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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针对黄河河口河道水沙潮波的特点 从水流连续方程 运动方程 泥沙运动方程出发 补充了潮流挟沙

能力的计算公式 建立了黄河河道河口二维数学模型 以1982年实测资料 从潮位过程 流速大小和方向及海底冲

淤变形等方面对数学模型进行了验证计算 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典型水沙条件下黄河河口泥沙运动规律的模拟研究

其结果揭示了黄河河口清水沟所处海域的潮流潮汐特性和泥沙输移规律 这些成果与实测资料以及卫星遥感分析

结果一致 进一步表明了模型的可靠性  

关键词 河口黄河 潮波 2-D数学模型 数值模拟 有限元法 泥沙输运 

中图分类号 TV148    文献标识码 A  

黄河河口是弱潮多沙摆动频繁的堆积性河口 河口不断淤积延伸是造成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主要

原因之一 黄河水少沙多 近几年来 进入下游的水量又急剧减少 下游河段的淤积仍在发展 如何减少

泥沙在山东河段及其在河口的淤积 减缓河口外延速度是河口治理的关键 也直接影响黄河下游的治理

这不仅是黄河下游长治久安的要求 也是河口地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为解决黄河河口河段不抬高的问

题 有关部门及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河口治理方案 为论证各个方案的可行性 常用的方法有应用水沙

基本理论对资料进行分析的方法 物理模型方法和利用数学模型进行数值模拟的方法等 相对于物理模型

和资料分析方法 数值模拟作为一种重要研究手段 是进行河口治理方案科学论证和解决工程问题的有用

工具  

国内外利用有限差分 有限元 有限体积 边界元和有限分析等各种离散方法对河口进行数值计算的

研究已经很多 这些方法各具特点
[1 9]

对于黄河河口水沙运动模拟的研究在国内开展了很多 例如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黄河下游水沙变化与河床演变的第三课题 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
[10]

八五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85-926-02-03 黄河口演变规律及其整治
[11]

85-925-01-01 延长黄河

口清水沟流路行水年限
[ ]
等 在这些项目中主要依靠有限差分方法模拟黄河水沙运动 并取得了很大

的进展 得到了众多应用 也解决了很多黄河河口治理的决策问题
[10 20]

为充分利用各种离散方法的优点

更好的解决实际生产的某些特殊工程问题 如河口淤积延伸对河道的反馈影响 河口拦门沙的形成和治理

问题等 作者对比了各种离散方法的特点 开展了利用有限元数值离散方法进行黄河河口数学模型及河口

潮流潮汐特性 泥沙淤积扩散和运动等规律的研究  

1 基本方程和定解条件 

收稿日期 2003-04-07 

基金项目 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199935) 黄河专项(98z02)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M503254)

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李东风(1965-) 男 河南夏邑人 博士生 副教授 主要从事流体力学 河口 水力学和河流动力学等方

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水  利  学  报 
2004年 6月                               SHUILI   XUEBAO                                     第 6期 

 2 

1.1 基本方程  黄河河口潮流泥沙二维数学模型的基本方程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水流连续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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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流运动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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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i为垂线平均流速 H为水深 Z为水位 C为谢才系数
6/11 R

n
C = 水力半径R=H g 分别

为重力加速度 水密度和紊动黏滞系数 f为科氏力系数 f=2 sin , 为地球自转角速度 为地理纬

度 其他参数见文献[7 21]  

(3)泥沙运动方程 在文献[21]的基础上 修正泥沙连续方程和河床变形方程 可推出沿深度平均的

泥沙连续运动扩散方程和河床变形方程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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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为泥沙沉速 S和S*分别为水流含沙量和挟沙力 f1为泥沙非饱和系数 K1为考虑紊流脉动在水平

方向产生的扩散作用及泥沙存在产生的附加影响而引入的修正系数 简称为附加系数 *为平衡含沙量分

布系数 系数的计算见文献[22 23]  

(4)补充方程 海洋动力作用下的潮流挟沙能力比较复杂 除包含一般挟沙力的作用之外 还包含有

波浪对挟沙能力影响 综合文献[8 22 23]的研究成果 将潮流挟沙能力公式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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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和 s分别为水和泥沙容重 h为水深 H和T分别为平均波高和周期 S*0由文献[22 23]的挟沙力

公式计算 只是将流速改为潮流速和风速的合成 即 ( ) 2/122
yx vvV += 为泥沙沉速 0和 0均为系数

根据分析实测资料分析得到  

这样按照文献[24]风对泥沙运动的影响通过修正水流挟沙能力公式中的流速为潮流流速和风速的合

成流速综合体现 波浪对泥沙运动的影响是通过挟沙能力公式中波浪项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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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定解条件  

1.2.1 初始条件 计算域内 在初始时刻给定流速 潮位和含沙量等物理量  

1.2.2 入流进口边界条件 对进口边界条件 给出进口流量和含沙量过程  

1.2.3 出口水流边界条件 用潮位变化控制计算域与海域相连接的水边界 因没有边界上的实测同步测量

资料 为确定外海边界条件 利用调和分析的方法 计算了在此区域范围内其主要作用的M2 K2 S1和01

四个主要分潮的潮汐调和常数 根据物理海洋学潮高表达式 z(x,y,t)=z(t)=A0+ fH0cos( t+V0+u-K)

得到不同时间的潮位 确定外海边界条件 式中 A0为平均海平面的高程 t为圆频率 f为分潮交点因

数 (V0+u)为分潮的初位相 H0为分潮的平均振幅 K为分潮地方迟角 当开边界两个端点值已知时 其内

部值通过线性插值求得  

1.2.4 闭边界 在闭边界上 认为闭边界的法向流速为0 而沿切线方向的流速非0 即 0,0 ≠= ΓΓ tn VV  

2 方程的离散和数值解法
[25 26]

 

方程的离散 根据各种计算方法的特点 选用了有限元法离散研究区域和方程组 本次计算选用三角

形常应变单元类型离散研究区域 方法和公式推导见文献[25 26] 方程的求解 对时间 水位和含沙量

进行差分处理 并用预估-校正求解微分方程  

3 数学模型验证计算 

 

3.1 模型验证计算条件  本模型的地形采用1982年汛前的

实测资料 河道地形制作所依据的资料除河道大断面外 还有

1 50000的河道地形图 海区地形根据实测资料和相近年份的

海图得到 拦门沙地形根据拦门沙平面分布形态图 拦门沙纵

剖面图等资料综合得到 具体见图1模型计算区域图 本模型

的边界 进口选择在清2断面 外海边界见图1  

进口断面边界条件 给出断面流量和含沙量 其数值按利

津站实测资料确定 海区水边界条件 给出利用潮汐调和常数

预报得到的潮位过程线 河道两岸和海岸边界条件 根据不同

地形 控导工程等建筑物的位置和海岸状况分别设定滑动边界

条件和不滑动边界条件  

3.2 模型的验证计算结果及其分析  为检验河口有限元

模型的可靠性 对潮位 潮流和冲淤进行了验证计算  

图1 模型计算区域和海底冲淤 

验证断面选择位置 

3.2.1 潮位验证及其分析 图2分别给出了计算区域莱州湾南部 中部和北部的羊角沟 甜水沟和防潮闸等

几个典型潮位站的潮位过程线 潮位已换算为黄海高程 从图可以看出 在南部的半日潮 中南部的混合

半日潮和北部的全日潮其涨潮和落潮潮位值的大小与实测值基本一致 即数学模型计算的潮位过程线和实

测的潮位过程线基本一致 即在莱州湾范围内的从南部到北部潮汐类型由正规半日潮到不正规半日潮再到

不正规全日潮最后过度到基本全日潮的性质 这些与实测资料相一致
[27]

 

3.2.2 流速验证 图3给出了流速大小和方向的计算验证图 从这些图可以看出 数学模型计算的流速与实

测流速大小和方向基本一致 这些也与实测资料相一致
[27]
同时也可以间接表明本河口数学模型模拟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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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沙能力和入海泥沙运动扩散的趋势及方向的可靠性  

 

图2 典型潮位站的潮位过程线验证结果 

 

图3 流速大小和方向计算验证 

3.2.3 海底冲淤验证 为进行河口滨海区泥沙冲淤计算和分析 选用断面图为山东黄河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河

口试验站的固定测深断面图 根据黄河清水沟流路河口冲淤影响范围的特点 主要分析范围为南北为固定

测深断面CS18至断面CS27 其北京坐标系为南北方向从4168000至4209000 东西方向范围为西侧始于清3

断面北京坐标系为20663000附近 东止于20720000的范围内的泥沙冲淤变形 见图1海底冲淤验证断面选

择位置图  

图4给出了入海口门两侧主要淤积断面海床底高程数学模型计算的冲淤变化和实测值的比较 从这些

图可以看出 数学模型计算海底高程的变化与实测值符合较好 从而表明 本模型在模拟海底变形以及入

海泥沙淤积延伸等方面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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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口门主要断面淤积验证计算结果 

4 河口泥沙扩散运动规律模拟计算 

选取大水中沙年1982年水文年 计算该水沙条件下河口入海泥沙的冲淤状况 因海洋动力作用下的入

海泥沙运动和潮流的运动具有周期性 对入海泥沙运动规律的分析仅选取典型涨潮落潮泥沙扩散过程进行

分析 从一个周期内典型时刻涨落潮和平潮入海泥沙含沙量(单位 kg/m
3
)分布浑水水舌等值线图5可以看

出 (1)对落潮流 一级浑水舌落潮时期 北大于南 由于落潮流的影响 次级浑水区分布于近岸河口北

侧和河口以南近岸 悬沙浓度由岸向海里迅速递减 对涨潮流 浑水水舌聚集于河口向侧 河口南部大于

北部 (2)从落潮到平潮 一级和次级浑水水舌轴线由初期的向北方向到北偏东方向再转变到东北方向直

到水舌变为东偏北方向 (3)从平潮到涨潮 一级和次级浑水水舌轴线由初期的东偏南方向到东南方向直

到后期水舌变为南偏东方向 三级水舌分布范围较广泛 (4)含沙量等值线在入海河口方向上的梯度大于

在沿海岸方向的梯度 以上结果与文献[10]卫片解译分析结果一致  

5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 可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二维模型的潮位 流速和冲淤等验证结果表明了本河口泥

沙二维有限元数学模型的可靠性 因此可以进行黄河河口的潮流泥沙运动及海床冲淤演变的模拟与预测

数值模拟得到的含沙量分布计算结果及其分析表明 本文从二维数值模拟的角度揭示了黄河清水沟流路河

口所处莱州湾的潮流特性和入海泥沙的扩散运动规律 由于黄河河口水沙运动的复杂性 本模型有待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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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更多资料后不断完善  

 
图5 涨落潮时期入海泥沙运动扩散含沙量大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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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mathematical model for flow and sediment transport in the estuary of Yellow River 

LI Dong-feng1, ZHANG Hong-wu2, ZHONG De-yu2, LU Zhi-yong1 



水  利  学  报 
2004年 6月                               SHUILI   XUEBAO                                     第 6期 

 8 

(1.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083, China; 
2.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low equation, continuous equation, sediment movement equation and seabed 
deformation equation for calculating sediment transportation capacity of tidal flow, a 2-D mathematical model for 
simulating the flow and sediment transport in the estuary of Yellow River is established.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is applied to discrete the equations in numerical calculation. The model is calibrated by the observation 
data obtained in 1982 and 1983, including the tidal level, magnitude and direction of flow velocity and 
deformation of seabed. On this basis, the model is applied to study the movement of sediment in the estuary of 
Yellow River under typical flow and sediment condition. The simulation helps to clarify the tidal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law of sediment transport in the river mouth.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ccord with observation 
data. 
Key words: estuary; Yellow River; 2-D mathematical model; numerical simulation; finite element ethod; 
sediment trans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