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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区抽水融冰渠道水温沿程衰减规律
———以红山嘴水电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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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抽水融冰技术是解决高寒区引水式电站冬季运行冰害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为研究抽水融冰对电站引水渠

道冬季引水的水温控制规律，以红山嘴水电站为例，基于 ＲＮＧκε模型数值模拟研究结果，从热流量比角度探讨

了渠道水温沿程衰减规律，并采用 ２０１３年 ２月和 ２０１４年 １月原型观测结果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渠道水温沿程

衰减过程可分为骤降段、过渡段和缓降段 ３部分，各段范围受外界条件控制；衰减曲线呈幂函数分布，相关系数达

到 ９８％；对比气温对渠温沿程衰减的影响表明，随着大气温度的降低，渠道水温沿程衰减速度明显加快；－１０℃为

水温衰减过程变化转折点，当气温高于－１０℃时，可以近似认为渠温衰减规律一致，渠温沿程变化主要受到热流量

比值影响；低于－１０℃时，气温对渠道水温沿程变化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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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式水电站是利用人工渠道或隧洞等将水流引至下游较远河道，利用形成的水位差发电。为获得一定

的发电水头，引水式电站一般会修建几公里至几十公里长的引水渠道或隧洞
［１］
。相比隧洞而言，引水渠道

受外界气温影响较大，尤其在海拔较高、冬季气温较低且冰期较长的区域
［２４］
。因此，冬季渠道冰害是寒冷

地区引水式电站冬季运行亟需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抽水融冰技术是利用抽取的地下温水来消除引水渠道的岸冰、底冰、冰花危害，目前已在国内多个工程

中应用，如青海香加水电站、新疆红山嘴水电站等。为保证渠道不受冰害影响，渠道沿程设置多个融冰井，

每个融冰井控制相应的渠道段内不结冰。融冰井的合理布置是抽水融冰技术成功实施的关键，而融冰井合理

布置的依据则是渠道水温沿程变化规律
［５］
。国内外目前针对河道水温沿程变化规律已开展较多研究，Ｂａｋｋｅｎ

等
［６］
采用 ＨＥＣＲＡＳ平台模拟了挪威尼德河（ＮｉｄｅｌｖａＲｉｖｅｒ）流量波动对河道水温的影响；Ｒａｂｉ等［７］

采用 ＭＬＰ
模型在仅考虑气温影响下预测了德拉瓦河（ＲｉｖｅｒＤｒａｖａ）每日水温变化；李克峰等［８］

通过分析水温与气象因子

的关系，建立了天然河道水温的估算公式；脱友才等
［９］
基于原型观测和数值模拟结果，对比分析了瀑布沟

电站开发对下游河道水温的影响规律；邓云等
［１０］
采用一维数学模型研究了三峡工程蓄水对下游长江河道水

温情势的影响等。前人研究很好地解释了水动力条件或气象条件变化对天然河道水温产生的影响。然而前人

研究成果主要关注长河段水温变化过程，而抽水融冰技术是在渠水中注入较高温度水，在一定距离内水温沿

深度和宽度方向上发生热掺混，具有典型局部三维特性，关注重点则为局部和短河段内的水温变化，要求时

间和空间更为精细，因此，上述研究成果可以为抽水融冰技术渠道水温特性研究提供借鉴，但难以直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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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鉴于此，通过对新疆玛纳斯河流域红山嘴电站引水渠道进行多年的原型观测
［１１］
，系统研究了抽水融冰

运行机理、单井引水渠道不冻长度计算、单井和多井运行参数优化等关键问题，为解决寒区引水式电站冬季

运行冰害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吴素杰等
［１２１３］

以红山嘴电站为例，分别针对单井和多井运行条件下引水渠

道水温变化过程进行研究，指出了融冰井下游水温变化与上游流量、水温的关系；赵梦蕾等
［１４］
、朱苗苗

等
［１５］
结合红山嘴电站开展了抽水融冰试验研究，分析了渠道流量及融冰井流量变化对渠道水温的影响。前

期抽水融冰技术研究多关注流量、水温等单一因素改变产生的渠道水温变化，成果聚焦于流量等变化与渠道

水温变幅的关系，而针对热流量变化对渠温沿程衰减规律的影响方面则少有研究。抽水融冰技术主要应用于

国内，目前国外未见应用报道，因此，尚无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参考。

与流量、水温等单一因素相比，融冰井与渠道上游来流的热流量比才是影响渠道水温沿程衰减规律的关

键因素，本文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结合数值模拟及原型观测结果，从热流量比角度出发针对抽水融冰过程水

温衰减规律开展研究，建立渠道水温沿程变化的定量估算式，有望进一步推进抽水融冰水温水动力特性研
究，进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应用。

１　研究区概况

１１　基本资料
红山嘴电站（８６°０１′１７″Ｅ，４４°０９′３７″Ｎ）位于新疆天山北麓准格尔盆地南缘的玛纳斯河流域中游（见图 １），

为无调节径流式引水式电站。根据水文站观测资料显示（１９５９—２０１５年），玛纳斯河流域多年平均气温 ５９
℃，极端最低气温－３９８℃，全年封冻天数 １３８ｄ，属典型高寒地区。根据长期观测资料显示，玛纳斯河冰
情时段可划分为结冰期（１１月初—１月上旬）、封冻期（１月上旬—３月上旬）和解冻期（３月中旬—４月上旬），
封冻天数大部分在 ５０～９０ｄ，最长为 １１３ｄ（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历年最大河心冰厚 ０８５ｍ，岸边冰厚 １３６ｍ。
红山嘴水电站引水渠全长 ５２３７ｋｍ，全年引水量为 ７０亿～７５亿ｍ３，冬季引渠流量为 ７０～１１２ｍ３／ｓ，引
渠常年受冻冰危害，影响运行效率。为解决电厂冰害问题，采用抽水融冰技术，通过抽取地下水，利用地下

水的升温和增能双重效用，达到融冰和增能发电的功能。

图 １　电站地理位置示意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红山嘴电站二级引水渠 ５＃—１３＃融冰井基本参数如表 １所示。根据 ２０１３年 ２月和 ２０１４年 １月原型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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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５＃融冰井上游未发现冰块，渠道内水温约为 ０２℃。融冰井运行后，渠道内水温升高，２００２年
至今电站未发生冰害现象。

表 １　抽水融冰井基本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ｅｖｅｒｙｗｅｌｌ

编号 桩号 井管内径／ｍｍ 成井年份 扬程／ｍ 流量／（ｍ３·ｈ－１） 水温／℃ 位置

５＃ ０＋９２７ ２６０ ２００３ ５５ ５０８ １００ 右岸

６＃ １＋３１４ ２６０ ２００３ ５５ ５２９ １００ 右岸

７＃ １＋６６２ ２６０ ２００３ ５５ － － 右岸

８＃ ３＋１２９ ２３０ ２００３ ５５ ６０４ １０６ 左岸

９＃ ３＋６１０ ２６０ １９９６ ６５ ５７２ １００ 右岸

１０＃ ４＋４１０ ２６０ ２００２ ５５ ６０５ １００ 右岸

１１＃ ５＋２７７ ２３０ １９９６ ５８ ４３９ ９６ 左岸

１２＃ ５＋９１０ ２６０ ２００２ ５５ ７２０ － 右岸

１３＃ ６＋６２９ ２６０ １９９７ ５５ ４８２ １０２ 左岸

注：－表示测量时该井未工作或未测量。

１２　抽水融冰基本原理
抽水融冰的基本原理是将地下高温水注入引水渠，以增加引水渠内的水温，从而使渠道内冰花等融化，

并能够抑制渠道内底冰、岸冰的生长。此外，注入的地下水可提高渠道内的潜在势能，进而增加发电量，且

发电增加量大于抽取地下水的耗电量，换言之，抽水融冰技术不仅可提高渠道内的水温，节省打冰费用，在

一定程度上还可增加发电量，经济效益明显。抽水融冰基本原理如图 ２（ａ）所示，渠道中温度较低水流
（０１～０２℃）与温度较高井水（９６～１０６℃）混合后，渠水温度迅速升高，岸边水温升至 ０４℃，高于冰点
水温，可以保证一段距离内渠道岸边不会形成冰花。融冰井布置于引水渠道岸边，且融冰井水注入至渠水表

层，如图 ２（ｂ）所示，高温水注入后，一定距离内在深度和宽度方向上向渠道中央扩散，具有典型的三维特
性。同时为使渠道两岸水温均衡，进一步提升渠道融冰效果，融冰井通常左右岸间隔布置（表 １）。

图 ２　抽水融冰原理示意

Ｆｉｇ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ｍｐｉｎｇｗｅｌｌｗａｔｅｒｔｏｍｅｌｔｉｃｅ

２　数学模型构建

２１　控制方程
对于常态下水体，密度与温度的关系可表示为

（ρ－ρ０）ｇ≈－ρ０β（ｔ－ｔ０）ｇ （１）
式中：ρ为水体密度，ｋｇ／ｍ３；ρ０为参考状态下水体的密度，ｋｇ／ｍ

３
；ｇ为重力加速度，ｍ／ｓ２；β为热膨胀系

数；ｔ为水体温度，℃；ｔ０为参考状态下水体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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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假定，当浮力流过程中密度变化不大时，控制方程中可以假设其他项忽略密度变化引起
的浮力作用，而只在重力项中考虑，故本文将基于 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假设建立三维水温水动力方程［１６］

。

连续方程：

·ｕ＝０ （２）
动量方程：

ρ０
ｕ
ｔ
＋ρ０·（ｕｕ）＝－ｐ＋ρ０ｇ［１＋β（ｔ－ｔ０）］＋·［μｅｆｆ（ｕ＋ｕ

Ｔ
）］ （３）

式中：ｕ为速度矢量；ｐ为流体压力；μｅｆｆ为分子黏性系数 μ与紊动涡黏系数 μｔ之和；ρ０取 ９９９８５ｍ
３／ｋｇ；Ｔ０

取 ０２℃。计算中液体水的其他参数采用默认值。
ｋ和 ε输运方程如下：

ｋ
ｔ
＋·（ｕｋ）＝·［（σｋνｅｆｆ）ｋ］＋νｔ［（ｕ＋ｕ

Ｔ
）］ｕ－ε＋Ｇｂ （４）

ε
ｔ
＋·（ｕε）＝·［（σενｅｆｆ）ε］＋Ｃ１ε

ε
ｋ
νｔ［（ｕ＋ｕ

Ｔ
）］ｕ－Ｃ２ε

ε２

ｋ
（５）

式中：νｅｆｆ＝ν＋νｔ，νｔ＝Ｃμ
ｋ２

ε
；Ｇｂ＝βｇ

νｔ
Ｐｒｔ
Ｔ为浮力项，该浮力项为水温扩散模拟的重要因素；Ｐｒｔ为普朗特

数，取 ０８５。系数 Ｃμ、Ｃ１ε、Ｃ２ε、σｋ、σε取值分别为 ００９、１４２、１６８、１０和 １３。
温度方程：

ρ０
Ｔ
ｔ
＋ρ０·（ｕＴ）＝

θ
ω
Ｔ( )＋ＳＴ （６）

式中：θ为水的导热系数，取 ０５０；ω为水的比热容，取 ４１８６ｋＪ／（ｋｇ·℃）；ＳＴ为热源项，本文取 ０。
２２　计算模型及网格划分

本研究选取 ９＃—１１＃融冰井控制渠段为计算区域开展模拟研究，总长约 ２３ｋｍ，水面宽 １０６ｍ。为提高
计算效率，网格划分采用结构网格与非结构网格相结合的方法，渠道主流方向网格尺寸为 ０１～５０ｍ；沿宽
度方向网格为 ０１～０３ｍ；深度方向网格尺寸平均为 ０１５ｍ，最小为 ０１ｍ；融冰井前后为本研究重点关注
区域，为保证计算精度，故将井水注入口附近的网格进行加密，最小单元尺寸为 ００５ｍ×０２５ｍ×０２５ｍ，
然后沿主流方向网格尺寸逐渐增大。网格单元总数约为 １７８万，计算模型局部示意如图 ３所示。
２３　边界条件

由于渠道内水面波动较小，因此，本研究采用刚盖假定模拟自由水面
［１７］
。冬季渠道水体的温度状态取

决于其与周围环境之间不停的热交换，其中水与大气热交换占主导作用，其与河床的热交换通量较小，研究

中可以忽略
［１８］
。水面与大气的热传导包括短波辐射、长波辐射、蒸发和对流扩散过程，然而考虑到本文研

究区域有限，因此，计算过程中忽略了辐射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根据气象资料统计显示，红山嘴电站所处玛

纳斯地区冬季风速通常为 ２ｍ／ｓ不变，故本文不考虑风速变化对渠道水温产生的影响，而仅考虑外界气温改
变产生的影响。模型中风速的影响反映为水体表面剪切力，气温的影响反映到水面热交换。

渠道上游及融冰井均给定流量及温度边界，渠道下游假设为自由出流，各变量取零梯度条件，渠道底部

及两岸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且与水体不发生热交换。

研究工况包含单井运行和多井同时运行情况。

２４　模型验证
本文选取监测断面于 ２０１３年 ２月和 ２０１４年 １月两次原型观测的结果与三维数值模拟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验证，如图 ４所示。限于现场观测条件，仅开展了水温的原型数据提取，然而考虑到水温水动力模型已在
其他工程成功应用，因此，本研究忽略了流速结果验证，仅对渠道水温结果进行了验证。由图 ４可知，各个
监测断面的水温模拟值与原型观测结果基本一致，吻合性较好。监测结果与模拟结果的最大误差为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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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误差为 ８９３％，最小误差为 ００１℃，相对误差仅为 ００３％，平均相对误差为 ４６１％（＜１５％），满足研
究需求

［２１］
。由此可知，本文采用的计算模型准确可靠，模拟计算结果可信。

图 ３　计算模型局部示意

Ｆｉｇ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

　

图 ４　渠道水温模拟与实测值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３　渠道水温沿程衰减规律分析

根据冰水力学可知，在寒冷的外界气温作用下，当水温降至 ０℃以下，渠道水中将首先形成冰淞，由于
岸边水流流速相对较低，且存在静态边界层，冰淞易在此处冻结并逐渐连接形成冰层，称之为初生岸冰。当

气温持续保持在 ０℃以下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初生岸冰逐渐发展为牢固的岸冰，岸边冰层区域逐渐增大，直
至形成冰盖

［１９２０］
。此外，岸冰的形成速度与岸边材质同样密切相关，对于导热系数较大的材质而言，岸冰

的形成速度明显加快。基于以上理论，本文研究及原型观测试验中水温测点位置位于离岸 ０１８ｍ处，且从
最不利因素出发，选取表层水温作为分析数据来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沿程方向数据选取位置分别为融冰

井后 ２ｍ、５ｍ、１０ｍ、２０ｍ、５０ｍ、１５０ｍ、２５０ｍ、…。
本研究中水温衰减规律分析的数据资料包含单个融冰井和多个融冰井运行，由表 １可知，９＃—１１＃单口

融冰井的控制渠段约为 ８００ｍ，无论单井运行或多井运行，数据分析过程中均提取井前水温作为初始水温
Ｔ０，且为消除初始水温对衰减过程的影响，数据处理时将沿程水温作量纲一化处理。由此可知，本文研究成
果不仅适用于单井运行，同样适用于多井运行。

３１　热流量比值对渠道水温沿程变化的影响规律

由热力学理论可知，热流量计算可表示为Ｑ＝ｑωｔρ［５］，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分为若干层，每层面积定
义为 ｄｓ，然后将每层水体流速 ｖ与水温 ｔ相乘，并最终求和得到热流量 Ｑ，即

Ｑ＝ｑωｔρ＝ωρ∫
ｓ

０
ｖｔｄｓ （７）

式中：ｑ为水体的流量，ｍ３／ｓ。
本文将融冰井口与融冰井上游断面热流量的比值记为热流量比 Ｑ′，即

Ｑ′＝
ｑｊωｔｊρ
ｑｑωｔｑρ

＝
ｑｊｔｊ
ｑｑｔｑ

（８）

式中：ｑｊ和 ｔｊ分别为融冰井口处的流量和水温；ｑｑ和 ｔｑ分别为融冰井上游断面流量和水温。
为量化热流量比与渠道水温衰减规律的关系，假设外界气温为－２０℃恒定，风速为 ２ｍ／ｓ，渠道上游流

量的变化范围为 １０５７～１０８８ｍ３／ｓ，水温的变化范围为 ０４～１５℃。抽水融冰井的流量变化范围为 ０１６～
０１８ｍ３／ｓ，水温变化范围为 ９６～１００℃。模拟结果数据点共计 １７６个，根据数理统计学可知样本数符合数
据统计要求。本研究通过量纲一化处理，将各融冰井位置作为起始断面分析井后渠温变化过程。图 ５为不同
热比条件下渠道水温沿程衰变规律，图中 Ｔ０表示上游渠道水温，Ｔ表示融冰井下游沿程水温，ＨＦＲ表示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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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比值。

不同热流量比条件下渠道水温沿程衰变规律基本一致，融冰井下游渠道水温沿程衰变大致均呈现出 ３个
阶段：骤降段、过渡段和缓降段，骤降段内由与融冰井水混合后的高温水骤降至与上游渠温（Ｔ０）相当温度，
骤降段沿程距离表示渠道抽水融冰的效果，与热流量之比等密切相关。同等条件下，当热流量比相对较大

时，表示更多的热量注入渠道，则骤降段的沿程距离越长。随后渠道水温衰减进入过渡段，渠道水温稳定下

降，下降速度远小于骤降段内水温下降速度。沿程衰减最后阶段为缓降段，水温沿程下降缓慢，如热流量比

为 １／２时，缓降段内 ６００ｍ仅降温 ０１５Ｔ０。

当高温水注入到低温区域后，高温水与低温水迅速发生热量交换，低温水体温度逐渐升高
［２２］
。因此，

当 １０℃左右的高温水注入到 ０４～１５℃的低温区域后，渠道水温迅速升高至 １５～２０Ｔ０，甚至更高（视热
流量比而定）。高温水和低温水混合后，岸边热量迅速向渠道中央和底部扩散，于是出现岸边水温迅速下降

的趋势；然而水体的热掺混过程需要一定的流程才可以完成，这段流程即水温迅速衰减的渠段，即骤降段。

由此可知，骤降段的理论距离与外界气象、水深、水面宽度及断面流速等有关。热交换过程趋于稳定后，渠

道内水温分布较为均匀，近岸区水温衰减过程逐渐缓慢，衰减过程受热流量比影响变小，随后分别形成过渡

段和缓降段，如图 ５所示。

图 ５　不同热流量比条件下渠道水温沿程衰变规律

Ｆｉｇ５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不同热流量比条件下，水温沿程衰减均呈现较好的幂函数关系，即衰减曲线可表示为 ｙ＝ｋｘ－ａ，其中 ｙ
表示沿程距离，ｘ表示沿程水温与上游初始渠温的比值，ｋ和 ａ为系数。对比分析可知，随着热流量比的加
大，系数 ａ逐渐增大，即渠温沿程衰减逐渐加快。分析其原因，当上游来流热流量一定时，热流量比越大表
示融冰井注入热流量越多，渠道内热储量越多，则渠道内热量与外界的差异越大，从而引起的渠道水温降低

越迅速。图 ６为系数 ａ随热流量比变化规律，图 ６结果显示，系数 ａ随热流量比变化呈较好的一次线性关
系，可由 ｙ＝００５９４ｘ＋０１３９１计算，ｙ表示系数 ａ的值，ｘ表示融冰井与渠道热流量比值，拟合相关系数
达到 ９８３％。

为论证经验计算式的准确性，本文选取两组原型观测数据与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如图 ７所示，
图 ７结果表明，融冰井后水温沿程变化过程的原型观测结果与经验计算式模拟结果基本一致，由此表明本文
提出的抽水融冰渠道水温沿程水温变化估算式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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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系数 ａ随热流量比变化规律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ｒａｔｉｏ

图 ７　试验结果对经验公式验证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３２　大气温度对渠道水温沿程变化的影响规律
渠道水温沿程变化规律除了受到渠道热流量和融冰井热流量的影响之外，大气温度是另一显著影响因

素。为研究气温影响规律，同时为了增强抽水融冰效果，本文假设融冰井热流量与融冰井前渠道来流热流量

之比为 １１５，分别研究大气温度为－２℃、－５℃、－１０℃、－２０℃、－３０℃时渠道水温沿程变化情况，结果
如图 ８所示。

不同气温条件下渠温沿程衰减规律同样可分为 ３部分：骤降段、过渡段和缓降段，且呈幂函数曲线。与
热流量比对水温衰减的影响规律不同，不同气温条件下衰减过程各部分的距离基本一致，即气温仅影响了水

温的衰减速度。融冰井下游２０ｍ范围内为骤降段，可知该范围内渠道水温迅速下降至４Ｔ０左右，且各气温条
件下衰减趋势一致，即该范围内渠温衰减受气温影响较小，这是由于水温的骤降主要是由渠道水体热扩散过

程导致形成，与流速与渠道断面相关，而受外界气温等影响较小。过渡段（２０～２００ｍ）范围内渠道水体热扩
散过程逐渐稳定，因此，水温衰减受气温影响变得显著，气温越低渠道水温衰减越快；过渡段下游为缓降段

（２００ｍ以下），缓降段内渠道水体热扩散过程完成，各气温条件下渠温均呈线性规律衰减，与无热量注入条
件下渠道水温沿程变化过程一致，如图 ９所示，衰减速度较过渡段内有明显降低。图 ９为－２℃条件下，计
算得出的无融冰井热量注入条件下渠道内沿程水温变化情况，可知水温沿程线性递减，与文献资料［２３］所
述规律一致。

图 ８　不同大气温度下渠道水温沿程变化规律

Ｆｉｇ８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ｉ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 ９　无热量注入条件渠道水温沿程变化

Ｆｉｇ９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ｎｏｈｅａｔｉｎｊｅｃｔｅｄ

对比分析气温变化对渠道水温沿程影响可知，不同气温条件下渠道水温沿程变化同样呈较好的幂函数衰

减规律，且随着大气温度的降低，渠道水温沿程衰减速度明显加快。对比不同气温条件下渠温衰减规律发

现，－１０℃为水温衰减过程变化的转折点。当气温为－２～－１０℃时，渠温衰减曲线基本重合，代表衰减速度
的指数仅在－０３６～－０４０之间变化，由此表明，当大气温度高于－１０℃时，可以近似认为渠温衰减规律一
致，即分析渠温沿程变化时仅需重点考虑融冰井与渠道热流量比值变化产生的影响；当大气温度低于－１０℃

地质制版　＼ＤＺ１５＼Ｄ＼书版＼２０１８水科学进展 ０５＼　５校样：陆姣　时间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６７４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９卷　

时（－１０℃～－３０℃），方程指数变化迅速，即气温对渠道水温沿程变化影响显著，分析其变化规律需综合考
虑热流量比及气温影响。

３３　讨论与分析
抽水融冰技术是将临近冰点的渠道水温升高，故每个融冰井的理论控制渠段长度为 ０１～０２℃的渠水

经升温后再次降至 ０１～０２℃的沿程渠道距离。以红山嘴电站为例，采用前文建立的渠道水温沿程衰变关
系式，分析不同条件下融冰井理想控制长度，为电站融冰井运行提出合理性建议。

当渠道来流水温为 ０２℃，外界大气温度高于－１０℃时，经计算，渠道内水温大于 ０２℃的渠段长度达
到２０ｋｍ左右，而电站二级引水渠道总长 １１２８ｋｍ，由此可知，当外界气温高于－１０℃时，渠首运行 １台融
冰井即可达到防冰效果。

当外界大气温度降至－２０℃时，渠温下降加速，经计算，渠道内水温大于 ０２℃的渠段长度仅为 ２５０ｍ
左右，若以不冻长度标准（水温大于 ０℃）计算，则渠温下降至 ００５℃的渠段长度为２０００ｍ左右，预测结果
与原型观测资料相符

［５］
。当气温达到－３０℃时，渠温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经计算融冰井理论控制渠段长度

缩短至 １２０ｍ左右，不冻长度约为１５００ｍ。根据电站融冰井运行参数可知，融冰井的设计控制渠段距离为
２５０～１４４５ｍ，由此表明，当大气温度降至－２０℃甚至更低时，融冰井控制渠道段虽未达到理论控制渠段长
度需求，但仍满足不冻长度要求。综上所述，低气温条件下多口融冰井全部运行可满足渠道防冰需求。

４　结　　论

冰害是影响寒区冬季水力发电的重要灾害之一，抽水融冰技术可有效解决寒区冰问题。本文以红山嘴水

电站为例，建立了三维水温水动力数学模型，预测不同热流量比及气温条件下渠道水温沿程衰减过程，并
利用实测水温资料对模型进行验证。

（１）融冰井高温水注入渠道后，渠道岸边水温迅速升高 １５倍以上，随后在外界条件影响下逐渐下降，
渠道水温整个下降过程可分为 ３个阶段：骤降段、过渡段和缓降段。

（２）当外界气温不变时，渠温沿程衰减速度与融冰井热流量和渠道上游热流量之比密切相关，而并非
受单一流量、水温改变的影响；热流量比越大，渠温衰减速度越快，热流量比与衰减指数呈很好的一次线性

关系。

（３）对比研究大气温度对渠温衰减过程的影响表明，渠温衰减过程同样呈现 ３阶段衰减过程，骤降段
内受气温影响最小，过渡段和缓降段受气温影响依次增大。

（４）随着大气温度的降低，渠道水温沿程衰减速度明显加快；－１０℃为水温衰减过程变化的转折点，当
气温高于－１０℃时，可以近似认为渠温衰减规律一致，融冰井理论控制长度达到 ２０ｋｍ以上；当气温降至
－２０℃及以下时，气温对渠道水温沿程变化影响显著，融冰井理论控制距离缩短至 １００～２０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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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ＳＨＥＮＨＴ．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ｒｉｖｅｒｉ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Ｃｏｌ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６２（１）：３１３．

［２０］滕晖，邓云，黄奉斌，等．水库静水结冰过程及冰盖热力变化的模拟试验研究［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１，２２（５）：７２０７２６．

（ＴＥＮＧＨ，ＤＥＮＧＹ，ＨＵＡＮＧＦＢ，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ｃａｌｍｗａ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ｃｅｃｏｖｅｒ［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２２（５）：７２０７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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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６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９卷　

［２１］ＭＯＲＩＡＳＩＤＮ，ＡＲＮＯＬＤＪＧ，ＬＩＥＷＭＷＶ，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ｗａｔｅｒ

ｓｈｅ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２００７，５０（３）：８８５９００．

［２２］ＳＨＡＭＭＡＡＹ，ＺＨＵＤＺ．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ｉｎａｔｗｏｌａｙｅｒ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ｕｓｉｎｇ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ｕｒｔａｉ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ＣＥ，２０１０，１３６（４）：２３４２４６．

［２３］蒲灵，李克锋，庄春义，等．天然河流水温变化规律的原型观测研究［Ｊ］．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４３（３）：６１４

６１７．（ＰＵＬ，ＬＩＫＦ，ＺＨＵＡＮＧＣＹ，ｅｔａｌ．Ｆｉｅｌ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ｃｈａｎｇｅａｌｏｎｇａｒｉｖｅｒ［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４３（３）：６１４６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ｏｒｐｕｍｐｉｎｇｗｅｌｌ
ｗａｔｅｒｔｏｍｅｌｔｉｃｅｉｎ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ｃｏｌ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

ｏｎｔｈｅ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ｚｕｉ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ＺＨＥＮＧＴｉｅｇａｎｇ１，ＺＯＮＧＱｕａｎｌｉ２，ＳＵＮＳｈｕａｎｇｋｅ１，ＷＵＳｕｊｉｅ２

（１．Ｓ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ｙｃｌｅｉｎ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８，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ｈｉｈｅｚ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ｈｅｚｉ８３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ｕｍｐｉｎｇｗｅｌｌｗａｔｅｒｔｏｍｅｌｔｉｃｅ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ｒｅ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ｉｃ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ｆｏ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ｃｏｌ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ｄｉ
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ｏｒｐｕｍｐｉｎｇｗｅｌｌｗａｔｅｒｔｏｍｅｌｔｉｃｅ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ｔ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ｚｕｉ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ａｎｄ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
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ＲＮＧｋε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ｏｆ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ｒａｔｉｏ．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ｔｅｎｕ
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ｒｅ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ｒａｐｉｄｌｙ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ｓｌｏｗｌｙ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Ｅａ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ｗａ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ａｐｏｗ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０９８．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ａｓａｔ－１０℃．Ｗｈｅｎｔｈｅａｔ
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ａｂｏｖｅ－１０℃，ｔｈ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ｎｄ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ｆｔｈｅ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ｂｅｌｏｗ－１０℃，ｉ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ｆｅｃｔ
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ｕｍｐｉｎｇｗｅｌｌｗａｔｅｒｔｏｍｅｌｔｉｃｅ；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
ｃｏｌｄ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ｉ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ｅｙＲ＆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４０１７０８）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５１２６９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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