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ＣＮＫＩ：３２１３０９ ／ Ｐ ２０１１０１１５ ２２３６ ００８

高盐度湖泊艾比湖风生流三维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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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高盐度湖泊水动力特征，以西北咸水湖泊艾比湖为例，建立三维水动力数学模型。选取典型风场，分析
风力作用下的高盐度湖泊风生流形成过程以及风生流水动力参数的三维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艾比湖风生流
形成在时间上可分为湖水流向和风向一致阶段、湖水运动方向逐渐偏离风向的过渡阶段及环流形成的稳定阶段等３
个阶段。当流场达到稳定状态时，表层水体除中部存在若干小尺度环流外，大部分水域流向与风向基本一致；而湖
泊中心区域底层水体流向与表层水体的流向大致相反，表现为很明显的补偿流。总体上，水平方向的流速自表层向
下呈现递减的变化趋势，岸边流速大于中心流速，表现出与淡水湖泊基本相似的水动力空间分布特征。水体盐度增
加对湖泊环流结构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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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是研究风生流水动力特征的一个重要手段，Ｓｉｍｏｎｓ［１］最早进行完整湖泊水动力特征数值模拟，
首次建立了安大略湖冬季环流的数值模式；李一平［２］等利用数值计算方法，分析了太湖底泥起动规律；龚
政［３］基于ＰＯＭ模型推导出适合长江口的三维非线性斜压水流数学模型。匡翠萍［４］采用Ｄｅｌｆｔ３Ｄ模型，模拟
分析了在典型西北风况下，贝加尔湖的水位变化及三维流场结构。韩红娟［５］利用ＥｃｏＴａｉｈｕ生态模型中的压
缩坐标系下三维水动力学子模型，对４种吞吐流量以及不同风速的风场作用下的浅水湖流场进行了数值模
拟，分析比较湖泊分层流场及垂向平均流场结构的差异。周婕［６］采用５种与风速有关的风应力拖曳系数表达
式进行水槽风生流和太湖风生流的数值模拟，取得了较好的结果。综合国内外研究报道，对湖泊风生流的研
究多基于淡水湖泊，对咸水湖特别是含高盐度湖泊的研究较少。由于高盐度湖水的密度显著大于淡水湖泊，
水体粘性增加，影响水体紊动动能，进而对湖泊的水动力学特性有一定的影响，研究高盐度湖泊风生流具有
其特殊的意义。艾比湖为新疆第一大盐水湖，位于准噶尔盆地的西南隅，是艾比湖水系的尾闾湖，目前湖面
面积维持在５００ ｋｍ２，湖底平坦，是新疆第二大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根据２００７年艾比湖水质监测
资料，其矿化度高达１８０ ｇ ／ Ｌ，盐度很高。位于其西北面的阿拉山口的大风是影响艾比湖气候的主导因素，
艾比湖常年盛行大风，所在区域年均风速６ ０ ｍ ／ ｓ，最大风速２４ ｍ ／ ｓ，瞬时最大风速５５ ｍ ／ ｓ。本文根据高盐
度湖泊的水动力特征，以艾比湖为例，建立了盐水湖泊三维水动力数学模型，分析了典型风场作用下艾比湖
湖泊环流的时间演变规律、空间分布特征。

１　 控制方程
１ １　 水动力数学模型

在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静压假定下，笛卡尔坐标系下三维不可压缩ＮＳ方程控制方程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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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ｕ、ｖ、ｗ分别为坐标ｘ、ｙ、ｚ方向上的流速分量；ｔ为时间坐标；ρ为水体密度，取１ ２００ ｋｇ ／ ｍ３；ｐ为
压强；ｆ ＝ ２Ωｓｉｎ，为柯氏力系数；ｇ为重力加速度；ｖｚ 为垂向涡粘系数，采用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Ｐｒａｎｄｌ方程求解；
ＡＭ 为水平涡粘系数，采用Ｓｍａｇｏｒｉｎｓｋｙ亚网格尺度紊动模型计算［７］。
１ ２　 边界条件

（１）自由表面边界条件　 　 　 　 ｗ ＝ ｕ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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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τ ｓｘ，τ ｓｙ）为自由表面ｘ向、ｙ向风应力分量；ζ为水位。
确定湖面的风作用力，一般通过湖面上方１０ ｍ处的风速由经验公式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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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ｃｄ 为湖面的拖曳系数；ρａ 为空气密度；ｕ→ｗ ＝（ｕｗ，ｖｗ）为湖面上方１０ ｍ处的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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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ｃａ、ｃｂ 为经验常数，分别为０ ００１ ２５５和０ ００２ ４２５；ｗ ａ ＝ ７ ｍ ／ ｓ，ｗ ｂ ＝ ２５ ｍ ／ ｓ；ｗ１０为湖面上方１０ ｍ处的
风速。

（２）湖底边界条件　 　 ｗ ｂ ＝ － ｕｂ ｈｘ － 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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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τ ｂｘ，τ ｂｙ）为底摩擦应力。底磨擦应力由壁函数及相应的底层流速计算，其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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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界层近似中，假定垂向具有相同的剪切应力可得到流速对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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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ｃ ｆ为拖拽力系数；ｕ→ ｂ 为底部流速；ｚ０ 为底部粗糙度；Δｚｂ 近底层网格点与底部的距离；κ为ｖｏｎ Ｋａ′
ｒｍａ′ｎ常数，取为０ ４。

（３）岸边界　 岸边界采用不可入条件，即流体的法向速度为０，可以表示为ｖｎ ＝ ０。
１ ３　 参数取值

底部粗糙高度取决于底部局部粗糙程度，在缺乏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可以取为０ ００２ ～ ０ ０１ ｍ。根据相
关研究，本文取值为０ ０１ ｍ。
１ ４　 求解方法

采用无结构三角形网格剖分计算区域，将笛卡儿坐标系转化为σ坐标系。用有限体积解法对控制方程
进行离散、求解［７］，采用改进的干湿判别法来真实地反映水边界的连续变化［８］。
１ ５　 模型验证

采用矩形水槽内的风生环流算例［９］进行计算，得到与解析解及经验公式较一致的结果，验证了模型的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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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艾比湖三维风生流特征分析
根据阿拉山口及精河气象站的气象资料，分别选取年平均风速６ ０ ｍ ／ ｓ、主导风向ＮＮＷ（工况１）以及最

大风速２４ ｍ ／ ｓ、主导风向ＮＷ（工况２）两种工况作为平均、极端两种工况下的代表风场，对艾比湖环流进行
数值模拟，并进一步分析风生流流场形成的过程、流场稳定时湖泊上、中、下层水流结构特征。计算区域共
布置４ １１２个节点，７ ８８１个网格单元，沿垂向采用等距离分层进行剖分，共分为５层。初始流速均取为０，
初始水位根据艾比湖水文特征，取１９４ ８ ｍ。出、入艾比湖的主要河道有博尔塔拉河、精河，流量分别为
１１ １１ ｍ３ ／ ｓ、１６ ２３ ｍ３ ／ ｓ，对于大面积的湖泊，吞吐流对湖泊水动力的影响微弱，因而不考虑出、入湖水流
对湖泊流态的影响。
２ １　 风生流流场形成过程模拟分析

风力是湖泊水体运动的主要源动力，风生流为艾比湖的主要湖泊环流特征。两种工况的模拟结果均表
明，自静风状态消失（风场开始作用），风生流形成大致经历如下３个阶段：湖水流向和风向一致阶段、湖水
运动方向逐渐偏离风向的过渡阶段及环流形成的稳定阶段。限于篇幅，仅以工况１为例，根据沿垂向平均的
平面流场，分析艾比湖稳定流场的形成过程。模拟结果表明，风速为６ ｍ ／ ｓ（ＮＮＷ）时，风力作用初期即湖水
流向和风向一致阶段，由于风成应力对湖水的拖曳作用，流速由零逐渐增加，在开敞湖区水流方向为东南方
向（ＳＥ）。图１为风场作用１ ｈ后垂向平均流速的平面分布状况，反映了大部分水域水流流向与风向呈良好的
对应关系，仅在邻近岸边存在地形突变的水域，由于岸边界的影响，水流流向存在一定程度的切变。

随着时间的不断累积，进入湖水运动方向逐渐偏离风向的过渡阶段，该阶段由于风的雍水效应的不断累
积，具体表现为邻近迎风岸水域（ＳＥ端）湖水不断积聚，水位不断抬高，而湖区背风面（ＮＷ端）水位逐步下
降，从而使湖体水面发生倾斜，显然与此对应的由水位变化产生的压强梯度力也随之加大。因此，此阶段，
在风切应力、压强梯度力、湖底摩擦阻力等的共同作用下，为满足水流运动动力学平衡要求，水位、流速场
不断地演变，水位的空间分布也随之不断发生改变，表现出很强的时间差异性，图２为风场作用３ ｈ后湖泊
水位的平面分布状况。此阶段，由于水位产生的压强梯度力（其方向与风向不相一致）的作用，使得水流流速
方向不断偏离风向，并形成环流的雏形，图３为风场作用３ ｈ后垂向平均流速的平面分布状况。

图１　 风场作用１ ｈ后初始阶段流场（６ ｍ ／ ｓ，ＮＮＷ）
Ｆｉｇ １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６ ｍ ／ ｓ，ＮＮＷ）

图２　 风场作用３ ｈ后湖泊水位分布（６ ｍ ／ ｓ，ＮＮＷ）
Ｆｉｇ ２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ｈａｓｅ （６ ｍ ／ ｓ，ＮＮＷ）

随后，在风切应力、压强梯度力、底摩擦力、柯氏力等共同作用下，水位、流速场在不断调整，逐渐达到动态
平衡状态。该状态下，部分水域湖水流向从偏离风向转而逐渐逆向，并形成封闭状的稳定环流，由于沿岸水深
较小，水体受风应力的影响则相对较大，湖水流向与风向基本一致，而湖区水深较大的水域则形成与风向相反
的补偿流。图４为风场作用２４ ｈ后达到稳态时垂向平均流速的平面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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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结果显示，高盐度咸水湖泊风生流形成过程与淡水湖泊的风生流形成过程相关研究结论基本一
致［１０］。在风向ＮＮＷ的风场作用下，艾比湖湖泊的环流结构沿ＮＷ轴线方向对称分布，即位于轴线北侧的顺
时针环流及位于轴线南侧的逆时针环流，北侧环流略大于南侧。形成该环流结构的主要是由于湖泊形态、湖底
地形、主导风向（西北风）等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图３　 风场作用３ ｈ后环流形成过渡阶段（６ ｍ ／ ｓ，ＮＮＷ）
Ｆｉｇ ３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ｈａｓｅ （６ ｍ ／ ｓ，ＮＮＷ）

图４　 风场作用２４ ｈ后环流稳定阶段（６ ｍ ／ ｓ，ＮＮＷ）
Ｆｉｇ ４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ｐｈａｓｅ （６ ｍ ／ ｓ，ＮＮＷ）

２ ２　 典型风场作用下水流结构特征分析
两种工况的模拟结果均表明，风速大时，整个湖区流速相对较大；同时，大风速形成的沿岸流速明显大

于中心流速。不同风速形成的湖泊环流空间结构基本一致，仅次生环流分布有一定差异。限于篇幅，以工况
１（风速６ ｍ ／ ｓ、风向ＮＮＷ）为例，分析流场结构特征。

（１）在风速６ｍ ／ ｓ、风向ＮＮＷ定常风作用２４ ｈ后，可以形成稳定的流场。艾比湖湖区主要分为西北（湖
区Ⅰ）与东南（湖区Ⅱ）两个片区，模拟结果（如图５ ～图７所示）显示，两湖区的流场特征基本一致。湖区Ⅱ
的近西南岸的小范围水域因受地形以及岸边界的影响，中、底层水流流向存在一定程度的切变。

图５所示为稳定期表层流场，由图可见，湖区表层流向由西北向东南流动，与风向基本一致。总体上，
近岸流速大于中心流速，其中，湖区Ⅱ西南岸近岸流速约０ ０６ ～ ０ ０８ ｍ ／ ｓ，东北岸近岸流速约０ ０７ ～ ０ ０８
ｍ ／ ｓ，流速比较均匀；而中心流速则相对较小，约为０ ０１ ｍ ／ ｓ。湖区中心存在若干小环流。湖区Ⅰ近岸流速
约为０ ０３ ～ ０ ０４ ｍ ／ ｓ，中心由于水深较大，流速很小。

图５　 稳定表层流场（６ ｍ ／ ｓ，ＮＮＷ）
Ｆｉｇ ５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ｓｔｅａｄｙ ｓｔａｇｅ （６ｍ ／ ｓ，ＮＮＷ）

图６　 稳定中层流场（６ ｍ ／ ｓ，ＮＮＷ）
Ｆｉｇ ６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ｓｔｅａｄｙ ｓｔａｇｅ （６ ｍ ／ ｓ，ＮＮ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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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所示为稳定期中层流场，与表层相比，整个湖区中层近岸流速相对表层较小。其中，湖区Ⅱ近岸流
向与表层一致，流速约为０ ０５ ～ ０ ０７ ｍ ／ ｓ，而中心则出现与表层相反的补偿流态；湖区Ⅰ近岸流速约为
０ ０１ ～ ０ ０３ ｍ ／ ｓ，中心也出现了补偿流。同时，由于艾比湖为典型的碟形湖底，湖底高程沿岸边向ＮＷ中
轴逐渐减小，可以看出湖区Ⅱ在ＮＷ轴线两侧形成两大逆向环流。

图７所示为稳定期底层流场，底层流速相对于表、中层总体上明显减小。湖区Ⅱ近岸流向与表层一致，
流速约为０ ０２ ～ ０ ０４ ｍ ／ ｓ，中部流向与风向完全相反，补偿作用更为明显，流速约为０ ０２５ ～ ０ ０３ ｍ ／ ｓ。湖
区Ⅰ近岸流速约为０ ０１ ～ ０ ０２ ｍ ／ ｓ，中部流向与风向相反。同时，湖区Ⅱ沿ＮＷ轴线方向的两大逆向环流
清晰可见，其西南沿岸局部次生环流增多。

（２）从各层流速的水平分布可以看出，在定常ＮＷ风作用下，各层流场存在差异，流速存在明显的垂
直切变。选择图８所示的Ｐ１、Ｐ２、Ｐ３ ３个典型点位为例，考察各点位处水平流速分量沿垂直方向的变化特
征，详见图９。由图９可见，在Ｐ１、Ｐ３两点位处，流速从表层到底层递减，流向与风应力方向有一定偏离，
但偏角相对较小，主要是由于Ｐ１、Ｐ３距岸边界较近，水深较小，风应力的作用处于主导地位。Ｐ２垂线位处
于湖心区，因该区域表层局部环流较多，该处表层流向与风向存在较大程度的偏离。而底层流向与风向则完
全相反，呈现补偿流态。沿Ｐ２垂线从表层到底层，流速变化趋势复杂。其主要原因是湖体表层为风应力影
响占优控制区，底层为底摩擦力影响占优区，而中层则为各类作用力的综合作用区，水动力特征相对复杂。
图１０为湖心Ｐ２点处的垂向涡粘系数、紊动动能、紊动动能耗散率分布。垂向涡粘系数中层大于表、底层，
表层约为底层的２ ４倍。以上分布特征与淡水湖泊风生流垂直结构的相关研究结论基本一致［１０］。

图７　 稳定底层流场（６ ｍ ／ ｓ，ＮＮＷ）
Ｆｉｇ ７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ｓｔｅａｄｙ ｓｔａｇｅ （６ ｍ ／ ｓ，ＮＮＷ）

图８　 Ｐ１、Ｐ２、Ｐ３点位示意图
Ｆｉｇ ８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１、Ｐ２、Ｐ３

图９　 Ｐ１、Ｐ２、Ｐ３点位水平流速分量沿垂向分布
Ｆｉｇ ９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ｔ Ｐ１、Ｐ２、Ｐ３

图１０　 Ｐ２位置υ ｚ、ｋ、ε垂向分布
Ｆｉｇ １０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υ ｚ、ｋ、ε ａｔ Ｐ２

（３）对比图４和图５ ～图７的流场，得到不同设计条件下流速（表１）。由表１可知，达到稳定状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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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层平均流场与分层流场的空间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三维流场中层流速与整层平均流场较为接近。
（４）假设艾比湖为淡水湖泊，水体密度为１ ０００ ｋｇ ／ ｍ３，设为工况１′与工况１作相同的模拟，计算结果

见表１。可知，水体盐度增加导致水体密度增加，进而使得水体粘度增加，水体的紊动特性产生变化。在大
密度下，同等计算情况下，水体流速变小，但整个风生环流结构没有变化，图略。由此可见，密度等物理参
数的变化基本不影响湖泊的环流结构。

表１　 不同设计条件下流速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方案 风场 水体密度
／（ｋｇ·ｍ － ３） 水深

分层流场特征 整层平均流场特征
平均流速
／（ｍ·ｓ － １）

流速相对
标准偏差

工况１相对
工况１′流速
变化率／ ％

平均流速
／（ｍ ／ ｓ）

流速相对
标准偏差

工况１相对
工况１′流速
变化率／ ％

６ ｍ ／ ｓ
表层 ０ ０７０ ４５ ０ ６３６ ９ １ ８８

工况１
ＮＮＷ

１ ２００ 中层 ０ ０４９ ９１ ０ ５３９ ４ ０ ０４ ０ ０５０ １１ ０ ５７０ ６ ０ ０５
底层 ０ ０４２ １１ ０ ３６４ ６ １ ０８

６ ｍ ／ ｓ
表层 ０ ０７１ ８０ ０ ６２１ １

工况１′
ＮＮＷ

１ ０００ 中层 ０ ０４９ ９３ ０ ５４３ ２ — ０ ０５０ １３ ０ ５７０３ —
底层 ０ ０４２ ５７ ０ ３６２ ４

３　 结　 　 论
（１）高盐度湖泊风生流形成可分为３个阶段，为湖水流向和风向基本一致阶段、湖水运动方向逐渐偏

离风向的过渡阶段，以及环流形成的稳定阶段。总体上，其形成过程与淡水湖泊的风生流形成的相关研究结
论基本一致。

（２）相似风向、不同风力作用下湖泊环流空间分布结构基本一致。稳定流场时，整个湖区环流形态基
本维持以沿风向ＮＷ轴线呈对称分布。形成该环流结构主要是由于湖泊形态、湖底地形、风向等因素共同
作用所致。另外，大风力作用下湖区整体流速明显大于小风力作用下的流速。湖区表层流向基本上与风向一
致；中、底层流态比较复杂，其中，中层近岸流向与表层基本一致，中层湖区中心流向与表层相反，出现反
向补偿流；而底层中部流向与表层流向大体相反，补偿流作用更为明显。水平流速大体上自表层向下递减，
岸边流速大于中心流速，流速在垂直方向存在着切变。

（３）整层平均流场与各层流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进一步研究污染物的输移及空间分布时，宜
选用三维数学模型。

（４）高盐度湖泊水体盐度增加导致水体密度增加，进而使得水体粘度增加，水体的紊动特性产生变化。
在大密度下，同等计算情况下，水体流速略微变小，但对湖泊环流结构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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