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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水体水温垂向分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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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揭示大型浅水湖泊水温分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采用温度链，高频观测太湖水温分层的周年变化过程。结
果表明：太湖水体水温的垂向温差绝大多数处在０ ～ １℃，部分处于１ ～ ４℃，偶尔超过４℃；太湖水体水温垂向温
差存在季度、月、日差异，相应的分层位置也不同；水温分层影响因素包含太阳辐射、气温、风速、水密度和比
热、藻华堆积等。随着太阳辐射强度的增加，水温垂向温差先增加后减小，峰值出现在太阳辐射强度７００ Ｗ ／ ｍ２
时。在夏秋季节风速低于４ ｍ ／ ｓ时，水温垂向温差随着风速增加而下降，而超过４ ｍ ／ ｓ时，则变化不大。气温的急
剧变化容易使水体垂向产生较大温差。冬季低温期间由于水体密度和比热特性会产生逆温层。夏季藻华堆积可产
生短期水温垂向较大温差。研究表明，作为一个水动力扰动频繁的大型浅水湖泊，仍然会存在短暂的水温分层，分
层特征受气象条件控制。本研究成果对研究大型湖泊蓝藻水华的形成机制、湖泊生态模型构建和营养盐内源释放
规律都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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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的温度状况是认识湖水各种理化过程和动力现象的基础，是湖泊生物界重要的环境条件，也是影响
水生生物新陈代谢、生物生产力的重要因素［１］。湖泊水温不仅是水体蒸发、水量平衡计算必须考虑的因素，
也是水质分析、泥沙沉积和水土界面物质交换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２］。湖泊水体的物理特性、化学反应过
程、生物活动等，都同水温有着密切的关系［３］。在深水型湖库中水温分层的温差大、持续时间长，呈现季
节性分层的现象，是湖沼学中的基本规律，也得到普遍的关注。比如洋河水库出现明显热成层后，造成表、
底层水质差异，热成层形成后对ｐＨ、浊度、溶解氧、亚硝酸盐和藻类细胞密度都有影响［４］，对水土界面物
质的交换将产生影响。由于水温分层现象的发生，间接影响浮游生物种群结构［５］，这将对藻类水华等生态
问题的发生过程有影响。对于湖库而言，温度成层将会限制紊流的上下混合运动，受温跃层稳定性影响，湖
流也将呈现分层流动，甚至会出现交叉流［６］，这使得在考虑生态模型时，必须考虑水温分层问题。与深水
型湖泊的温度成层现象相比，浅水型湖泊的温度成层温差小、持续时间短，变化快，过程更加复杂，因此鲜
有此方面的研究［７］。对太湖的初步研究表明，浅水湖泊由于风力混合作用较强，垂直温差不大，水温分层
过程极不稳定［８］，水温成层过程非常复杂。观测表明，浅水型湖泊存在温度日成层现象，对湖泊生态可能
存在影响［９］。１９６０年在太湖的观测也发现，水温存在频繁的垂向分层，表层、底层温差最大超过４℃ ［１０］。
Ｂｒｅｔｔ和Ｔｈｏｍｓ［１１］针对Ｍｉｒｒｏｒ湖和Ｓｗａｎ湖研究出了指示分层的参数Ｉｓ，该参数的计算公式中包含了太阳辐
射、风速、水深、水体密度和比热容等诸多影响因素。张玉超［１２］认为浅水型湖泊存在着水温的日成层现象，
太阳辐射强度和湖面风速是主要因素之一。赵林林等［１３］发现在太湖夏季大量藻华堆积可引发短期内水温垂
向较大差异。王银珠等［１４］认为湖泊水体中的温度分层现象是湖泊内热力、动力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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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太湖水温分层特征分析大多基于短时间、间断性的观测数据，缺乏长时间、高频率、多季节的比
较研究。本文基于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的观测平台，通过长时间、连续高频、不同层位同步观测数据分
析太湖水温的垂向分层特征，分析了水温分层的影响因素，对于了解浅水水体的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指标
分层特征都有很大的意义。

１　 观测点概况与数据来源
太湖为一大型浅水碟形湖泊，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湖盆特点为浅水平底，太湖水域面积为２ ３３８ ｋｍ２，

平均水深１ ８９ ｍ，最大水深２ ６０ ｍ［３］。观测点位于太湖梅梁湾东南沿岸的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距岸
边约１５０ ｍ，经度为３１°２５′０８″Ｅ，纬度为１２０°１２′４７″Ｎ。水温记录采用美国ＮｅｘＳｅｎｓｅ公司的ＴＳ１１０型水温温
度链，温度传感器适用范围为－ １０℃ ～ ７０℃，精度为± ０ １℃。观测点水深为１ ５ ～ ２ ５ ｍ。垂向温度链含有
６层温度传感器，相邻传感器之间的距离为４５ ｃｍ，放置位置分别为：泥上０ １０ ｍ、０ ５５ ｍ、１ ００ ｍ、１ ４５
ｍ、１ ９０ ｍ、２ ３５ ｍ，数据采集频率为１０ ｍｉｎ一次。风速、气温数据为全球湖泊生态观测网络（ＧＬＥＯＮ）站点
Ｖａｉｓａｌａ ＷＸＴ５２０自动气象站，其位置即在温度链的上方，距离水面约７ ｍ处，同步数据采集频率１０ ｍｉｎ一
次。水位数据来自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的自动水位仪。

２　 结果及分析
２ １　 水温的周年变化

６层垂向水温温度链数据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２月至来年５月冬、春季为低水位
时期，采用下４层温度链数据；６ ～ ８月夏季高水位时期，采用全部６层温度链数据；９ ～ １１月秋季中水位时
期，采用下５层温度链数据。结合日平均水深将垂向温度链数据进行克里金插值，得到观测点处水体垂向水
温随时间的变化过程，如图１。

图１　 温度链水温值
Ｆｉｇ １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ａｉｎ

２ ２　 水温垂向变幅的时间差异
由于太阳辐射能的变化和水体在垂线上的增温和降温的强度不一，使水体呈现明显的分层现象，且该分

层现象具有明显的日变化和年变化［８］。图１中同一时刻水温的垂向分布，发现在冬季（１２ ～ ２月）以及春季（３
～ ５月）会出现短时间温差较大（＞ ４℃）的情况。而夏季（６ ～ ８月）、秋季（９ ～ １１月）大部分时间里水体水温
垂向分布差异不大，偶有较大温差出现，但维持时间相比冬、春季节短暂。

按照月份，统计期间水温垂向变幅分布在不同区间的频次，除以对应月的天数，得到以次数／ ｄ为单位
的分布频率（全部观测数据应为１４４次／ ｄ），反应月份间水温垂向变幅分布的差异性，如图２。全年中太湖水
体水温垂向变幅绝大多数处于０ ～ １℃，部分处于１ ～ ４℃，较少超过４℃。从长时间尺度来讲，太湖水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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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垂向基本无差异，但在特定时刻短暂的垂向较大差异是存在的。孙顺才等认为太湖虽有分层现象，但垂直
温差一般小于１℃，少数时候大于２℃，个别天高达４℃，但稍遇风浪呈同温分布［８］。太湖水体水温出现垂
向较大差异（温差超过４℃）频率最高的月份为１月。

图２　 水温变幅统计图
Ｆｉｇ 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ｉ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３为不同季节下水温垂向分布趋势在１ ｄ内的差异，不同季节水温的垂向变幅是不同的，夏季高于冬
季，春、秋季节介于两者之间。在冬季，气温昼夜变化不大，导致水体水温垂向分布趋势在１ ｄ内无变化，
而垂向上表层水温与下３层水温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春季，白天气温明显高于夜间，６时、１８时、２４时表
层水温低于底层，而１４时受气温影响，表层水温高于底层。由于春季水位低，同时气温日变化比冬季显著，
使得整个水体各层温度都有日变化。在夏季水体水温呈现正温层分布，１４时时气温较高，使得水体垂向差
异较大。夏季高水位期，底层１ ｍ水体温度基本无日变化。在秋季６时、２４时与１４时、１８时差异明显，水
体平均温度明显增加，与春季类似，整个水体各层温度都有日变化。冬、春季若出现短时间的水温分层时，
分层位置约为水深０ ５ ｍ处，对应水深约为１ ５ ｍ。夏季、秋季若出现短时间的水温分层时，分层位置约为
水深１ ｍ处，对应水深分别约为２ ４ ｍ、１ ９ ｍ。

图３　 水温垂向分布趋势的日变化
Ｆｉｇ ３ Ｄａｉ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　 水温分层因素分析
３ １　 太阳辐射

将太阳辐射强度与水体水温垂向温差建立对应关系如图４，由于太阳辐射强度在水体垂向不断衰减，导
致水体垂向各层吸收的太阳辐射能向下逐渐递减，水体最大受热深度逐渐下移，当太阳辐射强度逐渐增大至
７００Ｗ ／ ｍ２ 时，表层水体不断吸收太阳辐射能，水温一直增加，而由于衰减作用未能使得最底层的水体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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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太阳辐射与水体垂向温差
　 Ｆｉｇ ４ 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加热，底层水温变化很小，故水体垂向温差逐渐增加。而
当超过７００Ｗ ／ ｍ２ 时，太阳辐射强度已能使水体垂向均受
到加热，使得垂向温差逐步减小，最终趋于均一体。陈桥
等［１５］认为太湖水温的变化与太阳辐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张玉超等［７］认为太阳辐射是影响太湖的日成层的因
素。文中数据也能得到以上文献内容的结论。
３ ２　 气温

观测点处冬季气象数据与同步水温数据如图５，在冬
季１月１０日至１月２０日，此时风速较小而气温忽然下降，
表层气温立刻做出响应，导致表层水温与气温的趋势线基
本相同，而底三层水温的下降则具有滞后作用。在这段时
间内气温总共下降超过１２℃，并且出现了逆温层，故产生了在冬季相对一段较稳定的水温垂向较大差异。
大水体对周围气温有明显调节效果，且水温和气温关系密切［２］。孙顺才等［８］发现表层水温与气温的关系密
切，湖水的热量收支主要是通过湖面进行的，故水温日变幅表层最大，依次向下，底层最小。受热量由湖表
向湖底传递的影响，不同深度的水温最大值随时间产生相移，而且随着深度的增加出现时间逐渐滞后［７］。
在特殊的天文气象条件下局部水域还是存在着逆温、月层温等分布类型［２］。长江中下游的浅水湖泊在凌晨
或冷空气侵袭时，会出现短暂的逆温层分布［１］。上述文献内容更好的证明了本文分析结果。

图５　 冬季水温垂向温差与同步气温数据
Ｆｉｇ ５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３ ３　 水的密度和比热
图５中，在冬季大部分时间内，由于气温较低，使得表层水温低于底层气温，但都高于４℃，此时水体

的密度是温度越高密度越小，表层水体密度大于底层水体密度，这样的密度差使得水体在垂直方向具有一定
的混合作用，对水体水温不产生较大差异有一定的贡献，而在１月１０日气温下降，表层水温与下３层水温
也下降，但表层水温降至４℃以下，底层水温缓慢下降至接近４℃，由于水体密度在４℃时达到最大，此时
出现底层水体密度大于表层水体密度，水体由于密度差而导致的混合作用消失，同时加上外部环境风速较
小，风力混合作用较弱，故出现了水体水温垂向较大差异，并且维持了一段时间，但当１月１９日气温上升
时，这种格局就破坏了。水的比热大于空气比热，导致水体的升温与降温均比空气缓慢，水的密度和比热的
特性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水体水温垂向分布。
３ ４　 风速

计算观测点处不同季节下观测期间的日平均风速与温差如图６，图中随着风速的增加，水体垂向温差在
不同季节均表现减小的趋势，其中夏季尤为明显。同时发现对于夏秋季节４ ｍ ／ ｓ的风速值为转折点，当风速
低于４ ｍ ／ ｓ时，温差随风速增加而体现的下降趋势比较明显，但当风速高于４ ｍ ／ ｓ时温差都很小且保持相对
稳定。而对于冬春季节转折点风速值则约为２ ～ ３ ｍ ／ ｓ。风浪会影响大水体的混合、热量传递和迁移［２］。水
温分层的形成与消失主要因素包含风速和太阳辐射［１６］。风速风向对于湖泊中热量的混合具有很重要的作
用［１７］。Ｓｈｉｎａｄａ［１８］在观测Ｎｏｔｏｒｏ湖时发现４ ｍ ／ ｓ以下的风速水温、溶氧的分层现象会被观测到，但当风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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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６ ｍ ／ ｓ后这种分层现象就会消失。

图６　 风速对温差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ｔｏ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３ ５　 藻华堆积
在夏季短时间的观测中出现了几次表面出现大量蓝藻水华堆积的情况，该情况下的水温垂向分布如图

７。图７中从左向右各图所对应的表层叶绿素浓度分别为１８ ７ μｇ ／ Ｌ，１４ ６ μｇ ／ Ｌ，１０ ９ μｇ ／ Ｌ，９ ７ μｇ ／ Ｌ，
１０ ２ μｇ ／ Ｌ。水体在夏季偶然会出现水温垂向较大差异，但这种差异是非常短暂的，该分层与其水体表面物
理背景有很大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为蓝藻水华堆积。在一阵风浪过后，藻类的生长速度明显增加，如果
片刻之后刮起阵阵轻风，则很容易引起藻类在迎风岸边大量聚集，形成明显水华［１９］，当静风期后水体表面
出现大量水华蓝藻堆积时，光线无法透过水层照射到水体底部，使得水体垂向受热不均，水体水温垂向上就
会产生很大差异。而湖泊水温的分层使得湖水在垂直方向上的交换受到抑制的同时，也会导致湖泊水质出现
分层现象［７］。在夏季太湖短时间的观测中发现气温和太阳辐射日变化影响水温分层，进而影响其它理化指
标分层［１３］。因此，藻堆积是影响太湖水体水温分层的重要因素。

图７　 不同表层叶绿素浓度下的水温垂向分布
Ｆｉｇ ７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ｂｌｏｏｍ ｓｃｕｍ ｏｃｃｕｒｅｄ

４　 结　 　 论
（１）太湖水体垂向温差大多数处于０ ～ １℃，但也经常达１ ～ ４℃，偶尔甚至出现４℃以上的较大温差。

太湖水体较大温差的维持时间夏、秋季节比冬、春季节短暂，且出现频率最高为１月。水温分层的日变化方
面，冬季不明显，春季和秋季经常出现，夏季主要出现在表层，底层１ ｍ水温则无日变化。水温垂向分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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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冬、春季约为水下０ ５ ｍ处，夏季、秋季约为水下１ ｍ处。
（２）影响水温分层的因素包含：太阳辐射、气温、风速、水密度和比热、藻华堆积等。随着太阳辐射

强度的增加水温温差先增加后减小，温差峰值出现在太阳辐射强度７００ Ｗ ／ ｍ２ 时；风速４ ｍ ／ ｓ以下温差随着
风速增加下降趋势明显，夏季尤为突出，风速４ ｍ ／ ｓ以上时温差基本不变；气温的急剧变化影响表层水温，
引起垂向分层；冬季特定静风低温期会产生逆温层，产生较大温差。夏季大量藻华堆积，可引起较大水温分
层，同时对其它理化指标的分层也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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