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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口延伸及流路改道的溯源影响是科学制定黄河下游河道治理与河口治理规划的关键问题之一ꎬ 关系到治

黄战略及策略的确定ꎮ 基于沿程冲淤和溯源冲淤在时空上的传播特征ꎬ 提出了平移相关分析方法ꎬ 采用 １９５０—
１９９０ 年的水位数据ꎬ 分析了黄河口流路演变对黄河下游河道的溯源影响过程和范围ꎮ 结果表明: ① 黄河下游不同

断面上的水位总体呈震荡上升趋势ꎬ 水位变化过程在空间上并不完全同步ꎬ 相同时间节点上各断面水位存在较大

差别ꎬ 具有扰动波的传播特征ꎻ ② 黄河下游沿程冲淤发展速率较快ꎬ 冲淤扰动波从花园口传递到高村大约需要

１ ａꎬ 高村与艾山之间的冲淤变化则基本同步ꎻ ③ 溯源冲淤发展速度较慢且存在滞后效应ꎬ 泺口冲淤变化主要受利

津前 ８ ａ 冲淤变化的累积影响ꎻ ④ 黄河口流路演变溯源影响主要在艾山以下ꎬ 距离黄河入海口约 ３５０ ｋｍ 以内的河

段主要受溯源冲淤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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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地表过程影响的显著增强ꎬ 世界上大部分河流的河口形貌都在发生着显著改

变[１￣２]ꎬ 入海水沙变化对三角洲演变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３￣６]ꎮ 上游水沙变化是河口三角洲及流路演变的重

要影响因素ꎬ 与此同时ꎬ 入海流路变化对上游河道的水沙输移和形态调整的作用也不可忽视ꎬ 这一点在入海

流路变化剧烈的黄河口表现得尤其明显ꎮ 黄河是世界上著名的多沙河流ꎬ 由于大量泥沙在河道及河口区域沉

积ꎬ 造成黄河河道快速抬升ꎬ 黄河三角洲不断增长ꎬ 黄河入海流路也随之延伸ꎬ 多种因素作用导致黄河河口

流路多次改道ꎬ 自 １８５５ 年黄河于河南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渤海至今ꎬ 河口流路共发生了 １０ 次改道[７]ꎮ 河

口流路演变导致黄河下游侵蚀基准面发生变化ꎬ 河口延伸及流路改道是科学制定黄河下游河道治理与河口治

理规划的关键问题之一ꎬ 关系到治黄战略及策略的确定[８]ꎮ 黄河下游河道演变既受到上游来水来沙过程的

影响ꎬ 一般称之为沿程冲淤ꎬ 也受到河口淤积延伸、 河口流路改道后造成的侵蚀基准面变化的影响ꎬ 一般称

之为溯源冲淤ꎮ 由于黄河水沙过程时空分布很不均匀ꎬ 河口流路淤积延伸ꎬ 同时流路改道造成流路缩短ꎬ ２
种过程相互影响ꎬ 确定黄河下游沿程冲淤和溯源冲淤的影响范围十分困难ꎮ 有关黄河口溯源冲淤影响范围的

观点主要分为 ２ 种: 一种观点认为黄河口是黄河下游的侵蚀基准面ꎬ 河口冲淤演变会造成整个黄河下游河道

平行抬升或下降[９￣１０]ꎻ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ꎬ 河口演变的溯源冲淤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ꎬ 不会波及到整个黄河
下游河道ꎬ 但是具体范围又存在巨大分歧ꎬ 主要的结论有 ３ 种ꎬ 分别为泺口以下河段[１１￣１２]ꎬ 艾山以下河
段[１３]和利津以下河段[１４￣１５]ꎮ 河口演变对黄河下游河道溯源影响范围的认识仍然存在争议ꎬ 一方面是由于黄

河下游河道演变非常复杂ꎬ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具有明确物理意义的研究方法ꎮ 因此ꎬ 需要进一步从机理上研

究黄河河口延伸引起的溯源淤积的影响范围、 作用大小和响应时间ꎬ 以揭示黄河下游与河口河道演变的相互

作用与反馈机制[１６]ꎮ
本文基于沿程冲淤和溯源冲淤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特征ꎬ 研究黄河口演变溯源影响范围的定量化判别

方法ꎬ 探讨黄河河口流路演变对黄河下游河道的影响机理和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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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据与方法

１. １　 研究采用的数据

黄河口流路多次改道ꎬ 入海流路长度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化ꎬ 黄河下游河道的侵蚀基准面随之改变ꎮ 新

中国成立以来河口发生了 ３ 次大的流路改道ꎬ 如表 １ 所示[７]ꎮ １９５３ 年以来的入海流路先后为神仙沟、 钓口

河以及清水沟ꎬ 流路改道点基本都位于渔洼下游附近ꎬ 如图 １ 所示ꎮ 清水沟流路是当前行河的河道ꎬ 仍然较

为稳定ꎮ 由于历史原因ꎬ １９５０ 年之前黄河下游水沙资料缺乏完整性ꎬ 因此ꎬ 研究的起始时段取为 １９５０ 年ꎮ

表 １　 黄河入海流路改道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ｉ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５０

改道时间 改道地点 流路历时 / ａ 改道后流路长度变化 流路改道情况说明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 小口子 １０. ５ 缩短 ２７ ｋｍ 河湾即将自然改道之际人工引导改道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 罗家屋子 １２. ５ 缩短 ２２ ｋｍ 凌汛期卡冰严重ꎬ 人工破堤改道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 西河口 ４４(仍在持续) 缩短 ３６ ｋｍ 断流后截断老河ꎬ 开挖新河

图 １　 黄河下游及入海流路示意

Ｆｉｇ. 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ｅｓｔｕａｒｙ

图 ２　 黄河下游年内最大日均流量

Ｆｉｇ. ２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ｙｅａｒ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黄河下游各站在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流量下的水位变化与相应河

段累计冲淤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７]ꎬ 可以采用各水文站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流量下的水位变化来反映其所在河道的冲淤变化ꎮ 由于

１９９０ 年之后黄河下游汛期流量减小ꎬ 导致部分断面多年没有

出现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以上的流量(如图 ２ 所示)ꎮ 为保证数据的连

续性ꎬ 同时考虑到黄河流路大幅变化主要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本研究中的水位数据采用花园

口、 高村、 艾山、 泺口、 利津 ５ 个大断面(见图 １)上 １９５０—
１９９０ 年的日均水位ꎬ 从上到下相邻断面之间的距离依次为

１７４ ｋｍ、 １９０ ｋｍ、 １０２ ｋｍ 和 １６８ ｋ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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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闾河道延伸或缩短与黄河口河道的泥沙淤积或冲刷密切关联[１２]ꎬ 因此可以采用尾闾长度作为黄河口

冲淤变化的指征ꎬ 尾闾河道长度来源于文献[１０]中黄河山东水文水资源局的实测数据ꎮ
１. ２　 研究方法

沿程冲淤和溯源冲淤在影响传播的途径上存在明显差别ꎬ 沿程冲淤是从上游往下游发展ꎬ 而溯源冲淤是

从下游往上游发展ꎮ 沿程冲淤发展相对较快ꎬ 溯源冲淤发展相对较为缓慢ꎬ 其影响是渐变式的ꎬ 两者在时空

上都存在一个发展过程ꎬ 可以将沿程冲淤和溯源冲淤的发展过程分别看作是冲淤扰动波向河道下游和上游的

传播过程ꎮ 洪水波是天然河道中最常见的扰动波之一ꎬ 以洪水波在河道中的传播过程为例来说明扰动波的传

播特征和本文方法的基本原理ꎮ 河道上、 下游典型的洪水过程如图 ３(ａ)所示ꎮ
由图 ３(ａ)可见ꎬ 洪水波从上游往下游传播过程中波形变化不大ꎬ 洪峰流量略有减少ꎮ 下游洪水的发生

过程与上游洪水过程之间紧密相关ꎬ 理论上两者之间应该具有比较高的相关度ꎮ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法量

化 ２ 场洪水之间的关联度ꎬ 其相关系数计算方法为

Ｒ ＝
∑

ｎ

ｊ ＝ １
(Ｑｕｊ － Ｑｕ)(Ｑｄ ｊ － Ｑｄ)

∑
ｎ

ｊ ＝ １
(Ｑｕｊ － Ｑｕ) ２ ∑

ｎ

ｊ ＝ １
(Ｑｄｊ － Ｑｄ) ２

(１)

式中: Ｒ 为相关系数ꎻ Ｑｕ 和 Ｑｄ 分别为上、 下游流量ꎬ ｍ３ / ｓꎻ Ｑｕ 和 Ｑｄ 分别为上、 下游洪水流量的平均值ꎬ
ｍ３ / ｓꎻ ｎ 为样本数量ꎬ ｎ ＝ ６３ꎮ

采用式(１)计算得到 ２ 场洪水之间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为 ０. ２５ꎬ 结果表明 ２ 个洪水波之间相关度较低ꎬ 分

析结果与实际的物理过程之间存在较大偏差ꎬ 直接采用相关分析不能准确反映 ２ 场洪水之间的关联性ꎮ 通过

观察 ２ 个洪水波之间的形态可以发现ꎬ 上游断面波峰的出现时间与下游波峰的出现时间相差 ５ ｄꎬ 如果把下

游洪水过程向前平移 ５ ｄꎬ 则得到如图 ３(ｂ)所示的图形ꎬ 再采用相关分析法计算得到 ２ 场洪水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 ０. ９５ꎮ 由此可见ꎬ 造成计算结果出现偏差的原因在于ꎬ 在相关分析中没有考虑物理过程之间的时间差ꎬ
因此导致分析结果不能反映真实情况ꎬ 而通过对数据平移后再做相关分析不仅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出波形之间

的关联性ꎬ 还可以反向推理出扰动波传播的方向和时间差ꎮ

图 ３　 典型洪水传播过程

Ｆｉｇ. 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ｌｏｏｄ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河道冲淤的扰动波在空间上的发展过程具有双向性ꎬ 河道上、 下游断面冲淤过程的时间差是反映河道冲

淤演变向上下游传播的重要特征ꎮ 根据扰动传播的规律和溯源冲淤发展过程的特征ꎬ 本文在相关分析的基础

上ꎬ 将其中 １ 组数据平移不同时间长度后计算 ２ 个数据序列的相关系数ꎬ 根据相关系数的变化规律不仅可以

看出不同断面上冲淤主要是受上游影响还是受下游影响ꎬ 还可以得到这种影响的传播规律ꎮ 这种方法的关键

在于通过对数据进行平移然后计算和分析相关系数分布ꎬ 因此称之为平移相关分析法ꎮ 以花园口和高村的

１９５０—１９９０ 年水位数据为例ꎬ 其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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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花园口水位变化数据为 ｘ ＝ (Ｘ５０ꎬ Ｘ５１ꎬ ꎬ Ｘ９０)ꎬ 高村水位变化数据为 ｙ ＝ (Ｙ５０ꎬ Ｙ５１ꎬ ꎬ Ｙ９０)ꎬ 这 ２
组数据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为

Ｒ(ｘꎬｙ) ＝
∑
９０

ｊ ＝ ５０
(Ｘ ｊ － Ｘ)(Ｙ ｊ － Ｙ)

∑
９０

ｊ ＝ ５０
(Ｘ ｊ － Ｘ) ２ ∑

９０

ｊ ＝ ５０
(Ｙ ｊ － Ｙ) ２

(２)

按照平移相关分析法的基本概念ꎬ ２ 组数据的平移相关系数分别为

　 　 　 　 　 　 　 　 Ｒ０ ＝ Ｒ(ｘꎬｙ)
Ｒ１ ＝ Ｒ(ｘ(Ｘ５０ꎬＸ５１ꎬꎬＸ８９)ꎬｙ(Ｙ５１ꎬＹ５２ꎬꎬＹ９０))
Ｒ２ ＝ Ｒ(ｘ(Ｘ５０ꎬＸ５１ꎬꎬＸ８８)ꎬｙ(Ｙ５２ꎬＹ５３ꎬꎬＹ９０))

Ｒ ｉ ＝ Ｒ(ｘ(Ｘ５０ꎬＸ５１ꎬꎬＸ９０－ｉ)ꎬｙ(Ｙ５０＋ｉꎬＹ５１＋ｉꎬＹ９０))
Ｒ －１ ＝ Ｒ(ｘ(Ｘ５１ꎬＸ５２ꎬꎬＸ９０)ꎬｙ(Ｙ５０ꎬＹ５１ꎬꎬＹ８９))
Ｒ －２ ＝ Ｒ(ｘ(Ｘ５２ꎬＸ５３ꎬꎬＸ９０)ꎬｙ(Ｙ５０ꎬＹ５１ꎬꎬＹ８８))

Ｒ －ｉ ＝ Ｒ(ｘ(Ｘ５０＋ｉꎬＸ５１＋ｉꎬꎬＸ９０)ꎬｙ(Ｙ５０ꎬＸ５１ꎬꎬＹ９０－ｉ))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３)

式中: Ｒ０为花园口与高村同一年水位变化的关联度ꎻ Ｒ ｉ为花园口当年水位变化与高村后 ｉ 年水位变化的相关

度ꎬ ｉ ＝ １ꎬ ２ꎬ ꎬ ４０ꎻ Ｒ － ｉ为高村当年水位与花园口后 ｉ 年水位变化的相关度ꎬ ｉ ＝ １ꎬ ２ꎬ ꎬ ４０ꎻ 其他相关

系数以此类推ꎮ 角标正值代表 ｙ 序列受 ｘ 序列的影响ꎬ 即上游影响下游(沿程冲淤影响)ꎻ 角标负值代表 ｘ 序

列受 ｙ 序列的影响ꎬ 即下游影响上游(溯源冲淤影响)ꎮ 通过分析平移相关系数分布来确定黄河口流路演变

对黄河下游河道冲淤的影响过程和影响范围ꎮ

２　 结果及分析

２. １　 水位变化过程分析

利津水文站是最靠近黄河入海口的水文大断面ꎬ 该站水位极值随河口流路淤积延伸逐渐上升ꎬ 与试验中

观测到的受河口溯源冲淤影响的水位过程类似[１７]ꎬ 尤其是在河口流路发生改道等剧烈变化时ꎬ 利津水文站

的水位都会有相应的变化ꎬ 两者之间存在着滞后响应关系[１８]ꎬ 如图 ４ 所示ꎬ 因此ꎬ 可以采用利津水文站的

水位变化代表河口流路演变和侵蚀基准面的变化ꎮ 以各断面 １９５０ 年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水位为基准ꎬ 以每年相应流

量下的水位与 １９５０ 年水位的差值来反映河道水位变化过程ꎬ 结果如图 ５ 所示ꎮ
由图 ５ 可见ꎬ 黄河下游各站的水位变化趋势总体上是一致的ꎬ 各断面上水位变化过程的波形基本相同ꎬ

都呈现出震荡上升的趋势ꎬ 符合扰动波的传播特征ꎮ １９５０—１９６４ 年所有断面上的水位都是先上升后下降的

趋势ꎬ 利津水位从 １９５３ 年河口改道后就开始显著下降ꎬ 泺口、 艾山水位从 １９５４ 年开始明显下降ꎬ 而花园口

和高村在 １９６０ 年之前水位都呈上升趋势ꎮ 随着新流路逐渐淤积延伸ꎬ 利津、 泺口、 艾山水位分别在 １９５５
年、 １９５６ 年和 １９５７ 年开始回升ꎮ 黄河下游各站水位都在 １９６０ 年达到阶段性高点ꎬ 花园、 高村水位相对

１９５０ 年上涨约 １ ｍꎬ 其余三站水位上升幅度不足 ０.５ ｍꎮ １９６０ 年三门峡开始运行ꎬ 进入下游水沙量大幅减

少ꎬ 与此同时河口流路出汊导致流路长度缩短(见图 ４)ꎬ 从花园口到利津的水位都开始显著下降ꎬ 直到 １９６４
年各站水位都达到了阶段性低点ꎮ １９６４—１９７３ 年三门峡水库大量排沙导致进入下游沙量大幅增加ꎬ １９６４ 年

河口流路改道后新流路又开始淤积延伸ꎬ 因此 １９６４ 年之后各站水位又开始快速上升ꎬ １９７５ 年各断面水位都

比 １９５０ 年上涨了 ２ ｍ 左右ꎮ １９７５—１９７７ 年黄河下游连续发生了大洪水(见图 ２)ꎬ 高村以上河段主糟大量冲

刷ꎬ 加上 １９７５ 年河口流路改道河长大幅减小ꎬ 在此期间黄河下游各站水位都有较大幅度下降ꎬ 花园口和利

津站水位下降幅度最大ꎮ １９７８ 年之后黄河下游各站水位快速上升ꎬ 直到 １９８０ 年之后各站水位又开始下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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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水位变化与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 年汛期大洪水有关[１９]ꎬ 而河口水位下降则与河口流路水面比降增加关系紧

密[２０]ꎮ １９８５ 年之后黄河下游各断面上水位经历了一次上涨过程ꎬ 至 １９９０ 年花园口、 高村、 艾山、 泺口和利津

的水位相对于 １９５０ 年分别上升了 １ ７８ ｍ、 ２. ４１ ｍ、 ２. ４３ ｍ、 ２. ４４ ｍ 和 １. ９０ ｍꎮ 从水位变化可以看出黄河下

游河道整体是淤积抬升的ꎮ

图 ４　 利津水位与黄河口入海流路的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Ｌｉｊｉｎ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ｄｅｌｔａ ｃｈａｎｎｅｌ

图 ５　 黄河下游不同断面上水位随时间变化过程(Ｑ ＝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Ｆｉｇ. ５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Ｑ ＝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虽然各断面上水位变化趋势基本一致ꎬ 但是相同时间点上各断面间水位变化幅度却会存在较大差异ꎮ 如

１９５８ 年从花园口到利津的水位变幅分别为 ０. ９９ ｍ、 １. ３８ ｍ、 ０. ４４ ｍ、 － ０. ０１ ｍ、 － ０. ３３ ｍꎬ 靠近河口河段

冲刷ꎬ 而其上游则是淤积的ꎬ 冲淤变化相差较大ꎻ 而 １９７２ 年从花园口到利津的水位变幅分别为１. ５７ ｍ、
１ ７６ ｍ、 １. ５９ ｍ、 １. ７１ ｍ、 １. ５４ ｍꎬ 所有断面上水位基本是平行抬升的ꎮ 这种复杂的水位变化现象也是造成

黄河口演变对上游溯源影响研究争论较大的原因之一ꎮ

２. ２　 冲淤影响分析

以黄河下游花园口、 高村、 艾山、 泺口和利津 ５ 个大断面上的水位数据为基础ꎬ 采用平移相关分析法计

算得到不同断面上水位的相关系数ꎬ 如图 ６ 所示ꎮ 图中每一个时段代表 １ ａꎮ 横坐标 ０ 处的相关系数即为 Ｒ０ꎬ
横坐标 １ 处的相关系数为 Ｒ１ꎬ 其他以此类推ꎮ

从图 ６ 可以看出ꎬ 花园口和高村之间的平移相关系数最大值为 Ｒ１ ＝ ０. ９３４ꎬ 说明花园口和高村的水位之

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ꎬ 且花园口的水位变化先于高村ꎬ 领先时间约为 １ ａꎮ 以 Ｒ１为中心ꎬ 随着平移时段数的

图 ６　 黄河下游不同断面间水位变化的平移相关系数

Ｆｉｇ. ６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增加ꎬ 花园口和高村之间水位的相关性开始显著降低ꎬ
平移相关系数的分布类似于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形态ꎮ 高

村与艾山、 艾山与泺口的水位之间的平移相关系数也类

似于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形态ꎬ 相关系数的最大值分别为

Ｒ０ ＝ ０. ９１５、 Ｒ０ ＝ ０. ９７５ꎬ 说明高村与艾山、 艾山与泺口

的水位之间是高度相关的ꎬ 但在年尺度条件下难以判定

其变化的先后性ꎮ 泺口与利津的水位之间的平移相关系

数的分布与其他几个断面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差别ꎬ 不再

是类似于抛物线形态ꎬ 而是呈现左侧平移相关系数显著

高于右侧的分布形态ꎬ Ｒ － ８ 到 Ｒ０ 值均在 ０. ８５ 左右ꎬ 从

Ｒ － ９往左侧平移相关系数才开始显著减小ꎬ 从 Ｒ０ 往右侧

平移相关系数快速下降ꎬ 最大值为 Ｒ － １ ＝ ０. ８７４ꎬ 说明泺

口水位变化滞后于利津ꎬ 即泺口在河口冲淤演变的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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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范围内ꎬ 且泺口当年的水位变化与利津前 ８ ａ 的水位变化之间的关系都是比较紧密的ꎬ 这也符合溯源冲

淤影响具有滞后性的特点[１８]ꎮ
图 ７ 所示为利津前 ８ ａ 水位变化平均值、 利津当年水位变化分别与泺口当年水位变化的关系ꎮ 由图可

见ꎬ 利津前 ８ ａ 水位平均值与泺口水位在拟合线两侧分布较为紧密ꎬ 证明这 ２ 种物理量之间的密切程度显然

高于利津与泺口当年水位之间的关联程度ꎮ 相关分析结果也显示ꎬ 利津前 ２ ａ、 ４ ａ、 ６ ａ、 ８ ａ 和 １０ ａ 水位变

化平均值与泺口当年水位变化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８７、 ０. ９０１、 ０. ９２０、 ０. ９５２ 和 ０. ９２６ꎬ 利津前 ８ ａ 水位

变化平均值与泺口当年水位变化值的相关系数最高ꎬ 且明显大于利津与泺口当年水位变化的相关系数

０ ８５７ꎮ 由此可见ꎬ 泺口水位变化主要受包括利津当年在内的前 ８ ａ 水位变化的累积影响ꎮ
根据平移相关分析的原理ꎬ 图 ６ 横坐标 ０ 左侧的平移相关系数代表溯源冲淤的影响程度ꎬ 横坐标 ０ 右侧

的平移相关系数代表沿程冲淤的影响程度ꎬ 左右两侧的平移相关系数平均值的对比可以看出溯源冲淤和沿程

冲淤的影响程度ꎮ 左右两侧的平移相关系数均值分别记为 ＲＬ和 ＲＲꎬ 结果如图 ８ 所示ꎮ

图 ７　 利津与泺口水位变化关系

Ｆｉｇ. ７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Ｌｉｊｉｎ ａｎｄ Ｌｕｏｋｏｕ

　

图 ８　 不同河段沿程冲淤与溯源冲淤影响的对比关系

Ｆｉｇ.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ｗａｔ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从图 ８ 中可以看到ꎬ 反映沿程冲淤影响的平移相关系数值从上游往下游先增后减ꎬ 说明沿程冲淤的影响

从上游往下游总体是减小的ꎻ 反映溯源冲淤影响的平移相关系数值从下游往上游逐渐减小ꎬ 说明沿程冲淤的

影响从下游往上游逐渐减弱ꎮ 平移相关系数的分布符合黄河下游河道的冲淤特征ꎮ 花园口至艾山河段 ＲＲ >
ＲＬꎬ 泺口至利津河段 ＲＲ > ＲＬꎬ 两条曲线的交汇点位于艾山和泺口之间ꎬ 距离花园口断面约 ３８０ ｋｍꎬ 距离

２０１９ 年的黄河入海口约 ３５０ ｋｍꎮ 在本文的研究时段内ꎬ 该点以上以沿程冲淤为主ꎬ 以下则受溯源冲淤影响

较大ꎮ
为了避免两侧取平均时人为因素对结果可靠性的影响ꎬ 分别计算了 １ ａ 到 １０ ａ 平均的 ＲＲ和 ＲＬ值ꎬ 得到

了 ＲＲ和 ＲＬ交叉点的位置ꎬ 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由表可见ꎬ ＲＲ和 ＲＬ交叉点的位置在距离花园口 ３５９ ~ ３８０ ｋｍ 范

围内ꎬ 取平均所用的年数对计算结果影响不大ꎮ
由此可见ꎬ 黄河口流路演变对黄河下游河道的影响范围主要在艾山以下ꎬ 大范围上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１３]ꎬ 说明了本文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合理性ꎮ 同时从平移相关系数分布对溯源范围进一步细化ꎬ 得

出相对更为确切的溯源影响范围ꎮ

表 ２　 取平均年数对 ＲＲ和 ＲＬ交叉位置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ＲＲ ａｎｄ ＲＬ

平均年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交叉点距离
花园口 / ｋｍ ３７８ ３７３ ３７０ ３６１ ３６１ ３５９ ３５９ ３６２ ３７５ 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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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以 １９５０—１９９０ 年黄河下游河道的水位数据为基础ꎬ 采用平移相关分析法确定了黄河口流路演变对黄河

下游河道的溯源影响过程和溯源范围ꎬ 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１) 受入口水沙和尾闾河道演变共同作用ꎬ 黄河下游不同断面上水位变化过程存在一定的差异性ꎬ 但不

同断面上的水位变化过程总体上是相似的ꎬ 具有扰动波的传播特征ꎮ
(２) 花园口、 高村、 艾山之间冲淤变化时间相差在 １ ａ 左右ꎬ 泺口断面的冲淤变化与利津断面前 ８ ａ 的

冲淤演变都有比较紧密的关联ꎮ
(３) １９５０—１９９０ 年期间黄河口流路演变溯源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艾山以下ꎬ 距离黄河入海口约 ３５０ ｋｍ

范围内的河道冲淤演变主要受河口流路演变的影响ꎬ 该河段以上河道主要受沿程冲淤变化的影响ꎮ

参考文献:

[１] ＮＩＥＮＨＵＩＳ Ｊ Ｈꎬ ＡＳＨＴＯＮ Ａ Ｄꎬ ＥＤＭＯＮＤＳ Ｄ Ａꎬ ｅｔ 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ｄｅｌｔａ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ｎｅｔ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ｇａｉｎ[Ｊ].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７７(７７９１): ５１４￣５１８.

[２] 杨卓媛ꎬ 夏军强ꎬ 周美蓉ꎬ 等. 黄河口尾闾段河床形态调整及过流能力变化[ Ｊ].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０(３): ３０５￣３１５.
(ＹＡＮＧ Ｚ Ｙꎬ ＸＩＡ Ｊ Ｑꎬ ＺＨＯＵ Ｍ Ｒꎬ ｅｔ 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ａｃｈ￣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ｎｋｆｕｌ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ｂａｎｋｆｕｌ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０(３): ３０５￣３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ＢＥＳＳＥＴ Ｍꎬ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Ｅ Ｊꎬ ＢＯＵＣＨＥＴＴＥ Ｆ. Ｍｕｌｔｉ￣ｄｅｃａｄ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ｅｌｔａ ｓｈｏｒ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ｒｉｖｅ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９３: １９９￣２１９.

[４] 李胜男ꎬ 王根绪ꎬ 邓伟ꎬ 等. 水沙变化对黄河三角洲湿地景观格局演变的影响[Ｊ].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０(３): ３２５￣３３１.
(ＬＩ Ｓ Ｎꎬ ＷＡＮＧ Ｇ Ｘꎬ ＤＥＮＧ Ｗ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０(３): ３２５￣３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Ｅ Ｊꎬ ＢＥＳＳＥＴ Ｍꎬ ＤＵＳＳＯＵＩＬＬＥＺ Ｐꎬ ｅｔ 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Ａｙｅｙａｒｗａｄｙ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ꎬ ａｎｄ ｄｅｌｔａ
ｓｈｏｒｅｌｉｎ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ｕｐｐｌｙ[Ｊ].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１７: １０６０３８.

[６] ＧＵＧＬＩＯＴＴＡ Ｍꎬ ＳＡＩＴＯ Ｙꎬ ＮＧＵＹＥＮ Ｖ Ｌ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ｔｏ ｍａｒｉｎｅ ｔｒａｎ￣
ｓｉ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ｋ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ꎬ Ｖｉｅｔｎａｍ[Ｊ].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６６(１): １４６￣１６４.

[７] 王恺忱. 黄河河口的演变与治理[Ｍ]. 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ＷＡＮＧ Ｋ 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赵连军ꎬ 江恩惠ꎬ 吴香菊ꎬ 等. 黄河口演变对河道反馈影响研究现状分析[ Ｊ].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ꎬ ２００７(４): ５￣ ８.
(ＺＨＡＯ Ｌ Ｊꎬ ＪＩＡＮＧ Ｅ Ｈꎬ ＷＵ Ｘ Ｊ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Ｊ].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ꎬ ２００７(４): ５￣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陆中臣ꎬ 周金星ꎬ 陈浩. 黄河下游河床纵剖面形态及其地文学意义[ Ｊ]. 地理研究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２(１): ３０￣ ３８. ( ＬＵ Ｚ Ｃꎬ
ＺＨＯＵ Ｊ Ｘꎬ ＣＨＥＮ Ｈ. Ｒｉｖｅｒ ｂｅ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２(１): ３０￣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王恺忱ꎬ 王开荣ꎬ 陈孝田ꎬ 等. 黄河河口对下游河道反馈影响研究[Ｊ]. 人民黄河ꎬ ２００８ꎬ ３０(１): １８￣２１. (ＷＡＮＧ Ｋ Ｃꎬ
ＷＡＮＧ Ｋ Ｒꎬ ＣＨＥＮ Ｘ Ｔ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ｔｏ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Ｊ].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
ｅｒꎬ ２００８ꎬ ３０(１): １８￣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庞家珍. 黄河三角洲流路演变及对黄河下游的影响[Ｊ]. 海洋湖沼通报ꎬ １９９４(３): １￣９. (ＰＡＮＧ Ｊ Ｚ.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４(３): １￣９.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２] 师长兴. 河口河道延伸对黄河下游河道淤积影响分析[ Ｊ]. 人民黄河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１(１０): ２０￣ ２５. ( ＳＨＩ Ｃ 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ｏｕｔ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ｉｌ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Ｊ].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１(１０): ２０￣ ２５.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３] 赵连军. 黄河下游河道演变与河口演变相互作用规律研究[Ｄ]. 武汉: 武汉大学ꎬ ２００５. (ＺＨＡＯ Ｌ 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Ｄ]. Ｗｕｈａｎ: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第 ２ 期 王党伟ꎬ 等: 基于平移相关法的黄河口溯源冲淤范围分析 ２４９　　

[１４] 彭俊ꎬ 陈沈良ꎬ 刘锋ꎬ 等. 不同流路时期黄河下游河道的冲淤变化过程[Ｊ]. 地理学报ꎬ ２０１０ꎬ ６５(５): ６１３￣６２２. (ＰＥＮＧ
Ｊꎬ ＣＨＥＮ Ｓ Ｌꎬ ＬＩＵ Ｆꎬ ｅｔ ａ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ｌ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ａ
[Ｊ].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０ꎬ ６５(５): ６１３￣６２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王崇浩ꎬ 张世奇ꎬ 曹文洪. 黄河口演变对下游河道反馈影响的计算研究[Ｊ]. 水利水电技术ꎬ ２００７ꎬ ３８(９): １６￣２０ꎬ ３１.
(ＷＡＮＧ Ｃ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Ｓ Ｑꎬ ＣＡＯ Ｗ 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Ｍｏｕｔｈ ｏｎ ｉｔｓ ｔｒａｉ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０７ꎬ ３８(９): １６￣２０ꎬ 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郑珊ꎬ 王开荣ꎬ 吴保生ꎬ 等. 黄河口冲淤演变及治理研究综述[Ｊ]. 人民黄河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０(１０): ６￣１１ (ＺＨＥＮＧ Ｓꎬ ＷＡＮＧ
Ｋ Ｒꎬ ＷＵ Ｂ Ｓ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Ｊ].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０(１０): ６￣
１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罗优ꎬ 简鸿福ꎬ 罗琳ꎬ 等. 多沙河流河口泥沙淤积自生性过程试验研究[ Ｊ].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９(３): ３４８￣ ３５６.
(ＬＵＯ Ｙꎬ ＪＩＡＮ Ｈ Ｆꎬ ＬＵＯ Ｌ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ｕｔ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ｓ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ｌｏａｄ / ｗａｔｅｒ
ｒａｔｉｏ[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９(３): ３４８￣３５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郑珊ꎬ 谈广鸣ꎬ 吴保生ꎬ 等. 利津水位对河口演变响应的计算方法[Ｊ]. 水利学报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６(３): ３１５￣３２５. (ＺＨＥＮＧ Ｓꎬ
ＴＡＮ Ｇ Ｍꎬ ＷＵ Ｂ Ｓ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ａｔ Ｌｉｊｉｎ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ｄｅｌｔａ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６(３): ３１５￣３２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杨晓阳ꎬ 胡海华ꎬ 张治昊ꎬ 等. 黄河下游滩槽冲淤演变与水沙过程的响应关系[ Ｊ]. 泥沙研究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５(１): １６￣２０.
(ＹＡＮＧ Ｘ Ｙꎬ ＨＵ Ｈ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Ｚ Ｈ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５(１): １６￣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ＳＨＩ Ｃ Ｘꎬ ＺＨＯＵ Ｙ Ｙꎬ ＬＩＵ Ｘ Ｆꎬ ｅｔ 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ｅ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ｏｕｔ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ꎬ
Ｃｈｉｎａ[Ｊ]. Ｃａｔｅｎａ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８３: １０４１９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ｂａｃｋｗａｔ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ＮＧ Ｄａｎｇｗｅｉꎬ ＪＩ Ｚｕｗｅｎꎬ ＤＥＮＧ Ａｎｊｕｎ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８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ｂａｃｋｗａｔ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ꎬ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ｅａｄ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１９５０—１９９０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ｅａｄｗａｒ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ｗｉｔｈ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ｎｏｄｅｓꎬ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ｗａ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ꎬ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ｒａｐｉｄꎬ ａｎｄ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ｏｎｅ ｙｅａｒ ｆｏｒ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ｗａｖ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ｕａｙｕａｎｋｏｕ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ｏｃｕｎ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ꎬ ｗｈｉ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ａｏｃｕｎ ａｎｄ Ａｉｓｈａｎ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Ｈｅａｄｗａｒ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ｌｏｗꎬ ｗｉｔｈ ａ ｌａ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ｕｏｋｏｕ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ｅｅｎ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ｊ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８ ｙｅａｒｓ. Ｈｅａｄｗａｒ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ｓｈａｎ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３５０ ｋ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ꎻ ｂａｃｋｗａｔ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ꎻ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ꎻ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１７ＹＦＣ０４０５５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