为理查德森数）
００００４ｍ

泥沙中值粒径 泥沙起动应力 泥沙淤积应力 泥沙水平扩散系数 泥沙垂向扩散系数

０００９ｍｍ ０４ｋｇ／（ｍ·ｓ２） ０２ｋｇ／（ｍ·ｓ２） Ｋ１ＨＵ（Ｋ１为系数，Ｕ为摩阻流速） Ｋ０（１＋βｋＲｉ）α
ｋ
（Ｋ０，βｋ，α

ｋ为系数）

２２　模型验证
数学模型地形采用 ２０１５年 ８月实测地形，基面统一到上海吴淞高程系统。数学模型验证分为两部分，

分别为常规水文测验验证和台风期间水文测验验证。常规水文验证用于检验数学模型模拟大范围水流运动的

能力，选用 ２０１５年 ８月 １日 ７：００—８月 ２日 ７：００大潮期间水文资料，验证点位置见图 １。
台风期间水文验证用于检验数学模型计算非常态天气水流泥沙运动的能力。２０１６年，共有 ４个台风过

地质制版　＼ＤＺ１５＼Ｄ＼书版＼２０１８水科学进展 ０５＼　５校样：陆姣　时间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第 ５期 路川藤，等：台风浪作用下长江口深水航道骤淤数值模拟 ６９９　　

图 １　数学模型范围示意

Ｆｉｇ１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ｒａｎｇｅ

程影响长江口地区，分别为 “莫兰蒂”、“马勒卡”、“鲶鱼”及 “暹芭”，台风路径见后文。台风 “莫兰蒂”

和 “马勒卡”发生的时间比较接近，“莫兰蒂”９月 １６日前后在长江口西侧过境，“马勒卡”台风于１８日开
始对长江口产生影响，持续时间较长。“鲶鱼”台风 ９月 ２８日开始对长江口产生影响。“暹芭”台风 １０月 ３
日开始影响长江口。

经现场航道淤积资料统计， “马勒卡”台风后，长江口北槽深水航道产生了明显骤淤，根据黄华聪

等
［２０］
、贾晓等

［２１］
的研究，长江口东侧过境的台风较易引起航道骤淤，因此，此次航道骤淤主要由 “马勒

卡”台风造成。为简化模型计算量，将 “莫兰蒂”和 “马勒卡”概化成一个台风，选用 “马勒卡”台风作

为代表，验证台风期间的水沙资料。

２２１　常规水文测验验证
图 ２为常规水文测验潮位验证，由图２可知，各潮位站高低潮位偏差基本小于０１０ｍ，计算潮位与实测

潮位相位符合良好。图３为潮流验证，选取了北槽中段１＃点作为代表，由图３可知，中层及表层流速偏差较
小，底层水流流速偏差相对较大，但总体能够反映长江口的水流运动特征。

图 ２　大潮潮位验证

Ｆｉｇ２ Ｓｐｒｉｎｇｔｉｄ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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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台风期间水文测验验证
台风期间水文观测采用座底架观测，数学模型计算考虑波浪作用，波要素由波浪数学模型得到，“马勒

卡”台风期间，长江口波高分布见图 ４。
２０１６年 ９月，北槽座底架有两个观测点，分别为 Ａ点和 Ｂ点，位于航道 Ｔ单元的南北侧，如图 ４所示。

数学模型验证座底架处潮位及近底 ０５ｍ处的潮流和含沙量过程，验证时间为 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１６—２０日，共
５ｄ时间。

图 ３　１＃潮流垂线大潮潮流验证

Ｆｉｇ３ Ｓｐｒｉｎｇｔｉｄ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１＃

图 ４　２０１６年影响长江口的台风路径及 “马勒卡”台风有效波高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ｙｐｈｏｏｎｐａｔｈ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ＹａｎｇｔｚｅＥｓｔｕａｒｙｉｎ２０１６ａｎｄ“Ｍａｌａｋａｓ”ｔｙｐｈｏｏｎｗａｖｅｈｅ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潮位、潮流和含沙量验证分别见图 ５、图 ６和图 ７。潮位与潮流验证总体较好，含沙量 Ｂ点含沙量计算
值与实测值较为接近，Ａ点计算值较实测值偏大，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波浪摩阻系数的选取、波浪场的
计算偏差等。但总体来说，数学模型的计算结果能够反映座底架潮流、含沙量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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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Ａ点潮位过程验证

Ｆｉｇ５ Ｔｉｄ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Ａ

图 ６　近底潮流过程验证

Ｆｉｇ６ Ｎｅａｒｂｏｔｔｏｍｔｉｄ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 ７　近底含沙量过程验证

Ｆｉｇ７ Ｎｅａｒｂｏｔｔｏ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台风浪对长江口泥沙的影响

３１　台风浪对含沙量场的影响
图 ８为长江口水域，有无台风浪时底层平均含沙量分布（９月 １６—２０日平均值）。在无波浪（不考虑 “马

勒卡”台风）条件下，北槽底层平均含沙量中部最大，两侧较小。南槽和北港拦门沙区域也存在高含沙水

域。在有波浪（考虑 “马勒卡”台风）条件下，北槽中部至口外－１５ｍ等深线以浅水域含沙量剧增，－１５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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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线以深水域，含沙量变化相对较小，北槽自口外向口内，含沙量逐渐降低，Ｓ６—Ｓ９丁坝群坝田、Ｎ６—
Ｎ１０丁坝群坝田含沙量明显增大，南槽、北港水域含沙量均剧增，改变了无浪条件下，长江口水域含沙量的
分布特征。

图 ８　长江口底层平均含沙量场

Ｆｉｇ８ Ｂｏｔｔｏｍ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ｉｎＹａｎｇｔｚｅＥｓｔｕａｒｙ

３２　台风浪对北槽含沙量的影响
图 ９为数学模型模拟无台风与有台风（“马勒卡”）时的 Ａ点、Ｂ点底层含沙量变化过程。由图 ９可知，

在无台风浪条件下，Ａ点底层平均含沙量为 ２５０ｋｇ／ｍ３，最大含沙量约 ５２０ｋｇ／ｍ３，Ｂ点底层平均含沙量约
２４２ｋｇ／ｍ３，最大含沙量为５１４ｋｇ／ｍ３；在有台风浪（“马勒卡”）条件下，Ａ点、Ｂ点含沙量增大明显，Ａ点
底层平均含沙量为 ５６５ｋｇ／ｍ３，最大含沙量约 １３２４ｋｇ／ｍ３，Ｂ点底层平均含沙量约 ５０４ｋｇ／ｍ３，最大含沙
量为 １０４４ｋｇ／ｍ３。

图 ９　波浪对 Ａ点和 Ｂ点底层含沙量影响

Ｆｉｇ９ Ｗａ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ｏｂｏｔｔｏ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ｔＡａｎｄＢ

图１０为北槽航道采样点有无台风，表底层含沙量沿程分布，采样点见图４。由图１０可知，北槽中上段，
波能小，波浪对含沙量影响较小，北槽中下段，有波浪时，含沙量向口外呈增大趋势，改变了北槽无浪时

“中间高、两头低”的含沙量分布趋势。表层含沙量，无浪时，７＃点含沙量最大，有浪时，含沙量整体增
大，越往下游含沙量越大。底层含沙量，无浪时，７＃点含沙量最大，有浪时，含沙量从上游至下游整体呈增
大趋势，且增大幅度远大于表层。

图 １０　波浪对航道纵向表、底层含沙量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Ｗａ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ｏ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ｂｏｔｔｏ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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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北槽深水航道骤淤计算

航道骤淤模拟计算时间取 １１ｄ，自９月１６日起至 ２５日（台风后第 ５天），考虑台风后高含沙水体泥沙的
沉降过程。

图 １１为有无台风浪，北槽航道泥沙回淤分布。由图 １１可知，在无台风浪条件下，北槽航道淤积呈 “中

间大、两头小”的趋势，数学模型模拟期间，航道回淤量约为 ４５４万ｍ３。有台风浪时，北槽口内，航道回
淤分布与无浪时分布趋势基本一致，北槽口外淤积明显增大，说明航道的骤淤主要发生在北槽口外航道段，

经统计，航道骤淤量约为 １２６万ｍ３。

图 １１　航道回淤量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Ｓｉｌ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ａｎｎｅｌ

５　结　　论

（１）台风浪条件下，北槽中部至口外－１５ｍ等深线以浅水域含沙量剧增，－１５ｍ等深线以深水域，含沙
量变化相对较小。

（２）北槽中上段，台风浪对含沙量影响相对较小，北槽中下段，台风浪条件下，含沙量向口外呈逐渐
增大趋势，改变了无浪时北槽 “中间高、两头低”的含沙量分布趋势。

（３）无台风浪条件下，北槽航道淤积呈 “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台风浪作用下，北槽口内航道回

淤特征基本不变，北槽口外航道淤积量剧增，说明航道骤淤主要发生在北槽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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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ＺＵＯＬＱ，ＬＵＹＪ，ＬＩＨＬ．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ｏｎｂａｃｋｓｉ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ｕｔｈｂａｒｉｎＯｕｊｉｎｇｅｓｔｕｒａｒｙ［Ｊ］．Ｈｙｄ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３８８（２／３）：１９５１９９．

［１３］郝品正，冯小香，李君涛，等．滨州港外航道大风天泥沙骤淤沿程分布预报［Ｊ］．中国港湾建设，２００７（６）：２４２７．（ＨＡＯＰ

Ｚ，ＦＥＮＧＸＸ，ＬＩＪＴ，ｅｔ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ｕｄｄｅ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ｈｅａｖｙｓｔｏｒｍ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

ｏｕｔ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ｆＢｉｎｚｈｏｕｐｏｒｔ［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ａｒｂｏ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６）：２４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董胜，丛锦松，孔令双．开敞式航道粉砂骤淤的随机分析［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３７（１）：１４７１５０．（ＤＯＮＧＳ，

ＣＯＮＧＪＳ，ＫＯＮＧＬＳ．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ｕｄｄｅｎｓｉｌ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ｌｔｙｓａｎｄｉｎｏｐｅ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７，３７（１）：１４７１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赵德招，刘杰，吴华林．近十年来台风诱发长江口航道骤淤的初步分析［Ｊ］．泥沙研究，２０１２（２）：５４６０．（ＺＨＡＯＤＺ，ＬＩＵ

Ｊ，ＷＵＨＬ．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ｕｄｄｅ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ｎＹａｎｇｔｚｅｅｓｔｕａｒｙｏｖｅｒｌ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２）：５４６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孔令双，顾峰峰，王巍，等．长江口深水航道大风骤淤量的统计与分析［Ｊ］．水运工程，２０１５（５）：１５０１５２，１７３．（ＫＯＮＧＬ

Ｓ，ＧＵＦＦ，ＷＡＮＧＷ，ｅ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ｕｄｄｅｎｓｉｌ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ｅｓｔｕａｒｙ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Ｊ］．

Ｐｏｒｔ＆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５）：１５０１５２，１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徐福敏，张长宽．台风浪对长江口深水航道骤淤的影响研究［Ｊ］．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Ａ辑），２００４（２）：１３７１４３．（ＸＵＦ

Ｍ，ＺＨＡＮＧＣＫ．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ｔｏｒｍｗａ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ｅｓｔｕａｒｙｃｈａｎｎ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

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４（２）：１３７１４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路川藤，罗小峰．基于非结构网格的高分辨率隐式算法研究及应用［Ｊ］，海洋通报，２０１５（２）：５９６４．（ＬＵＣＴ，ＬＵＯＸＦ．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ｇｒｉｄ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５（２）：５９６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ＸＩＡＨＹ，ＸＩＡＺＷ，ＺＨＵＬ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ｗａｖ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Ｊ］．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４，５１

（４）：３０９３２１．

［２０］黄华聪，贾晓，路川藤．影响长江口深水航道骤淤的非常态天气过程：Ⅰ：台风的路径特征及数值验证［Ｊ］．河海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４５（５）：４３２４３８．（ＨＵＡＮＧＨＣ，ＪＩＡＸ，ＬＵＣＴ．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ｉｎｇｓｕｄｄｅｎｓｉｌｔ

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ｅｓｔｕａｒｙ：Ｉ：ｔｈｅｔｙｐｈｏｏｎｐａｔ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４５（５）：４３２４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贾晓，路川藤，黄华聪．影响长江口深水航道骤淤的非常态天气过程：Ⅱ：台风要素敏感性分析及典型台风路径［Ｊ］．河海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４５（５）：４３９４４４．（ＪＩＡＸ，ＬＵＣＴ，ＨＵＡＮＧＨＣ．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ｗ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ｓｕｄｄｅｎｓｉｌ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ｅｓｔｕａｒｙ：ＩＩ：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ｉｔｓｔｙｐｉｃａｌ

ｔｒａｃｋ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４５（５）：４３９４４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地质制版　＼ＤＺ１５＼Ｄ＼书版＼２０１８水科学进展 ０５＼　５校样：陆姣　时间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第 ５期 路川藤，等：台风浪作用下长江口深水航道骤淤数值模拟 ７０５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ｄｄｅｎｓｉｌ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Ｅｓｔｕａｒｙ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ｙｔｈｅｗａｖｅｏｆｔｙｐｈｏｏｎ

ＬＵＣｈｕａｎｔｅｎｇ１，ＪＩＡＸｉａｏ２，ＨＡＮＹｕｆａｎｇ１，ＢＡＩＹｉｂｉｎｇ１

（１．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４，Ｃｈｉｎａ；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ｓｔｕａｒｙ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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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ｒｉｎｇｔｙｐｈｏｏｎＭａｌｋ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ｉｔ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Ｂｙ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ｖｅ，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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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ｉ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ｅｙＲ＆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２０１７ＹＦＣ０４０５４００）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５１５０９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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