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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究季节性冰封浅湖热力学特征，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对高原腹地一典型热融湖塘冰层生消、
水 ／冰温及气象条件开展原位观测， 分析了水温分布时间变化、 温跃层以及冰生消对水温结构的影响。 结果发现：
冰面升华显著， 贯穿整个冰期； 水温日变化、 季节变化和垂直结构受气温、 大气辐射、 风速、 冰生消和湖底沉积层

热贡献影响显著； 在 “无冰期—结冰前—冰生长期—冰融化期—融化后—无冰期” 年循环过程中水温垂直结构分

别呈现出 “分层—翻转—逆温分层—逆温与正温共存—翻转—分层” 的循环过程。 分层期水温结构仅由上部混合

层和温跃层构成， 且偶因强风搅动而全湖翻转混合。 可见， 相比大中型湖泊， 季节性冰封浅湖热力学结构差异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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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融湖塘也称热喀斯特湖塘， 是指地表积水或冻土地下冰层融化以后的融水进入或汇集于洼地形成的湖

塘， 其广泛分布于高纬度的环北冰洋低地冻土区（如西伯利亚、 阿拉斯加、 加拿大）和中、 低纬度高海拔的

多年冻土区。 其中， 青藏高原是低纬度热融湖塘分布的典型地区［１⁃２］。 特别是伴随着气候变暖和冻土升温，
连续多年冻土区热融湖的数量和面积呈明显增加的趋势［３］。 热融湖的形成与发展会改变冻土区微观和宏观

地形地貌、 影响冻土区人类工程活动、 制约冻土层和湖水盐分运移及时空分布、 改变冻土区地下和地表水文

过程、 提供温室气体释放通道， 进而导致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４⁃６］。 研究指出， 湖塘水热过程是控制其动态

演化（湖岸侧向发展和湖底融化层垂向发展）及其对环境变化响应过程的关键因素［７］。
在低纬度和低海拔地区， 湖泊水温监测与研究已很长历史， 成果丰硕［８⁃１０］。 以往研究多是针对水面开放

的大、 中型深湖， 其一年内能够形成一次或多次稳定的水温分层结构， 影响着湖泊水体的溶解氧和营养盐运

移与分布及生物群落［１１］。 但对高海拔或高纬度湖泊（水塘）热力学过程研究较少［１２］， 特别是小型浅湖或水

塘。 但据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统计， 面积不足 ０ １ ｋｍ２的湖泊尽管占全球湖泊（大于 ０ ００２ ｋｍ２）总面积比例很

小， 但占全球湖泊总数 ９９％以上， 占湖泊岸线总长度的 ４０％以上［２］； 青藏高原大于 ０ ００１ ｋｍ２的湖泊统计表

明， 面积小于 １ ｋｍ２的湖泊占湖泊总数约 ９６％［１］。 小型浅湖、 池塘对维持生态多样性、 保障人类生活生产活

动极其重要， 且对环境变化敏感而脆弱， 其水文、 生态、 热动力学过程亟需得到关注［１３］。 然而， 前人很少

系统地研究浅湖、 热融湖塘、 池塘等水深较浅的小型水体的温度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 因此， 本文在对大

中型湖泊热力学结构研究的基础上， 对青藏高原腹地北麓河盆地典型热融湖塘水温原位观测， 目的在于：
① 揭示典型热融湖水温垂向结构及其季节变化； ② 探讨浅湖热力学过程是否不同于大中型深湖， 是否存在

稳定的季节分层； ③ 评价季节性冰层的生消过程对浅湖水温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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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现场观测

１ １　 观测湖塘

北麓河盆地位于青藏高原腹地， 为冲、 洪积高平原地貌， 海拔 ４ ５００ ｍ。 地形略起伏， 局部分布有沙丘、
沙地， 低丘与洼地相间， 冲沟发育， 地表植被稀疏。 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冲洪积细砂、 粉土、 粉质黏土覆盖

层， 其下为第三系泥岩、 砂岩风化层， 高含冰量冻土主要集中于该层。 多年冻土大片连续分布， 厚度为 ５０～
８０ ｍ， 大多为富冰冻土和多冰冻土， 年平均气温为－３ ８ ～ －５ ０ ℃， 年平均地温为－０ ５ ～ －２ ０ ℃， 天然地面

多年冻土上限为 １ ５～２ ０ ｍ。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的遥感影像显示， 约 ２１ ｋｍ 长度的青藏铁路穿过该盆地， 在青藏公

路两侧各 ５ ｋｍ 以内， 共有湖泊 ７８３ 个， 湖面总面积 ８ ２ ｋｍ２。
本文选择研究的热融湖 ＢＬＨ⁃Ａ（非官方命名）位于青藏铁路里程 Ｋ１１４１ 西侧 １００ ｍ 处（３４°４９′ ３０″Ｎ， ９２°

５５′２４″Ｅ）（图 １）， 处于北麓河盆地内。 湖周围发育冻土草沼， 植被良好。 该湖为封闭型常年蓄水湖， 水深基

本保持稳定， 平均水深不足 ２ ０ ｍ。 湖形状呈椭圆形， 长轴约 １５０ ｍ、 短轴约 １２０ ｍ， 湖面面积约 １５ ０００ ｍ２，
湖内水草常年生长。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的水质化验结果显示矿化度为 １ ３０ ｇ ／ Ｌ， ｐＨ 值为 ８， 主要阳离子为 Ｎａ＋

（１８７ ｍｇ ／ Ｌ）、 Ｍｇ２＋（４２ ｍｇ ／ Ｌ）， 阴离子为 Ｃｌ-（６２ ｍｇ ／ Ｌ）、 ＳＯ２－
４ （３３ ｍｇ ／ Ｌ）， 该湖为弱咸水湖［１４］。 每年 １０ 月末

或 １１ 月初湖面结冰并封冻， ３ 月上、 中旬冰厚达到最大， 多年最大冻结冰层厚度为 ５０～７０ ｃｍ， 次年 ４ 月末

冰层融化消失。 已有研究表明， 该热融湖对高原腹地湖塘具有良好的代表性［１５］。

图 １　 北麓河盆地及研究湖位置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ｅｉｌｕ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ＢＬＨ⁃Ａ

１ ２　 观测仪器与方案

为探究青藏高原热融湖塘热动力学过程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于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个湖冰生消过程和无

冰期对 ＢＬＨ⁃Ａ 湖塘水温及气象要素进行原位观测， 现场仪器布置见图 ２。 两个观测剖面分别位于湖塘东南侧

水深最深处（约 ２ ０ ｍ， １＃）和湖心处（２＃）， 观测要素包括气温、 水温（冰温）、 泥温和湖冰的生消过程。 温

度测量采用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制的 ＰＴ１００ 热电偶温度链，
测量精度可达 ０ ０５ ℃， 数据采集仪为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ＣＲ１０００（美国）， 采集频率为 ２ 次 ／ ｈ。 温度探头在水（冰）内
的垂向分布间隔为 ５ ｃｍ， 湖底融土中的分布间隔视深度设置为 ３０ ～ １００ ｃｍ 不等。 冰层生消过程的观测通过

固定于冰层顶部和底部的超声测距仪（ＷＵＵＬ⁃１ ／ ２， 武汉大学）分别实时监测冰层表面和底面位置变化来完

成， 实际上上部测距仪记录冰表层的升华和融化过程， 下部测距仪记录冰层底面的冻结和融化过程。 下部测

距仪 ＷＵＵＬ⁃１ 和上部测距仪 ＷＵＵＬ⁃２ 的测量精度分别为 ２ ｍｍ 和 ５ ｍｍ， 测量频率都是半小时一次。



２８２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７ 卷　

图 ２　 现场观测仪器布置

Ｆｉｇ ２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ｏｕｔ

气象参数采用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青藏高原北

麓河观测站的气象站数据。 该气象站距离 ＢＬＨ⁃Ａ 湖

８００ ｍ左右（图 １）， 数据可以直接使用。 观测参数主要包

括地面 ２ ｍ 和 １０ ｍ 处的气温、 气压、 湿度、 风速、 风向

和太阳辐射等。 所有仪器都由太阳能电池系统提供电源，
其主要参数如表 １ 所示。 由于设备故障（断电等）导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冰期观测资料部分缺失， 不能较好地揭示

水温过程， 后面的讨论主要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冰期资料为例。

表 １　 观测仪器参数及可用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ｌｌ ｄｅｐｌｏｙｅｄ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仪器 型号 制造商 精度 ／ 灵敏度 可用数据

温度链 - 冻土实验室，中国 ±０ ０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仰视超声测距仪 ＷＵＵＬ⁃１ 武汉大学，中国 ±２ ｍｍ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俯视超声测距仪 ＷＵＵＬ⁃２ 武汉大学，中国 ±５ ｍｍ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风速仪 ０５１０３Ｌ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公司，美国 风速：±０ ３ ｍ ／ ｓ 风向： ±３°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湿度计 ＨＭＰ４５Ｃ⁃Ｌ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公司，美国 温度： ±０ ５ ℃相对湿度： ±２％ （０～９０％Ｒ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短波辐射计 ＭＳ⁃１０２ ＥＫＯ 公司， 日本 ±１０ mＶ ／ （Ｗ ／ ｍ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长波辐射计 ＭＳ⁃２０２ ＥＫＯ 公司， 日本 ±１０ mＶ ／ （Ｗ ／ ｍ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气压计 ＰＴＢ２１０ ＥＫＯ 公司， 日本 ±０ ２５ ｈＰ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气象数据采集仪 ＤＴ１００ 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 公司， 澳大利亚 - -

１ ３　 温跃层的判定与特征参数

温跃层（ｔｈｅｒｍｏｃｌｉｎｅ 或 ｍｅｔａｌｉｍｎｉｏｎ）是指水温垂向梯度突变或不连续剧烈变化的水层。 垂向水温梯度也被

广泛应用于湖泊温跃层的判定， 即当水温梯度超过某一临界值， 则可认为该层水体为温跃层。 然而， 对不同

环境水体该临界值大小存在显著差异（０ ０２～４ ０ ℃ ／ ｍ） ［１６⁃１７］。 参考 ＢＬＨ⁃Ａ 热融湖实测水温廓线， 将水温梯

度超过 ２ ０ ℃ ／ ｍ 的水层定义为温跃层。 同时， 将整个冰层排除在温跃层之外。 按照温度探头所在深度， 将

湖塘水体划分为若干层， 各层深度和水温分别记为 Ｚ ｉ和 Ｔｉ， 则温跃层可表达为

∂Ｔ
∂Ｚ

≈
Ｔｉ －１ － Ｔｉ

Ｚ ｉ － Ｚ ｉ －１
≥ ２ ０ 或

∂Ｔ
∂Ｚ

≈
Ｔｉ －１ － Ｔｉ

Ｚ ｉ － Ｚ ｉ －１
≤－ ２ ０ （１）

若其值大于 ０， 称作正温分布； 反之， 则为逆温分布。 分析过程中， 使用温跃层深度（ＤＴ）、 强度（ＳＴ）、
下边界深度（ＢＴ）和厚度等特征参量来刻画温跃层的变化， 其中温跃层深度是指温跃层上边界的所在深度，
强度是指温跃层内水温的平均梯度， 厚度是指下边界与上边界的距离。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湖冰过程

进入秋季， 随着气温下降， 湖水水体不断向大气输送热量， 水温也逐渐降低。 水面最先降低至冰点，
并形成过冷薄层， 出现冰针、 冰花， 聚集在水面固结成极薄的冰层。 在风的作用下易破碎， 并且经过多

次反复的 “夜冻明消” 形成稳定的冰盖。 因水温和冰温持续高于气温， 冰下水体可通过冰层向大气输送

热量， 冰⁃水界面继续向下冻结。 进入春季， 因气温回暖和太阳辐射增强， 冰盖和水体因吸收热量而

融化。
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冬季为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ＢＬＨ⁃Ａ 湖面初次冰冻， 冰针聚集成不足 ５ ｍｍ 厚的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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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力搅动下极不稳定， 并经过近一周的 “夜冻明消” 过程， 于 １１ 月 ９ 日形成封闭整个湖面的稳定冰层，
厚 ２～３ ｃｍ。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开湖， 整个冰期 １５８ ｄ， 最大冰厚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的 ５９ ｃｍ。 因北麓河盆地

常年风速较大（＞３～４ ｍ ／ ｓ）， 且冬季气候干燥、 降雪很少， 冰层表面鲜有稳定积雪覆盖， 维持裸冰面。
图 ３ 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冬季 ＢＬＨ⁃Ａ 湖冰层生消过程。 自湖泊封冻或稳定冰盖层形成（１１ 月 ９ 日）至 ２ 月

图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冬季 ＢＬＨ⁃Ａ 湖冰层生消过程

Ｆｉｇ ３ Ｉ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ＢＬＨ⁃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 ｏ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初， 冰⁃水界面（即冻结锋面）持续下移， 即凝结冰持续生

长， 平均生长速率为 ０ ７０ ｃｍ ／ ｄ， 为快速生长期， 主要由

于该时段冰层薄， 冻结度日数大， 水体通过冰层散失的热

量大且快， 有利于冰层生长。 随着冰厚增加， 冰层散失热

量速率减慢。 自 ２ 月初至 ３ 月中旬， 冰层冻结速率较慢，
平均速率为 ０ １１ ｃｍ ／ ｄ， 基本处于生长平衡期。 自 ３ 月中

旬， 气温回暖， 太阳辐射增强， 冰层和冰下水体升温并开

始从表面、 底面融化， 至 ４ 月 １５ 日冰层解体而开湖。 整个

融化期， 冰底、 冰表的融化速率分别为 １ ３６ ｃｍ ／ ｄ 和 ０ ２３
ｃｍ ／ ｄ， 分别融化了 ４２ ｃｍ 和 １０ ｃｍ 厚度的冰层。 现场观测

中发现青藏高原湖冰过程明显不同于低海拔湖泊。 低海拔

湖冰（如中国东北地区）在整个冻结期冰面升华（蒸发）微

弱， 多不足 ５ ｃｍ［１８］。 而高原湖冰自冰封之日起便开始冰面升华过程（融化期还包括冰面融化）， 在快速生长

期和生长平衡期内表面升华速率分别为 ０ １３ ｃｍ ／ ｄ 和 ０ ２１ ｃｍ ／ ｄ。 整个封冻期， 冰层以表面升华的形式共减

少了 ２６ ｃｍ， 占该冬季最大冻结冰厚（７０ ｃｍ）的 ３７％左右。 强烈的冰面升华主要由冬季高原盛行强风和空气

湿度低引起， 其对青藏高原湖泊冬季水量平衡计算至关重要［１９］。
２ ２　 湖塘水温垂直分布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

水温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 主要取决于日内和年内热量收支各要素之间的平衡。 根据冰盖期（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和无冰期（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水温日变化资料（图 ４）， 随着太阳辐射强度和气温的日变化， 不同时

刻湖塘水温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最高水温出现在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 最低水温多出现在 ６：００—１０：００。 水温的日

变化尤其以表层水最为显著， 随深度增加， 变化幅度衰减， 且相位相对气温滞后。 太阳辐射照射到湖面上，
表层水首先受热， 且吸收的热量快速增加， 水温迅速升高， 湖水通过热传导、 对流等形式将热量向下传递。
气温则通过显热通量经水⁃气界面向下传导， 逐步改变水温， 受显热通量强度和传导时间控制［２０］。 另外风应

力的动力掺混会加快上下层水体的交换， 如图 ４（ｂ）中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 的强风搅动， 致使上部 １２０ ｃｍ 厚的水层

出现等温状态。 而寒季冰层则会屏蔽风效应和极大削弱水温日变化（图 ４（ａ）和图 ５）。
季节性冰封湖塘水温分布的季节变化与所接收的太阳辐射的季节变化和冰生消过程有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日平均水温（不含冰温）显示， 水温最高值出现在 ７ 月， 最低值出现在 ２ 月， 与区域内其他湖

塘观测结果一致［２１］。 ５—７ 月为增温期， ８—１０ 月为降温期［１５］， １１—４ 月为稳定期或冷期， 水温长期保持在

３～５ ℃之间， 这也是季节性冰封湖泊区别于常年开放湖泊的显著特征之一［１６，２０］。 冰生消过程同时也影响水

温垂向分布， 图 ４ 绘制了结冰前（秋季）、 冰层快速生长期（冬季）、 冰层融化期（春季）和无冰期（夏季）的湖

塘水温典型日变化。
结冰前， 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６ 日水温廓线日变化资料（图 ５ （ ａ））， 因气温过程和盛行风的共同控制，

１３０ ｃｍ深度以上水层基本呈等温分布的混合层或湖上层； 其下水层则呈现半日变化规律， 即 １４：００—２４：００
保持微弱的温跃层， 而 ０：００—１４：００ 温跃层消失。 但湖底水层（即 １８０ ｃｍ 以深）温度变化不明显， 日变幅基

本在 １ ５ ℃以内。
自冰盖形成后（图 ５（ｂ））， 连续的冰层切断了风的搅动作用， 并且不断增厚的冰层及其表面沙尘（或积

雪层）和冰内气泡等杂质逐渐削弱透射进水体的太阳辐射和水体⁃大气感热交换， 即随着冰层生长， 冰下水温

日变化逐渐减小。 当冰厚大于 ３０ ｃｍ 后， 冰下水温不再呈现明显的日变化特征而维持稳定。 冰下出现逆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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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０ ｃｍ 厚）， 水温从冰⁃水界面的冰点迅速过渡到最大密度温度； 其下为恒温层， 水温维持在４ １～
４ ２ ℃。

图 ４　 风速（Ｖａ）、 太阳辐射（ＲＳ）、 气温（ＴＡ， 黑实线）和水 ／冰温（ＴＷ）日变化

Ｆｉｇ ４ Ｄａｉ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Ｖａ）， 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ＲＳ），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Ａ， ｂｌａｃｋ）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 ｉ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Ｗ）

图 ５　 湖塘水温垂直廓线的周日变化

Ｆｉｇ ５ Ｄａｉ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 ＢＬＨ⁃Ａ

入春后， 气温回暖， 进入融化期（图 ５（ｃ））， 冰表雪层融化消失， 冰体更加洁净、 透明， 太阳辐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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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冰层且进入水体的太阳辐射逐渐增加， 尽管冰下逆温层仍存在， 但其温度已显现出日变化趋势（日变幅

在 １ ０ ℃以内）。 逆温层下的上部水体因辐射受热也呈现出明显日变化特征， 日变幅达到 ２ ５ ℃， 且整体温

度随冰层融化而升高， 并向下转变为稳定的正温分布。
冰层完全消失后（图 ５（ｄ））， 水体恢复与大气的直接质能交换， １２０ ｃｍ 以上水层在 ８：００—１４：００ 呈现出

正温分布； 之后， 由于盛行风的强力掺混， 上部 １２０ ｃｍ 成等温状态。 １２０ ｃｍ 以下水层日变幅较小， 且出现

温跃层， 直至湖底。 可见， 相对于深水湖泊［１６，２０］， 浅水热融湖受水深限制， 不存在夏季的恒温层或湖下层。
２ ３　 湖塘水温结构和温跃层的变化

上下层湖水的增温和冷却存在相位差异， 致使湖塘水温沿垂直方向呈现一定变化。 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ＢＬＨ⁃Ａ 湖塘水温等值线图（图 ６）， 在监测期间， ＢＬＨ⁃Ａ 湖塘湖水依次出现分层期、 翻转期、 冰

封分层期、 翻转期和分层期。
每年 １０ 月中旬以前， 由于监测始于中秋， 该期属于夏季分层的末期， 湖水呈正温分布。 期间湖水温度

整体降低， 温跃层深度逐渐增大， 顶层水体与底层水体温度趋于一致。
第 １ 个湖水翻转期出现在 １０ 月中旬至结冰前， 湖水发生垂向对流而混合， 为完全混合型湖泊； 并在太

阳辐射作用下， 出现 “夜晚等温、 白昼分层” 或全天等温的现象， 即存在间断的温跃层， 且厚度较薄（多不

足 ３０ ｃｍ）， 或不存在温跃层， 期间全湖水温从 ７ ℃降至 １ ℃。
冰封期（１１ 月份至次年 ５ 月初）， 湖面完全冻结， 湖水温度降至最低（冰生长期基本低于 ４ ℃）。 冰封期

间， 湖水仍呈明显分层结构： 在冰生长期， 上层水体（约 ３０ ｃｍ 厚）呈逆温分布， 温度梯度为－１５～ －２０ ℃ ／ ｍ，
可类似作为冰封期的逆温跃层， 其下是等温或弱逆温水层， 这一阶段可看做 “逆温跃层” 结构（图 ７）； 其底

部水温在 ４ ０ ℃左右， 密度最大， 分层结构相对稳定。 在融化期， 中层水体因接收太阳辐射增加而不断升温

（图 ５（ｃ）和图 ６）， 逐渐高于湖底水层， 在逆温层下出现正温跃层； 温水层厚度也不断增加， 直至冰层消失

时几乎占据整个水层厚度， 逆温层随之消失， 这一阶段上部为逆温跃层、 下部为正温跃层， 可看做 “逆温⁃
正温共存分层” 结构， 且两层深度都随着冰层融化而上移（图 ７）。 当逆温跃层下边界温度超过最大密度温度

（４ ℃）， 则逆温层上部冷水团下沉、 下部温水团上浮， 产生局部垂向混合［２２⁃２３］， 增加了冰下湍流热通量， 加

速冰底融化。 另一方面， 冰下水体升温， 水体输送给冰层的感热通量增加， 也进一步促进了冰层融化。 冰盖

期， 水体的稳定分层， 也将进一步恶化冰下水生态环境。

图 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 ＢＬＨ⁃Ａ 湖水温季节变化

Ｆｉｇ ６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ｋｅ ＢＬＨ⁃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第 ２ 个湖水翻转期出现在 ５ 月中旬， 即冰层全部融化后， 湖水迅速进入等温状态， 正、 逆温跃层同时消

失（图 ７）， 温度在 ４～５ ℃， 翻转期很短， 但为整个湖泊的复氧和营养盐再分配提供了途径。 之后， 表层水体

迅速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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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个湖水分层期（５ 月中旬以后）， 即进入夏季分层期， 湖水为正温分布。 湖水整体温度升高， 分层愈

加明显， 温跃层位置逐渐下移， 而后维持在湖底， 温跃层梯度相对稳定（图 ７）。

图 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 ＢＬＨ⁃Ａ 湖塘温跃层深度（ＤＴ）、 底界深度（ＢＴ）和强度（ＳＴ）的季节变化

Ｆｉｇ ７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ｏｃｌｉｎｅ ｄｅｐｔｈ （ＤＴ）， ｂｏｔｔｏｍ ｄｅｐｔｈ （ＢＴ）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ＳＴ）ｉｎ ＢＬＨ⁃Ａ

必须指出， 该季节性冰封浅湖的夏季分层结构不同于其他深水湖泊或常年水面开放湖泊［１７⁃１８］， 主要体

现在 ３ 方面： ① 其是不完整的分层结构， ＢＬＨ⁃Ａ 湖塘夏季分层仅存在上层混合层和温跃层， 缺失下层恒温

层。 其可能的原因有二， 一是湖塘水深较浅， 二是湖底为冻土层， 泥温常年较低， 导致湖下层水温迅速降低

并维持。 ② 冰过程影响分层结构， 冰封期存在逆温跃层， 其位置随冰⁃水界面位置变化； 融化期冰下水层存

在逆⁃正两层温跃层结构， 并维持至开湖。 ③ 在整个夏季分层期， 偶尔出现整个湖水的等温状态， 即湖水翻

转， 一般出现在风速较大的后半夜至早晨 ９：００ 前； 尽管混合时间短暂， 但却打破湖水分层结构， 造成全湖

水体翻转， 可引起夏季深层水体复氧和湖底营养物质悬浮［２４］， 对维持良好的水生环境至关重要。
２ ４　 湖底水⁃土热交换

湖塘水热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 如前面探讨的风、 气温、 辐射以及水动力过程（如对流）。 就浅湖而言，
因湖底沉积层温度可能呈现显著的季节或年际变化， 则可能通过水⁃土垂向显热、 湍流热交换来影响湖底层

水温。 泥温数据显示， 湖底浅层沉积层（＜５ ｍ）温度保持在 ０ ５ ～ ３ ０ ℃之间， 呈垂向正温分布， 温度梯度小

于 ０ ３ ℃ ／ ｍ， 年变化不明显， 是湖底水层常年保持低温的直接原因。 从前文分析可知， 近湖底水层（１５０ 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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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常保持恒温或者温跃层状态， 若不考虑短暂的全湖掺混， 且湖底为淤泥， 地下水交换可忽略， 湖底水⁃
土热通量则可由下式近似计算：

ＱＳ⁃Ｗ ＝ － λＷ

∂Ｔｗ

∂Ｚ
＝－ λＳ

∂ＴＳ

∂Ｚ
≈－ λＳ

ＴＳ，２ － ＴＳ，１

ΔＺ
（２）

式中： ＱＳ⁃Ｗ为湖底热通量， Ｗ ／ ｍ２， 向下为正； l为导热系数， Ｗ ／ （ｍ ℃）； Ｔ 为温度， ℃； Ｚ 为深度， ｍ； 下

标 Ｓ 和 Ｗ 分别代表水和沉积层； １、 ２ 代表离水⁃土界面最近的泥温探头。 根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观测数据， 计算得到如图 ８ 所示热通量随时间的变化。 进入冬季（１０ 月初）至最大冰厚（２ 月初）， 热交换过程

微弱（ＱＷ⁃Ｓ ＝－０ １５ Ｗ／ ｍ２）； 冰融化期（３ 月初至 ５ 月中旬）湖水不断向沉积层释放热量， 平均热通量为 ０ ８７ Ｗ／
ｍ２（可使 １０ ｃｍ 厚水层 １ ｄ 降低 ０ １８ ℃）； 开湖后， 湖水仍以释放热量为主， 热通量约为０ ６５ Ｗ／ ｍ２。 换言之，
热融湖可为周围冻土退化提供稳定的热源， 是冻土湖岸坍塌和湖底融化层发展的重要强迫［１５］。

图 ８　 湖底水⁃土热通量（ＱＳ⁃Ｗ向下传输为正值）

Ｆｉｇ ８ Ｗａｔｅ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ｅｓ

３　 结　 　 论

（１） 高原腹地热融浅湖每年 １０ 月末或 １１ 月初至次年 ４ 月末或 ５ 月初被冰层覆盖， 最大冰厚 ５０～７０ ｃｍ。
湖冰过程可分为快速生长期、 生长平衡期和融化期 ３ 个阶段。 整个冰封期冰表面存在持续升华（融化期也伴

随着融化）过程， 总升华量占最大冰厚 ３０％～４０％。
（２） 湖塘水温日变化受气温、 太阳辐射和风影响， 最高和最低值出现在 １６：００—１９：００ 和 ６：００—１０：００，

常存在日内温跃层； 水温夏季最高， 上下水层存在明显差异（含春末、 秋初）； 冬季最低， 上下层温差小。
（３） 湖冰生消影响水温热力学结构。 在 “无冰期（６—１０ 月）—结冰前（１０—１１ 月）—冰生长期（１１—３

月）—冰融化期（３—５ 月）—融化后（５ 月）—无冰期（６—１０ 月）” 年循环中， 水温呈 “分层期—翻转期—逆温

分层期—逆温与正温共存期—翻转期—分层期” 循环过程。 夏季分层仅存在混合层和温跃层， 不存在常温

层； 偶因强风搅动， 全湖水体翻转而破坏分层结构。
（４） 湖底沉积层是影响底层水温的主要因素， 冷季热交换微弱， 暖季以吸热为主。

致谢：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吴青柏研究员提供北麓河站气象数据， 林战举副研究员提供湖

水理化数据， 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青藏高原北麓河观测试验站提供测试仪器维护， 在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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