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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溶解气体的传输过程, 对大坝泄洪导致下游水体溶解气体浓度超饱和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引入溶解气

体的有效饱和浓度、气泡被卷吸进入水体的有效水深等参数, 认为下游水体中溶解气体的来源不仅依赖于大气在

自由水表面的传质, 而更多地依赖于气体在气泡界面的传质。把难以测量的气体传质系数、气泡尺寸等参数与水流

的紊动特性参数建立定量关系, 以美国 Ice Harbor 大坝为例, 采用该定量关系式计算了下游水体中溶解气体浓度的

分布, 实测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合理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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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对低水头建筑物的复氧做过很多研究[ 1, 2] ,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耗氧性污染河流中溶解

氧的含量, 属于非饱和复氧情形。然而, 在大坝泄洪时, 过坝水流在高速掺气以及与下游水体的强烈碰撞作用

下, 卷吸空气中的N2、O2等进入水体, 容易造成水中溶解气体浓度超饱和。据长江三峡水环境监测中心提供

的溶解氧浓度监测数据表明, 三峡大坝蓄水(库水位135m至139m)泄流时, 下游黄陵庙、东岳庙以及南津关等

江段溶解氧的饱和度均超过了 110%。三峡水库设计水位为 175 m, 随着库水位的提高, 表、深孔同时泄洪,

空气与水之间的紊动掺混进一步增强, 下游水体中溶解气体超饱和的程度将会更加严重[ 3] , 这不仅会破坏水生

生物原有的生存环境, 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 而且还会直接引发鱼类气泡病。美国、加拿大等国一些水利工程

的下游
[ 4]
、我国葛洲坝水利枢纽的下游

[ 5]
以及浙江省新安江水库的下游

[ 6]
都曾出现类似问题。我国已建和在建

的大型水利工程基本都具有水头高、流量大的特点, 众多水系是我国重要经济和珍稀鱼类的集中栖息地和产卵

繁殖场。如何改善它们的生存环境, 实现生态水利目标, 充分理解溶解气体浓度超饱和的理论势在必行。

1 气体的传质过程

大坝泄洪掺气是一个典型的由高速强紊动引起水气掺混的两相流运动, 是水气两相流与溶解气体在水中的

扩散输移共同体。一方面, 过坝水流表面与空气充分接触, 在气相和液相之间的界面上下, 存在气体和液体两

层薄膜, 无论水体紊动多么强烈, 气膜、液膜总是存在。由于液膜分子扩散的阻力远大于气膜的阻力, 气体向

液膜传输的速度受控于液膜内的分子扩散。在紧贴大气的液膜表面总能得到充足的大气量, 因此, 气体通过液

膜表面总能源源不断地进入水体并成为溶解气体, 这一过程称为气体在自由水表面的传质。另一方面, 当过坝

水流与下游水体强烈碰撞时, 可把高度紊动的水流分为三个区域, 即水滴飞溅的上部区、掺混区和气泡在水体

中扩散的下部区。上部区是由掺混区抛射出的水滴组成, 这些水质点能从平均水面抛升至相当大的高度; 在掺

混区内, 紊动使水流散裂, 水流的翻滚及回旋使大量的空气被卷吸掺入水中, 形成许多尺寸不一的气泡; 在下

部区, 气泡在水体紊动作用下扩散迁移至水体一定水深, 受水体静压作用, 释放大量气体溶于水中, 导致水体

溶解气体含量增加, 这一过程称为气体在气泡界面的传质。这部分气体传递是大坝下游水体溶解气体浓度超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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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关键因素。

2 水气自由界面传质系数的计算

在紧贴大气的水表面, 溶解气体处于饱和浓度状态 Cs , 而在水气界面以下的水体, 由于紊动混合作用,

溶解气体浓度逐渐均匀, 于是气体在水气自由界面的通量可表达为

Fs = KL, s( Cs - C ) (1)

式中 Fs 为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水面的气体质量; KL, s为表面传质系数; C 为水体溶解气体浓度。

在以前的经验或半经验传质系数计算公式中, 通常只含有平均速度及水深等描述平均水流特性的物理

量[ 7, 8]
, 这样的公式过于粗糙, 在实际应用中常引起较大误差。而另外的许多自由界面传质理论, 如溶质渗透

理论、表面更新理论等, 又由于对界面性质描述过于微观, 理论中的一些系数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难以确定, 而

无法应用到实际水体的水质模型中去。本文作者[ 1]在水槽实验和数值计算的基础上, 定量确定了表面紊动动能

及流速与表面传质系数之间的关系; Douglas等人[ 9]应用漩涡理论, 定量确定了 Schmidt数、紊动动能耗散率以

及紊动粘性系数与表面传质系数的关系, 如公式(2)所示。表面传质系数直接与水体紊动特性参数建立关系(便

于应用到实际水体) :

KL, s = 1 936U(- 1/ 3)
k
(2/ 3) 或 KL, s = 0 161S (- 1/ 2)

c ( )
1/ 4

(2)

式中 k 为水体表面紊动动能; U为水体表面平均流速; Sc 为 Schmidt数(= / Dm) ; 为水的运动粘性系数;

Dm 为溶解气体分子扩散系数; 为水体表面紊动动能耗散率。

3 气泡界面传质系数的计算

过坝水流与下游水体的剧烈掺混, 大量气泡被卷吸进入水体内部, 气泡承受来自于水体静压和大气压的双

重作用。由于溶解气体在水中的极限浓度与压力密切相关,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用公式(1)中的 Cs 来替代气

泡内气体在水中的溶解极限浓度, 否则将引起较大的误差。为此, Hibbs等[ 10]引入有效饱和溶解度 Cse , 表征

气泡在某水深处的极限溶解度。

3 1 气泡内气体的有效饱和溶解度 Cse

气泡的内部压力等于大气压与水静压之和, 即

P bubble =
P bubble/ H

P / H
P =

Cse

Cs
P = P +  d eff (3)

式中 P bubble为气泡内压; P 为大气压; H 为 Henry 定律常数; deff为气泡被卷吸可到达的水深;  为水的比

重。

气泡在水体中的运动路径随流量而变化, 在低流量情况下, 射流水舌的动量不足以携带气泡进入较大水深

处, 这时 Cse非常接近于Cs; 在高流量情况下, 射流水舌的动量携带气泡进入到水体较大水深处, 这时 Cse大于

Cs。众多学者
[ 11, 12]通过实验观测及射流理论研究表明, 气泡穿透水体达到一定水深后, 气泡释放空气进入水

体的能力将达到一个最大值, 该水深 d eff约等于尾水深 d tw的 2/ 3倍, 即 d eff= 2d tw / 3, 代入式(3)整理得到

Cse = 1+
2 d tw

3P
Cs (4)

3 2 气体在气泡界面的传质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 根据质量守恒原理, 气体在气泡界面的传递通量可表达为

FB = KL , B ( Cse - C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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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B 为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气泡界面的气体质量; KL, B为气泡界面传质系数。

气泡被卷吸进入水中的数量、大小等直接与气泡表面积相关, 目前对气泡表面积的测量手段常会引起较大

的误差。为了避免测量误差, Azbel等[ 13]通过对紊动水体中气体在气泡界面的传质研究,有效地避开了气泡表面

积的测量,认为气泡 水界面质量输移率( KL, B aB )可定量表示为

KL, B aB = !1
∀(1- ∀)

1/ 2
D

1/ 2
m ( k

1/ 2
)
#

dB (1- ∀5/ 3)1/ 4L (1- #)
r

( #- 1/ 2) (6)

式中 aB 为气泡在单位水体积中的表面积; ∀为掺气浓度; dB 为气泡的平均直径; L r 为紊动漩涡尺度; !1和

#为常数, 尚需实验验证。Azbel[ 13]通过对羽流的研究表明, #取值为 0 75。Thompson等[ 14]通过对通气式水轮

机的研究表明, #取值为 0 55。二者不同之处在于通气式水轮机的周边水体紊动强度大, 产生的气泡多, 而羽

流紊动强度相对较小, 产生的气泡少。因此, 针对不同的紊动水体, #取不同值, 其范围为 0 55~ 0 75。

3 3 水体掺气浓度 ∀

高速水流中掺气浓度的测量和计算均较为复杂。Orlins等人[ 16]通过对溢洪道下游水体溶解气体浓度超饱和

的研究认为, 当流场中漩涡的扩散率足够大以致可以控制气泡的上升速度时, 气泡的分布在垂向上是一致的,

这时水体中气体的体积浓度沿水流方向呈指数递减分布, 即

∀ = exp
-  ∃r
q

(7)

式中  ∃为气泡的上浮速度; r 为下游距离; q 为泄洪单宽流量。

公式(7)使掺气浓度的计算问题得到了大大的简化。然而, 公式中假设气泡在垂向上的分布相同, 与实际

情况不太吻合,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关文献表明, 可以通过数值模拟对水体的掺气浓度进行计算。谭立新

等[ 15]采用单流体模型对水垫塘掺气浓度进行了数值模拟, 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吻合较好; 许唯临等[ 17]对雷诺

应力采用代数应力方程模拟, 体积浓度的脉动通量采用涡粘性概念模拟, 计算了大坝下游水垫塘水体的掺气浓

度, 其结果与实验资料比较一致。

3 4 气泡直径

在紊动水体中, 最大气泡的直径可由表面张力和剪切力表示[ 18]
:

d max = KB
%
&

3/ 5
k
3/ 2

L r

- 2/ 5

(8)

式中 dmax为最大气泡的直径; %为表面张力; &为水的密度; KB 为经验常数, 约等于 1。

目前, 还未见对气泡尺寸进行现场观测的研究报道, Gulliver等[ 19]假设气泡的分布呈对数分布, 认为紊动

水体中气泡的平均直径 dB 是最大直径dmax的 0 62倍。而 Chanson 等
[ 20]
认为, 水舌射流速度在 1 5< V< 5 m/ s

时, 水体中气泡直径可近似表示为如下经验公式:

dmax = 0 23V- 3 9
dB = 0 051V- 3 08

(9)

由式(1)~ 式(9)可知, 当已知大坝上游水体的溶解气体浓度以及过坝水流的流场和紊动特性, 可快速地预

测坝下游水体的溶解气体浓度, 判断是否超饱和, 并及时寻求避免或减少溶解气体超饱和的措施。

4 应用实例

以美国Snake River上的 Ice Harbor大坝[ 21]为例。大坝主要由 10个结构相同的闸孔泄洪, 溢洪道曲面采用标准

的WES曲线。基于目前数值模拟方法对水流流场的计算较为成熟, 如文献[15, 17, 22]等, 本文采用三维 k 双方

程模型计算流场, 应用前述的气体传质理论建立过坝水流溶解气体浓度对流扩散方程, 在 3种不同的单宽泄洪流

量工况下, 模拟计算大坝下游600m 范围内溶解气体饱和度沿程变化情况, 并与实测结果进行对比。

溶解气体浓度对流扩散方程中源项的汇入采用式(1)和式(5)、气体在水表面的传质系数采用式(2)、气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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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坝下游水体溶解气体饱和度 TDG s 计算与实测结果

对比

Fig 1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and measured TDGs downstream

of Ice Harbor dam

气泡界面的传质系数采用式(6)、气泡内气体的有效饱和

溶解度采用式(4)、气泡的平均直径采用式(8)、气体在水

中的体积浓度采用水气两相流混合模型进行计算。与现场

观测数据进行验证, 常数 !1 和 #分别取为 0 000 07 和

0 65。图 1绘出了大坝下游水体溶解气体饱和度沿水流方

向的变化过程, 其中空心点表示计算值, 实心点表示实测

值。从图 1看出, 水体溶解气体饱和度实测与计算结果吻

合很好, 表明了上述对大坝泄洪导致下游水体溶解气体浓

度超饱和的理论分析是合理可行的。从坝下溶解气体饱和

度沿水流方向的变化可以看出, 坝下游水体溶解气体浓度

在消力池内迅速升高, 在消力池末端基本达到了最大值,

并远远超过了饱和浓度。这主要是因为水流穿过闸孔与下游消力池水体强烈碰撞及消能过程中, 大量的气泡被

卷吸进入水体, 气体在气泡界面以及水体表面大量传质, 导致水体中溶解气体浓度升高。随着水流方向紊动强

度的减弱, 水平面逐渐趋于平稳, 水中的气泡数量逐渐减少, 气体在气泡界面的传质减弱, 水体溶解气体浓度

逐渐降低, 最终与大气趋于平衡。同时也可以看出, 随着泄洪单宽流量的增大, 下游水体中溶解气体饱和度越

大, 这表明坝下游水体中溶解气体的浓度与泄洪单宽流量成正比。因此, 合理调度泄洪流量是减缓大坝下游溶

解气体浓度超饱和的关键因素之一。

5 结 论

(1) 根据过坝水流中气体的传质过程, 对大坝泄洪导致下游水体溶解气体浓度超饱和现象进行了理论分

析, 为快速地预测下游水体溶解气体浓度奠定了基础。

(2) 引入有效饱和浓度、气泡被卷吸进入水体的有效水深等参数, 揭示了大坝泄洪情况下, 高速水流将空

气卷吸进入水体以后, 水中超饱和溶解气体的来源不仅仅依赖于水面的紊动传质, 而更多地依赖于气体在气泡

界面的传质。

(3) 式(1)~ 式(9)的引入, 使难以测量的气体传质系数、气泡尺寸等变量直接与水体的流场、紊动特性建

立定量关系。在实际紊流水体中, 流场和紊动特性参数是经常需要确定和研究的物理量, 目前无论是试验还是

数值模拟研究都较为成熟, 便于实际应用。

(4) 以美国 Ice harbor大坝泄洪为例, 对大坝下游水体溶解气体浓度进行了计算, 计算与实测结果吻合良

好, 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可靠性。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不同的溢流坝尚需对式(6)中的常数 !1和 #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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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alysis of dissolved gas supersaturation downstream

of sluicing dam and application

CHENG Xiang ju1, 2, CHEN Yong can2

( 1 Guangdong Province Key Loboratory of Coastal Ocean Engineering, Zhongshan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Department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ransfer processes of gas, a theory is analyzed for dissolved gas supersaturation downstream of the

sluicing dam The effective saturation concentration and the effective depth where bubbles are entrapped into water are intro

duced to explain consideration of the gas transfer across both the water surface and the bubble interface It is difficult to mea

sure many parameters such as the gas transfer coeff icients, the bubble size, the air void rat io and so on So the quantitat ive re

lations between these parameters and the water turbulence parameters, such as flow velocity, turbulence kinetic energy, are

developed Taking the IceHarbor dam inU S for example, the dissolved gas concentrat ions downstream of the dam are simu

lated using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 The local measured data show the validation of the theory

Key words: dissolved gas; supersaturation; downstream water; transfer; sluicing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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