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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河改道进入淮北平原（简称“黄河入淮”）深刻改变了淮北平原地区自然环境状况，这一系列环境变化对

当地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影响，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是政府部门和科学家们共同关注的重

大问题。黄河入淮事件的研究对于理解淮北平原的形成、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认识黄河下游极端古洪水事件

对古气候的响应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黄淮流域现代水利工程建设、洪旱灾防御等能够提供亟需的水文

数据。文章主要从黄河入淮对环境的影响以及黄河入淮事件的确定方法及其原因机制方面进行了综述。对环境

的影响主要从对淮河水系、对淮北平原地表过程、对淮河盆地源－汇过程、对中国东部海洋物源变化的影响以及
对黄河贯通上限时间的约束意义进行了说明；另外，对于黄河入淮事件的确定方法、年代学及其发生的气候背景

和原因机制进行了全面总结；最后指出了黄河入淮事件目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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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黄河改道进入淮北平原（以下称“黄河入淮”）

是影响淮北平原地区最重要的地质过程之一，深刻

改变了淮北平原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这一系列环

境变化对当地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影

响
［１～５］
，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是政府

部门和科学家们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

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闻

名
［６～１２］

。其河道的决溢泛滥和改道迁徙，集中于其

下游平原地区。４０００年以来，黄河发生过 １０００多
次的泛滥、改道等事件（图 １）［１３～１４］。迄今所见由
于人为原因导致黄河南泛、侵占淮河水系的最早记

载，始于公元前 ３６１年，“楚师决河水，水出长垣之
外”（《竹书纪年》）

［８，１４～１５］
。主流观点一般认为，大

规模的黄河入淮发生在南宋、金朝时期，南宋建炎

二年（１１２８年），东京（今河南开封）留守杜充企图
阻止金兵南下，以水代兵，“是年冬，杜充决黄河，

以阻金兵”《宋史·高宗本纪》，此为黄河历史上长

期南泛入淮的开始
［１６～２０］

。金末，黄河在淮北、苏北

地区长期泛滥，经由泗水、汴水、濉水、涡河、颍河

等 ５条泛道南下夺淮，形成黄河全流入淮之势。直
到明朝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年），黄河入淮才由上
述 ５股泛淮改变为由泗水一股泛淮。黄河不再北流
入渤海，而是全部南流经淮河水道汇入黄海。直到

清朝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
考）铜瓦厢决口，水道北上，重新回到由渤海湾入

海的局面，黄河大规模夺淮的历史宣告结束
［２１～２３］

。

最后一次黄河入淮是 １９３８年的花园口决口，主要是
人为因素造成

［２４～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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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历史上的黄河改道路径（根据 Ｚｈａｎｇ等［１５］
修改）

Ｆｉｇ１　Ｍｉｇｒａｔ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５］

图 ２　黄淮地区现代水系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ｏｆ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ａｒｅａ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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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黄河入淮对区域自然环境的影响

１１　黄河入淮改变淮河水系分布格局

　　黄河入淮对中国东部水系（包括黄河、淮河、
长江及大运河）的塑造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尤其

是对淮北平原的水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

黄河入淮促成了淮河“入江水道”的形成。淮河与

长江本不交汇，“入江水道”本来也不存在。明万历

年间，由于黄河涨水，明朝政府实施分黄导淮策

略，开通了淮河至长江的通道，出现“入江水道”，

江淮两水的相互影响由此开始
［１８，２７～２８］

。其次，黄河

入淮将统一的淮河水系分成两个独立水系。１８５５
年黄河改道北上以后，在淮北平原留下一条废河道，

废河道因其高出周围地面 ４～８ｉｍ，成为“悬河”，并
将沂沭泗水系和淮河水系隔断，成为两大水系的分

水岭。废黄河以北的苏北地区称为沂沭泗水系，以

南地区称为淮河水系
［２９～３１］

。最后，除了使淮河水系

分布发生变迁外，黄河入淮对于中国东部大湖泊的

形成和消亡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６］
。洪泽湖在唐代

以前的地理著作中并没有记载，洪泽湖是黄河入淮

导致洪泽湖水面不断扩大，加之高家堰的修建，使其

形成今日之规模
［３２～３５］

。另外，也是由于黄河入淮，

导致河水无法排泄，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和南

阳湖积水面积越来越大，最后连成一片形成南四

湖
［３６～３７］

（图 ２）。骆马湖与南四湖的形成原因基本
相似，都是黄河入淮导致

［３３，３８～３９］
。

淮河入江水道的初步形成、沂河和沭河与淮河

水系的分离、废黄河以及三大湖泊（洪泽湖、南四

湖、骆马湖）的形成等（图 ２），都是黄河入淮对水
环境的直接影响。这些变迁打乱了淮河原有的水

系，破坏了淮北平原既有的水环境及生态格局。

１２　黄河入淮改变淮北平原地表过程

黄河入淮之后深刻地改变了淮北平原的地形、

地貌以及地表过程。黄河入淮前淮北平原大大小小

的湖泊广泛分布，黄河入淮后直接导致了淮北地区

河道淤平，古湖泊群的消亡
［１８］
。全新世时期黄河

入淮携带大量泥沙入海，使得淮北平原沿海地区

（主要是江苏沿海）全线向海推进，海岸线持续东

扩
［２２，４０～４５］

。历史时期黄河夺淮对中国东部海岸（包

括渤海、南黄海乃至浙江沿海）的塑造具有十分深

刻的影响，是中国东部现代海陆环境分异的重要影

响因素，它奠定了现在陆海界面的框架
［４２，４６～４８］

。黄

河在淮北平原留下的废河道，成为沂沭泗水系和淮

河水系的分水岭，改变了区域地形、地貌
［１８］
。淮河

流域原来土地肥沃，由于黄河泛滥造成这一流域的

土壤沙漠化和盐碱化非常严重，沙漠化的地方主要

分布在开封、兰考和中牟一带，盐碱化集中在苏北

一带
［５，４９］

。

１３　黄河入淮影响淮北盆地“源－汇”沉积过程

　　在黄河入淮之前，淮北盆地是一个独立的盆
地，接收的沉积物的物源主要是盆地内的物质

［５０］
。

黄河入淮后给淮北盆地带来大量盆地外的物质———

黄土高原物质
［１５］
。石长青和董玉良

［５１］
通过对黄河

冲积平原中、上部的地质－地理背景研究认为，中更
新世晚期黄河贯通，形成了古黄河三角洲，顶点在郑

州附近，其范围已经抵达安徽蒙城一带，进入了淮北

平原。黄河冲积扇在晚更新世规模最大，南翼前缘

已经到达安徽淮南、蚌埠等地
［５２～５４］

。全新世期间，

黄河多次入淮，并由淮入海，黄河入淮给淮北平原

带来大量泥沙物质
［３０，５５］

，进入平原后，地形较缓，水

流减速，大量泥沙物质因此卸载，在入淮水道两侧堆

积大量泥沙，在淮北平原形成大面积黄泛层。黄河

入淮为淮北平原全新世沉积输入了大量物质。黄河

入淮，使得黄土高原与淮北平原连在了一起，改变

了淮北平原“源－汇”过程［１５］
。

黄河入淮除了给淮北盆地带来盆地外物质外，

还加速淮北盆地成为中国东部海洋的直接物源

区
［１５，５６］

。淮北盆地最初并不与海相通，黄河入淮加

速了淮北盆地的填满过程，使得淮北盆地快速填满，

形成淮北平原，河流从内流转向外流入海，并向海洋

输送物质
［５７］
。黄河入淮加速了淮北平原的形成，

加速了淮北平原“源－汇”变化过程。

１４　黄河入淮改变海洋物源

黄河形成之后在淮北平原起了巨大作用，它除

了广泛塑造堆积地貌之外，还影响或控制了淮河及

海河陆续在晚更新世晚期及全新世中晚期的发生和

发 展
［５２］
，进 而 影 响 了 渤 海、 黄 海 的 物 源 变

化
［１９，５８～６４］

。前人通过对渤海、黄海海域地貌做得大

量调查研究工作，清楚的显示在这两海域海底有多

条古河道存在，表明黄河第四纪时期在河北平原和

淮北平原多次交叉改道，入海口在渤海与黄海之间

多次变化
［６５～６６］

。

杨守业等
［６７］
通过对东营石化 ２井钻孔沉积物的

地球化学研究认为，早更新世时黄河流经华北平原的

３４４



第　　四　　纪　　研　　究 ２０１８年

现代黄河三角洲地区入渤海。深海氧同位素（Ｍａｒｉｎｅ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ｔａｇｅｓ，简称 ＭＩＳ）ＭＩＳｉ６期中期与 ＭＩＳｉ５期中
晚期北黄海物源主要受到黄河、鸭绿江及大洋河共

同作用，ＭＩＳｉ５期早期与 ＭＩＳｉ４期晚期，其物源主要来
源于黄河物质

［６８］
。蓝先洪

［６９］
认为 ＭＩＳｉ６中期黄河主

要经华北平原入渤海，ＭＩＳｉ６晚期黄河主要经苏北平
原入黄海，ＭＩＳｉ５和 ＭＩＳｉ４时期主要经华北平原入渤
海。王青

［４６］
通过对钻孔样品的沉积环境分析，认为

在晚更新世的间冰期的距今４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０年前之间，
黄河不是从渤海入海的，而是取道淮北平原从南黄河

入海；并且认为在距今４６００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早期，
黄河下游河道发生了改道，走今淮北平原的废黄河

故道一带入海。黄河在１４９４ｉＡ．Ｄ．于苏北入黄海对南
黄海的沉积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

［４０，７０］
。１８５５年黄河

北上注入渤海
［７１］
，使得渤海中部沉积物来源、沉积动

力环境发生明显的改变，物源由复杂变得单一，沉积

环境从氧化环境转为还原环境
［６１］
。

１５　黄河入淮约束黄河贯通的上限时间

最早的黄河入淮事件能够直接约束黄河贯通的

上限时间。德日进和杨钟健
［７２］
认为黄河形成时代

不晚于上新世保德期；杨守业等
［６７］
认为早更新世

时黄河贯通；朱照宇
［７３］
认为黄河形成于 １６７～

１４３ｉＭａ；滕志宏［７４］
认为黄河形成于早更新世，约

１６～１５ｉＭａ；Ｋｏｎｇ等［７５］
认为黄河在 １３～１５ｉＭａ

切穿三门峡，贯通入海；李吉均和方小敏
［７６］
认为黄

河在 １２ｉＭａ切穿三门峡东流入海；岳乐平等［７７］
认

为在 １２ｉＭａ前后，黄河贯通；潘宝田和李吉均［７８］

认为 １１ｉＭａ黄河打通三门峡；薛铎［７９］
认为三门峡

以东的黄河形成于 ０７～１０ｉＭａ左右；刘书丹等［８０］

认为黄河形成于约 ０７３ｉＭａ左右；吴锡浩、王苏民
等

［８１～８２］
认为黄河贯通，大致发生在 ０１５ｉＭａ，此时

外流黄河形成；蒋复初等
［８３］
也认为黄河大约于

０１５ｉＭａ前后贯通三门峡东流入海；王书兵等［８４］
认

为现今统一的黄河形成于 ０１ｉＭａ前后；袁宝印和
王振海

［８５］
认为晚更新世现今黄河面貌基本形成；

夏东兴和吴桑云
［７］
则认为全新世早期黄河贯通，冲

出三门峡，黄河形成。

通过以上可以发现对于黄河何时贯通三门峡东

流入海，存在很大的争议，这是因为不同学者的研

究角度和研究材料不同造成的
［８６］
。而且大多从黄

河中上游的河流阶地或古湖发育、消亡等角度研

究，很少有从黄河下游响应的角度来研究。如果从

黄河下游淮北平原沉积物中识别出最早的黄河入淮

事件，对于黄河贯通的最晚时间能提供直接证据，

黄河贯通的时间不会晚于最早的黄河入淮时间。黄

河应该在最早的黄河入淮事件之前就已经贯通，因

为如果黄河没有贯通是不会有黄河入淮事件的。因

此深入研究黄河入淮，寻找最早的黄河入淮事件，

可以确定黄河贯通的上限时间，黄河入淮的环境意

义将被拓宽。

综上可以看出，前人对黄河入淮事件的环境效

应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入淮对地表环境的影响，而

黄河入淮对于地质时期的沉积过程的影响、作用和

意义等研究还不够充分。这对于全面理解黄河入淮

的环境意义是一个不足。

２　黄河入淮事件的确定方法与原因机制

２１　黄河入淮事件的确定方法

　　黄河入淮是黄河极端水文（洪水）事件的表现
之一。对于黄河流域极端洪水事件（黄河入淮事

件）的识别多采用的是历史文献考证对比方法和沉

积学等方法来确定。

（１）历史文献考证方法
祁正卫等

［１６］
和薛春汀等

［５０］
概括性地梳理了黄

河夺淮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西汉末年（公元前 １３２
年）黄河开始了较大规模的侵淮，１８５１年淮河干流
改道经长江入海。荀德麟

［１７］
通过历史文献记载，发

现北宋以前淮河没有发生过大的特殊变化，很少有

泛滥决溢现象。而北宋 １６０多年中，黄河决溢入泗、
入淮就多达 １０次，从 １１２８年到 １１９３年的 ６５年间，
黄河决溢入泗、入淮 ８次。彭安玉［１８］

对黄河夺淮

后历史的总结发现：１１９４年，河决阳武，灌封丘而
东，由泗入淮。１５４７年，“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
淮”。１６７７年，黄河大决于宿迁杨家庄，“故道涸
竭”。１６９６年，安东（今涟水县）童家营溃堤，黄河
洪水挟带泥沙直灌山阳、盐城一带。１８２１年，沭阳
县后沭河自大坊集北决，直入青伊湖，其东出入涟

河之道遂废。

从前人的研究可以发现，历史文献考证研究方

法得到的黄河入淮记录不但材料详尽且定年准确，

但所能触及的时间尺度有限，若要研究发生年代更

为久远的黄河入淮事件，则还需要另外选取长时间

尺度的沉积记录进行研究。

（２）沉积学方法
有一些学者采用地质的岩相观察、寻找沉积相

标志、对沉积层进行粒度分析等方法，确定洪水滞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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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层，从而确定出事件性洪水沉积（黄河入淮沉

积），在黄河流域有很多应用
［８７～９４］

。前人对古洪水

的研究，认为洪水沉积有水平波状层理，下部含有较

多细沙，上部含有粘土质盖层，明显表达出沉积过程

当中的分选特征。多个古洪水事件形成的洪水滞留

沉积层之间有明显间断等
［９５～９８］

。古洪水沉积在沉

积层理、颜色、粒度、分选性、矿物组合以及特殊

含有物（陶片、埋藏古树、砾石等）等方面有可识别

的标志，有助于确定事件性洪水沉积
［９９～１０４］

。

表 １　第四纪黄河入淮事件年代学统计表（据文献［１４～１５，４６，５１１０５～１０６］编制）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ｉｎｔｏｔｈｅＨｕａｉｂｅｉＰｌａｉｎｅｖ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ｅｄｉ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１４～１５，４６，５１１０５～１０６］）

时代

黄河入淮时间 次数 定年方法

更新世

早更新世 ？

中更新世 中更新世晚期、ＭＩＳ６晚期

晚更新世 ４５～２５ｋａＢ．Ｐ．、１３．２ｋａＢ．Ｐ． １４Ｃ测年等

全

新

世

秦汉以前 ？

秦汉 公元前 ３６１、公元前 １６８、公元前 １３２、公元 １～５、公元 ５８ ５次 历史文献记录

隋唐（公元年） ６０７ １次 历史文献记录

北宋（公元年） ９８３、９９６、１０２０、１０７７、１０８２ ５次 历史文献记录

南宋（公元年） １１２８、１１６８、１１８０、１１９４、１２３２、１２３４ ６次 历史文献记录

元（公元年）
１２７８、１２８６、１２８７、１２８８、１２９０、１２９６、１２９７、１２９８、１３０５、１３１０、１３１６、１３２５、１３２６、１３２７、
１３３３、１３３７、１３４４、１３５１、１３５８

１９次 历史文献记录

明（公元年）

１３７５、１３８４、１３９１、１３９２、１３９７、１４１０、１４１６、１４２２、１４２３、１４２４、１４２６、１４３１、１４４８、１４５３、
１４６１、１４７８、１４８９、１４９６、１４９８、１５００、１５０５、１５０９、１５１０、１５１３、１５１６、１５１９、１５２６、１５２７、
１５３０、１５３４、１５４０、１５４５、１５４６、１５４７、１５５２、１５５８、１５６２、１５６５、１５６９、１５７０、１５７１、１５７２、
１５７３、１５７４、１５７６、１５７７、１５８７、１５８９、１５９０、１５９２、１５９３、１５９７、１６０１、１６０３、１６０４、１６０７、
１６１２、１６１３、１６１６、１６１７、１６１９、１６２３、１６２４、１６２６、１６２７、１６２９、１６３１、１６３２、１６３４、１６４２

７０次 历史文献记录

清（公元年）

１６４４、１６４５、１６４７、１６４８、１６６２、１６６５、１６６７、１６７０、１６７１、１６７２、１６７３、１６７４、１６７５、１６７６、
１６７７、１６７８、１６８０、１６８１、１６９４、１６９６、１６９８、１６９９、１７０２、１７２３、１７２５、１７３０、１７３６、１７４５、
１７５３、１７５６、１７６０、１７６１、１７６６、１７７４、１７７８、１７８０、１７８１、１７８３、１７８７、１７８９、１７９０、１７９６、
１７９８、１７９９、１８０５、１８０６、１８０７、１８１３、１８１９、１８３２、１８４１、１８４２、１８４３、１８４５、１８５１、１８５２、
１８５５、１８６３、１８６８、１８７１、１８７３、１８８７

６２次 历史文献记录

民国（公元年） １９２６、１９３３、１９３５、１９３８ ４次 历史文献记录

通过沉积相、岩性观察等方法确定事件性洪水

沉积虽然具有快捷、方便等优点，但由于其无法量

化，可能存在一定的多解性或不确定性。粒度指标

能够实现一定的量化判断，能够帮助识别古洪水沉

积，但无法区分某次洪水沉积是黄河洪水形成的，

还是其他河流洪水形成的。对黄河入淮事件的研

究，必须要明确出是黄河洪水沉积，因此可以通过

加强对洪水沉积物的物源进行分析，用地球化学物

源示踪的方法限定洪水沉积物的物源，进而确定出

淮北平原事件性洪水沉积是黄河入淮沉积，从而能

更准确、深入理解黄河入淮。

２２　黄河入淮事件的年代学

（１）更新世黄河入淮
根据资料显示更新世已经发生过黄河入淮事

件
［４６］
。更新世黄河入淮事件由于研究程度不够，资

料较少，其发生时间大多是定性的，如中更新世、

ＭＩＳｉ６晚期等［５１，６９］
。目前能够有确定测年结果的更

新世黄河入淮事件发生在１３２ｉｋａｉＢ．Ｐ．的末次冰消
期，主要是通过

１４Ｃ测年方法确定［１５］
（表 １）。

（２）全新世黄河入淮
秦汉之前，有一些零星的记录，可能与黄河入

淮有关，但尚未证实
［４６］
。秦汉之后由于历史文献

记录，黄河入淮的准确时间能够记录下来。历史记

录最早的黄河入淮可能发生在公元前 ３６１年，这次
主要是人为原因

［１４］
。历史文献记录最早的自然原

因导致的黄河入淮可能是《史记·河渠书·封禅

记》中记载的公元前 １６８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
……河溢通泗”，黄河河溢通泗、入淮

［１０５］
。

根据历史文献记录
［１４～１５，４６，５１，１０５～１０６］

，秦汉时期黄

河入淮事件发生在公元前３６１、公元前１６８、公元前
１３２年、公元 １～５年、公元 ５８年；隋唐时期，这一
时期黄河泛淮记载缺略，大规模夺淮事件鲜有发生，

公元 ６０７年发生过一次，规模不大。北宋时期，黄
河有 ５次较大的泛淮活动，分别发生于公元 ９８３
年、９９６年、１０２０年、１０７７年、１０８２年；南宋在公
元 １１２８～１２３４年间共发生过 ６次大的黄河泛淮事
件，其中１１２８年的人工改道，拉开了黄河长期泛淮
的序幕。元朝在公元 １２７８～１３５８年间的历史记录

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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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历史时期黄河主河道（根据陈蕴真［１４］
修改）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ｉｖ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４］）

有 １９次黄河入淮事件。明朝和清朝历史记录最全
面也最详尽，分别记录有 ７０次和 ６２次黄河入淮事
件，公元１８５５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黄河从此由渤
海入海（图 ３）。民国时期的 １９２６年、１９３３年、
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８年发生过 ４次黄河入淮，其中 １９３８
年花园口决口是最后一次

［１４，１０６］
（表 １）。

黄河入淮的年代学目前主要依据的是历史文献

记录，其年代精确，但时间跨度较窄，越到早期，

记录越少，另外无法与实际的沉积记录相对应。
１４Ｃ、光释光测年等方法在黄河入淮沉积记录中应用
较少。因此，需要将历史文献记录与沉积记录结

合，另外需要多种测年方法来确定黄河入淮沉积记

录的时间。

２３　黄河入淮事件的自然原因及机制

黄河入淮的地貌实质是黄河径流越过黄淮二水

系的分水岭进入淮河流域，因此黄河夺淮的自然原

因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原黄河中游河道淤高及侧

蚀导致河床接近分水岭高度；二是淮河（北部支流）

上游发生溯源侵蚀导致淮河袭夺黄河。但是从实际

情况来看，历史时期淮河支流溯源侵蚀导致黄河入

淮的现象很少存在，其原因是淮北平原坡降非常

小，只有 １／８０００［１５，５７］，溯源侵蚀比较弱。至于更早

的地质时期是否存在淮河支流溯源侵蚀贯通了黄河

与淮河，目前没有研究，尚不得而知。而目前已知的

黄河入淮的主要自然原因是黄河的古洪水事件，古

洪水事件是最强烈的侧蚀作用表现之一。突然的古

洪水事件可能直接导致黄河侧蚀加强，黄河决堤，冲

破分水岭，进入淮北平原地区。由于古洪水事件对

理解河流极端水文事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能提

供重要信息
［１００，１０４，１０７］

，因此，了解黄河入淮事件发

生的自然背景对于理解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与东亚季

风的响应关系能提供重要信息。

黄河入淮是黄河下游极端洪水事件的直接反

映。对于黄河流域极端洪水事件发生的自然原因前

人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该极端洪水事件多发

生在气候暖湿期。例如：李胜利和赵景波
［１０８］
认为

气候湿润期，降水量多，径流量大，对应洪水事件会

较多，反之，如果气候干冷，对应洪水事件就较少；

Ｚｈａｎｇ等［１０９］
也发现在全新世大暖期黄河中游发生

过 ３次大洪水事件（７６００～７４００ｉａＢ．Ｐ．、５８００～
５０００ｉａＢ．Ｐ．和 ４２００～４０００ｉａＢ．Ｐ．）；Ｙａｎｇ等［１０２］

对

黄河小浪底地区古洪水的研究发现，全新世黄河最

大的一次洪水事件发生在７３６２ｉａＢ．Ｐ．，那时气候较
为湿润，降雨量较多，处于全新世大暖期。另一观点

认为黄河流域古洪水事件多发生在气候转型

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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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１１０］
。例如：黄春长等

［８９，１０３，１１１～１１３］
通过对古洪水

滞留沉积物的研究发现，全新世大暖期的开始阶段

（气候由冷干向暖湿转变）与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束

阶段（气候由暖湿向冷干转变），黄河、渭河流域都

有明显的特大洪水发生，也就是在气候转型阶段，明

显多发特大洪水事件。这是由于气候的异常变化导

致降水量年内和年际分配不均匀，造成极端性暴雨

洪水及大洪灾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导致大洪水在

气候转型期、突变期出现频率高，气候平稳期出现

频率较低
［１１０］
。Ｚｈａｎｇ等［１５］

通过对淮北平原沉积物

的研究发现，在末次冰消期（１３２ｉｋａＢ．Ｐ．）发生过
黄河入淮事件，该次黄河入淮事件发生在气候由干

冷的末次冰期向暖湿的全新世过渡的气候转型阶段

（末次冰消期）。

由此可见，对于黄河入淮这一极端水文事件发

生的主要气候背景存在不同认识。这需要对黄河入

淮事件的频次序列进行系统研究，尤其是需要建立

全新世以前黄河入淮事件序列，掌握长时间尺度的

黄河入淮事件序列才能有助于明晰黄河入淮这一极

端水文事件发生的特点和原因机制。进而对于理解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与东亚季风的响应关系能提供重

要信息。

３　存在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前人将黄河入淮对淮北平原地区的
水系格局、湖泊形成与消亡、海岸线变迁、源－汇过
程以及中国东部海洋物源等自然环境的影响进行了

深入研究，使用了多种方法确定黄河入淮事件，并

探讨了黄河入淮事件的自然原因及机制，目前还有

以下几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

（１）环境影响方面
黄河入淮事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意义的研

究，集中在对地表过程的影响和意义，对地质时期

的沉积过程的影响和意义研究较少，黄河入淮的地

质意义有待进一步拓宽。寻找最早的黄河入淮事件

对于理解淮河盆地的源－汇过程的转变、以及对黄
河贯通上限时间的约束均具有重要意义，能进一步

拓宽黄河入淮的环境意义。

（２）时间尺度方面
黄河入淮事件研究的时间尺度集中于历史时

期，不超过全新世，时间尺度短，黄河入淮事件的

完整序列，有待完善。今后应加强长时间尺度（第

四纪以来）研究，系统研究第四纪时期黄河入淮事

件，建立长尺度黄河入淮事件频次序列。

（３）方法综合方面
用粒度分析、岩相观察等方法识别黄泛沉积

（确定黄河入淮事件）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多解

性或不确定性，今后应引入多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

（如：地球化学物源示踪方法等），解决单一指标的

多解性、不确定性问题，并结合
１４Ｃ、光释光等地质

测年方法综合来确定黄河入淮事件，这样得出的结

论可靠性更高。

（４）气候响应方面
黄河入淮事件发生的气候背景、原因机制存在

不同认识，使得黄河入淮事件对气候的响应规律难

以揭示。因此对于地质时期黄河入淮发生的气候背

景以及原因机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这不仅

对于理解极端古洪水事件对古气候变化的响应规律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深入理解淮北平原的形

成、演化等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且对于黄淮流

域现代水利工程建设、洪旱灾防御等能够提供亟需

的水文数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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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Ｄａｏｊｉ，ＭｅｎｇＱｉｎｇｈａｉ，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Ｈｕａ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ｅｓｔｕａ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ｐｔｕｒｅｂｙ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ｈｅＲｉｖｅｒ［Ｊ］．

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ｉａｅｔ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ｉａ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９９，３０（６）：７５１－７５７．

［４１］胡进．废黄河三角洲海岸演变过程与悬浮泥沙研究［Ｄ］．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１－８４．

ＨｕＪ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４：１－８４．

［４２］张晓祥，王伟玮，严长清，等．南宋以来江苏海岸带历史海岸

线时空演变研究［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４，３４（３）：３４４－３５１．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ｘ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Ｗｅｉｗｅｉ，Ｙａｎ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ｔ１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４，３４（３）：３４４－３５１．

［４３］ＰｅｎｇＪ，ＣｈｅｎＳＬ，ＤｏｎｇＰ．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ｌｏａｄｉｎ

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Ｊ］．Ｃａｔｅｎａ，２０１０，８３（２－３）：

１３５－１４７．

［４４］ＣｈｅｎＸＹ，ＬｉｕＤ Ｈ，ＬｕＪ．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ｓｔｕａｒｙａｎｄ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ｅｓｔｕａｒｙａｔ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３５６－３６０：

９１４－９１９．

［４５］ＺｈａｎｇＬ，ＣｈｅｎＳＬ，ＹｉＬ．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ｔｒｅｎｄ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Ｃｈｉｎａ［Ｊ］．

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４（５）：４４０－４４９．

［４６］王青．试论史前黄河下游的改道与古文化的发展［Ｊ］．中原文

物，１９９３，（４）：６５－７４．

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Ｔｒｙｔ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ｒ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ｎ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ｉｎ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ｎｄ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１９９３，（４）：６５－７４．

［４７］凌申．全新世以来江苏中部地区海岸的淤进［Ｊ］．台湾海峡，

２００６，２５（３）：４４５－４５１．

ＬｉｎｇＳｈｅ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ｉｎｃｅ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Ｓｔｒａｉｔ，２００６，２５（３）：４４５－４５１．

［４８］刘艳霞，黄海军，董慧君，等．渤海西南岸全新世最大海侵界

线及其地貌特征［Ｊ］．第四纪研究，２０１５，３５（２）：３４０－３５３．

ＬｉｕＹａｎｘｉａ，ＨｕａｎｇＨａｉｊｕｎ，ＤｏｎｇＨｕ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ａｓｔｏｆ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Ｓｅａ［Ｊ］．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３５（２）：３４０－３５３．

［４９］崔宇．明清淮河水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Ｄ］．杨凌：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１－４４．

ＣｕｉＹｕ．ＳｔｕｄｙｏｎＨｕａｉＲｉｖｅｒＦｌｏｏｄｓａｎ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ｄｕｒｉｎｇＭｉｎｇ

ａｎｄ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Ｄ］．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ｓｔｅｒｓ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１－４４．

［５０］薛春汀，刘健，孔祥淮．全新世淮河三角洲初步研究［Ｊ］．第四

纪研究，２０１０，３０（５）：８９２－９０１．

ＸｕｅＣｈｕｎｔｉｎｇ，ＬｉｕＪｉａｎ，Ｋ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ｈｕａｉ．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ｆ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Ｈｕａｉｈ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ｏｎｗｅｓｔｃｏａｓｔａｌｐｌａｉｎ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

Ｃｈｉｎａ［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０，３０（５）：８９２－９０１．

［５１］石长青，董玉良．论黄河冲积平原中、上部的地质－地理背景

和区域性土壤改良水文地质条件［Ｊ］．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研究所所刊，１９８６，（２）：１５１－１７６．

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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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ｉ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ＤｏｎｇＹｕｌｉａ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ｓｏｆＨｕａｎｇｈｅａｌｌｕｖｉａｌｐｌａｉｎ［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Ｈｙｄｒａ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ＣＡＧＳ，１９８６，

（２）：１５１－１７６．

［５２］邵时雄，郭盛乔，韩书华．黄淮海平原地貌结构特征及其演

化［Ｊ］．地理学报，１９８９，４４（３）：３１４－３２２．

Ｓｈａｏ Ｓｈｉｘｉｏｎｇ， Ｇｕｏ Ｓｈｅｎｇｑｉａｏ， Ｈａｎ Ｓｈｕｈｕａ．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ｐｌａｉ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８９，４４（３）：３１４－３２２．

［５３］孙国华，彭国田．淮北平原晚更新世以来岩相古地理及其水

文地质意义的初步研究［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１９８７，（１）：

４１－４３．

ＳｕｎＧｕｏｈｕａ，ＰｅｎｇＧｕｏｔｉａｎ．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ＨｕａｉｂｅｉＰｌａｉｎｓｉｎｃｅＬａｔｅ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ａｎｄｉｔｓ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Ｊ］．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７，（１）：４１－４３．

［５４］王长荣，顾也萍．安徽淮北平原晚更新世以来地质环境与土

壤发育［Ｊ］．安徽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５，１８（２）：

５９－６５．

Ｗ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ＧｕＹｅｐ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Ｌａｔｅ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ａｎｄｓｏｉ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ＨｕａｉｂｅｉＰｌａｉｎｏｆＡｎｈｕｉ［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ｈｕ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５，１８

（２）：５９－６５．

［５５］高文华，高抒，王丹丹，等．废黄河沉积记录中来自不同河流

物质的信息———基于重矿物与地球化学元素分析［Ｊ］．地理科

学，２０１５，３５（１２）：１６３１－１６３９．

ＧａｏＷｅｎｈｕａ，ＧａｏＳｈｕ，ＷａｎｇＤａｎｄａｎ，ｅｔ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

ｔｈｅ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Ｈｅａｖ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５， ３５（１２）：

１６３１－１６３９．

［５６］ＬｉＸＳ，ＺｈａｏＹＸ，ＦｅｎｇＺＢ，ｅｔａｌ．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ａｃｉｅｓｏｆ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ｓｈｅｌｆ：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Ｊ］．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６，５１：７７－９５．

［５７］金权．安徽淮北平原第四系［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１７０．

ＪｉｎＱｕａ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ｏｆＨｕａｉｂｅｉＰｌａｉｎｉｎ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０：１－１７０．

［５８］ＸｉａＦ，ＺｈａｎｇＹ Ｚ，ＷａｎｇＱ，ｅ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ｏａｓｔ，Ｓｏｕ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ｓｉｎｃｅ

ｌａｔｅＭＩＳ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２３（５）：

８８３－９１４．

［５９］ＷａｎｇＬＳ， Ｈｕ Ｓ Ｙ， Ｙｕ Ｇ， ｅｔ ａｌ． 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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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Ｊｉｊｕｎ，Ｆａｎｇ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１９９６，２６（４）：３１６－３２２．

［７７］岳乐平，雷祥义，屈红军．黄河中游水系的阶地发育时代［Ｊ］．

地质论评，１９９７，４３（２）：１８６－１９２．

ＹｕｅＬｅｐｉｎｇ，ＬｅｉＸｉａｎｇｙｉ，ＱｕＨｏｎｇｊｕｎ．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ｔｅｒｒａ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Ｊ］．

Ｇ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７，４３（２）：１８６－１９２．

［７８］潘保田，李吉均．黄河中游的地貌与地文期问题［Ｊ］．兰州大

学学报（自科版），１９９４，３０（１）：１１５－１２３．

ＰａｎＢａｏｔｉａｎＬｉＪｉｊｕｎ．Ｔｈｅ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ａ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４，３０（１）：１１５－１２３．

［７９］薛铎．黄河东段形成时代管见［Ｊ］．河南地质，１９９６，１４（２）：

１１０－１１２．

ＸｕｅＤｕｏ．Ａｈｕｍｂｌｅ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ｄａｇ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Ｊ］．Ｈｅｎａｎ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１４（２）：１１０－１１２．

［８０］刘书丹，李广坤，李玉信，等．从河南东部平原第四纪沉积物特征

探讨黄河的形成与演变［Ｊ］．河南地质，１９８８，６（２）：２２－２６．

ＬｉｕＳｈｕｄａｎ，ＬｉＧｕａｎｇｋｕｎ，ＬｉＹｕｘｉｎ，ｅｔａｌ．Ｄｉｓｃｕｓ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ｂｙ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ｅｎａｎｐｌａｉｎ［Ｊ］．Ｈｅｎａｎ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８，６（２）：２２－２６．

［８１］吴锡浩，王苏民．关于黄河贯通三门峡东流入海问题［Ｊ］．第

四纪研究，１９９８，１８（２）：１８８－１８８．

ＷｕＸｉｈａｏ，ＷａｎｇＳｕｍｉｎ．Ｄｉｓｃｕｓ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ｇｅ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ａｎｍｅｎｘｉａＧｏｒｇｅａｎｄ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ｆｌｏｗ ｔｏｔｈｅｓｅａ［Ｊ］．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９８，１８（２）：１８８－１８８．

［８２］王苏民，吴锡浩，张振克，等．三门古湖沉积记录的环境变迁

与黄河贯通东流研究［Ｊ］．中国科学（Ｄ辑），２００１，３１（９）：

７６０－７７６．

ＷａｎｇＳｕｍｉｎ，ＷｕＸｉｈａｏ，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ｋｅ，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ｉｎＳａｎｍｅｎｐａｌｅｏｌａｋ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ｏｗｅａｓｔｗ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ｓｅａ［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２００１，３１（９）：７６０－７７６．

［８３］蒋复初，傅建利，王书兵，等．关于黄河贯通三门峡的时

代［Ｊ］．地质力学学报，２００５，１１（４）：２９３－３０１．

ＪｉａｎｇＦｕｃｈｕ，ＦｕＪｉａｎｌｉ，ＷａｎｇＳｈｕｂｉ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ｐａｓｓ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ａｎｍｅｎＧｏｒ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５，１１（４）：２９３－３０１．

［８４］王书兵，蒋复初，傅建利，等．关于黄河形成时代的一些认

识［Ｊ］．第四纪研究，２０１３，３３（４）：７０５－７１４．

ＷａｎｇＳｈｕｂ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Ｆｕｃｈｕ，ＦｕＪｉａｎｌｉ，ｅｔａｌ．Ｓｏｍ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

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

３３（４）：７０５－７１４．

［８５］袁宝印，王振海．青藏高原隆起与黄河地文期［Ｊ］．第四纪研

究，１９９５，（４）：３５３－３５９．

ＹｕａｎＢａｏｙｉｎ，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ｈａｉ．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Ｘｉｚａｎｇ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ｐｈｙｓ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９５，（４）：３５３－３５９．

［８６］季军良，郑洪波，李盛华，等．山西平陆黄河阶地与古三门湖

消亡－黄河贯通三门峡时代问题的探讨［Ｊ］．第四纪研究，

２００６，２６（４）：６６５－６７２．

ＪｉＪｕｎｌ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Ｈｏｎｇｂｏ，ＬｉＳｈｅｎｇｈｕ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ｏｆ

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ｈｅＲｉｖｅｒｉｎＰｉｎｇｌｕＣｏｕｎｔｙ，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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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ｈｅＲｉｖｅｒ［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６，２６（４）：６６５－６７２．

［８７］谢悦波，王文辉，王平．古洪水平流沉积粒度特征［Ｊ］．水文，

２０００，２０（４）：１８－２０．

ＸｉｅＹｕｅｂｏ，ＷａｎｇＷｅｎｈｕｉ，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ｆｏｒｐａｌｅｏｆｌｏｏｄｓｌａｃｋ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２０

（４）：１８－２０．

［８８］胡贵明，黄春长，周亚利，等．伊河龙门峡段全新世古洪水和历史

洪水水文学重建［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５，７０（７）：１１６５－１１７６．

ＨｕＧｕｉｍ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Ｃｈｕｎ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ａｌｉ，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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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７０（７）：１１６５－１１７６．

［８９］黄春长，李晓刚，庞奖励，等．黄河永和关段全新世古洪水研

究［Ｊ］．地理学报，２０１２，６７（１１）：１４９３－１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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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４（１１）：１３６９－１３７６．

［９３］ＬｉＸＧ，ＨｕａｎｇＣ 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ｏｄ ｓｌａｃｋｗａ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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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ｐａｌａｅｏｆｌｏｏｄｅｖｅｎｔ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ｓｌａｃｋ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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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ａｒｅａ．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ＨｕａｉＲ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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