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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预测海湾水库沉积物盐分释放对库水咸化影响的持续时间， 建立了描述沉积物孔隙水盐分剖面分布的非

稳态数学模型， 并优化选取模型的边界条件与关键参数（沉积物孔隙水盐分的扩散系数）。 稳态与非稳态条件下沉

积物盐分释放的对比分析表明， 在计算污染沉积物对其上覆水水质的影响时间时， 按非稳态释放更符合实际情况。
非稳态盐分释放的计算结果表明， 拟建沐官岛海湾水库沉积物中盐分释放对库水咸化的影响时间将大于 ６００ 年， 该

影响时间远长于水库的寿命； 表明在水库的整个生命周期内， 均需要定期监测海湾水库底层水的盐分浓度， 并需

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水体的突然泛咸， 而不能仅在建库初期关注咸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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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河口海湾水库开发利用入海淡水是解决沿海地区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 但在海湾水库运行过程中

常出现水体突然泛咸现象， 并且在水库运行多年以后仍然会出现泛咸问题， 比如浙江的大塘港水库在建库后

的第 １７ 年仍然发生库水的突然泛咸［１］。 水体泛咸严重影响海湾水库在缓解滨海地区水资源短缺中的效用。
赵文玉等［２］、 高增文等［３］通过室内模拟实验， 姜翠玲和裴海峰［４］ 通过野外观测资料分析， 认为滨海水库水

体咸化的主要盐分来自库底咸化沉积物。 因此， 库底咸化沉积物对库水泛咸影响的时间尺度（水库建成后，
多长时间内还将存在水体突然泛咸的风险）是海湾水库运行管理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目前， 关于海湾水库沉积物盐分释放对其上覆水体咸化影响的时间尺度相关报道很少。 高增文等［５］ 基

于沉积物中盐分释放的主要机理是缓慢的分子扩散作用， 定性指出沉积物中蓄积盐分对上覆水的影响将是长

期的过程， 但没有进行定量计算。 有学者讨论了富营养化湖泊营养盐的内源释放对水质影响的持续时间， 比

如 Ｓøｎｄｅｒｇａａｒｄ 等［６］通过 ３ 次（每次间隔 ６～７ 年）沉积物剖面的总磷浓度分析， 认为以目前的内源释放速率，
当外源负荷降低后， 丹麦 Ｓøｂｙｇａａｒｄ 湖的 ２５ ｃｍ 厚表层沉积物中的磷将影响湖水水质达 ３０ 年以上； 姜建国和

沈韫芬［７］按照均匀的沉积物磷释放速率， 估算武汉东湖内源磷释放对水质的影响时间达 ３５ 年； Ｊｅｐｐｅｓｅｎ
等［８］通过 ３５ 个湖泊总磷的长期监测资料与沃伦威德尔方程预测结果的对比， 识别出湖泊内源对水体总磷含

量的影响时间为 １０～１５ 年； 另外， Ｋａｔｓｅｖ 和 Ｍｉｔｔｒｉｃｈ［９］指出， 目标湖泊在 ２０ 年内表层 １０ ｃｍ 厚沉积物中的磷

仅释放了 ６６％， 这表明沉积物中的磷将对湖水产生长期影响。 这些研究均未给出沉积物溶质释放对湖库水体

影响的上限时间。
青岛拟在沐官岛海域建设海湾水库， 该区域多年平均气温为 １３ ２℃（１９８８—２００７ 年）。 沐官岛水库所在的

库区上覆地层沉积物主要以砂性土为主， 主要由泥质粉砂、 粉质粘土和砂组成， 沉积物厚度一般为３～１６ ｍ。
该水库水面面积为 １３ ６ ｋｍ２， 平均水深 ５ ４ ｍ， 最大水深 ８ ５ ｍ。 沐官岛海湾水库库底松散沉积物中盐分对

上覆水质的影响时间不适合采用上述 ３ 种方法进行估算。 因为随着沉积物中溶质的释放， 释放速率将逐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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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如果采用均匀的释放速度（稳态释放）预测影响时间将与实际不符， 特别是用于预测较厚沉积物的影响

时间时将产生更大误差， 又因沐官岛水库尚未建成， 所以 Ｓøｎｄｅｒｇａａｒｄ 和 Ｊｅｐｐｅｓｅｎ 的现场实测法也不适用。
沉积物中的盐分将随着扩散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减少（非稳态释放）， 孔隙水中盐分剖面浓度将随之变化。

本文通过建立描述沉积物孔隙水盐分剖面浓度变化的数学模型， 并以青岛拟建的沐官岛水库为例， 预测咸化

沉积物盐分释放对水质影响的持续时间。 研究结果将为海湾水库水体泛咸防范的时间尺度提供理论依据， 并

为其他类型水体的污染沉积物管理提供参考。

１　 沉积物中盐分运移模型

１ １　 模型建立

海湾水库库底常存在底边界层［５， １０］， 特别是扩散边界层的存在将抑制水动力对沉积物⁃水界面间物质交

换的增强效应， 使表层沉积物中的溶质释放以分子扩散作用为主［５］。 在分子扩散基础上建立沉积物中盐分

的运移模型， 假设条件如下：
（１） 忽略沉积物孔隙水渗流的影响， 只考虑分子扩散作用引起的沉积物盐分变化。
（２） 假设库区沉积物为均匀的多孔介质， 水库蓄水前沉积物中盐分均一。
（３） 沉积物中没有盐分的外来源， 也没有其他的排除途径。
沉积物孔隙水中盐分的垂向运移可用 Ｆｉｃｋ 第二定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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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Ｃ 为沉积物孔隙水中的盐分浓度， ｇ ／ ｍ３； ｔ 为扩散时间， ｓ； ｚ 为垂向距离， ｍ， 在沉积物的底部时 ｚ ＝
０， 在其顶部（即沉积物⁃水界面）时 ｚ ＝ ｈ （ｈ 为沉积物的厚度）； ∂Ｃ ／ ∂ｚ 为沉积物孔隙水中盐分的垂向浓度梯

度， ｇ ／ ｍ４； Ｄｓ为沉积物孔隙水中盐分的扩散系数， ｍ２ ／ ｓ。
模型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ｔ ＝ ０　 　 　 　 Ｃ ＝ Ｃ０ 　 　 　 　 ０ ＜ ｚ ＜ ｈ （２）
ｔ ＞ ０ Ｃ ＝ Ｃｈ ｚ ＝ ｈ （３）

ｄＣ ／ ｄｚ ＝ ０， ｚ ＝ ０ （４）
式中　 Ｃ０为沉积物孔隙水中盐分的初始浓度， ｇ ／ ｍ３； Ｃｈ为沉积物⁃水界面的盐分浓度， 即水库底边界层下边

界的盐分浓度， ｇ ／ ｍ３。 由于海湾水库底边界层中较强的盐分梯度（其稳定性频率 Ｎ２常比热分层水体的 Ｎ２高

１～３个数量级［１１］）， 致使海湾水库分层水体的混合不同于常规温带水库每年季节性的翻池， 海湾水库底边界

层常多年稳定存在， 即多年不发生混合。 在海湾水库水体底边界层未受到强烈扰动时， 其下边界盐分浓度常

保持相对恒定［５］， 所以边界条件（３）成立。
根据初始及边界条件式（２） ～式（４）， 式（１）经过拉普拉斯变换后的表达式为

Ｃ ＝ Ｃ０ ＋ （Ｃｈ － Ｃ０）ω （５）
式中　 ω 为时间 ｔ、 位置 ｚ 和扩散系数 Ｄｓ的函数［１２］， 表达式为

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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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ｅｒｆｃ （ｘ） 为余误差函数； ｎ 为非负整数。
沉积物孔隙水中盐分浓度将随着时间延长逐渐降低； 当 ｈ、 Ｃｈ、 Ｃ０和 Ｄｓ已知时， 根据式（５）， 通过设

定沉积物中盐分对其上覆水不产生咸化影响的判断标准， 可以反算移除沉积物中大部分盐分需要的时间，
即预先设定底层沉积物孔隙水中盐分的极限浓度， 再多次计算不同时间对应的底层沉积物孔隙水的盐分

浓度， 至模拟的盐分浓度与设定的盐分极限浓度相等时结束， 从而得到咸化沉积物对其上覆淡水影响的

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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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模型参数

在应用式（５）进行孔隙水剖面浓度或沉积物盐分释放对水质影响时间的预测时， 需要确定的参数 ｈ、 Ｃｈ、
Ｃ０和 Ｄｓ， 其中 ｈ、 Ｃ０可由现场监测或调查获取， Ｃｈ采用水槽实验数据（选用依据见结果与讨论部分）， 需要

准确确定的关键参数为沉积物孔隙水中盐分的扩散系数 Ｄｓ。 海湾水库沉积物孔隙水盐分是由多种离子组成

的混合体系， 离子间的电效应将影响离子的扩散系数， 并且沉积物中盐分浓度较高， 并非无限稀释溶液。 因

此， 本研究中整体盐分的扩散系数不适合利用 Ｌｉ 和 Ｇｒｅｇｏｒｙ［１３］给出的稀释溶液中各离子扩散系数进行简单的

复合计算； 本文采用 Ｐｏｉｓｓｏｎ 和 Ｐａｐａｕｄ［１４］的方法获取水体中主要离子的综合扩散系数。 另外， 沉积物孔隙水

中盐分的扩散系数采用电阻率法校正多孔介质的弯曲率与孔隙度对扩散系数的影响［１５］。
１ ３　 模型验证

图 １　 验证结果

Ｆｉｇ １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高增文等［５］曾以沐官岛水库的砂质沉积物为底质， 进

行室内水槽实验， 模拟咸化沉积物对其上覆淡水的影响，
该实验对沉积物中盐分的时空分布进行了监测。 本文以该

实验数据为基础进行模型验证， 模拟过程沉积物厚度 ｈ ＝
０ ２１ ｍ， 沉积物初始盐分浓度 Ｃ０ ＝ ３７ ６８ ｇ ／ Ｌ， 沉积物⁃水
界面盐分浓度 Ｃｈ ＝ ７ １２ ｇ ／ Ｌ； 盐分扩散系数的具体计算过

程见文献［５］， 并调整至实验平均水温（１２ ５℃） 的数值

（Ｄｓ ＝ ５ ０２８×１０－５ ｍ２ ／ ｄ）。 水槽实验进行 １５ ｄ 的实验结果与

模拟结果见图 １。 由结果可知， 模拟结果的最大相对误差

为 ９ ７５％， 可以满足模拟要求。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边界条件

因沐官岛海湾水库未建成， 因此不能获得沉积物上边界（即沉积物⁃水界面）盐分的实际数值， 所以需要

采用估计值。 为避免因上边界盐分估值（Ｃｈ）而增加模拟的不确定性， 可以建立 Ｃｈ与影响时间为低灵敏度关

系的模型； 可以通过设定合适的判断模拟结束的标准而实现。 可以以底部沉积物孔隙水盐分浓度减小为 Ｃｈ＋
５％Ｃ０作为标准， 或者以沉积物底部孔隙水中盐分浓度与沉积物⁃水界面盐分浓度差为这两者初始浓度差的

５％作为标准。 经过灵敏度分析， 选择后者作为判断标准时沉积物上边界盐分含量对模型结果没有影响， 所

以上边界盐分估值不影响计算结果。 文中模拟时按水槽实验沉积物⁃水界面的盐分浓度进行预测。
根据对拟建库区沉积物的调查结果， 库区大部分区域沉积物孔隙水的盐分含量与当地海水盐分含量相

当。 因此， 在应用模型计算水库沉积物盐分对库水影响时间时， 沉积物孔隙水中初始盐分含量按 ３７ ６８ ｇ ／ Ｌ
计算。
２ ２　 扩散系数

沉积物中盐分的扩散系数是本文模拟计算的关键参数（扩散系数减小 ２０％时， 影响时间将增大 ２５％）。
该扩散系数常采用经验法进行估算［１６］， 但采用传统的经验公式法估算砂质沉积物中盐分的扩散系数将产生

约 ５０％的误差［１５］， 本文采用电阻率法识别沉积物孔隙度与弯曲率的影响， 从而辅助确定沉积物盐分的扩散

系数。 另外， 扩散系数还受盐分梯度与温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２ ２ １　 盐分梯度的影响

扩散系数随着盐分梯度发生变化。 根据 Ｐｏｉｓｓｏｎ 和 Ｐａｐａｕｄ［１４］的研究结果， 扩散系数将随着浓度梯度的减

小而减小， 比如在 ２５℃时， 当不同咸水之间的盐分差为 ３４ ９ ｇ ／ Ｌ 时， 咸水中 ５ 种主要离子的综合扩散系数

为 １ ２９×１０－４ ｍ２ ／ ｄ， 当盐分差为 ０ ｇ ／ Ｌ 时， 综合扩散系数为 １ ２３×１０－４ ｍ２ ／ ｄ。 随着海湾水库沉积物中盐分的

逐渐释放， 盐分的扩散系数将逐渐减小。 沐官岛水库库底沉积物底部孔隙水与沉积物⁃水界面初始盐分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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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为 ３０ ５６ ｇ ／ Ｌ， 模拟计算结束时的盐分差为 １ ５３ ｇ ／ Ｌ。 按扩散系数随着浓度梯度线性变化计算， 则模拟计

算开始与结束时， 扩散系数的变化小于 ４％。 经过影响时间对扩散系数的灵敏度分析， ４％的扩散系数变化，
将对沉积物盐分释放对库水的影响时间产生约 ４％的影响， 影响较小。 因此在模拟计算时， 认为盐分梯度对

扩散系数不产生影响， 即假定扩散系数不随盐分梯度变化。
２ ２ ２　 温度的影响

温度对分子扩散系数的影响较显著， 温度越高扩散系数越大， 比如 ２５℃时氯离子的扩散系数约为 ０℃时

的两倍。 季节性的气温变化将引起浅水沉积物的温度变化， 从而影响盐分的扩散系数。 Ｆａｎｇ 和 Ｓｔｅｆａｎ［１７］ 指

出， 不同季节沉积物剖面温度在 １０ ｍ 深处温度两侧呈对称分布， 并且分层水库沉积物温度波动幅度明显小

于浅水沉积物的温度波动。 海湾水库常存在显著的盐分分层， 并且常存在永滞层水体［１０］， 这使得温带地区

海湾水库的沉积物温度随着气温的变化不明显。 因此， 本文采用 １０ ｍ 深处沉积物温度进行模拟。 该温度采

用 Ｆａｎｇ 和 Ｓｔｅｆａｎ［１８］的方法求算（与年均气温、 水面面积和最大水深等因素有关）， 结果为 １３ ８℃。
２ ３　 影响时间

当沉积物底部孔隙水中盐分浓度与沉积物⁃水界面盐分浓度差为这两者初始浓度差的 ５％时， 认为沉积物

中的盐分对沉积物上覆水的影响轻微。 根据这一判断标准， 应用式（５）计算沐官岛海湾水库沉积物中盐分释

图 ２　 ３ ｍ 厚砂层盐分释放 １０ 年的模拟结果

Ｆｉｇ 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ａｌ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１０ ｙｅａｒｓ

放对库水的影响时间。 沉积物按中砂考虑， 其深度按 ３ ｍ
计算； 盐分的扩散系数按 １３ ８℃进行校正， 并按照高增文

等［１５］方法计算沉积物孔隙度、 弯曲率对扩散系数的影响

（Ｄｓ ＝ ５ １４×１０－５ ｍ２ ／ ｄ）。 计算结果为 ２２９ ７００ ｄ（６２９ ａ）（图
２ 中 ＣＴ指沉积物盐分不对其上覆水产生明显影响时（６２９
年）的孔隙水盐分剖面分布）， 即在海湾水库建成后 ６００
年， ３ ｍ 厚沉积物中盐分仍将对水体的咸化产生影响。

沉积物盐分释放对库水的影响时间与沉积物厚度的平

方成正比， 即 ６ ｍ 厚中砂沉积物的影响时间约为 ２ ５００ 年。
沐官岛海湾水库库底沉积物厚度为 ３～１６ ｍ， 沉积物对水质

的影响时间将远长于 ６００ 年。
２ ４　 稳态与非稳态释放条件下影响时间对比

姜建国和沈韫芬［７］按沉积物中溶质稳态释放计算沉积物的净化速率， 本文按非稳态释放模拟计算沉积

物盐分释放对水质的影响时间。 按稳态释放计算海湾水库 ３ ｍ 厚的中砂（孔隙度为 ０ ４３， 界面盐分交换通量

约为 １３ ｇ ／ （ｍ２·ｄ） ［５］）盐分释放时间， 计算结果约为 １０ 年（３×１×０ ４３×３７ ６８ ／ ０ ０１３ ＝ ３ ７３９ ｄ≈１０ ａ）。 按非

稳态方法计算沉积物盐分释放 １０ 年时的孔隙水盐分剖面分布见图 ２。 由图 ２ 可以看出， 水库建成 １０ 年时仅

表层 １ ５ ｍ 范围内沉积物盐分浓度有相对明显降低， 而下层沉积物的盐分分布几乎未受影响。 按非稳态释放

计算沉积物盐分释放对库水的影响时间则大于 ６００ 年， 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相差悬殊。 实际上， 沉积物中盐

分释放是非稳态过程。 因此， 在计算污染沉积物对其上覆水水质的影响时间时， 按非稳态释放往往更符合实

际情况。
２ ５　 咸化沉积物对水质长期影响的管理启示

目前， 在水库常规水质监测时通常仅进行表层水体分析， 而海湾水库底部水体往往常年分层， 其表层水

体的盐分含量常满足用水标准， 而底层水中盐分在不断积累， 存在突然泛咸的风险。 表层水连续多年的达标

监测结果常使决策者误认为海湾水库已不存在水体突然泛咸问题， 从而延误水体咸化防治的时机。 本文的计

算结果表明， 沉积物中盐分释放对库水咸化的影响时间将大于 ６００ 年， 而水库的寿命常小于 １００ 年［１９］， 因

此， 在海湾水库的整个生命周期内， 均需要关注水体的突然泛咸问题， 而不能仅在建库初期关注咸化问题。
在海湾水库的运行管理过程中， 应结合底层水的盐分监测， 进行底层水盐分累积的跟踪分析， 在恰当的时间

采取排咸措施， 避免水体突然泛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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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未考虑沉积物孔隙水运动对盐分运移的影响， 在后续研究中应考虑地表水与地下水作用对沉积物⁃
水界面溶质交换的影响。

３　 结　 　 论

在对未建成的海湾水库沉积物盐分释放对其上覆水咸化影响时间预测时， 可以采用描述沉积物孔隙水盐

分剖面分布的非稳态数学模型进行计算。 沐官岛海湾水库沉积物中盐分对库水咸化的影响将大于 ６００ 年， 该

时间远长于水库的寿命， 所以在水库的整个生命周期内， 均需要关注海湾水库的咸化问题， 定期监测水库底

层水的盐分浓度， 并采取措施预防水体的突然泛咸。 在目前地表水例行监测中常仅进行表层水分析的背景

下， 研究结果对于海湾水库的防咸管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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