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口二维非均匀悬沙数值模拟 

 摘要：针对长江口水流泥沙运动的特点建立了非均匀悬沙的平面二维数值模型。在模型中考虑了波浪对流场的影响和对水流挟沙力的影响，在确定悬沙絮凝沉速时考

虑了泥沙粒径、盐度、含沙量及水流紊动的影响。悬沙模型建立在曲线坐标下，悬沙输运方程采用破开算子的方法求解，平流项采用Ultimate Quickest格式求解，提

高了计算的精度。通过实测资料对数学模型计算的悬沙含量进行检验，表明它较好地反应了长 江口地区泥沙的运动规律。 

关键词：挟沙力； 泥沙数学模型； 长江口 

1 前言 

河口海岸地区泥沙运动的情况一直是河口海岸研究和治理的重要组成内容。泥沙问题不仅涉及港口选址、航道的疏浚、抛泥区的选择、沿岸的

水利、水运工程设施的运行，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物排放处置、滩涂促淤围垦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与泥沙输运密切相关。长

江口地处我国海岸中部，扼守长江黄金水道的入海口，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经济发展对开发沿江、沿海的各种自然资源的要求日益突出。多年

来众多研究单位和工程部门对长江口的水文和泥沙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现场实测，为认识长江口的泥沙运动特性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总结了相

关的理论，为泥沙数学模型的建立和参数的确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近年来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运用垂向一维［1］、垂向二维［2］、 平面二维模型［3，4］、三维模型［5］，对长江口泥沙运动及冲淤变
化进行了研究，并在长江口深水航道建设等工程中得到应用。这些模型涉及到悬沙的中值粒径d

50
通常是不随时间和空间上变化的。长江口是潮汐

河口，泥沙随潮流周期性变化发生悬 扬沉降，中值粒径d
50
 相应发生变化，以长江口南支为例，从垂向平均的情况看，悬移质的大潮平均d

50
约

为小潮d
50
的2倍，在特殊情况下两者相差更大［6］。为了反映水流条件对悬沙级配变化的影响，徐健益采用非均匀沙的垂向分层的数学模型研究

了垂向上各层的含沙量和悬沙级配的分布和变化[6］。长江口地形复杂，滩槽 相间，表层沉积物的分布在横向、纵向上变化很大［7］，不同区域

的动力特征和表 层沉积物差异造成在研究区域悬沙的中值粒径在空间上也不尽相同。长江口海域开敞，波浪作用明显。为了较好反映长江口动力

特征和底质差异对参与悬沙交换的影响，作者建立了考 虑波流相互作用下的非均匀悬沙的平面二维数学模型。悬沙数学模型建立在高分辨率的曲

线坐标系下，这套网格较好地拟合了长江口多变的岸线和众多的岛屿。 

2 二维悬沙数学模型  

2.1 水动力控制方程 曲线坐标系下考虑波流相互作用的深度平均二维浅水动力学方程组可表示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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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J为坐标变换的Jacobi数，U、V为流速的逆变张量［9］(像平面中的流 速表达式)

 

  其中u、v为直角坐标下的深度平均流速，H=h+ζ，h为水深，ζ为水的密度，(ταx, ταy)为风应力，g为重力加速度，(F
x
,F

y
)为波浪引起的辐射应

力项 ，(τbx, τby)为波流共同作用下的底摩擦
［9］。 

  (u
w
,v

w
)为波浪底质点速度，c

s
为谢才系数，B为波浪潮流相互影响系数，当波、流同向时B=0.917，当两者互相垂直时B=-0.198，当方向不定

时取B=0.359。［9］  

  f
w
为波浪底部摩阻系数，取0.005

 

 
(1)

 
(2)

 
(3) 

U=1/J(uyη-vx
η
) 

V=1/J(-uy
ε
+vx

ε
) 

～=HJu, ～=H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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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xx
S
xy
S
yx
S
yy
为辐射应力

 

  其中E为波能，E=(1/8)ρgHw。

 

  其中L
w
为波长，H

w
为波高，θ为波向，H为水深。

 

  Tw为波浪的周期。

 

  波浪近底流速(u
w
,v

w
)的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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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均匀悬沙的数学模型 

  考虑到河口地区的悬沙、底沙的粒径变化范围较广，悬沙与底沙发生交换，将泥沙粒径分组 ，建立曲线坐标下的非均匀悬沙的不平衡输沙方

程。 

2.2.1 非均匀悬沙不平衡输运方程 

非均匀悬沙按粒径大小分成N组，用S
L
表示第L组泥沙含量，则对于非均匀悬沙中第L组泥沙含量，其不平衡输沙基本方程为

 

F
mL
为第L组悬沙的挟沙力，αL为泥沙恢复饱和系数，ωL

为第L组悬沙的沉降速度，它与泥沙的粒径大小、水体的含沙量、盐度等因素有关 

  其中C为盐度，ωOL
为第L组泥沙的静水沉速，由下式计算［10］ 

 

 

 
(4)   

其中
 
； 

 ；  
；K

x
、K

y
为扩散系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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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mL
为第L组泥沙絮凝系数，对于大于0.032mm的粒径组不考虑絮凝［11 ］。经水科院对长江口泥沙的水槽试验确定了如下关系式［11］  

  FmL=0.274S
0.48C0.03G0.22/d0.58L       (6)  

 

换系数，值取1。V为水流速度,v为水的粘滞 系数，I为能坡，通过曼宁公式，可写为 

  I=n2V2/R4/3    

 

式中 n为曼宁糙率，R为水力半径，在河口海岸地区可取作水深H。 

S*
L
的确定：在盐度＜0.5‰时［12］，不考虑细颗粒泥沙的絮凝

 

  盐度＞0.5‰时，考虑细颗粒泥沙的絮凝  

挟沙力级配P*
L
的计算为［13］ 

 

  其中 S为含沙量，C为盐度，d
L
为第L组泥沙粒径，G为水流紊动强

度。  
，g为重力加速度，k为转

S*L={
SL   L＜n1

(7)P*LS(ω
*)  n1≤L＜n2

0      L≥n2  

S*
L
={

P*LS(ω
*) L≤n2 (8)  

0 L＞n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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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Lb
为底沙中第L组泥沙的级配

 

  S(ω*)的计算公式为［14］ 

 

  γsγ分别为泥沙和水的容重，n
1
和n

2
分别为参与悬沙挟沙力计算的泥沙组份的上下限，其确定由以下方法确定。

 

  悬沙组份中冲泻质的分界粒径计算参考钟德钰[15]的研究成果

 

  d
nL
=2.14×10-3/S2/3v×u

2
*
/g  

 

其中 d
nL
为分界粒径，n

1
为相应的粒径组编号，S

v
为体积比含沙量，u

*
为摩阻流速，g为重力加速度。

 

  对不能再悬浮泥沙粒径分组界限采用悬浮指标［16］的方法

 

  Z
*
=ωL

/ku
*
  

 

  其中  ,R
L
是Rouse Number R

L
=ωL

/ku
＊*

k为卡门常数，u
＊
为摩阻流速 

 

 

 

(10) 

   其中ω*为混合沙的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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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Z
*
≥5时泥沙运动状态为推移质，取Z

*
=5时的沉速ωL

对应的泥沙粒径d
L
的分组编号为n

2
。 

2.2.2 底沙级配调整方程 

引入底沙级配调整方程，反映底沙级配对水流、泥沙运动的响应，及对挟沙力的影响。底沙级配调整方程参考韩其为的成果［17］。将底床由

上至下分成4层，表层为泥沙交换层，第四层为底层，中间两层为过渡层，悬沙与底沙的直接交换发生在交换层中，悬沙沉降和底沙再悬浮直接引

起交换层中泥沙级配的调整，反过来表层的级配调整会影响挟沙力，交换层厚度在完成级配调整后，保持不变。过渡层中泥沙级配视表层的床面

的冲刷或淤积相应地向下或向上移动，与表层泥沙发生交换，过渡层厚度不变。底层与过渡层相应进行级配调整，底层的厚度视表层的床面的冲

刷或淤积相应地减少或增加。 

设在某一时刻，各层调整前的级配为P(0)
Ln
,调整后的级配为P

Ln
，该时 段内冲淤厚度和第L组泥沙的冲淤厚度分量分别为△z

bL
和△z

Lb
，则该

时段末表 层底面以上部分的级配变为 

对于淤积情况下 

对于冲刷情况下 

 PL1′=(h1P
(0)

L1+△zLb)/(h1+△zb)   (11) 

表层 PL1=P′L1,n=1   (12)

中间过渡层 (13)

底层

 

 
 
(14)

表层

 

 (15)

中间过渡层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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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层厚度自上向下分别为：0.02m、0.10m、0.5m、2m。 

2.3 数值计算格式与求解 

水动力方程组的离散与求解可参阅文献［18］。二维悬沙输运方程的求解采用分步的方法，分别求解平流项、扩散项和源汇项［8］。

 

平流项的求解采用Ultimate Quickest格式［19］，该格式的迎风性守恒性俱佳，与常用的迎风格式相比具有二阶精度，数值耗散小的特点。

 

悬沙数值模型的求解过程如图1所示。 

底层 p
Ln
=p(0)

Ln
 ；h

n
=h(0)

n
+△z

   
n=4 (17)

3 模型的验证  

以长江口为实例建立了曲线坐标下的平面二维非均匀

悬沙的数学模型，关于水动力模型的详 细情况可参阅文献

［18］。水动力学模型计算的流场经验证，可为悬沙数值模

型提供水动力学参数。 

  二维悬沙数学模型计算的网格与文献［18］相同。泥

沙边界条件：上游来沙的条件参考大通站多年月平均的含

沙量和悬沙级配，并通过调试给出上游的江阴处的泥沙边

界条件，在验证9月实测资料时取0.7kg/m3。外海边界距离

测站所在的区域较远，泥沙边界条件取 为0.1kg/m3。悬沙

场的初始条件由各测站平均含沙量插值得到，悬沙计算经

过一个大小 潮的调整，结果可以供验证使用。 

二维泥沙数学模型计算所需的盐度由二维盐度数学模

型提供，所需的波浪参数参考高桥站和引水船的资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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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得到，所用到的底质粒度等资料参考海岸带调查的

成果并结合近年来现 场采样的成果。 

1996年9月上海航道勘查设计院安排了长江口区大范围

的水文泥沙同步观测，观测区域如图2所示。将悬沙模型计

算的结果与不同潮汛的实测悬沙含量相比较，基本上反映

长江口区悬沙的分布及随时间的变化。由于篇幅所限，仅

对南港-北槽一线的测站验证结果展示出来，如图3～5所

示。 

 

图1 悬沙数学模型流程图 
Fig.1 The flow chart of suspended sediment  

transport model 

  横沙以上的河段悬沙与底沙的粒度参数相差大，悬沙输运主要以过

境为主，以3号站为代表 。横沙以下进入开敞的海域，最大浑浊带发

育，深槽中悬沙与底沙粒度相近，物质供给充分 ，在涨落潮流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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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频繁，以5号站为代表。以上特征在模型的悬沙计算中均得到体现。

悬沙含量平面上的分布采用NOAA气象卫星的AVHRR的遥感资料经过换算得

到的悬沙含量信息进行验证［20］。选取1998年2月9日14：07分的AVHRR

资料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 ，图6(a)为AVHRR数据得到的长江口附近海域

表面悬浮泥沙的平面图，图6(b)为悬沙数学模 型计算得到的深度平均悬

浮泥沙平面图，从两者比较可以看出数学模型计算的结果基本上再现了

长江口门附近悬沙含量高值区，由于冬季风浪较大，浅滩含沙量较高。

波浪掀起的泥沙也是构成 

 
图2   长江口站位图 

Fig.2   Observation sites in Yangtze Estuary 
 口门附近高悬沙含量的重要来源，图7是在水动力和悬沙数学模型中去掉波浪作用后，同一时刻的悬浮泥沙含量的平面图，与图6(a)和6(b)比较
可以发现口门悬<![endif]>浮泥沙分布的范围和量值明显减小，因此波浪的作用不能忽视。

页码，10/15

2004-12-30http://www.cws.net.cn/Journal/SediRes/200206/11.htm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试用版本创建   ÿ   ÿ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cws.net.cn/Journal/SediRes/200206/11.htm
http://www.fineprint.com.cn


图3   3号站1996年9月大中小潮悬沙验证图 
Fig.3 Comparison of modeled results and  field data at 

Sites 3 for September, 1996 
图4 4号站1996年9月大中小潮悬沙验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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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Comparison of modeled results and field 
data at Sites 4 for September, 1996 

 

  

 
图6 长江口悬浮泥沙遥感图像与数学模型结果比较 

页码，12/15

2004-12-30http://www.cws.net.cn/Journal/SediRes/200206/11.htm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试用版本创建   ÿ   ÿ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cws.net.cn/Journal/SediRes/200206/11.htm
http://www.fineprint.com.cn


 致谢：感谢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地面站提供AVHRR数据，李炎研 究员提供悬浮泥沙含量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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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5号站1996年9月大中小潮悬沙验证图 
Fig.5 Comparison of modeled results and field data  

at Sites 5 for September, 1996 

Fig.6 Comparison of SSC remote sensing result and numerical result at 
Yangtze estuary 

             
  数值计算的结果与实测结果在有些时段相差较大，一方面是模型所

需要的实时的现场资料( 波浪、表层沉积物粒度资料)缺乏有关，另一方

面模型所考虑的泥沙运动过程过于简单，对底边界附近泥沙交换机理的

反映不足，例如在4号站和5号站的实测过程中出现在转流和涨落潮初

期，由于新沉积的沉积物结构松散，流速很小时也容易再悬浮形成悬沙

含量的峰值［21］。针对后一种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有针对性的观测，

确定相应过程的参数，应用到数学模型中去。 

4 结语 

河口海岸地区自然条件是复杂的，泥沙运动的过程、机理复杂。本文

的模型在动力上综合考虑了径流、潮流和波浪的作用，对泥沙絮凝沉降

速度的确定更为合理，在数值计算方法上有所提高。深度平均的二维泥

沙数学模型在模拟河口海岸地区泥沙运动有其不足之处，深化对底边界

层泥沙交换机理的认识并将其反映到三维悬沙模型中将是今后研究的方

向。 

 

图7 长江口悬浮泥沙数学模型结果(无浪) 
Fig.7 The numerical SSC result at  

Yangtze estuary(no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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