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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静水结冰过程及冰盖热力变化的模拟试验研究
滕　 晖，邓　 云，黄奉斌，脱友才

（四川大学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摘要：为研究水库水体结冰及冰盖热力变化规律，在恒温实验室中进行了不同水深、不同负气温条件下的静水结冰
试验，对结冰历时、垂向温度分布、冰盖厚度等要素进行观测，研究静水条件下水深与气温对结冰过程、冰盖热力
变化及水温、冰温分布的影响。试验表明：在静水条件下，气温是影响冰情的主要因素，冰盖厚度与累积小时负气
温线性相关；水深对初冰开始时间有所影响，但对冰盖热力变化过程的影响不明显；冰盖生长过程中，冰内温度基
本呈线性分布，冰温斜率随气温降低而增大；融冰期冰盖下水温分布基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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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纬度、高海拔的寒冷地区，水库的建设与运行将面临结冰问题。水库表面形成冰盖，改变了水体的
水力条件、热力条件和几何边界条件，形成了高寒地区冬季特有的冰情现象［１］。水库冰情直接影响水工建
筑物安全、水电站运行、通航等方面，并可能引发凌汛等灾害。另外，冰盖阻隔了水气间的能量和物质的交
换，改变了库区水温结构和溶解氧的分布，从而对水生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水库冰情问题的研究中，冰盖的生长消融过程的研究是非常关键的，涉及水力条件、气象条件、水库
形态、运行方式以及冰和水的物理性质等因素，且彼此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
试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均有待充实。前苏联在河流水库冰情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观测资料［２］，在水库的热交
换以及冰盖的形成和破坏过程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试验研究和野外查勘工作，得到了冰厚以及结冰、封
冻和解冻日期的计算和预报方法。ＳＨＥＮ Ｈ Ｔ［３］基于热力学理论建立了河流冰盖生长和消融的数学模型，该
模型将大气、冰、水、河床作为一个耦合系统，考虑了系统中所有界面的能量平衡。肖建民等［４］根据黑龙
江胜利水库冰情长期观测资料，得到冰盖厚度与累积气温间的关系，建立了冰盖生长的一维数学模型，假定
冰盖表层温度与气温呈一定的线性关系，冰下水温为线性分布。茅泽育等［５］建立了适体坐标下的二维河冰
数值模型，模型主要包括流速场，水温沿河道变化，水内冰浓度分布，面冰输移，冰盖推进、稳定和消融，
以及冰盖下冰的输移、堆积和冲蚀。李志军等［６］根据黑龙江红旗泡水库冰期实测资料分析发现，近冰面冰
温同冰面总辐射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越接近冰底面的水温降低速度越快，但在冰开始融化前水温开始回
升，进入冰融化期，升温速度加快。目前水库结冰模型中，大多是采用Ｓｔｅｆａｎ经典假定，认为冰表面温度等
于气温，或者对冰下水温进行线性假定，这与天然水库冰情存在差异。冬季水库中水流流速缓慢平稳，把水
库结冰归为静态冰生成的范畴，成冰主要受热状况的影响。王昕等［７］通过室内静水试验，对度日法经验公
式进行了修正，得到度日法系数与气温的关系，但未涉及水温冰温的时空分布方面的研究。郝红升等［８］进
行了静水水体结冰试验研究，得到冰盖厚度、水温和冰内温度随时间的变化过程，但试验未考虑不同水深和
气温条件对冰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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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实验室内进行了不同水深和气温条件下静水水体结冰及冰盖演变试验以模拟水库冰情，拟探寻气
温和水深对水库结冰过程和冰盖演变的影响，以及冰温与水温的分布规律。

１　 试验方案
本试验在恒温实验室内模拟静水条件下水库水体结冰和冰盖演变过程，观测静水水体在不同负气温及不

同水深条件下的结冰历时、垂向水温和冰内温度变化过程，以及冰盖热力变化规律。
１ １　 试验装置

本试验在长４ ｍ，宽３ ｍ，高２ ｍ的恒温实验室内进行。实验室采用聚氨酯硬质发泡材料作为保温介质，
隔热性能佳。其主要设计参数为：温度控制范围－ ２０ ０ ～ ８０ ０℃，波动均匀度≤ ± ０ ５℃，精度范围±
０ １℃，可自行设定气温过程，精确有效地控制试验条件。

天然水库冬季水体失热途径包括水与大气之间的热交换以及水与河床之间的热交换。水与大气之间的热
交换受气象因素的影响，主要从水体表面失热；水与河床之间的热交换是通过固体边界热传导进行，水库水
体与河床土壤的热交换对岸冰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而库区水体相对较深，水体与河床土壤的热交换量相对较
小，本文忽略该因素的影响，假定库底边界条件为绝热。为使试验更接近于天然水库的降温效果，水体容器
采用聚乙烯塑料圆桶，桶径为１ １ ｍ，桶高１ ０ ｍ，塑料圆桶外部紧贴厚度为３ ｃｍ的双层ＰＥ保温板，导热
系数低。这样的设计可起到良好的隔热效果，使得水体主要通过表面热交换而失热降温。
１ ２　 观测方法

试验中观测记录的要素包括：气温、垂向水温和冰温分布、冰盖厚度。
恒温实验室自动实时监测和记录室内的气温。水温和冰温的测量采用自动记录存储的温度仪，每分钟记

录一次数据，该仪器测量范围为－ ２０ ０℃ ～ ６０ ０℃，测量精度为± ０ １℃。沿水深方向上布置温度探头，如
图１所示。由于表层水体温度变化较大，在水深５ ｃｍ范围内每间隔１ ｃｍ布置１个探头。

冰盖厚度采用热电阻丝法［９］测量，测量原理见图２。观测前测量电阻丝全长Ｌ１，观测时给电阻丝通电使
其发热至能够上下自由移动，向上拉动电阻丝，直至电阻丝下端的挡板被冰盖底面挡住，测量电阻丝在冰面
以上部分的长度Ｌ２，Ｌ１ 与Ｌ２ 之差即为冰盖厚度Ｌ３。测量精度为± ０ ５ ｍｍ。
１ ３　 试验条件

本试验主要考虑不同气温和水深对结冰、融冰过程的影响。试验水深分别为５０ ｃｍ、７０ ｃｍ、９０ ｃｍ，气
温分别为－ １０℃、 － １５℃，试验条件详见表１。

图１　 温度探头布置图
Ｆｉｇ １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ｂｅｓ

图２　 冰厚测量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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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试验条件及成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序号水深
／ ｃｍ

初始
水温
／ ℃

结冰期
气温
／ ℃

融冰期
气温
／ ℃

初冰开
始时间
／ ｈ

结冰
历时
／ ｓ

负气温
历时
／ ｈ

最大
冰厚
／ ｍｍ

最低
冰温
／ ℃

冰盖平均
增长速率
／（ｍｍ·ｈ － １）

冰盖平均
消融速率
／（ｍｍ·ｈ － １）

１ ５０ ５ ５ － １０ １０ ５ ４ ２ ２４０ ２４ ２ ２９ － ２ ７ １ ５ １ ３
２ ５０ ５ ２ － １５ １０ ３ ８ １ ０４０ ２４ ２ ４３ － ３ ３ ２ １ １ ７
３ ７０ ５ ３ － １０ １０ ５ ０ ２ ２２０ ２２ ３ ２６ － ２ ６ １ ５ １ ６
４ ７０ ５ ３ － １５ １０ ４ ２ １ １４０ ２４ ６ ４２ － ４ ６ ２ １ １ ９
５ ９０ ５ ２ － １０ １０ ７ ３ ２ ８１０ ２４ ８ ３４ － ２ ６ １ ９ １ ７
６ ９０ ５ ３ － １５ １０ ５ ０ １ １９０ ２３ ３ ４３ － ３ ９ ２ ３ １ ９

２　 成果与分析
２ １　 结冰过程

冰情的演变主要分为３个阶段：结冰期、封冻期、解冻期。从水体出现冰晶至全水域形成初始冰盖这一阶
段为结冰期。表层水体温度在负气温条件下持续降低，降至０℃后，进一步冷却导致水体产生过冷却，从而在
水体表面产生初成冰晶［１０］。随着水体继续失热，可观察到水体表面冰晶逐渐增多，冰晶尺寸增大，见图３。冰
晶互相粘结聚集，逐渐发展为各种尺寸及形状的冰花，部分区域冰晶逐渐相连成面，最后面与面相连布满整个
水面，形成初始冰盖，使水面封冻。结冰初期水体表面冰花生长速度较快，之后生长速度逐渐减缓，冰花面积变
化过程如图４，原因在于生成的冰花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水与大气的热交换。

图３　 水体结冰现象
Ｆｉｇ 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图４　 试验６冰花面积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ｃ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ｃａｓｅ ６

表１显示了各试验条件下的初冰开始时间和结冰历时。结果显示水深越深，水体储热量越大，水面降至
０℃需要失去更多热量，初冰开始所需时间也越长，如试验２、４、６的气温和初始水温条件基本相同，水深
分别为５０ ｃｍ、７０ ｃｍ、９０ ｃｍ，而初冰开始时间分别为试验开始后３ ８ ｈ、４ ２ ｈ、５ ０ ｈ，初冰开始时间随水深
增加；结冰历时也随水深增加，试验６（水深９０ ｃｍ）的结冰历时为１ １９０ ｓ，较试验４（水深７０ ｃｍ）增加了
４ ４％，较试验２（水深５０ ｃｍ）增加了１４ ４％。在相同水深和初始水温条件下，气温越低，失热通量越大，水
体失热越快，初冰开始所需时间越短，如试验５（气温－ １０℃）较试验６（气温－ １５℃）的初冰时间推迟了２ ３
ｈ；气温越低，结冰历时也越短，如气温为－ １０℃的试验１、试验３、试验５比气温－ １５℃的试验２、试验４、
试验６的结冰历时平均长１倍以上。
２ ２　 冰盖演变

试验中各试验冰盖厚度演变过程如图５。冰盖形成后冰盖厚度的增长是由冰盖下水的结晶转化而来，其
增长速度由冰盖底面到大气的热通量和水层到冰盖底面的热通量之差来决定。在冰盖增长初期，由于冰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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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温度与气温相差大，冰与大气的热交换量相对较大，因此冰盖增长速率快；随着冰厚的增加，减少了冰盖
下水体的热量散失，冰盖的增长速率相应减小并趋于稳定，冰盖厚度仍持续增加。融冰期恒温实验室内温度
为１０℃，受气温影响，冰盖开始融化，初期冰盖表面融化较快，之后速率逐渐减小并趋于稳定。

由图５可见，在冰盖增长期，相同负气温条件下，不同水深试验的冰盖增长速率基本相同。气温为－
１５℃的试验２、试验４、试验６冰盖平均增长速率分别为２ １ ｍｍ ／ ｈ、２ １ ｍｍ ／ ｈ、２ ３ ｍｍ ／ ｈ；而气温为－ １０℃
的试验１、试验３、试验５冰盖平均增长速率分别为１ ５ ｍｍ ／ ｈ、１ ５ ｍｍ ／ ｈ和１ ９ ｍｍ ／ ｈ；气温为－ １５℃的试
验较气温－ １０℃的试验冰盖增长速率平均增加了３１％。由于本次试验融冰过程中只采用了一种气温，而在
不同水深条件下，冰盖的消融速率相当，除试验１冰盖厚度减小较慢外，其余试验的冰盖消融速率相近，平
均为１ ７ ｍｍ ／ ｈ。由此可见，气温是影响冰盖增长和消融的主要因素，而水深对其无明显影响。

冰盖增长期冰盖厚度与累积小时负气温关系见图６，二者基本呈线性关系，得出冰盖厚度与累积小时负
气温关系公式如下：

ｈ ＝ － ０ １４１ ４Ｔ － ６ ０４３ ６ （１）
式中　 Ｔ为累积小时负气温，℃·ｈ；ｈ为冰盖厚度，ｍｍ。相关系数Ｒ ＝ ０ ９８８ ２，可认为冰盖厚度与累积小时
负气温线性相关，斜率为０ １４１ ４ ｍｍ ／（℃·ｈ）。

图５　 各试验冰盖厚度演变过程
Ｆｉｇ 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ｃａｓｅｓ

图６　 累积小时负气温与冰厚关系图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ｙ ｈｏｕｒｓ

２ ３　 水温分布
以试验６（气温－ １５℃，水深９０ ｃｍ）为例说明垂向水温的变化过程，如图７、图８所示。
在负气温条件下，水体持续失热，温度逐渐下降。由于水体主要从表面失热，表层水温降低较快，在表

层附近形成温度梯度较大的斜温层，斜温层以下的水体温度梯度小于０ ０２℃ ／ ｃｍ，可视为同温层，整个水体
垂向上呈逆温分布。随着水体继续失热，表层水温持续降低，直至达到０℃，开始出现冰晶。冰水交界面为
０℃，表层１０ ｃｍ范围内为斜温层，温度梯度约为０ ３５℃ ／ ｃｍ，同温层水体温度约为４ ０℃。

在冰盖增长期，受负气温的持续影响，冰盖下水体继续失热而结冰，使冰盖厚度增加。水体垂向上依然
呈逆温分布，斜温层范围扩展到表面下２０ ｃｍ，同温层范围逐渐减小。冰水交界面处温度为０℃，斜温层内
温度变化较大，温度梯度约为０ ２℃ ／ ｃｍ，越靠近冰盖底面，水温下降速度越快，同温层水体温度变化缓慢，
仍维持在３ ５℃左右，不同深度水温变化过程见图８。

融冰期气温转正，冰盖逐渐开始融化，而冰盖底面冰水交界面处水温仍维持０℃，使冰盖下水温分布基
本保持不变。

各试验水温变化过程相同，水温分布结构无明显差异。同温层水体受累积负气温及水深影响，温度略有
差异。

水体蓄热量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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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 ∫
Ｖ

ρＣ ｐＴｄν （２）

式中　 Ｑ为水体蓄热量（相对于０℃水体），ｋＪ；ρ为水的密度，ｋｇ ／ ｍ３；Ｃ ｐ 为水的比热，ｋＪ ／（ｋｇ·℃）；Ｔ为水
温，℃；Ｖ为水体体积，ｍ３。

水体蓄热量变化过程如图９所示，Ｑ０ 为试验开始时刻水体蓄热量。结冰前，由于负气温的影响水体急
剧失热，失热速率较大，直至初始冰盖形成。封冻期，寒冷的气温被冰盖所隔绝，水体与大气的热交换转变
为水体与冰盖的热交换以及冰盖与大气的热交换，冰盖对水体具有保温作用，随着冰盖厚度的增加，失热速
率逐渐减小。融冰期，冰盖主要因与大气热交换而融化，冰盖下水体蓄热量保持稳定，直至部分水面敞露，
直接与大气热交换，水体蓄热量逐渐升高。

图７　 试验６垂向水温变化过程（２３ ３ ｈ后开始化冰）
Ｆｉｇ ７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ｅ ６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２３ ３ ｈ ）

图８　 试验６不同深度水温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８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ｆ ｃａｓｅ ６

图９　 试验６水体蓄热量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９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ｔ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ｃａｓｅ ６

２ ４　 冰温分布
冰内温度变化过程如图１０、图１１所示。在冰盖增长过程中，受负气温影响冰盖表面温度持续降低，而

冰盖底面为冰水交界面，温度始终为０℃。冰内温度基本呈线性分布，斜率与水深、气温均相关。相同水深
条件下，气温越低，失热通量越大，冰内斜率越大，冰盖的增长速度也越快，气温为－ １５℃的试验２、试验
４、试验６的冰温斜率均分别大于气温为－ １０℃的试验１、试验３、试验５。

在融冰期，冰盖表面受正气温影响，升温速度快，当温度上升到０℃后开始融化。融化过程中，冰盖表
面和底面均为０℃，冰盖内部温度逐渐升高，但仍低于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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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试验６冰盖增长期冰温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１０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ｉ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ｃ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ｃａｓｅ ６

图１１　 试验６冰盖消融期冰温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１１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ｉ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ｃａｓｅ ６

３　 结　 　 论
（１）气温和水深对结冰过程均有明显影响。气温越低，初冰开始时间越早，结冰历时越短；水深越大，

初冰开始时间越晚，结冰历时越长。
（２）气温是影响冰盖演变的主要因素，而水深影响较小。在冰盖增长期，冰盖厚度与累积小时负气温

线性相关，斜率为０ １４１４ ｍｍ ／（℃·ｈ）。
（３）在整个封冻期，水体垂向上呈逆温分布。在冰盖增长期，紧贴冰盖底面的水温近似于０℃，水体表

层具有较大的温度梯度，随表面持续失热斜温层逐渐下移，越靠近冰盖底面，水温下降速度越快，斜温层下
的同温层水体降温缓慢，接近４℃；而融冰期水温垂向分布则基本保持不变。

（４）冰盖生长过程中，冰内温度呈线性分布。表面温度最低，冰水界面接近０℃；冰温斜率随气温降低
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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