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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裂隙介质具有强烈非均质性， 使得重非水相流体（ＤＮＡＰＬｓ）在裂隙介质中的运移行为较孔隙介质更为复

杂。 基于指示模拟算法模拟裂隙介质的二元变量（粗糙面接触和裂隙开口）， 综合模拟退火算法构建裂隙渗透率随

机场。 采用 Ｔ２ＶＯＣ 模拟 ＤＮＡＰＬｓ 在裂隙介质的运移， 探讨粗糙面接触的相关长度、 各向异性比、 倾角以及非均质

性程度对 ＤＮＡＰＬｓ 运移分布的影响。 数值分析结果表明， 粗糙面接触的相关性越差， ＤＮＡＰＬｓ 污染范围越大； 粗糙

面接触的各向异性比和倾角增大， 将导致更多 ＤＮＡＰＬｓ 残留； 而相关长度和各向异性比增大以及倾角减小， 都会引

起 ＤＮＡＰＬｓ 锋面运移速率增大； 随着渗透率非均质性增强， 会导致局部粗糙面接触上蓄积的 ＤＮＡＰＬｓ 饱和度增大，
运移速率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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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非水相流体（Ｄｅｎｓｅ Ｎｏｎ⁃Ａｑｕｅｏｕｓ Ｐｈａｓｅ Ｌｉｑｕｉｄｓ， ＤＮＡＰＬｓ）与水不混溶， 进入地下水环境后， 在土壤⁃地
下水系统中的迁移属于多相流问题。 由于大部分 ＤＮＡＰＬｓ 相对于水具有低粘滞性， 与轻非水相流体（Ｌｉｇｈｔ
Ｎｏｎ⁃Ａｑｕｅｏｕｓ Ｐｈａｓｅ Ｌｉｑｕｉｄｓ， ＬＮＡＰＬｓ） 相比具有低界面张力， ＤＮＡＰＬｓ 运移行为远较 ＬＮＡＰＬｓ 复杂［１⁃２］。
ＤＮＡＰＬｓ 能穿过松散孔隙介质到达深部基岩裂隙介质， 并在重力、 粘滞力和毛管压力作用下沿着裂隙通道向

下运移， 直至在死端裂隙被捕获或以残余态形式滞留在迁移路径中， 成为地下水环境中长期的污染源［３⁃４］。
裂隙介质本身存储空间有限， 即使少量的 ＤＮＡＰＬｓ 也能通过连通的裂隙运移很长距离［５］。 由于裂隙介质的强

烈非均质性， 一旦裂隙含水层遭受 ＤＮＡＰＬｓ 污染， 就难以治理和修复。 因此， 研究非均质裂隙介质中

ＤＮＡＰＬｓ 的运移分布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应用意义。
裂隙介质的非均质性通常采用裂隙隙宽的标准差、 相关长度和各向异性比等地质统计参数来定量刻

画［６⁃８］。 目前， 国外已有学者通过数值模拟和室内实验研究了裂隙介质非均质性对 ＮＡＰＬｓ 运移分布的影

响［３，５，８⁃１１］。 如 Ｙａｎｇ 等［３］发现裂隙隙宽标准差增大或相关长度减小会导致更多的 ＤＮＡＰＬｓ 被捕获， 采用冲洗

修复残留 ＤＮＡＰＬｓ 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成。 Ｄｅａｒｄｅｎ 等［１０］根据裂隙隙宽和间距的变异性， 估算出 ＤＮＡＰＬｓ 的

溶解相流出通量在短期内变异性较大， 但长期则变化范围有限。 Ａｌｔｕｒｋｉ 等［１１］ 基于室内实验研究了单裂隙中

变隙宽对油和水的相对渗透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裂隙隙宽并不影响油的相对渗透率， 但水的相对渗透率会随

隙宽的增大轻微增大。 相较国外， 国内学者大多研究孔隙介质［１２⁃１３］， 对于裂隙介质的研究较少， 且多是对

单裂隙介质中水流和溶质运移的研究综述［１４⁃１５］， 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水流、 溶质及 ＬＮＡＰＬｓ 的运移机理

和特征方面［１６⁃１８］。 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多是针对单裂隙介质， 目前尚缺乏地质统计参数对 ＤＮＡＰＬｓ 在裂隙

介质中运移影响的系统研究。
天然裂隙的空隙几何特征一般由空间变化的渗透率场来刻画， 而与裂隙介质中渗流最相关的几何特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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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是粗糙面接触［１９］。 为沿用连续介质的方法来研究强烈非均质的裂隙介质， 将三维的裂隙网络以二维裂

隙平面来近似， 进一步概化为二维非均质的孔隙介质。 具体来说， 将裂隙平面用一个二元过程近似： 粗糙面

接触（闭合空间）或裂隙开口（张开空间）。 孔隙介质的体积平均参数， 例如孔隙度、 渗透率和毛管压力等均

视为具有空间变异性的随机变量。 本文侧重探讨裂隙渗透率的非均质性， 基于地质统计学指示模拟算法模拟

二元变量（粗糙面接触和裂隙开口）， 综合模拟退火（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 ＳＡ）算法构建裂隙渗透率随机

场［２０］， 在此基础上， 采用 Ｔ２ＶＯＣ 程序模拟 ＤＮＡＰＬｓ 在裂隙介质中的运移过程［２１］， 探讨裂隙介质中参数空间

变异性对 ＤＮＡＰＬｓ 运移分布的影响。

１　 计算方法

１ １　 指示模拟

统计学上， 一般用指示函数来描述二元过程。 因此， 可采用地质统计学中的指示模拟生成天然裂隙中空

间相关的粗糙面接触和裂隙开口。 指示模拟是一种线性回归算法， 能根据收集到合适的邻近条件信息， 不断

更新空间随机变量的估计值［２２］。 定义一个二元空间随机变量 Ｚ（ｕ） ， 如粗糙面接触， 可被定义为一个指示

函数 Ｉ（ｕ） ［２０］：

Ｉ（ｕ） ＝
１， Ｙ ＝ ｐ（ｕ）　 　 　 　 ｕ ∈ ｓ
０， Ｙ ＝ １ － ｐ（ｕ） ｕ ∉ ｓ{ （１）

式中　 ｕ 为空间坐标； Ｙ 为 ｕ 处的指示随机变量的概率值； ｓ 为粗糙面接触。 同样， 可定义该二元变量对应

的另一个指示变量 Ｉ′（ｕ）（即裂隙开口） ［２０］：

Ｉ′（ｕ） ＝
１， Ｙ ＝ １ － ｐ（ｕ）　 　 　 　 ｕ ∈ ｓ′
０， Ｙ ＝ ｐ（ｕ） ｕ ∉ ｓ′{ （２）

式中　 ｓ′为裂隙开口。
相距为 ｈ 的两个指示随机变量的期望值可表示为［２０］

　 　 　 　 Ｅ［ Ｉ（ｕ）·Ｉ（ｕ ＋ ｈ）］ ＝ Ｙ｛ Ｉ（ｕ） ＝ １，Ｉ（ｕ ＋ ｈ） ＝ １｝ ＝ Ｙ｛ Ｉ（ｕ） ＝ １ ｜ Ｉ（ｕ ＋ ｈ） ＝ １｝·
Ｙ｛ Ｉ（ｕ ＋ ｈ） ＝ １｝ ＝ Ｙ｛ Ｉ（ｕ） ＝ １ ｜ Ｉ（ｕ ＋ ｈ） ＝ １｝·ｐ （３）

式中　 Ｙ ｛ Ｉ（ｕ）＝ １ ｜ Ｉ（ｕ＋ｈ）＝ １｝ 为以位于 ｕ＋ｈ 处的指示随机变量为 １ 的前提下， 在 ｕ 处的指示随机变量的

条件概率值。 式（３）是指示模拟的基础， 可以采用适当的回归算法， 如克里金法， 对式（３）中的条件概率值

进行估计和更新， 而更新过程所需的信息来自于被估计的节点邻近区域可利用的数据［２２］。 将更新的条件概

率值与随机确定的概率（ｐ）进行比较来决定 ｕ 处指示变量的值。
１ ２　 修正的模拟退火算法

基于指示模拟得到的初始渗透率随机场可能无法满足预期的空间结构， 为此， 需以给定的空间结构变差

函数为目标函数， 应用 ＳＡ 算法， 并引入考虑随机对相对位置的修正扰动机制［２０］， 得到最终非均质裂隙渗透

率随机场。
ＳＡ 算法是一种用于组合优化的算法， 其核心是模拟热力学系统中固体金属材料的退火过程［２３］。 在物理

上的退火过程与组合优化问题的类比中， 固体的状态代表优化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不同状态下的能量对应于

不同解决方案的目标函数值， 温度对应于优化问题的控制参数， 最小能量状态则相当于所求问题的最优解。
该搜索式的求解策略， 适用于求解多个局部最小值问题的最优解， 在求解问题的过程中会不断更新接受较差

解的概率［２４］。

２　 数值模拟

２ １　 非均质渗透率场

引入 “渗透率修正系数” 的概念， 裂隙渗透率随机场中的绝对渗透率（ｋ）可由给定的绝对渗透率参考值

（ｋｒｅｆ）和渗透率修正系数（ζ）确定， 即空间任一点绝对渗透率 ｋ ＝ ｋｒｅｆ ζ（下文中渗透率均指绝对渗透率）。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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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概念模型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引入 ζ， 来刻画裂隙介质的非均质性， 同时基于 Ｌｅｖｅｒｅｔｔ 经验公式描述毛管

压力随绝对渗透率的变化而变化［２５］。 初始渗透率随机场的生成分为两个

阶段： ① 基于上述指示模拟生成空间相关的粗糙面接触和裂隙开口， 即 ζ
分别取为 ０ 和 １， 其中， 所有的条件数据均为粗糙面接触； ② 使非条件格

点上的 ζ 服从均值 ｍｌｎ ζ为 １ ０， 标准差 σｌｎ ζ为 １ ５ 的对数正态分布。 然后，
应用 ＳＡ 算法， 引入修正的扰动机制， 对初始渗透率随机场进行扰动， 得

到最终非均质渗透率场。 粗糙面接触和渗透率场的空间相关结构均由指数

型变差函数来刻画。
２ ２　 概念模型

假设模拟区域为一个 ２０ ｍ×２０ ｍ 的二维 ＸＺ 剖面， 网格离散的水平和

垂直间距均为 ０ ２ ｍ， 共离散为 １０ ０００ 个网格。 模型顶部位于地下水面以

下， 为定压力边界， 左右边界为定水头边界， 底部为无通量边界（图 １）。
模型先在水⁃气二相体系中达到平衡， 使得模拟区域初始水相饱和度为

１ ０。 区域内水力梯度设置为 ０ ０１， 水流方向为从左向右。 选取三氯乙烯（ＴＣＥ）作为 ＤＮＡＰＬｓ 的代表， 以线

源方式（长度为 ８ ｍ）从模拟区顶部正中开始泄漏， 泄漏速率为 ０ ００５ ５ ｋｇ ／ ｓ， 在模拟过程中， ＴＣＥ 均以恒定

速率泄漏。 主要模型参数设置见表 １。

表 １　 模型计算参数设置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岩块

孔隙度
岩石密度 ／
（ｋｇ·ｍ－３）

绝对渗透
率参考值
ｋｒｅｆ ／ ｍ２

相对渗透率函数 Ｓｔｏｎｅ 模型［２６］ 毛管压力函数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 模型［２７］

残余水相
饱和度 Ｓｗｒ

残余 ＮＡＰＬ
相饱和度 Ｓｎｒ

拟合参数 ｎ
气⁃水相毛管
压力常数

αｇａｓ－ｗａｔｅｒ ／ ｍ－１

ＮＡＰＬ⁃水相毛
管压力常数

αＮＡＰＬ⁃ｗａｔｅｒ ／ ｍ－１

取值 ０ ２８ ２ ６５０ ７ ５×１０－９ ０ １ ０ ０５ ３ １０ １１

３　 模拟结果与分析

从裂隙粗糙面接触的相关长度 λ、 各向异性比 η（粗糙面接触的主方向与次方向的相关长度的比值）、 倾

角 α（与垂直方向的夹角）及渗透率修正系数的标准差 σｌｎ ζ ４ 个方面， 数值分析上述参数对 ＤＮＡＰＬｓ 运移的影

响。 其中， 主方向为粗糙面接触的倾角方向， 次方向即为与之垂直的方向。 介质的非均质性大大增加了数值

计算量， 导致 Ｔ２ＶＯＣ 的模拟时间明显增加， 单次模拟计算时间平均达 １００ ｈ 以上。 因而， 限于计算量， 对

于每组 λ、 η、 α 和 σｌｎ ζ， 本文均只统计计算 １０ 次随机模拟。
３ １　 相关长度 λ 的影响

为研究相关长度 λ 的影响， 模拟了 ３ 种不同情景， λ 分别取为 ０ ２ ｍ、 ０ ４ ｍ 和 ０ ６ ｍ， 参数设置见表 ２
（表中标准差 σｌｎ ζ均取基准值 １ ５）。

表 ２　 不同相关长度、各向异性比和倾角条件下的参数设置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情景

相关长度 λ 各向异性比 η 倾角 α

相关长度
λ ／ ｍ

各向异性比
η

倾角
α ／ （ °）

相关长度
λ ／ ｍ

各向异性比
η

倾角
α ／ （ °）

相关长度
λ ／ ｍ

各向异性比
η

倾角
α ／ （ °）

情景 １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４， ０ ２ ２ ４５ ０ ８， ０ ２ ４ ０
情景 ２ ０ ４ １ ０ ０ ０ ８， ０ ２ ４ ４５ ０ ８， ０ ２ ４ ３０
情景 ３ ０ ６ １ ０ ０ １ ６， ０ ２ ８ ４５ ０ ８， ０ ２ ４ ６０
情景 ４ － － － － － － ０ ８， ０ ２ ４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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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显示了不同 λ 条件下的粗糙面接触以及模拟 ＤＮＡＰＬｓ 运移 ６ ５ ｈ 后饱和度（ Ｓｏ ） 的分布情况。
ＤＮＡＰＬｓ 在裂隙介质场中呈指状向下入渗， 并在粗糙面接触附近蓄积或绕流。 ＤＮＡＰＬｓ 在所流经区域内都有

零星蓄积， 当运移到底部无通量边界时， 在边界上发生连续蓄积。 根据 １０ 次模拟实现平均指流个数的统计

结果， λ 为 ０ ２ ｍ、 ０ ４ ｍ 和 ０ ６ ｍ 时， 平均指流个数分别为 ６、 ４ 和 ３。 λ 减小， 指流个数变多， ＤＮＡＰＬｓ 污

染范围变大。 图 ３ 给出了不同 λ 条件下， １０ 次实现的平均前锋位移随时间的变化。 λ 越大， 曲线斜率越大，
即 ＤＮＡＰＬｓ 前锋运移越快。

图 ２　 不同 λ 条件下对应的粗糙面接触和 ＤＮＡＰＬｓ 饱和度分布

Ｆｉｇ 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ｓｐｅ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ＮＡＰＬ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图 ３　 不同 λ 条件下 ＤＮＡＰＬｓ 前锋位移

Ｆｉｇ ３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ｎｇ ＤＮＡＰＬｓ ｆｒｏｎｔ ｄｅｐｔｈ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上述结果表明， 裂隙粗糙面接触的 λ 值影响 ＤＮＡＰＬｓ 的污染范围及运移速率。 由于 λ 较小时， 粗糙面接

触之间的相关性差， 容易在裂隙介质中形成更多可能通道， 导致污染范围变大。 λ 减小， 粗糙面接触之间的

随机性增强， ＤＮＡＰＬｓ 向下运移过程中碰到低渗透率介质

的概率增大（图 ２）， 越可能在下渗过程中发生绕流和蓄积，
且由于指流个数增加， 单个指流的 ＤＮＡＰＬｓ 流量减少， 不

利于 ＤＮＡＰＬｓ 克服毛管压力， 因而向下运移越慢。
３ ２　 各向异性比 η 的影响

研究各向异性比 η 的影响时， 同样模拟了 ３ 种不同情

景， η 分别取为 ２、 ４ 和 ８， 固定次方向的相关长度为 ０ ２
ｍ， 主方向的相关长度依次取为 ０ ４ ｍ、 ０ ８ ｍ 和 １ ６ ｍ（表
２）。

ＤＮＡＰＬｓ 主要沿粗糙面接触的主方向发生蓄积， 且 η
越大， 蓄积面积越大， 表明 ＤＮＡＰＬｓ 在 η 较大时残留更多

（图 ４）。 η 减小， 局部优势通道变得曲折， Ｌｅｅ 等［７］ 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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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裂隙的示踪实验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在泄漏开始的 ２ ｈ 之内， 不同 η 条件下的 ＤＮＡＰＬｓ 前锋向下运移

速率基本相同； 泄漏 ２ ｈ 之后， 向下运移速率差异逐渐变大， η 越大， ＤＮＡＰＬｓ 向下运移越快（图 ５）。

图 ４　 不同 η 条件下对应的粗糙面接触和 ＤＮＡＰＬｓ 饱和度分布

Ｆｉｇ 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ｓｐｅ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ＮＡＰＬ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 ｒａｔｉｏ

分析上述结果可知， η 增大， 粗糙面接触在主方向上的连续性增强， ＤＮＡＰＬｓ 沿局部优势通道的蓄积面

图 ５　 不同 η 条件下 ＤＮＡＰＬｓ 前锋位移

Ｆｉｇ ５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ｎｇ ＤＮＡＰＬｓ ｆｒｏｎｔ ｄｅｐｔｈ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 ｒａｔｉｏ

积增大。 反之， 粗糙面接触的连续性减弱， 局部优势通道的长

度、 宽度等变异性较大， ＤＮＡＰＬｓ 运移路径更加曲折。 对于上述

不同情景下运移速率的差异， 分析认为， ＤＮＡＰＬｓ 泄漏的 ２ ｈ 之

内， 虽然 η 较小时， 其局部运移路径更曲折， 但其运移路径与垂

向的夹角相比 η 较大时的夹角更小（图 ４（ａ））， 因而其运移路径

更短， 故向下运移速率与 η 较大时相差并不大。 ＤＮＡＰＬｓ 泄漏 ２ ｈ
之后， η 较大时， 优势通道呈现漏斗状， 单个指流上的 ＤＮＡＰＬｓ
流量更大， 更易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克服毛管压力， 集中向下运

移， 而 η 较小时， 指流个数较多， 单个指流的 ＤＮＡＰＬｓ 流量减

少， 不易克服毛管压力（图 ４（ａ））。
３ ３　 倾角 α 的影响

研究粗糙面接触倾角 α 的影响时， 模拟了 ４ 种不同情景， α
分别取为 ０° 、 ３０° 、 ６０° 和 ９０° （表 ２）。 由图 ６ 可以看出， α 越大， 即粗糙面接触越接近水平， 蓄积面积越大，
ＤＮＡＰＬｓ 残留越多。 α 越小， ＤＮＡＰＬｓ 前锋向下运移速率越大（图 ７）。

上述结果表明， α 对 ＤＮＡＰＬｓ 的运移有一定影响。 随着 α 的增大， 粗糙面接触越接近水平， 低渗透率的

粗糙面接触对 ＤＮＡＰＬｓ 向下运移的阻力增大， 重力沿垂直方向的分量减小， 导致 ＤＮＡＰＬｓ 蓄积增多， 向下运

移速率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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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 α 条件下对应的 ＤＮＡＰＬｓ 饱和度分布

Ｆｉｇ ６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ＮＡＰＬ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３ ４　 标准差 σｌｎ ζ的影响

为研究渗透率修正系数标准差 σｌｎ ζ的影响， 模拟了 ３ 种不同情景， σｌｎ ζ分别取为 １ １、 １ ５ 和 １ ７（表 ３）。 由

于模拟的粗糙面接触分布相同， 因而， σｌｎ ζ增大时， 渗透率场中低渗透率点（粗糙面接触）的渗透率值不变， 而

其周围高渗透率点（裂隙开口）的渗透率值增大。 随着 σｌｎ ζ增大， 局部粗糙面接触上蓄积的 ＤＮＡＰＬｓ 饱和度增大

（图 ８）， ＤＮＡＰＬｓ 前锋向下运移速率减小（图 ９）。 σｌｎ ζ增大时， 不同实现之间的质心位置分散程度增大， 垂向上

的质心位置呈减小趋势。 σｌｎ ζ越大， 污染羽在垂向上的展布越小， 水平向的展布基本不变（图 １０）。

图 ７　 不同 α 条件下 ＤＮＡＰＬｓ 前锋位移

Ｆｉｇ ７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ｎｇ ＤＮＡＰＬｓ ｆｒｏｎｔ
ｄｅｐｔｈ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表 ３　 不同标准差条件下的参数设置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ｇ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

情景
相关长度
λ ／ ｍ

各向异性比
η

倾角
α ／ （ °）

标准差 σｌｎ ζ

情景 １ ０ ４ １ ４５ １ １

情景 ２ ０ ４ １ ４５ １ ５

情景 ３ ０ ４ １ ４５ １ ７

图 ８　 不同 σｌｎ ζ条件下对应的 ＤＮＡＰＬｓ 饱和度分布

Ｆｉｇ ８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ＮＡＰＬ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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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述结果， 分析认为， 随着 σｌｎ ζ的增大， 粗糙面接触附近的渗透性增强， 更多泄漏的 ＤＮＡＰＬｓ 进入

到粗糙面接触附近， 并在其上发生蓄积， 故粗糙面接触附近 ＤＮＡＰＬｓ 的饱和度增大， 向下运移速率减小。 局

部粗糙面接触上 ＤＮＡＰＬｓ 饱和度的增大， 导致质量部分集中分布在埋深较浅的地方， 而 ＤＮＡＰＬｓ 泄漏量一

定， 因而 ＤＮＡＰＬｓ 质心位置上移， 污染羽围绕质心在垂向上的展布减小。

图 ９　 不同 σｌｎ ζ条件下 ＤＮＡＰＬｓ 前锋位移

Ｆｉｇ ９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ｎｇ ＤＮＡＰＬｓ ｆｒｏｎｔ
ｄｅｐｔｈ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
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ｇ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

　

图 １０　 不同 σｌｎ ζ条件下 ＤＮＡＰＬｓ 污染羽的空间分布特征

Ｆｉｇ １０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ＮＡＰＬｓ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ｐｌｕｍｅ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ｇ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

４　 结　 　 论

与孔隙介质相比， 由于裂隙介质具有强烈非均质性， 使得其中的 ＤＮＡＰＬｓ 以指流的方式推进， 蓄积和绕

流现象明显， 运移路径相对曲折， 这就决定了裂隙介质中 ＤＮＡＰＬｓ 的修复治理远较多孔介质要复杂得多。
裂隙介质中污染源区 ＤＮＡＰＬｓ 的分布形态和运移速率受裂隙的相关长度、 各向异性和发育方向的影响显

著。 对于本文研究的多种情景， 数值分析结果表明： 粗糙面接触的相关性越差， ＤＮＡＰＬｓ 污染范围越大； 粗

糙面接触的各向异性比 η 和倾角 α 的增大， 会导致蓄积面积增大， ＤＮＡＰＬｓ 残留更多； 而相关长度 λ 和各向

异性比 η 的增大， 及倾角 α 的减小， 都会引起 ＤＮＡＰＬｓ 锋面向下运移速率增大； 渗透率非均质性增强， 局部

粗糙面接触上蓄积的 ＤＮＡＰＬｓ 饱和度增大， 向下运移速率减小， 而且质心位置上移， 污染羽在垂向上的展布

减小， 水平向的展布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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