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９ 卷 第 ４ 期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９，Ｎｏ．４

Ｊｕｌ．，２０１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４０４２ ／ ｊ ｃｎｋｉ ３２ １３０９ ２０１８ ０４ ００８

溪洛渡水库水温日变化的测量与分析

谢奇珂１， 刘昭伟１， 陈永灿１，２， 陈　 啸１，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Ｔｙｌｅｒ Ｗｅｒｋ１

（１ 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２ 西南科技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１０）

摘要： 溪洛渡等河道型水库具有库容大且径流量大的特点， 热动力过程和水温分布迥异于天然河流或湖泊。 通过

温度链对溪洛渡水库坝前水温进行长期高频监测， 选取升温期和降温期典型时段， 分析表层水温的昼夜变化和温

跃层的内波现象； 计算表面热交换， 并分析其对水温变化的影响。 结果表明： 水面混合层在水面热交换的控制下

周期性出现和消失； 在升温期水面吸热对于变温层升温过程有重要影响； 在降温期， 水面失热驱动了垂向混合，
入流降温形成侵入流， 共同控制变温层的降温过程； 温跃层中 ２４ ｈ 周期的内波形成与出流日调节有直接因果关系。
与实测数据计算的水面热通量相比， 采用气象站日值数据的溪洛渡数值模型的模拟值偏小。

关键词： 水温； 水面热交换； 日变化； 溪洛渡水库

中图分类号： ＴＶ６９７ ２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１８）０４⁃０５２３⁃１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１⁃０３； 网络出版时间： ２０１８⁃０５⁃１８
网络出版地址：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８０５１４ １０２８ ０２８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资助项目（０７９９５３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５７９１３０）
作者简介： 谢奇珂（１９９１—）， 男， 重庆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水库水温方面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ｘｑｋ１３＠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ｅｄｕ ｃｎ
通信作者： 刘昭伟，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ｚｈｗ＠ ｍａｉｌ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ｅｄｕ ｃｎ

中国西南地区先后建成了二滩、 锦屏一级、 向家坝、 溪洛渡等大型河道型水库； 水库水体的蓄热作用不

仅改变了原有河段的水温结构， 也使得下游水温产生了一定延迟［１⁃４］， 影响流域的生态环境。 大型河道型水

库拥有巨大的库容和径流量， 年均水力停留时间介于天然湖泊与河流之间， 热动力过程和水温分布也不同于

其他两类水体。 近年来， 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 大型河道型水库的水温问题得到关注， 相关研究也方兴

未艾。
当前， 数值模拟和现场观测是水温研究的主要手段。 针对水库水温的数值模型已经相当成熟， 垂向一

维、 立面二维和三维数值模型已在国内多处水库得到了良好应用［２，５⁃９］。 目前， 国内针对西南地区大型河道

型水库的诸多研究中， 通过建立二维或三维模型， 不仅还原了库区历史水温变化过程， 还预测了未来库区水

温在单独运行及与上游水库联合运行情况下的变化， 并对季节性分层、 下泄温度变化等现象做出了深入分

析［１⁃２，９⁃１２］。 当前数值模拟研究的一大不利因素为监测数据频率过低， 作为边界条件的水温数据通常采样间隔

较长， 多为每日一次甚至更长间隔； 气象资料多为日均值， 且气象站点与研究水域也有一定水平距离和高程

差； 数据代表性不理想， 使得数值模型难以模拟水温的日变化过程。 因此， 大型河道型水库高频次的水温监

测对于理解水库水温变化过程， 提高水温预测的准确性十分必要。 国外对于湖泊及湖泊型水库的研究中监测

了诸多水体的水温昼夜变化， 研究了太阳辐射、 风力等因素对于水温日变化的影响［１３⁃１６］。 目前国内针对西

南地区水库的实测研究多基于日值和月值数据［１，３］， 明确了水温季节性分层和下泄水温延迟等现象， 并广泛

用于数值模型的验证； 而基于小时值数据的水温日变化研究较少［１７］。 中国西南地区水库兼具湖泊型水库及

河流的部分特点， 对其水温日变化规律的研究不充分， 开展长期、 高频的监测有助于更小时间尺度的热动力

过程的理解和分析。
本研究以金沙江下游溪洛渡水库为例， 利用温度链与水面微型气象站开展了长期且高频的水温和气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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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以水面热交换为主要关注点， 分析了具有流动特性的河道型深水库表面水层在升温期和降温期以及不同

气象条件下的昼夜变化特征， 估算了水面热交换在不同时期对于水温变化的影响， 分析了温跃层内波的特性

和影响因素； 通过对比水面热通量的模拟值与实测数据计算值， 验证采用日值气象数据为边界条件的立面二

维数值模型得出的水面热通量精度。

１　 观测手段及分析方法

１ １　 水温观测

溪洛渡水温在横向变化不明显， 断面中心温度分布对整个断面有非常好的代表性［１］。 ２０１５ 年 ４—１２ 月，
每月在全库区的多个固定断面进行水温监测， 结果表明溪洛渡季节性分层在纵向各断面的深度分布相似， 因

此， 靠近大坝的 Ｓ１ 断面（图 １）水温对于全库区的分层结构有良好的代表性［１］。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采用布设垂向温度链的方式对 Ｓ１ 断面水温进行长期的高频监测。 温度链

共 １７ 个水温传感器， 布设在 Ｓ１ 断面浮桥下游侧的河道中点。 温度链上端固定于浮桥， 向下依次排列 １ ～ １６
号 ＲＢＲ Ｓｏｌｏ 水温传感器（加拿大 ＲＢＲ 公司， 水温精度±０ ００２ ℃）， 可自动测量并记录水温； 在温度链底部，
悬挂 １７ 号传感器 ＲＢＲ Ｃｏｎｃｅｒｔｏ（加拿大 ＲＢＲ 公司， 水深精度±０ ２５ ｍ， 温度精度±０ ００２ ℃）及重物， 可测量

温度及底部深度， 底部深度用于调整温度链倾斜情况下各传感器实际深度。 由于溪洛渡的温跃层深度随季节

变化不断下降［１］， 为了在减小垂向监测点间距的同时尽可能包含整个变温层和温跃层， 传感器深度分布和

采样间隔经过了多次调整（表 １）。

图 １　 溪洛渡库区的观测断面（Ｓ１）位置

Ｆｉｇ １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１）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ｌｕｏｄ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表 １　 Ｓ１ 断面温度链传感器深度 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ｉｓｔｏｒ ｃｈａｉｎ ａｔ Ｓ１

传感器
编号

调整时间（采样间隔设置）

２０１６⁃１１⁃１６
（１０ ｓ）

２０１６⁃１２⁃１２
（６０ ｓ）

２０１７⁃０３⁃１９
（１０ ｓ）

２０１７⁃０６⁃１３
（１０ ｓ）

传感器
编号

调整时间（采样间隔设置）

２０１６⁃１１⁃１６
（１０ ｓ）

２０１６⁃１２⁃１２
（６０ ｓ）

２０１７⁃０３⁃１９
（１０ ｓ）

２０１７⁃０６⁃１３
（１０ ｓ）

１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１ ０ ２ １０ ４ １ ４ １ ２５ ６０ １
２ ０ ４ ０ ４ ０ ３ １ １ １１ ５ １ ５ １ ３０ ７０ １
３ ０ ５ ０ ５ ０ ６ ２ １ １２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３５ ８０ １
４ ０ ６ ０ ６ １ ５ １ １３ ２０ １ ２０ １ ４０ ９０ １
５ ０ ７ ０ ７ ３ １０ １ １４ ３０ １ ３０ １ ５０ ９９ １
６ ０ ９ ０ ９ ６ ２０ １ １５ ４０ １ ４０ １ ６０ １１０ １
７ １ １ １ １ １０ ３０ １ １６ ５０ １ ５０ １ ７０ １２１ １
８ ２ １ ２ １ 故障 ４０ １ １７ ６０ ８ ６０ ８ ８０ ６ １２６ １
９ ３ １ ３ １ ２０ ５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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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气象观测与水文数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通过布设微型气象站监测 Ｓ１ 断面的气象。 微型气象站浮于温度链的上方，
仪器包含 ＬＩ２００Ｘ（加拿大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Ｓｃｉ 公司）， 用于测量 ４００ ～ １ １００ ｎｍ 波长的太阳短波辐射， 误差小

于±５％； ＷＳ⁃２００ＷＸ（美国 Ａｉｒｍａｒ 公司）， 用于测量风速、 风向、 气温和相对湿度， 其中气温测量的分辨率

为 ０ １ ℃， 精度为±１ ０ ℃， 风速测量分辨率为 ０ １ ｍ ／ ｓ， 精度为±（０ ５＋读数的 １０％）ｍ ／ ｓ。 微型气象站在白

天由太阳能电池板供电， 夜间由蓄电池供电， 由数据记录仪每 １ ｍｉｎ 采集各传感器数据， 计算每 １０ ｍｉｎ 的均

值并保存。 由于库区水面风速总体偏低， 而气象站无法分辨过低的风速（ ＜０ ５ ｍ ／ ｓ）， 因此， 当 １０ ｍｉｎ 内风

速过低导致的无效采样次数过多时， 无法计算均值， 测量数据产生间断。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份气象站被洪水损坏，
之后气象观测终止。

溪洛渡水库的出流流量和坝前水位由水库运营方长江三峡集团提供， 数据频率为 ６ ｈ。
１ ３　 水面热交换计算

水面热交换主要由热辐射、 热传导和蒸发构成。 基于 Ｓ１ 断面测量的水温、 气象和辐射数据， 可以较为

准确地计算水面的热通量。 美国学者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 基于其他学者的研究， 总结了水面热交换相关各项的公式及

参数取值， 并将之应用于全球多处湖泊的研究中， 取得了良好效果［１６，１８］， 本研究中， 沿用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 的方法

计算下式中的各分量： Ｓ ＝ ＨＳ ＋ ＨＬ ＋ ＬＷｉｎ － ＬＷｏｕｔ （１）
Ｈ ＝ Ｓ ＋ ＳＷ （２）

式中： Ｓ 为在水面就被吸收或损失的表面热通量， 不包含在水下传播过程中被吸收的太阳短波辐射； ＨＳ 为

进入水体的总热通量， 包含短波辐射。 ＨＬ 为显热通量， 即热传导交换的热量； ＬＷｏｕｔ为潜热通量， 即蒸发损

失的热量。 ＬＷｉｎ为进入水体的大气长波辐射， 与气温和云量相关， 其中云量（用数字表示， 全天无云为 ０，
天空完全被遮蔽为 １０）通过日内太阳短波辐射的实测曝辐量和当地理论最大曝辐量的比值来估计。 ＬＷｏｕｔ为水

体通过长波辐射损失的热量， 与水温相关； 入射短波辐射有部分被水面反射（约 ９％）， 余下的 ＳＷ 为短波辐

射被水体吸收的部分， 其中约 ５５％被水面 １～２ ｍｍ 直接吸收［１９］， 剩余部分在水下被分层吸收， 可按 Ｌａｍｂｅｒ⁃
Ｂｅｅｒ 定律计算水下不同深度的太阳辐射强度， 公式如下：

Ｒ（ ｚ） ＝ （１ － ０ ０９）Ｒｓｆ（１ － ０ ５５） × ｅｘｐ（ － ｋｓｚ） （３）
式中： Ｒ（ ｚ）为水下 ｚ 米深的短波辐射强度； Ｒｓｆ为抵达水面的太阳短波辐射强度； ｋｓ 为光衰减系数。 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和 ９ 月在 Ｓ１ 断面使用 ＬＩ⁃１９２ＳＡ 水下光量子传感器（美国 ＬＩ⁃ＣＯＲ 公司， 误差小于±１％）实测的水

面以下 ０～２ ｍ 光强分布， 计算得出了 ｋｓ 值， 为 ０ ４５ ｍ－１。
云量的估计以及气温、 风速和短波辐射的测量可能存在误差， 将影响计算结果的精度。 在白天， 太阳短

波辐射是最大的误差来源， ８００ Ｗ ／ ｍ２的峰值下， 误差上限为 ４０ Ｗ ／ ｍ２。 在夜间， ＬＷｉｎ和 ＨＬ 影响大于 ＨＳ。 对

于 ＬＷｉｎ， 气温在 １０～３０ ℃范围内时， 每单位值的云量改变的影响通常在 ２～１４ Ｗ ／ ｍ２之间， 影响较小； 云量

在 ０～１０ 范围内时， １ ℃气温误差的影响通常在 ２ ～ ８ Ｗ ／ ｍ２之间， 影响也较小。 对于， 在实际的气温、 相对

湿度和表面水温的组合下， １ ℃气温误差和 ０ ５ ｍ ／ ｓ 风速误差引起的潜热计算误差通常均小于 １０ Ｗ ／ ｍ２， 影

响较小。 总的来说， 各项误差对分析的影响有限。
由于上述的风速测量间断问题， 在缺乏实测风速时， 无法计算蒸发的潜热通量， 因而无法计算对应时段

的水面热通量， 但数据缺失部分占比较小， 不影响总体分析。
１ ４　 水面热交换引起的水温改变

在分析水面热交换对水温影响的时候， 采取下述方法将水面热通量换算为等效温度改变量。 根据

式（３）， 溪洛渡水下短波辐射在 １５ ｍ 处衰减至水面的 ０ ５ ／ １ ０００， 可以认为水面热交换不直接作用于 １５ ｍ 深

以下水层。 考虑水面至 Ｄ 米深的单位面积水柱（Ｄ≥１５ ｍ）， 在忽略侧向的对流和热交换的前提下， 经历时间

ｄｔ 后， 水柱内平均温度的改变（ｄＴａｖｇ）， 应等于式（４）中右侧 ３ 项之和。
ｄＴａｖｇ ＝ ｄＴｓｕｒｆ ＋ ｄＴｓｉｄｅ ＋ ｄＴｂｏｔｔ （４）

ｄＴｓｕｒｆ ＝ ｄｔ Ｈ ／ （Ｄ ｃｐ 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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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ｄＴｓｉｄｅ为净纵向出入流对平均水温的影响； ｄＴｂｏｔｔ为底部界面的对流和扩散对平均水温的影响； ｄＴｓｕｒｆ为

水面热交换对平均水温的影响， ３ 项均定义为水柱吸热为正。 式（５）为 ｄＴｓｕｒｆ的具体计算方法， ｃｐ 和 ρ 分别为

水的比热容和密度。 研究中用 Ｓ１ 断面实测垂向水温的均值计算 ｄＴａｖｇ。 将式（４）变形， 带入 ｄＴａｖｇ和 ｄＴｓｕｒｆ， 可

计算得出 ｄＴｓｔｄｅ＋ｄＴｂｏｔｔ的值， 研究中仅讨论这两项之和的影响。
从 ｔ０ 时刻到 ｔ 时刻对式（４）进行积分， 得到式（６）。 Ｔａｖｇ ｜ ｔｔ０为 Ｄ 米深单位面积水柱从 ｔ０ 到 ｔ 时段平均水温

的累积变化， 其他 ３ 项为各界面处对流、 扩散和热交换引起的温度累积变化。
Ｔａｖｇ ｜ ｔ

ｔ０
＝ Ｔｓｕｒｆ ｜ ｔ

ｔ０
＋ Ｔｓｉｄｅ ｜ ｔ

ｔ０
＋ Ｔｂｏｔｔ ｜ ｔ

ｔ０ （６）

２　 水温分层结构及热通量分析

图 ２ 为表 １ 中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各时段温度链数据绘制的等温线图。 多年水温监测表明溪洛渡

水库是典型的单循环型水库， 稳定的季节性分层结构在年际周期性出现、 发展并消亡， 其控制因素与小流量

的水库或湖泊不同， 径流影响非常大［１］。

图 ２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Ｓ１ 断面实测水温分布（等温线间隔 １ ℃）
Ｆｉｇ 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Ｓ１ ｆｒｏｍ Ｎｏｖ ２０１６ ｔｏ Ｓｅｐ ２０１７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ａｒｅ １ ℃）

图 ３　 溪洛渡水库分层期典型垂向水温结构示意

Ｆｉｇ 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Ｘｉｌｕｏｄ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如图 ３ 所示， 在稳定分层期， 水体从上至下可分为

季节性的变温层、 温跃层和深水层。 在太阳辐射较强时，
水面以下有一个以日为周期白昼吸热出现、 夜间失热消

失的温跃层结构［１３⁃１６］， 称为水面混合层。 而当入流在密

度驱使下在变温层和温跃层之间流动时， 称之为侵入

流［２０］， 与原变温层的交界面形成另一个温跃层， 为区别

于下方季节性温跃层， 称之为表层温跃层。 研究中将侵

入流归于变温层。 年内总体变化可根据水温总体变化趋

势分为升温期和降温期分别描述。
２ １　 升温期水面热通量

升温期水面总热通量较大， 水面混合层温度变化明

显。 图 ４ 中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１１ 日是水库升温过程中比较

有代表性的时段， 日均总热通量为正， 晴天最大值为 ２１１ Ｗ ／ ｍ２， 阴天根据不同云量， 日均值为 ７～１６ Ｗ ／ ｍ２。
从昼夜变化来看， 夜间水面总热通量最小约为－１００ Ｗ ／ ｍ２； 白天表面热通量接近 ０， 依靠太阳短波辐射， 总

热通量在早上 ７：００ 日出后到傍晚 １７：３０ 日落前的时间内为正， 且在下午 １：００ 到 ２：００ 达到峰值（溪洛渡实际

所处时区为东 ７ 区， 研究中统一使用东 ８ 区北京时间）， 在晴天最大能达到 ９００ Ｗ ／ ｍ２， 在阴天峰值为 ２１２ ～
２３４ Ｗ ／ ｍ２。 该时段平均风速为（１ ５０±０ ８４）ｍ ／ ｓ， 平均出流流量为 ２ ８１２ ｍ３ ／ ｓ， 平均水位为 ５４５ ３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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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升温期水温

２０１７ 年 ３—８ 月水库处于升温过程（图 ２）。 用水面以下 ０ ２ ｍ 深处的水温代表表层水温， ８：００ 的表层水

温大致处于日最低水平， 相邻两天的 ８：００ 温度差值代表经过 ２４ ｈ 的吸热和放热循环后水体表层温度的累积

变化。 ８：００ 表层水温在 ３ 月 ２０ 日—８ 月 １ 日处于增长之中， 平均增速约 ０ １１ ℃ ／ ｄ； 该时段内表层温度日内

最大变幅的最小值为 ０ ２ ℃， 最大值为 ７ ８ ℃， 平均值为（２ ４±１ ８） ℃； 而最大表层温度出现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３２， 为 ３３ ３ ℃（图 ２）。 在分层后的 ４ 月到 ６ 月， 深水层中 ８０ ６ ｍ 深的水温增速为 ０ ００３ ℃ ／ ｄ，
变化非常缓慢。

图 ４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Ｓ１ 断面

Ｆｉｇ 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ｄａｍ ａｔ Ｓ１ ｉｎ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３ 月底至 ４ 月初， 随着入流水温升高、 密度变小， 入流浮于周围水体之上流动， 同时由于取水口在深水

层上方， 变温层成为纵向流动的主要通道； 随着入流温度进一步升高， 变温层温度与深水层温度的差值变大

（图 ２）， 稳定的垂向分层结构逐渐形成。 过往对于溪洛渡水库的数值模拟研究表明， 在整个分层期， 变温层

水温受入流和出流控制， 也受到水面热交换的影响， 底部的深水层温度变幅极小， 温跃层介于两者之间， 且

随着入流侵蚀持续下降［１］。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１１ 日， 昼夜气温在 １９～３５ ℃范围内（图 ４）， ０ ２ ｍ 深处温度介于 ２０ ６～２５ ２ ℃之间， 昼

夜温差介于 ０ ６～４ ０ ℃之间（图 ５）， 日内最高温多在 １３：００ 到 １７：００ 间出现。 此时 １４ ５～１９ ５ ℃等温线所示

的温跃层位于 ４０～６０ ｍ 深区间， 垂向温度梯度约为 ０ ２３ ℃ ／ ｍ， 大于溪洛渡的数值模拟研究中采用的季节性

温跃层温度梯度的阈值为 ０ １５ ℃ ／ ｍ［１］； 此外， 变温层温度逐渐升高， 且温跃层中有明显的内波， 而深水层

升温较慢， 其中 ８０ ６ ｍ 深位置的水温以 ０ ０２ ℃ ／ ｄ 的速度缓慢上升。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 日和 １１ 日的表层水温分别反映了日均总热通量较弱的阴天（１５ ２ Ｗ ／ ｍ２， 图 ６）和较强的晴

天（１３４ ４ Ｗ ／ ｍ２， 图 ７）水面混合层的变化， 水面以下０ ２ ｍ深处水温最大变幅分别约 ０ ５９ ℃和 ３ ５ ℃； 对比

经历 ２４ ｈ 后的早 ８：００ 表面水温， 分别升高了－０ １ ℃和 ０ ２ ℃。 水面混合层深度随时间变化， 为 ２～４ ｍ。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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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温层上部， ６ 月 ３ 日昼夜最大温度变幅超过 ０ ５ ℃的水层最大深度约为 ２ ５ ｍ， 而 ６ 月 １１ 日的对应值约为

２０ ｍ， 而 ６ 月 ３ 日、 １１ 日的平均风速分别为 １ ９ ｍ ／ ｓ、 １ ２ ｍ ／ ｓ， 平均出流流量分别为 ３ ３５０ ｍ３ ／ ｓ、
２ ６００ ｍ３ ／ ｓ， １１ 日在风速、 出流流量均较小的情况下， 水面混合层范围显著大于 ３ 日， 这主要体现了水面热

通量的影响。

图 ５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Ｓ１ 断面实测水温（等温线间隔 １ ℃）
Ｆｉｇ ５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Ｓ１ ｉｎ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ａｒｅ １ ℃）

图 ６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 日 ８：００ 到 ４ 日 ８：００ Ｓ１ 断面水面混合层水温（等温线间隔 ０ １ ℃）
Ｆｉｇ ６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Ｓ１ ｆｒｏｍ ３ｒｄ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ｄａ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ａｒｅ ０ １ ℃）

图 ７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８： ００ 到 １２ 日 ８： ００ Ｓ１ 断面水面混合层水温（等温线间隔 １ ℃）
Ｆｉｇ ７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Ｓ１ ｆｒｏｍ １１ｔｈ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ｄａ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ａｒｅ １ ℃）

２ ３　 降温期水面热通量

降温期水面以放热为主， 表面热通量为负， 仅在日间短波辐射较强的时段总热通量为正。 图 ８ 中的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２８ 日是降温期中有代表性的时段， 日均总热通量最小为－２７２ ０ Ｗ ／ ｍ２， 短波辐射使得白昼

总热通量峰值达到 ５００ ０ Ｗ ／ ｍ２左右； 夜间气温低于水温， 总热通量为负， 在－１００ ０～ －３５０ ０ Ｗ ／ ｍ２范围内波

动。 该时段平均风速为（２ ０５±０ ８１）ｍ ／ ｓ， 平均出流流量为３ ８４０ ｍ３ ／ ｓ， 平均水位为 ５９７ ６ ｍ。
２ ４　 降温期水温

每年 ８ 月到次年 ３ 月水库处于降温过程［１］。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即 ２０１６ 年降温

期后半段， 用水下 ０ ２５ ｍ 深的水温代表表层水温。 该时段内， 表层水温日内最低的 ８：００ 水温持续降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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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降低速率为 ０ ０５ ℃ ／ ｄ； 表层水温的日内最大变幅的最大值为 ４ １ ℃， 最小值为 ０ １ ℃， 平均值为（０ ５４±
０ ６７） ℃； 该时段表层水温最低值出现在 ３ 月 １８ 日凌晨１：４０， 为 １４ ２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９ 月 ２９ 日， 即

２０１７ 年降温期前 ２ 个月， 用水下 ０ ２ ｍ 深水温代表表层水温。 该时段内， 表层水温日内最低的 ８：００ 水温降

低速率为 ０ １ ℃ ／ ｄ， 快于 ２０１６ 年降温期的后半段； 表层水温的日内最大变幅的最大值为 ７ ６ ℃， 最小值为

０ ３ ℃， 平均值为（２ ８±１ ８） ℃， 与之前的升温期数据差别不大。

图 ８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Ｓ１ 断面

Ｆｉｇ ８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ｄａｍ ａｔ Ｓ１ ｉ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图 ９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Ｓ１ 断面实测水温（等温线间隔 ０ １ ℃）
Ｆｉｇ 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Ｓ１ ｉ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ａｒｅ ０ １ ℃）

图 ９ 中是降温期具有代表性时段的水温， 该时段内水面温度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１９—２２ 日水面日均

热通量接近 ０（图 ８）， 存在水面混合层， 表层水温昼夜最大差值为 １ ４ ℃， 水下 １０ ～ ２０ ｍ 深温度略微降低，
２０ ｍ 深以下温度明显降低。 例如， 其中 １１ 月 ２１ 日是晴天（图 １０）， 日均总热通量为 １５ ２ Ｗ ／ ｍ２（图 ８）， 水面

混合层白昼最大升温 １ ３ ℃， 且水面混合层深度为 ２～４ ｍ。 ２３—２８ 日水面日均热通量为负， 日均总热通量约

为－２００ ０ Ｗ ／ ｍ２， ８：００ 的日表层最低温不断降低， 而垂向水柱总体温度也明显降低； 水下 ０ ２５～２ １ ｍ 深有

逆温层结构， 即该范围内水温随深度增加而升高， ２ １ ｍ 深以下为正温度梯度结构， 其中 ２４ 日和 ２８ 日逆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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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结构平均深度延伸到了 ５ １ ｍ。 图 １１ 为 １１ 月 ２７ 日的水面逆温层结构， 白天几乎没有太阳辐射， 日均总热

通量为－２１８ ０ Ｗ ／ ｍ２（图 ８）， 水面几乎没有温度升高， 反而在 １ １ ｍ 深范围内失热形成了逆温层， 平均温度

梯度为－０ ０１ ℃ ／ ｍ， 表层的低温水密度较大， 驱动了垂向对流［２１］， ８：００ 表层水温在 ２４ ｈ 后降低了 ０ １ ℃。
在有实测水温的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中， 共有 ８３ ｄ 水面以下 ０ ２５ ｍ 与 １ １ ｍ 深处水温差

值的日均值小于 ０， 水面形成逆温层。

图 １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８：００ 至 ２２ 日 ８：００ Ｓ１ 断面水面混合层水温（等温线间隔 ０ １ ℃）
Ｆｉｇ １０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Ｓ１ ｆｒｏｍ ２１ｓ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ｄａ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ａｒｅ ０ １ ℃）

图 １１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８：００ 到 ２８ 日 ８：００ Ｓ１ 断面水面混合层水温（等温线间隔 ０ ０５ ℃）
Ｆｉｇ １１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Ｓ１ ｆｒｏｍ ２７ｔ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ｄａ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ａｒｅ ０ ０５ ℃）

３　 讨　 　 论

图 １２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６ 日 ８：００ 到 ７ 日 ８：００ Ｓ１ 断面水面混合层水温（等温线间隔 １ ℃）
Ｆｉｇ １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ａｙｅｒ ａｔ Ｓ１ ｆｒｏｍ ６ｔｈ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ｄａ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ａｒｅ １ ℃）

３ １　 溪洛渡水库纵向流动对表面水温的影响

在溪洛渡水库 Ｓ１ 断面的水面混合层中， 常能观察到水面反常升温的现象。 在图 １２ 中， １４：００ 到 １５：００， 水

面气温从约 ２３ ℃上升至约 ２７ ℃， １ ｍ 以下水温未见明显变化， １ ｍ 内平均水温从约 １８ ℃快速升至约 ２２ ℃， 而

水面热交换能够引起的温度变化不到 ０ ５ ℃； 在 ２３：００ 到次日 ２：００， 水面气温从约 ２２ ６ ℃下降至约 ２２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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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ｍ内平均水温从约 １７ ８ ℃上升至约 １９ ２ ℃， 但此时太阳短波辐射为 ０， 表面热通量为－２５～ －３０ Ｗ／ ｍ２， 水面

热交换作用为降温， 水面热交换无法解释表层升温的现象。 在其他流动较强的水库中， 也观察到了夜间表面温

度上升的现象［１７］。 而在对纵向流动较弱且水较深的湖库研究中， 由于水面热交换是表层升温的主要控制因素，
水面热交换能有效地解释表层升温现象［１４⁃１６］。 溪洛渡水库中， 纵向流动可能是水面反常升温的主要原因。 水库

水面纵向温度可能因为多种原因出现差异。 例如， 水库不同区段的山体对太阳的遮蔽效果不同， 使得水面受热

不均； 水体分叉位置水深较浅， 可能会在差异性升温和降温过程中引起与水库主体之间的对流［２２］。 纵向流动将

水库表层存在纵向温度差异的水向下游输运， 从而引起 Ｓ１ 断面监测水温的反常上升。
３ ２　 表面热通量对 ６ 月上旬升温的影响

运用式（５）、 式（６）计算并分析水面热通量对图 ５ 中变温层的影响（图 １３）。 为了避开温跃层内波起伏对

计算结果的影响， 将水柱深度 Ｄ 取为 ３５ ｍ， 对应变温层靠近底部的位置， ｔｂｏｔｔ近似代表了温跃层对变温层的

影响。 ｔ０ 取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 日 ００：００。
图 １３ 所处时段内， Ｔａｖｇ在起伏中总体呈增长趋势， 平均增速为 ０ １１ ℃ ／ ｄ。 Ｔｓｕｒｆ随时间增长且为正值， ６

月 ５ 日前太阳辐射较弱（图 ４）， 增长较慢， 此后快速增长， 且能在曲线上看到明显的昼夜波动， 平均增速为

０ ０７ ℃ ／ ｄ， 对 ３５ ｍ 水柱在该时段的温度升高贡献了超过一半的热量。 变温层向下侵蚀温跃层， 使其不断向

下方发展， 因此， 热量向下方传递， Ｔｂｏｔｔ＜０。 ６ 月 ２—１２ 日， Ｔｓｉｄｅ＋Ｔｂｏｔｔ有升有降且为正值， 由于 Ｔｂｏｔｔ＜０， 那么

Ｔｓｉｄｅ＞０， 即纵向入流温度总体上是升高的。
升温期的水库上部水体在不同因素影响下分层加热。 其中， 来流由于温度较高、 密度较小， 浮于周围水

体之上， 主要在变温层内流动， 加热变温层水体； 水面吸热直接作用于变温层上部， 其影响与来流升温的影

响叠加， 是变温层升温过程的主要控制因素之一。
３ ３　 表面热通量和侵入流对 １１ 月下旬降温的影响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２８ 日属于降温期（图 ９）， 同时也是水面温度结构从正温度梯度（图 １０）到负温度梯度

（图 １１）的过渡时段； 又由于入流侵入变温层底部， 整体水温结构如图 ３ 所示。 利用式（５）、 式（６）对 Ｄ ＝
４０ ｍ的水柱进行分析， ｔ０ 取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００：００， 计算结果如图 １４ 所示。
３ ３ １　 侵入流向上侵蚀变温层

当上游入流水温降低至介于变温层和深水层之间时， 密度也介于两层之间， 在原变温层和深水层之间流

动［２０］。 研究中监测到了完整的侵入流垂向温度结构， 如图 ２ 中等温线所示， ７ 月上旬 ２１ ℃等温线代表了变

温层底部位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下旬的等温线向上方跃起， 在 ８ 月初降至原位， 而代表温跃层上边界的 ２０ ℃等

温线没有随之起伏， 表明上游入流温度在这段时间暂时降低， 侵入两层之间。
入流水温在 ９ 月之后开始降低［１］， 此时季节性温跃层位置进一步降低， 变温层厚度变大， 入流侵入变温

层底部的现象更加频繁（图 ２）， 且侵入层和变温层在交界面有一定温度梯度， 构成区别于底部季节性温跃层

的表层温跃层（图 ３）。 对溪洛渡水库以及雅砻江中游的卡拉水库的数值模拟研究中均发现了这样的双温跃层

结构［１，１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２２ 日， 在水面以下 ２０ ～ ６０ ｍ 的水层中， 垂向有微弱但明显的温度梯度， １９ ３ ～ １９ ６

℃等温线内的温度梯度约为 ０ ０３ ℃ ／ ｍ， １９ ０ ～ １９ ２ ℃等温线内的温度梯度约为 ０ ０１ ℃ ／ ｍ， 且表层温跃层

位置随时间从 ３０ ｍ 深升高大约 ２０ ｍ 深（图 ９）， 侵入流向上侵蚀变温层。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季节性温跃层已经

降低至约 ２００ ｍ 深处， 远低于 ６０ ｍ， 且溪洛渡季节性温跃层温度梯度大于 ０ １５ ℃ ／ ｍ［１］， 因此， 水面以下

２０～６０ ｍ 深的水层是表层温跃层。 １１ 月 １９—２２ 日水面日均总热通量几乎为 ０（图 ８）， Ｔｓｕｒｆ累积作用也几乎不

产生温度改变（图 １４）， ２０ ｍ 以上水温没有显著变化， ２０ ｍ 以下水温降低是侵入流降温的结果。
３ ３ ２　 水面失热驱动垂向对流

１１ 月 ２３—２８ 日为阴天， 日均总热通量约－２３０ Ｗ ／ ｍ２（图 ８）， 水面失热形成了水面 １８ ４ ～ １９ ６ ℃等温线

所示的逆温层结构（图 ９）， 等温线在垂向的剧烈波动意味着水面逆温层和下方变温层在掺混过程中（图 １１）。
即表层水温降低， 密度增加， 重力势能增大， 驱动了垂向对流， 使得变温层内部温度均匀分布［２１］， 且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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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变化温度不断降低（图 ９）。
１１ 月 ２３—２５ 日， 侵入流温度继续降低（图 ９）， 纵向和底部的对流与扩散使 ４０ ｍ 以内的水层温度降低

（图 ９）， Ｔｓｉｄｅ＋Ｔｂｏｔｔ＜０； 水面持续失热（图 ８）， Ｔｓｕｒｆ＜０（图 １４）； 在来流和水面热交换的共同作用下， 图 １４ 中

４０ ｍ 深水柱温度降低。 Ｔａｖｇ降低速率为 ０ ２１３ ℃ ／ ｄ， Ｔｓｕｒｆ降低速率为 ０ １４３ ℃ ／ ｄ（图 １４）， 水面失热贡献了

６７％的热量损失。 由于在该段时间， ４０ ｍ 水柱包含了部分表层温跃层， 如果仅考虑水柱上部温度混合均匀的

变温层， 水面失热的贡献占比更大。 １１ 月 ２３ 日凌晨到 ２５ 日上午， 垂向混合均匀的变温层从 １０ ｍ 扩展至

４０ ｍ（图 ９）， 这可能是因为表层温跃层的温度梯度较小， 为 ０ ０１～０ ０２ ℃ ／ ｍ， 对垂向对流的抑制能力较弱，
使得变温层能够向下方扩展。

１１ 月 ２５ 日上午到 ２８ 日夜间， 从 １８ ６～１８ ９ ℃等温线在 ４０～５０ ｍ 深范围内的垂向剧烈波动来看（图 ９），
表层温跃层内有较强的掺混； 图 １４ 中计算的水柱底部深度（４０ ｍ）大致为表层温跃层的上边界。 ５０～ ６０ ｍ 的

表层温跃层梯度约 ０ ０２ ℃ ／ ｍ， 且在该时段平均温度大致降低了 ０ ４ ℃； 由于表层温跃层与更上层的掺混只

能升高表层温跃层的温度， 而表层温跃层平均温度实际上降低了， 说明侵入流的温度在不断降低。 此时 Ｔｓｉｄｅ

＋Ｔｂｏｔｔ、 Ｔｓｕｒｆ和 Ｔａｖｇ降低速率分别为 ０ ００４ ℃ ／ ｄ、 ０ ０９７ ℃ ／ ｄ、 ０ １０１ ℃ ／ ｄ（图 １４）， 水面热交换是 ４０ ｍ 深以上

水层温度变化的主要控制因素。 此外， 垂向对流的动力已不足以继续侵蚀 ４０ ｍ 以下的表层温跃层， 达到了

平衡状态， 垂向对流不再继续向下方扩展。

图 １３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Ｓ１ 断面 ３５ ｍ 水柱水温累积变幅

Ｆｉｇ １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５ ｍ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ｔ Ｓ１ ｉｎ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图 １４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Ｓ１ 断面 ４０ｍ 水柱水温累积变幅

Ｆｉｇ １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４０ ｍ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ｔ Ｓ１ ｉ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从图 ２ 来看， 降温期中侵入流向上侵蚀变温层， 和水面失热驱动的垂向对流向下侵蚀表层温跃层的过程

反复出现， 分别体现了来流和水面热交换对水库的降温作用， 该过程一直持续到水温达到全年最低且全断面

垂向接近均匀分布状态的时段。

图 １５　 Ｓ１ 断面温跃层内等温线能量密度频谱

Ｆｉｇ １５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ｉｎ ｍｅｔａｌｉｍｎｉｏｎ ａｔ Ｓ１

３ ４　 温跃层的内波

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初到 ６ 月初， 温跃层的深度

稳定在 ４０～６０ ｍ 之间（图 ２）， 此时温跃层出现了

明显的内波， 最大振幅约为 １０ ｍ， 如图 ５ 中 １５～
１９ ℃等温线所示。 使用快速傅里叶变换对 ５ 月

１０ 日—６ 月 １０ 日温跃层内 １４ ５ ℃、 １６ ０ ℃ 及

１７ ５ ℃等温线进行处理， 计算对应各频率的能

量密度， 并利用 Ｈａｎｎｉｎｇ 窗口进行滤波， 最后得

到相应的能量密度频谱［２３］， 如图 １５ 所示， 可以

在低频范围观察到多个明显的能量峰值， 其中对

应周期为 ２４ ｈ 的内波具有最强的能量。
库区中气温、 太阳辐射、 风速等多种因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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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２４ ｈ 为周期发生变化， 但出流流量变化与内波的形成有最直接的联系。 根据 ６ ｈ 出流流量， 溪洛渡的出流

流量在 ２０１７ 年 ４—６ 月有明显的日调节（图 １６）， 流量波峰在下午到傍晚期间， 波谷在夜间。 当存在出流日

调节时， 在白昼出流流量处于波峰， 温跃层中水下 ５０ ｍ 深处的温度下降， 而在夜间出流处于波谷时， ５０ ｍ
深水温上升。 而在 ５ 月 １ 日， 白昼出流没有增加， 对应时段的 ５０ ｍ 深水温也未观察到下降； ５ 月 ２８—３０ 日，
白昼出流的波峰流量依次降低， 观察到对应时段 ５０ ｍ 深水温降低幅度依次减小。 在该时段， 昼夜水位的最

大变幅在 １ ｍ 左右， 而周期为 ２４ ｈ 的内波振幅在 １０ ｍ 左右， 因此， ５０ ｍ 深水温的波动是由深水层的上涌和

下降引起的。 在出流流量增加时， 由于取水口位于变温层内， 大流量取水导致取水口附近变温层厚度变小，
深水层上涌； 在流量降低后， 变温层和深水层又恢复原状。 根据出流流量和温跃层内能量最强的 ２４ ｈ 周期

内波变化的同步关系， 出流流量的日调节和该内波出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图 １６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６ 月 １２ 日 Ｓ１ 断面多层水温和出流流量

Ｆｉｇ １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ｉｎ Ｓ１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Ａｐｒｉｌ ２７ ｔｏ Ｊｕｎｅ １２ ２０１７

对于三峡水库香溪河库湾的数值模拟也发现了水库调峰运行对内波形成的显著影响［２４］。 内波的形成与

水温分层、 周期性受到外界驱动力、 地形及地球自转等多种因素有关， 内波的能量从低频向高频传递， 且内

波的破碎有利于掺混［２３］。
３ ５　 实测数据计算的水面热通量与模拟结果对比

在国内针对长江流域水库的众多研究中， 基于 ＣＥ⁃ＱＵＡＬ＿ Ｗ２、 ＭＩＫＥ、 ＥＦＤＣ 等模型建立了诸多二维或

三维的数值模型［１⁃２，４，１２］， 对于水库水温的模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由于缺乏质量较高的气象数据支撑， 大部

分模型的验证中并未包含水面热通量模拟结果的验证。 由前文分析可知， 水面热交换对表层的温度变化有重

要影响， 为建立更完善的模型， 应当验证水面热通量计算的质量。

图 １７　 溪洛渡 ＣＥ⁃ＱＵＡＬ＿Ｗ２ 模型模拟的日均水面热通量与实测数据计算的水面热通量

Ｆｉｇ １７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ｆｒｏｍ ＣＥ⁃ＱＵＡＬ＿Ｗ２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ｏｆ Ｘｉｌｕｏｄ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图 １７ 中对比了 ４ 个不同时段溪洛渡水库表面热通量的模拟值与实测数据计算值。 其中， 模拟值取自验

证过的溪洛渡 ＣＥ⁃ＱＵＡＬ＿Ｗ２ 模型［１］， 模型输入的入流水温和库区中部金阳气象站数据均为日均值。 该模型

的水温模拟有较好的精度， 但由于入流水温数据的限制， 模拟时段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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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全库区平均水面热通量日均值的模拟值与 Ｓ１ 断面实测数据的计算值对比， 模拟结果较好地反映了真实

水面热通量的季节性变化规律， 但总体上模拟结果偏小， 且波动小于实测值。 每年 ４、 ５ 月热通量总体稳定，
计算两个月的平均值与方差， 其中 ２０１７ 年的实测值为（７９ ９±７８ ５）Ｗ ／ ｍ２， ２０１４ 年与 ２０１５ 年的模拟值分别

为（１４ ０±４１ ７）Ｗ ／ ｍ２和（２０ ８±５３ ７）Ｗ ／ ｍ２。 １１ 月至 ３ 月， 由于缺乏多段实测数据， 无法计算差值， 但总体

依然表现出大于模拟值的趋势。
研究中采用的热通量计算公式［１６，１８］ 和参数取值与该模型中的公式和参数［５］ 基本一致， 因此， 模拟结果

与实测数据计算结果的差距主要反映了气象测站与库区水面高程差的影响、 气象条件、 太阳辐射测量误差的

影响以及水面温度计算误差的影响。 由于金阳站位于库区水面 ５００ ｍ 以上的山上， 且有一定水平距离， 气象

数据的代表性较差， 同时由于气象数据为日均值数据， 使得模型无法纳入昼夜变化对水温的影响， 为水温模

拟带来偏差。 但由于水库容量巨大且水体比热容较大， 对气温的反应有延迟且反应程度减小， 水面热通量对

于水库整体温度的影响不是十分显著， 所以对于关注季节性变化规律的研究来说， 采用日均值数据进行模拟

是可行的。 但对于更小时间尺度的研究， 如昼夜变化的研究， 或者是要提高模型精度的研究， 建议采用更有

代表性且时间间隔更短的数据。

４　 结　 　 论

（１） 溪洛渡水库是典型的单循环型水库， 有稳定的季节性垂向分层结构， 且分层后深水层温度变化较

小。 在太阳辐射较强的晴天， 能够在水面形成白天出现、 夜间消失的水面混合层， 研究时段内升温期昼夜温

度变幅最大能达到 ７ ８ ℃， 全升温期均值为 ２ ４ ℃； 降温期初期昼夜温度变幅和升温期类似， 后期昼夜温度

变幅的最大值为 ４ １ ℃， 均值则降低至 ０ ５４ ℃。 在降温期中， 当水面总热通量降至－２００ Ｗ ／ ｍ２上下后， 水面

形成较稳定的逆温层， 温度梯度为负值。
（２）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上旬， 包含太阳辐射在内的水面总热通量对变温层平均温度的升高贡献了不少于一半

的热量。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下旬的总热通量较低时段， 水面失热驱动了垂向对流， 对于表面垂向混合均匀的水

层， 水面失热是控制降温过程的最主要因素； 同时， 来流温度降低形成侵入流， 从下方向上侵蚀表面水层，
是变温层温度降低的另一主要控制因素。

（３） 稳定分层结构形成后， 温跃层位置较高的时段， 观察到明显内波现象， 其中能量最强的内波周期

为 ２４ ｈ， 通过分析发现， 出流流量的日调节和该内波出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４） 通过实测数据计算的水面热通量与 ＣＥ⁃ＱＵＡＬ＿Ｗ２ 模拟值对比， 在溪洛渡水库的案例中， 用代表性

较差、 采样间隔较长的日值数据为边界条件的数值模型得出的水面热通量大体上能反映真实趋势， 但数值偏

小， 波动也偏小。 数值模拟中有条件应采用更具代表性的短间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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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科学进展》录用定稿网络首发公告

《水科学进展》 已经与中国知网签署版权合作协议， 参与启动 “学术期刊网络版示范工程”， 率先以录用定稿网络首发方

式在 ＣＡＪ⁃Ｎ 正式出版期刊网络版。 以网络首发方式发表单篇论文是出版学术期刊网络版的实质意义所在， 其对作者研究成果

首发权、 学术竞争力和影响力， 以及读者获取科研情报与知识的及时性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 对于促进学术期刊转型，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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