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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泥沙百年演变特征与近期波动变化成因解析

胡春宏ꎬ 张晓明ꎬ 赵　 阳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 黄河泥沙未来变化趋势关系到新时期治黄策略制定ꎬ 科学认知入黄沙量变化特征ꎬ 特别是一些典型或极端

情况下的沙量变化原因ꎬ 对于科学研判黄河泥沙未来情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ꎮ 本文在分析百年黄河沙量演变特征

基础上ꎬ 重点解析了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典型“大沙”年份以及 ２０１７ 年典型“极端降雨”年份潼关沙量波动变化原因ꎮ
结果表明: １９１９—２０１８ 年百年尺度上黄河潼关站输沙量呈“台阶式”减少特征且减少趋势极显著(Ｐ < ０. ００１)ꎬ 尤其

２０００ 年以后年均输沙量降至 ２. ４４ 亿 ｔ 左右ꎻ 随着黄土高原下垫面土壤侵蚀环境大幅改善ꎬ 黄河上游相似来水年头

道拐—潼关区间流域输沙量减少 ８２％ ꎬ 相似极端降雨情景下流域次洪输沙量平均减少 ５０％ ~ ８５％ ꎬ ２０１７ 极端降雨

年并未导致大沙年出现ꎬ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成果在减少入黄泥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ꎻ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典型“大
沙”年潼关站泥沙来源解析表明ꎬ 河道淤积泥沙冲刷和水库排沙成为新时期黄河潼关站沙量波动变化的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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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输沙量是客观反映流域水土流失强度变化的重要指标ꎬ 是全球水土流失研究的重要内容[１]ꎮ 黄河

作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ꎬ 黄河中游流经的黄土高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ꎬ 也是黄河泥沙的

集中来源区[２]ꎮ 黄河中游严重的水土流失ꎬ 造成下游河道大量泥沙淤积ꎬ 导致洪水风险急剧增加[３]ꎮ 据统

计ꎬ １９１９—１９５９ 年间ꎬ 黄河每年从中游带到下游的泥沙总量约 １６ 亿 ｔꎬ 其中 ４ 亿 ｔ 沉积在下游河道ꎬ 导致下

游“地上悬河”形势严峻ꎬ 直接威胁着下游两岸广大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ꎬ 黄河防洪问题始终是中华民

族的“心腹之患” [４]ꎮ
为加速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ꎬ 减少入黄泥沙ꎬ 根治黄河水害ꎬ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ꎬ 国家在黄土高

原地区先后开展了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退耕还林还草、 淤地坝建设和坡耕地整治等一系列生态工

程[２ꎬ５]ꎮ 经过近 ５０ 年持续治理ꎬ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取得明显成效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 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 ２１. ８ 万 ｋｍ２ꎬ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４８％ ꎮ 黄土高原植被覆盖度指数由 １９９９ 年的 ３２％ 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６３％ [６]ꎮ 相应地ꎬ 入黄泥沙量发生显著变化ꎮ 以黄河干流潼关水文站年均输沙量为例ꎬ 由 １９１９—１９５９ 年的

１６ 亿 ｔ / ａꎬ 锐减至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的 ２. ４４ 亿 ｔ / ａꎬ 减少达 ８５％ ꎬ 其中 ２０１５ 年仅为 ０. ５５ 亿 ｔꎬ 相关研究认为ꎬ
未来 ３０ ~ ５０ ａ 黄河潼关站沙量将维持在 ３ 亿 ｔ 左右[５￣８]ꎮ 在黄河沙量发生趋势性减少的背景下ꎬ 超 ３ 亿 ｔ“大
沙”年偶有发生ꎬ 输沙量波动变化如此之大ꎬ 原因是流域产输沙增加所致ꎬ 还是河道淤积泥沙冲刷下泄影

响? 在极端降水事件频发背景下ꎬ 中游大规模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在调水减沙方面效益是否持续有效发挥? 大

水年是否会导致大沙年发生? 这些问题是当前黄河泥沙变化研究关心的焦点与热点问题ꎮ
黄河水沙异源ꎬ 泥沙基本来自流经黄土高原地区的渭河、 北洛河、 汾河和头道拐到龙门区间(以下简称

河龙区间)的各支流ꎮ 潼关站作为黄河干流主要控制性水文站点ꎬ 处于黄河干流流经黄土高原的末端ꎬ 控制

了黄河 ９１％的流域面积、 ９０％的径流量和几乎全部泥沙ꎮ 为此ꎬ 本文以潼关水文站历年输沙量为研究对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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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龙区间以及龙门—潼关区间(以下简称龙潼区间)的渭河、 北洛河和汾河流域为研究范围ꎬ 剖析潼关站

输沙量在百年尺度上的动态变化特征ꎻ 并筛选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８ 年为近期典型“大沙”年份ꎬ 剖析潼关站泥沙波

动主要原因ꎻ 选取 ２０１７ 年为典型“极端降雨”年份ꎬ 系统分析 ２０００ 年前后黄河中游典型多尺度流域极端降雨

下的降雨—输沙关系变化特征以及水土保持措施减沙作用ꎬ 研究结果旨在为客观评价近期黄河泥沙波动变化

原因及科学研判未来泥沙情势提供科技支撑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概况

图 １　 研究区域地理位置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黄河中游头道拐—潼关区间(以下简称河潼

区间)是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区ꎬ 为此以头道拐、
龙门和潼关 ３ 个干流控制性水文站为分界点ꎬ 将

河潼区间划分为河龙区间和龙潼区间(主要涉及

渭河、 北洛河和汾河 ３ 条流域)ꎮ 两个区间共选

取 ２３ 条黄河一级支流为研究对象ꎬ 研究区总面

积约 ２９. １ 万 ｋｍ２ꎮ 河潼区间地处中国半干旱半

湿润过渡带ꎬ 土质疏松ꎬ 地形破碎ꎬ 沟壑纵横ꎬ
降雨集中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ꎬ 局部地区侵蚀模

数高达 ２０ ０００ ｔ / (ｋｍ２ａ) [９]ꎮ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以来ꎬ 国家将该地区作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重

点治理区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 研究区水土保持措施

总面积约 １０. ７９ 万 ｋｍ２[７]ꎮ 研究区范围如图 １ 所示ꎬ 涉及的主要一级支流概况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研究区域支流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编号 支　 流
流域面积 /
万 ｋｍ２ 编号 支　 流

流域面积 /
万 ｋｍ２ 编号 支　 流

流域面积 /
万 ｋｍ２

１ 皇甫川 ０. ３２ ９ 朱家川 ０. ２９ １７ 仕望川 ０. ２４

２ 窟野河 ０. ８７ １０ 岚漪河 ０. ２２ １８ 三川河 ０. ４２

３ 孤山川 ０. １３ １１ 蔚汾河 ０. １５ １９ 屈产河 ０. １２

４ 秃尾河 ０. ３３ １２ 湫水河 ０. ２０ ２０ 昕水河 ０. ４３

５ 佳芦河 ０. １１ １３ 无定河 ３. ０３ ２１ 北洛河 ２. ６９

６ 浑　 河 ０. ７９ １４ 清涧河 ０. ４１ ２２ 渭　 河 １０. ７９

７ 偏关河 ０. ２１ １５ 延　 河 ０. ７７ ２３ 汾　 河 ３. ９７

８ 县川河 ０. １６ １６ 汾川河 ０. １８

１. ２　 泥沙数据来源

黄河中游头道拐、 龙门、 潼关 ３ 个干流水文站以及皇甫川、 窟野河、 无定河、 延河、 北洛河、 渭河、 汾

河等 ２３ 个一级支流卡口站 １９１９—２０１７ 年实测泥沙数据ꎬ 摘自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文泥沙整编资

料» [１０]以及«黄河泥沙公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１１]ꎮ ２０１８ 年头道拐、 龙门、 潼关三站及无定河、 窟野河、 皇甫
川、 延河、 渭河、 汾河、 北洛河泥沙数据ꎬ 摘自«黄河泥沙公报: ２０１８» [１２]ꎬ 孤山川等其他 １６ 条河龙区间主

要支流 ２０１８ 年输沙数据未能收集ꎬ 故 ２０１８ 年河龙区间流域输沙量采用类比推算法计算ꎮ
１. ３　 泥沙收支平衡法

河流泥沙主要来源于流域地表侵蚀输沙和河槽冲刷ꎮ 为阐明黄河潼关站泥沙来源ꎬ 采用泥沙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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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１３]ꎬ 假设河道除干流外ꎬ 还包括若干支流ꎮ 干流进口控制站全年输沙量记为 Ｓｉꎬ 干流出口控制站全年输

沙量记为 Ｓｏꎬ 各支流流域汇入的年输沙量为 Ｓｘ１、Ｓｘ２ꎬ 其和为 ∑Ｓｘꎬ 按沙量收支平衡原则:

Ｓｉ ＋ ∑Ｓｘ ＝ Ｓｏ ＋ Ｓｄ (１)

式中: ∑Ｓｘ 为区间流域年输沙量ꎬ 亿 ｔꎬ 其中ꎬ ２０１３ 年河潼区间流域年输沙量根据收集数据统计计算得到ꎬ
２０１８ 年河龙区间流域输沙量采用类比推算法计算得到ꎻ Ｓｄ 为河段泥沙年沉积量(以正值表示)或年冲刷量(以
负值表示)ꎮ

进一步地ꎬ 由式(１) 得到:
Ｓｏ / (Ｓｉ ＋ ∑Ｓｘ) ＝ １ － Ｓｄ / (Ｓｉ ＋ ∑Ｓｘ) (２)

记 Ｆ ＝ Ｓｏ / (Ｓｉ ＋ ∑Ｓｘ) ꎬ 表示河道输沙与进入该河道泥沙总量之比ꎬ 即河道泥沙输移比ꎮ 若 Ｆ > １ꎬ 则河道

处于冲刷状态ꎻ Ｆ ＝ １ 则河道处于平衡状态ꎻ Ｆ < １ꎬ 则河道处于淤积状态ꎮ
１. ４　 流域输沙量类比推算法

２０１８ 年黄河泥沙公报仅对河潼区间无定河、 窟野河、 皇甫川以及延河等 ７ 条重要支流进行统计ꎬ 秃尾

河等其他 １６ 条一级流域未统计ꎬ 故在泥沙收支平衡法基础上ꎬ 依据无定河等 ７ 条一级支流流域输沙量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该区间流域总输沙量占比ꎬ 反推 ２０１８ 年河龙区间流域输沙量ꎮ 具体如下:
Ｓｗꎬ２０１８ ＝ (ＳＷＤＨꎬ２０１８ ＋ ＳＫＹＨꎬ２０１８ ＋ ＳＨＦＣꎬ２０１８ ＋ ＳＹＨꎬ２０１８) / [(ＳＷＤＨꎬ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 ＳＫＹＨꎬ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

ＳＨＦＣꎬ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 ＳＹＨꎬ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 Ｓｗ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３)
式中: Ｓｗꎬ２０１８为河龙区间 ２０１８ 年 ２３ 条一级流域输沙量ꎬ 亿 ｔꎻ ＳＷＤＨꎬ２０１８、 ＳＫＹＨꎬ２０１８、 ＳＨＦＣꎬ２０１８、 ＳＹＨꎬ２０１８分别为无

定河、 窟野河、 皇甫川和延河 ２０１８ 年流域输沙量ꎬ 亿 ｔꎬ 该数据由 «黄河泥沙公报: ２０１８ » 获取ꎻ
ＳＷＤＨꎬ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ＳＫＹＨꎬ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ＳＨＦＣꎬ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ＳＹＨꎬ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分别为无定河、 窟野河、 皇甫川和延河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流

域年均输沙量ꎬ 亿 ｔꎬ 数据来源于«黄河流域水文泥沙整编资料»ꎻ Ｓｗ２００１—２０１７为河龙区间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 ２３ 条

主要一级流域年均输沙量ꎬ 亿 ｔꎬ 数据由«黄河流域水文泥沙整编资料»统计得到ꎮ

２　 １９１９—２０１８ 年黄河潼关站输沙量变化

对 １９１９—２０１８ 年潼关水文站年输沙量年际变化进行趋势分析ꎬ 如图 ２ 所示ꎬ 潼关站年均输沙量在百年

尺度上以 ０. １６ 亿 ｔ / ａ 速率趋势性减少ꎬ 结合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趋势检验[１４￣１５]ꎬ Ｚ ＝ － ７. ４８ꎬ 说明潼关输沙量在近

百年尺度上减少趋势达到极显著水平(Ｐ < ０. ００１)ꎬ 且 ２０００ 年后减少趋势更为明显ꎬ 其中ꎬ ２０１５ 年降至近百

年最低点 ０. ５５ 亿 ｔꎮ 但近 １０ 年来ꎬ 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８ 年潼关输沙量均达到 ３ 亿 ｔ 以上ꎬ 其中ꎬ ２０１３ 年为 ３. ０５ 亿 ｔꎬ
２０１８ 年达 ３. ７３ 亿 ｔꎬ 分别较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均值增加 ２５％和 ５３％ ꎬ 为近年来的典型“大沙”年份ꎮ

采用距平累积分析方法对黄河潼关沙量阶段变化分析发现ꎬ 潼关输沙量年际变化呈“台阶式”下降特征ꎮ
其中ꎬ １９１９—１９５９ 年黄河流域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ꎬ 水利及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较少ꎬ 潼关站年均输沙

量约为 １６ 亿 ｔ / ａꎬ 该时期常作为黄河水沙变化研究的基准期[１６￣１７]ꎻ １９６０—１９８６ 年间随着青铜峡、 刘家峡水

库蓄水运用以及水土保持措施相继实施ꎬ 并在气候变化等综合影响下ꎬ 潼关站输沙量减小至 １２ 亿 ｔ / ａꎻ
１９８７—２０００ 年在龙羊峡水库蓄水运用以及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大幅增加等多因素耦合影响下ꎬ 潼关

站输沙量进一步减少至 ７. ７ 亿 ｔ / ａꎻ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间ꎬ 水土保持措施水沙调控效益持续发挥ꎬ 年均输沙量锐

减至 ２. ４４ 亿 ｔ / ａꎮ 从变化周期看ꎬ 采用小波分析法[１８] 对黄河潼关站输沙量标准化数据进行周期变化特征分

析ꎬ 如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ꎬ 潼关站输沙量 １９１９—２０１８ 年演变过程中存在着 １５ ~ ２５ ａ 的主振荡周期ꎻ 且潼关站

输沙量变化呈现多时间尺度变化特征ꎬ 尤其在长时间尺度上变化周期更为明显ꎮ 据此判断ꎬ 在 ５０ ａ 变化尺

度上ꎬ ２０１０ 年以来黄河潼关站输沙量处于向“偏丰期”过渡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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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黄河潼关站输沙量年际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２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ｔ Ｔｏｎｇｇｕ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图 ３　 黄河潼关站年输沙量小波系数实部等值线图

Ｆｉｇ. ３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ｔ Ｔｏｎｇｇｕ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图 ４　 黄河潼关站年输沙量数据在不同时间尺度频率特征

Ｆｉｇ. 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ｄａｔａ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ａｔ Ｔｏｎｇｇｕ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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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大沙”年潼关沙量来源解析

３. １　 ２０１３ 年潼关沙量来源解析

据实测资料ꎬ ２０１３ 年潼关站输沙量达到 ３. ０５ 亿 ｔꎬ 较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均值 ２. ４４ 亿 ｔ / ａ 增加 ２５％ ꎮ 图 ５ 为

基于泥沙收支平衡法计算的不同典型年黄河潼关站泥沙来源解析图ꎬ 图中给出了河潼区间流域输沙、 河道冲

淤和区间来沙量ꎮ 由图 ５ 分析可知ꎬ ２０１３ 年黄河上游来沙和河潼区间主要一级支流流域输沙分别较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８ 年均值增加 ３７％和 ２９％ ꎮ 其中ꎬ 河龙区间流域输沙量增加 ５％ ꎬ 河道冲刷量增加 １０１％ ꎻ 龙潼区间流域

输沙量增加 ４７％ ꎬ 河道泥沙淤积增加 １０８％ ꎮ 由此初步判断ꎬ 河龙区间河道泥沙冲刷、 龙潼区间流域输沙量

增加是 ２０１３ 年潼关站泥沙增加的主因ꎮ 进一步ꎬ 对龙潼区间主要一级支流 ２０１３ 年流域输沙量分析可知ꎬ 受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黄河中游长历时暴雨影响ꎬ 渭河(华县)２０１３ 年输沙量为 １. ４４ 亿 ｔꎬ 较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均值增加

４３％ ꎬ 尤其是其主要支流泾河年输沙量达 １. ３ 亿 ｔꎮ 结合刘晓燕[１９]近年典型场次大暴雨流域降雨—产沙关系

研究结果ꎬ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泾河流域产沙较上世纪 ７０ 年代减少 ７０％以上ꎬ 综合黄土高原塬区流域 ８０％以上泥沙

来自沟道的已有认识ꎬ ２０１３ 年龙潼区间流域输沙量增加主要因为渭河下游及泾河河道泥沙冲刷所致ꎬ 这与

李建华和雷文青[２０]、 刘铁龙等[２１]调查结果较为一致ꎮ 综合以上研究认为ꎬ ２０１３ 年黄河潼关站沙量主要源自

河龙区间河道泥沙冲刷量以及渭河流域河道淤积泥沙冲刷量ꎮ

图 ５　 不同典型年黄河潼关站泥沙来源解析(单位: 亿 ｔ)
Ｆｉｇ. 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３. ２　 ２０１８ 年潼关沙量来源解析

对 ２０１８ 年潼关站泥沙来源组成分析可知ꎬ 潼关站输沙量为 ３. ７３ 亿 ｔꎬ 其中ꎬ 黄河上游区域贡献了 ０. ９９７
亿 ｔꎬ 河潼区间流域输沙贡献了 １. ５５４ 亿 ｔꎬ 干流河道冲刷泥沙 １. １７９ 亿 ｔꎮ 较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均值ꎬ 上游来沙

量增加 １２６％ ꎬ 流域输沙量减少 ２５％ ꎬ 而河道泥沙方面河龙区间泥沙冲刷量增加了 ９８３％ ꎬ 龙潼区间河道泥

沙淤积增加了 １３１％ ꎮ 根据«黄河泥沙公报: ２０１８»ꎬ ２０１８ 年 ８—９ 月万家寨和龙口水库汛期排沙量均为运用

以来最大ꎮ 由此判定ꎬ 河龙区间万家寨和龙口水利枢纽工程利用干流大流量联合排沙致使库区泥沙大量冲刷

下泄是 ２０１８ 年潼关站沙量的主要来源ꎮ ２０１８ 年黄河中游河道泥沙输移比为 １. ４６ꎬ 也证明河道总体处于冲刷

状态ꎮ 进一步对相似来水情景下的“大水”年潼关站泥沙来源对比分析ꎬ 如表 ２ 所示ꎬ １９８１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上游

来水相差仅为 ０. ７％ ꎬ 均达到 ３２０ 亿 ｍ３以上ꎬ 但 ２０１８ 年潼关站沙量大幅减沙 ６８％ ꎬ 其中ꎬ 流域输沙量锐减

８２％ ꎮ 流域输沙量的大幅减少成为黄河潼关站泥沙量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ꎬ 也说明近年来大规模水土保持生

态建设成果在减少入黄泥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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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相似来水情景下潼关站泥沙来源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ｔ Ｔｏｎｇｇｕ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ｉｎｆｌｏｗ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年份
头道拐以上 河潼区间

来水量 / 亿 ｍ３ 来沙量 / 亿 ｔ 流域输沙量 / 亿 ｔ 河道冲淤量 / 亿 ｔ
潼关输沙量

/ 亿 ｔ

１９８１ 年 ３２２. ５ １. ４４６ ８. ８６６ １. ４７８ １１. ７９
２０１８ 年 ３２４. ９ ０. ９９７ １. ５５４ １. １７９ ３. ７３

变化量 / ％ 　 ０. ７ － ３１ － ８２ － ２０ － ６８
注: 河道冲刷以正值表示ꎬ 河道淤积以负值表示

４　 ２０１７ 年极端降雨潼关沙量解析

黄河中游泥沙多因暴雨洪水产生ꎬ 极端降雨多发使得未来水沙情势存在不确定性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 黄土

高原河流的泥沙通常是由汛期几场短历时高强度暴雨形成ꎬ 往往一次洪水输沙量占全年 ７０％ ~ ８０％ ꎬ 由此

可见暴雨等极端气候对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及入黄泥沙具有重要影响[２２]ꎮ 大规模水土保持措施实施作为

改善区域下垫面侵蚀环境的有效手段ꎬ 在极端暴雨情景下能发挥多大作用成为科学研判黄河未来输沙情势的

重要前提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ꎬ 黄河中游河龙区间最大支流无定河流域发生特大暴雨ꎬ 面降雨量达 ６３. ６ ｍｍꎬ
１００ ｍｍ以上降雨量覆盖面积 ６ １２６ ｋｍ２ꎬ 暴雨中心绥德县暴雨重现期达 ２００ 年一遇[２３]ꎮ 暴雨量级大、 范围

广、 强度高导致无定河白家川水文控制站出现建站以来最大洪水ꎬ 洪峰流量达 ４ ４８０ ｍ３ / ｓꎬ 次洪沙量 ０. ７８ 亿 ｔꎬ
占 ２０１７ 年总输沙量的 ９１％ ꎮ 图 ６ 为 １９５６—２０１８ 年无定河输沙量—潼关站输沙量动态响应关系ꎬ 按照该图推

算ꎬ ２０１７ 年潼关沙量约为 ８. ２ 亿 ｔꎬ 而实际仅为 １. ３ 亿 ｔꎬ 黄河中游极端降雨年并未引发黄河大沙年出现ꎮ
以 ２０１７ 年无定河特大暴雨事件为背景ꎬ 根据黄河潼关站输沙量年际阶段变化特征ꎬ 选取 ２０００ 年为临界

点ꎬ 系统统计了无定河、 皇甫川、 窟野河、 湫水河、 清涧河、 孤山川等典型流域 ２０００ 年前后暴雨洪水输沙

数据ꎬ 分析了 ２０００ 年后极端暴雨下流域输沙变化ꎬ 如图 ７ 可见ꎬ ２０００ 年以后黄河中游极端降雨条件下流域

雨沙关系发生明显变化ꎬ 次洪输沙量平均减少 ５０％ ~ ８５％ ꎮ 以无定河流域为例ꎬ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场次降雨量达

到 ６２. １ ｍｍꎬ 降雨量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特大暴雨相似ꎬ 但 ２０１７ 年次洪沙量减少 ５３％ ꎬ 流域输沙量大幅

减少ꎮ

图 ６　 无定河流域输沙量—潼关站沙量相关关系

Ｆｉｇ. 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Ｗｕｄ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ｏｎｇｇｕ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 ７　 ２０００ 年前后极端降雨下黄河中游典型流域降雨—输沙变化

Ｆｉｇ. 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ｒｏｕｎｄ ２０００

图 ８ 为无定河“７２６”特大暴雨下的水土流失治理流域韭园沟与非治理流域裴家峁洪水输沙特征对比

图ꎬ 同样表明ꎬ 在相似极端降雨条件下ꎬ 水土流失治理流域较非治理流域洪水模数、 输沙模数、 最大含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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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减少 ５７％ 、 ７５％和 ５５％ ꎬ 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在极端降雨事件中的调水减沙效益不容忽视ꎬ 在减少入

黄泥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图 ８　 极端降雨下水土流失治理流域韭园沟和非治理流域裴家峁洪水输沙情况对比

Ｆｉｇ. ８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ａｎ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ａｓｉｎｓ

５　 结论与展望

黄河未来水沙情势是决定治黄方略的首要问题ꎮ 在黄河近 ２０ 年泥沙锐减已是不争事实背景之下ꎬ 如何

科学辨识黄河泥沙来源变化以阐明输沙年际波动成因是准确研判黄河未来水沙情势的重要前提ꎮ 本文通过对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２ 个近期典型“大沙”年以及 ２０１７ 年典型“极端降雨”年黄河潼关站沙量来源分析综合认为:
近年来随着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持续治理ꎬ 下垫面发生不可逆的变化ꎬ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ꎬ “极端降

雨”年和“大沙”年等不同典型年份流域输沙量均大幅减少且对黄河潼关站输沙量贡献大幅下降ꎬ 水土保持措

施实施在减少入黄泥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ꎻ 极端降雨增加或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河道淤积泥沙冲刷下泄则成

为近年来黄河“大沙”年新的重要泥沙来源ꎮ 取得了如下主要认识与结论:
(１) １９１９—２０１８ 年黄河潼关站输沙量呈“台阶式”减少特征ꎬ 其年平均输沙量在百年尺度上以 ０. １６ 亿 ｔ / ａ

速率趋势性减少ꎬ 减少的趋势极显著(Ｐ < ０. ００１)ꎬ ２０００ 年后减少趋势更为明显ꎻ 从 １９１９—１９５９ 年潼关站年

平均输沙量 １６ 亿 ｔ / ａ 减少到 ２０００ 年以后年平均输沙量 ２. ４４ 亿 ｔꎬ ２０１５ 年降至百年来最低点 ０. ５５ 亿 ｔꎮ
(２) 近年典型“大沙”年份泥沙大幅增加原因各不相同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３ 年潼关站沙量大幅增加主要是黄河

中游长历时暴雨导致渭河下游及泾河河道泥沙冲刷所致ꎻ 而 ２０１８ 年潼关站沙量主要是由于万家寨、 龙口水

利枢纽工程利用干流大流量联合排沙致使库区泥沙大量冲刷下泄所致ꎮ
(３) 对 ２０００ 年前后相似“大水”年潼关站输沙量分析比较发现ꎬ ２０１８ 年潼关沙量较 １９８１ 年减少 ６８％ ꎬ

其中ꎬ ２０１８ 年河潼区间流域输沙量较 １９８１ 年减少 ８２％ ꎮ 流域输沙量的大幅减少是近年来潼关输沙量趋势性

减少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４) ２０００ 年前后极端降雨下的黄河中游典型多尺度流域降雨—输沙关系发生明显变化ꎬ ２０００ 年后黄河

中游极端降雨条件下流域雨沙关系发生明显变化ꎬ 次洪输沙量平均减少 ５０％ ~ ８５％ ꎮ 水土流失治理流域较

非治理流域洪水模数、 输沙模数、 最大含沙量平均减少 ５７％ 、 ７５％ 和 ５５％ ꎬ 大规模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在减

少流域输沙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５) 本文所涉及的流域输沙结果是基于黄河中游 ２３ 条一级支流输沙量统计数据计算而来ꎬ 覆盖黄河中

游主要一级支流 ９５％以上ꎬ 河龙区间仍有少许一级支流(１ ０００ ｋｍ２以下)数据未能收集ꎬ 但以上因素不会对

流域输沙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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