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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变化条件下海湾水库盐分达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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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中国北方海湾水库间歇来水、 连续取水和沉积物动态释盐的特点， 建立水量与盐分耦合的数学模型，
以青岛拟建的沐官岛水库为例， 探讨水位变化条件下混合型海湾水库库水盐分的影响因素、 超标风险与达标条件。
模拟结果表明， 在水库水位连续降低条件下， 毫米量级的日蒸发量对库水盐分的累积效应显著。 在不利水文条件

下， 受沉积物释盐、 水分蒸发与人工取水的影响， 混合型海湾水库长期存在盐分超标的风险。 与水位不变时相反，
水位降低时库水盐分浓度随着取水量的增大而升高； 因此， 当库水盐分存在超标风险时， 可以通过减少日取水量

实现库水盐分达标。 为保障安全供水， 在海湾水库设计与运营管理阶段， 均需要综合考虑水量⁃盐分因素进行水库

的日取水量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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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水盐分超标限制了海湾水库在解决滨海地区水资源短缺中的重要作用。 国内外海湾水库建设的实践表

明， 库内残存海水［１］、 海水渗漏［２］将会导致库水盐分长期超标。 在排除库内残存海水、 做好坝底防渗条件

下， 库底咸化沉积物的盐分释放将是影响水库咸化的最主要因素。 沉积物盐分释放速率随着时间逐渐减小，
由此管理者往往认为， 经过一段时间后库水盐分能够稳定达标。 所以， 在水库建设的可行性论证阶段， 管理

者常要求论证单位提供海湾水库建成后多长时间库内盐分不再超标的明确结论。 因此， 探讨海湾水库库水盐

分达标问题（达标时间、 影响因素和达标条件等）对于水库建设的可行性论证与库水咸化防治具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
目前关于沉积物盐分释放影响海湾水库水体咸化时间尺度的研究较少。 高增文等［３］ 通过沉积物孔隙水

盐分剖面分布的模拟计算， 指出在盐分分层型海湾水库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均需关注水体的泛咸问题。 较浅的

滨海水库往往是混合型水库。 一些学者探讨了沉积物盐分释放影响下混合型滨海水库水体盐分动态［４⁃５］， 叶

清华等［４］的模拟结果表明， 江苏王港滩涂水库在蓄水 ７０ ｄ 后库水盐分将满足用水要求（１ ｇ ／ Ｌ）。 但这些模拟

是在库水水位不变条件下进行的； 有研究表明， 相同的内源污染负荷对水环境的影响随着水深减小而不断增

大［６⁃７］。 海湾水库的水位除了受人工取水影响外， 还受降雨、 蒸发的影响， 特别在气候变化背景下， 库水水

位的波动受水文条件的影响将更加显著。 中国北方建设的海湾水库往往仅在汛期（６—９ 月）有来水， 汛期后

在取水与蒸发作用下， 库水水位将不断降低。 因此， 推断在水位降低条件下， 混合型海湾水库库水盐分变化

将不同于恒水位条件， 水库蓄水后将长期存在盐分超标的风险。
本文以青岛拟建的沐官岛海湾水库为例， 建立水量与盐分耦合的数学模型（体现沉积物⁃水界面边界层对

盐分交换的阻滞效应）， 探讨水位降低与沉积物盐分动态释放综合作用下库水盐分的影响因素与达标条件，
为海湾水库的建设与运行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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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盐分运移模型

１ １　 模型建立

在坝底防渗前提下， 忽略流域地下水与库水的相互作用； 模拟过程的水量平衡主要考虑河流来水、 蒸发

与取水（图 １， 式（１））。
Ｖ
ｔ

＝ Ｑｉｎ － Ｑｏｕｔ － Ｅ （１）

式中： Ｖ 为库内储水量， ｍ３； ｔ 为时间， ｄ； Ｑｉｎ为河流来水量， ｍ３ ／ ｄ； Ｑｏｕｔ为取水量， ｍ３ ／ ｄ； Ｅ 为净蒸发量，
ｍ３ ／ ｄ。

盐分平衡主要考虑河流来水、 咸化沉积物释放带入盐分， 人工取水带走盐分（图 １， 式（２））。
（ＶＣ）

ｔ
＝ ＱｉｎＣ ｉｎ ＋ ＦＡ － ＱｏｕｔＣ （２）

式中： Ｃ 为库水盐分浓度， ｇ ／ ｍ３； Ｃ ｉｎ 为河水盐分浓度， ｇ ／ ｍ３； Ｆ 为随时间变化的沉积物盐分释放通量，
ｇ ／ （ｍ２·ｄ）； Ａ 为沉积物表面积， ｍ２。

联合式（１）与式（２）， 可得

Ｃ
ｔ

＝
ＱｉｎＣ ｉｎ － ＱｉｎＣ ＋ ＣＥ ＋ ＦＡ
Ｖ０ ＋ （Ｑｉｎ － Ｑｏｕｔ － Ｅ） ｔ

（３）

式中： Ｖ０为水库的初始储水量， ｍ３。
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 中的常微分函数对式（３）进行求解。

图 １　 海湾水库中盐分的主要运移过程示意

Ｆｉｇ １ Ｍａｉ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ｓａｌｔ ｉｎ ａｎ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１ ２　 模型的基础数据

１ ２ １　 沐官岛水库概况

沐官岛水库拟拦蓄横河、 白马河与吉利河 ３ 个流域的来水， 典型水文年的来水量与净蒸发量见表 １， 年

内来水量分布极不均匀， ６—９ 月份占多年平均来水量的 ９１ ０３％， 其他月份往往无水可蓄； 年际来水量变化

大， 枯水年份往往无水可蓄（１９７７—２０１４ 年）。 区域多年平均气温为 １３ ２ ℃ （１９９１—２０１１ 年）； 库区上覆地

层沉积物主要以砂性土为主， 主要由泥质粉砂、 粉质黏土和砂组成， 沉积物厚度一般为 ３ ～ １６ ｍ。 水库的水

面面积为 １２ ８９ ｋｍ２， 平均水深为 ５ ２３ ｍ； 总库容为 ６ ７４０ 万 ｍ３， 其中兴利库容为 ６ ４８０ 万ｍ３。 ９５％保证率下

日供水量为 ６ ３１ 万ｍ３。
１ ２ ２　 库底沉积物盐分的释放通量

由于咸化沉积物与其上覆淡水之间具有显著的盐分梯度， 沉积物中的盐分将主要以分子扩散的形式向库

水释放（项目拟对水库主坝与辅坝的坝底进行防渗， 因此， 不考虑海湾水库库水与周边地下水的相互作用）。



　 第 ５ 期 高增文， 等： 水位变化条件下海湾水库盐分达标探讨 ７６５　　

沉积物与库水之间的溶质交换通量常通过土柱与水槽实验确定， 并作为数值模拟的输入条件； 但实验仅能进

行较短的时间， 在需要进行长期数值模拟时， 如果利用外插实验结果获取沉积物的长期盐分释放通量， 将产

生较大的误差。 本文采用 Ｆｉｃｋ 第一与第二定律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沐官岛水库沉积物的盐分释放通量， 计算

过程考虑了沉积物孔隙水盐分初值（３７ ６８ ｇ ／ Ｌ）、 沉积物孔隙度（因库区主要以砂性沉积物为主， 所以不考虑

压实作用按孔隙度在垂向上为常数进行计算， ０ ４３）等因素的影响。

表 １　 典型年份的来水量与净蒸发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ｎｅｔ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ｓ

水文年 年份
白马河、吉利河来水量 ／ 万ｍ３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９ 月
总量 ／ 万ｍ３

横河来水量 ／ 万ｍ３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９ 月
总量 ／ 万ｍ３ 日净蒸发量

／ ｍｍ

丰水年 １９９８ ０ １ ５９５ ６ ９９１ ０ ８ ５８６ ８７ ３７７ １ ２０６ １３ １ ６８３ ０

平水年 １９８２ ０ ２ ８０８ ２８ ０ ２ ８３６ １４ ５３９ ４４ ２４ ６２１ ０ ９６

枯水年 １９９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６ ２４ ５４ ３５ １２９ １ ３８

　 　 首先通过 Ｆｉｃｋ 第二定律计算沉积物孔隙水中盐分剖面的动态分布［３］； 然后由 Ｆｉｃｋ 第一定律计算不同时

图 ２　 沉积物盐分释放通量

Ｆｉｇ ２ Ｆｌｕｘ ｏｆ ｓａｌ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刻的盐分释放通量［８］。 扩散通量由沉积物⁃水界面与界面

之下 ２ ｃｍ 处孔隙水之间的盐分梯度进行计算。 需要指出

的是， 水环境中沉积物⁃水界面处往往存在很薄的扩散边

界层［９］， 在底边界层未受到强烈扰动时， 其下边界（沉
积物⁃水界面）的盐分浓度常保持相对恒定［８］； Ｈｏｕｓｅ 与

Ｄｅｎｉｓｏｎ［７］在进行河水与沉积物之间无机磷的扩散模拟

时， 扩散边界层下边界（沉积物⁃水界面）无机磷的浓度也

按固定值进行计算。 Ｌｅｒｍａｎ 和 Ｊｏｎｅｓ［５］在模拟湖水盐分变

化时忽略了扩散边界层存在的影响， 这将增大沉积物盐

分的初期释放通量［１０］； 本文在模拟时考虑了边界层对沉

积物盐分释放的阻滞效应（图 １（ｂ））。 计算结果见图 ２。
１ ３　 模拟情景

首先分别模拟了水位不变与变化条件下库水盐分浓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以建库 ５ 年后为模拟时间起始

点， 河水盐分为 ０ ３ ｇ ／ Ｌ（汛期入库河流的平均盐分含量）， 库水盐分初值为 ０ ５ ｇ ／ Ｌ。 连续取水， 取水量为

６ ３１ 万ｍ３ ／ ｄ； 水位不变时连续进水， 并保持进水量与取水量和蒸发量平衡。 为方便与水位变化的结果进行

对比， 水位不变时以枯水年的净蒸发量进行计算。
为突出水位变化对库水盐分的影响， 以枯水年为例（上一年 ６—９ 月蓄水后， 再经过一个枯水年， 期间入

库水量为 ０， 即进水后 ６０８ ｄ（３６５－１２２＋３６５）没有进水）进行模拟， 分别探讨汛期后水库储水量及其初期盐分

含量、 取水量、 蒸发等因素对库水盐分的影响。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水位变与不变时库水盐分对比

水库水位变化对库水盐分浓度影响的模拟结果见图 ３。 可以看出， 不同储水量条件下， 水深连续降低

（经过 ６０８ ｄ 后）情况下库水盐分显著高于水位不变情况， 并且在初期储水量为 ５ ５００ 万ｍ３时， 水位变化条件

下盐分已超过 １ ｇ ／ Ｌ， 而水位不变时盐分仅为 ０ ５７ ｇ ／ Ｌ。 Ｃｒｏｗｅ［１１］指出， 河流来水对库水盐分具有稀释效应，
来水减少将增大库水盐度； 沐官岛水库在枯水年没有来水， 所以水位变与不变情况下库水盐分的对比更显

著。 这表明， 水位变化（尤其是水深降低）将对库水盐分是否达标产生重要影响； 在进行湖库水质模拟时，
需要重视水位变化的环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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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水库水位降低与水位不变时

的库水盐分对比

Ｆｉｇ ３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ｗａ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２ ２　 库水盐分的影响因素与管理启示

２ ２ １　 蒸发

水库水的消耗主要由取水与蒸发两部分组成。 蒸发

是影响湖泊水量与矿化度的重要因素［１２］， 目前， 在一些

模型中常忽略水分蒸发对水量与水质的影响［１３⁃１４］。 由典

型年份水文资料可得， 沐官岛水库流域枯水年水面净蒸

发量 １ ３８ ｍｍ ／ ｄ。 建库 ５ 年， 汛期后满水情况下， 如果

不考虑蒸发， 则再经过一个枯水年后库水盐分为 ０ ６９１
ｇ ／ Ｌ； 而考 虑 蒸 发， 经 过 同 样 时 间 后 库 水 盐 分 为

０ ９３５ ｇ ／ Ｌ（图 ４， 蓝色数据点）。 而在进出水平衡条件下，
是否考虑蒸发对库水盐分的影响不显著（图 ４， 红色数据

点）。 这是由于水库面积较大， 尽管水面净蒸发深度为毫

米级， 但蒸发量达 １ ７８ 万ｍ３ ／ ｄ， 占日取水量的 ２８％； 并

且在枯水年没有进水， 导致蒸发对库水盐分的累积效应非常突出。 因此， 在水库水位持续降低条件下， 需要

考虑蒸发对库水盐分的影响。
２ ２ ２　 汛期后盐分初值

汛期后库水的盐分初值与初次蓄水前库内海水处置效果、 运行过程海水渗漏量、 汛期前库水盐分浓度和

河流来水盐分浓度等因素有关。 由图 ５ 可以看出， 随着盐分初值的增大， 模拟结束时库水盐分浓度逐渐增

大， 并且在不同盐分初值时随着汛期后储水量的减少， 盐分均超过了 １ ｇ ／ Ｌ。

图 ４　 蒸发对库水盐分浓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ｗａｔｅｒ

　
图 ５　 不同储水量与盐分初值时经

枯水年后库水的盐分浓度

Ｆｉｇ ５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ｗａｔ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ａ ｄｒｙ ｙ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盐分初值对于水位降低条件下库水盐分浓度的影响显著， 这要求水库初次蓄水前应尽量排除库内残存海

水； 水库建设过程做好坝底防渗， 并强化运行过程中的闸门管理， 以防海水渗漏进入水库。
２ ２ ３　 储水量

由于河流来水量的不确定性， 汛期后水库储水量将存在差异。 由图 ５ 可以看出， 枯水年结束时库水盐分

浓度随着储水量的减少逐渐增大， 比如库水盐分初值为 ５００ ｍｇ ／ Ｌ、 水库满水时（６ ７４０ 万ｍ３）， 模拟结束时的

盐分浓度为 ９３５ ｍｇ ／ Ｌ； 当初期储水量为 ５ １８０ 万ｍ３（从水量角度考虑， 水库的最小储水量）时， 模拟结束时的

盐分浓度为 １ ７００ ｍｇ ／ Ｌ， 已不满足用水对盐分的要求。
上述模拟的起始时间是建库后第 ６ 年的汛期结束时， 模拟结果表明， 库水盐分达标情况与盐分初值以及

储水量密切相关。 因此， 如果要求建库后一定时间库水盐分达标（汛期后再经过一个枯水年）， 汛期后储水

量与盐分初值需要满足特定的要求（图 ６）。 比如要求建库 ５ 年后， 即第 ６ 年汛期蓄水后再经过一个枯水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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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盐分达标， 则在盐分初值为 ３００ ｍｇ ／ Ｌ、 ４００ ｍｇ ／ Ｌ 与 ５００ ｍｇ ／ Ｌ 时， 储水量满足一定要求时均可实现， 并且

随着盐分初值增大， 要求的储水量也增大； 但盐分初值为 ６００ ｍｇ ／ Ｌ 时， 既使汛期后水库满水， 库水盐分需

要经过 ９ 年才能达标。

图 ６　 不同盐分初值时不同达标时间的储水量要求

Ｆｉｇ ６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 ｔｉｍ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如果水库建成后某一年库水盐分达标， 那是否意味着以后库水都能稳定达标呢？ 以上的分析表明， 尽管

沉积物中的盐分释放通量随着时间逐渐减小， 但库水盐分是否达标与汛期后储水量密切相关。 所以， 尽管某

一年盐分达标， 但由于河流来水量的不确定性， 可能引起后期年份储水量偏少， 在蒸发、 取水以及沉积物释

盐条件下， 库水盐分仍可能超标。 因此， 由于沉积物盐分释放的长期性以及水文的不确定性， 混合型海湾水

库将长期存在盐分超标的风险。
如前所述， 可以通过工程与管理措施降低汛期后的盐分初值； 但由于降水量的不确定性以及流域上游需

水量增大导致调节河流径流量的难度增大， 所以， 汛期后水库储水量的要求往往得不到满足。 因此， 通过控

制汛期后水库储水量调控库水盐分浓度往往不具可行性。
２ ２ ４　 取水量

沐官岛水库枯水年后库水盐分浓度将随着水库取水量的减小而降低（图 ７， 空心圆点）。 这与 Ｃｒｏｗｅ［１１］的

结果相反； Ｃｒｏｗｅ［１１］指出， 减少排水量将引起湖水盐度增大。 Ｃｒｏｗｅ［１１］ 的计算在湖泊水位变化不大条件下进

图 ７　 取水量对库水盐分浓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ｏｎ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ｗａｔｅｒ

行； 本文计算的前提是没有进水、 水位持续降低。 进一

步的模拟表明， 进出水平衡与水位降低两种条件下库水

盐分对取水量的响应确实呈相反趋势（图 ７）。 在进出水

平衡条件下， 进出水将对库水盐分起到稀释作用［１１］， 并

且取水量越大稀释效应越显著， 表现为取水量越大库水

盐分浓度越低； 而水位降低条件下， 取水量越大， 库内

水量越少， 放大了蒸发与沉积物释盐的盐分累积效应，
将导致库水盐分增大， 表现为取水量越大库水盐分浓度

越高。
在没有进水、 水位降低条件下， 减少取水量有利于

抑制库水盐分升高。 因此， 在不利水文条件下， 可以通

过减少取水量实现库水盐分达标。 根据式（３）可以计算汛期后不同盐分初值以及不同储水量条件下， 再经过

一个枯水年（６０８ ｄ）后库水盐分达标需要满足的取水量要求（达标取水量）。 这里仅给出汛期后盐分初值为

５００ ｍｇ ／ Ｌ， 不同储水量时的达标取水量（图 ８）。 从图 ８ 可以得到建库后不同时间遇到不利水文条件时， 要保

证库水盐分达标， 需要控制的取水量值。 整体上， 随着水库建成时间的延长， 达标取水量逐渐增大， 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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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汛期后盐分初值 ５００ ｍｇ ／ Ｌ，
不同储水量时的达标取水量

Ｆｉｇ ８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ｏｕｔｆｌｏｗｓ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５００ ｍｇ ／ Ｌ ｓａｌ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由沉积物盐分释放通量随着时间逐渐减小引起（图 ２）。
储水 量 越 小， 达 标 取 水 量 越 小， 比 如 储 水 量 为

５ ５００ 万ｍ３时， 在建库后第 ４１ 年遇到枯水年时， 达标取

水量为 ６ ２５ 万ｍ３ ／ ｄ， 仍小于水库的设计取水量（６ ３１
万ｍ３ ／ ｄ）（图 ８）。

美国对盐分污染地区进行可用水规划时， 最初仅考

虑水量因素， 近年来逐渐关注盐分对可供水量的影

响［１５］。 在不利水文条件下， 如果按水量调算获得的日

取水量取水， 海湾水库库水盐分将长期存在超标风险。
因此， 为了保障安全供水， 需要综合考虑水量⁃水质因

素确定海湾水库的日取水量。

３　 结　 　 论

（１） 建立的水量⁃盐分耦合模型可以较好地探讨沉积物盐分动态释放、 水位波动作用下， 海湾水库库水

盐分的达标时间与达标条件。
（２） 受中国北方水库来水特点（仅 ６—９ 月有来水， 而且枯水年常没有来水）、 沉积物长期释盐的影响，

混合型海湾水库将长期存在盐分超标的风险。
（３） 在水位稳定与水位不断降低两种条件下， 库水盐分随着取水量的变化趋势截然相反； 在不利的水

文条件下， 可以通过减少日取水量实现库水盐分达标。 在海湾水库设计与运营管理阶段， 需要综合考虑水量

⁃盐分因素确定水库的日取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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