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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值模拟的大连湾水交换能力研究

曹雪峰1,2,　 张宇铭1,　 张淑芳1,　 史文奇1,　 李庆杰3,　 石洪源4,
王　 平1,　 王　 玉1,　 赵　 骞1,　 韩成伟1

(1.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3;2. 广西科学院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广西近海海洋环境科

学重点实验室,广西 南宁 530007;3. 国家海洋局烟台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山东 烟台 264006;4. 鲁东大

学,土木工程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摘　 要:基于无结构三角网格的 FVCOM 海洋模式,以 K1、O1、P1、Q1、M2、S2、N2 和 K28 大分潮调和常数为

驱动,建立了大连湾海域的高分辨率三维水动力数值模型。 通过与实测数据的对比,该模型可以较好地模

拟大连湾海域的水动力特征。 在此基础上叠加 DYE-RELEASE 模块,模拟了大连湾整体和分区域的水交

换过程,以半交换时间作为评价指标分析了水交换能力。 模拟结果显示:示踪物质释放初始时刻对大连湾

整体的半交换时间有影响,平均半交换时间为 9. 6 d ~ 12. 3 d。 对比大、小潮期间的物质输运过程,大潮期

间海湾平均示踪物质浓度下降速度更快,水交换能力更强。 大连湾的半交换时间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

距离湾口越近,半交换时间越短;相同距离下,西南部较东北部半交换时间短。 大连湾中部水交换能力最

强,其次是红土堆子湾,甜水套湾和臭水套湾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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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water exchange in the Dalian ba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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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n unstructured grid and finite-volume coastal ocean model that contained eight main tidal compo-
nents of K1、O1、P1、Q1、M2、S2、N2 and K2,this paper developed a three-dimensional hydrodynamic model with high-
resolution in Dalian bay of China. By comparing the simulated elevation and current data with the observed data,the
model could well reflect the hyd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Furthermore,DYE-RELEASE module was merged into mod-
el to simulate water exchange process and half-life tim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apacity of the whole and sub-regions
of Dalian bay.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s that,initial time of tracer release has an impact on the half-life time. On
the average,half-life time is 9. 6 d ~ 12. 3 d in Dalian bay. The concentration decreased more rapidly in spring tide pe-
riod than in neap tide period so that water exchange capacity in spring tide period is stronger. The half-life time distri-
bu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horter distance from the mouth to the bay and the shorter half-life time. Under the same
distance,the half-life time of the southwest i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northeast. The water exchange capacity is cha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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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ized by that,the strongest is the central part of Dalian bay,followed by Hongtuduizi bay and the weakest is Tian-
shuitao and Choushuitao bays.
Key words:Dalian bay;numerical simulation;DYE-RELEASE module;half-life time;water exchange

　 　 大连湾是我国辽东半岛南部东侧一个半封闭

型天然海湾,三面为陆地环抱,仅东南面与黄海北

部相通,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水产品交易中心和集

散地,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港口和现代装备制造业

基地之一。 大连湾岸线曲折,长度约为 110 km,
是典型的基岩港湾式海岸。 全湾总面积 174
km2,湾口长约 11. 1 km,湾口朝向东南,并有三山

岛作为天然屏障。 大连湾内部有众多小海湾,其
中比较大的三个分别为红土堆子、甜水套、臭水套

湾,湾内无成型的河流,多为间歇性汇入的小

溪[1],海底地貌较为平坦,水深自西北向东南方

向递减,仅在湾口处有一陡坡,地形分布见图 1。
大连湾被大连市主城区所环抱,人口密集,工

业发达,每年有大量污水排入大连湾内,据统计所

示,仅工业废水每年就有 3. 3 亿吨左右进入湾内,
湾内海域富营养化严重,赤潮频发。 2010 年 7 月

16 日的大连新港溢油事故,更是近年来中国海洋

史上最严重的石油泄漏事故之一。 水交换能力是

评价海湾环境容量的重要指标,表征了海湾自身

的物理自净能力,海湾的水质情况与交换能力的

强弱直接相关[2]。 大连湾潮汐属正规半日潮型,
海流以潮流为主,潮流属不正规半日潮流。 因此,
在潮动力条件下,开展大连湾海域的水交换能力

与污染物质输运研究,形成海湾交换能力的科学

认识,以期制定合理的对策降低对海湾生态环境

的影响,对于大连湾未来的合理开发利用有着重

要的科学意义。
关于大连湾海域的水交换能力评价的研究文

献较少,而其他海湾或河口的相关文献较多。 水

交换能力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箱式模型[3]、La-
grange 质点追踪[4] 和三维对流-扩散模型[5] 等。
赵亮等基于一个成熟的水动力模型 ECOM,研究

了胶州湾的整体和分区域的水交换能力[6]。 孙

英兰和张越美基于三维潮流模式,计算了丁字湾

的水交换率和水交换半更换期的空间分布[7]。
王聪等利用 Lagrange 质子追踪和 ECOM 模式研

究了大亚湾的水交换能力,分析了两种方法结果

差异产生的原因[8]。 罗锋等利用 EFDC 模式模拟

研究了乐清湾水交换的三维过程和时空变化特

征[9]。 曹振东利用 FVCOM 数值模型的水质模块

研究了胶州湾的水交换能力[10]。 张宇铭等利用

ROMS 模型建立了渤海三维水动力模型,利用质

子追踪方法对渤海水交换进行了研究[11],并进一

步研究了季节和潮汐对环渤海的主要排污口邻近

海域水交换能力的影响[12]。 张存勇利用 ECOM-
SED 三维数值模型研究了岸线变化对连云港港口

的水交换能力的影响[13]。 刘睿等基于 ECOM 模

式的水质模块研究了在异常大风条件下胶州湾水

交换能力的变化,指出异常大风有助于减少胶州

湾的水体平均留存时间[14]。 许灵静等基于 AD-
CIRC 模型建立了杭州湾台风风暴潮流二维数值

模型,分别研究了天文潮和台风过程作用下杭州

湾的水交换情况[15]。 丁芮等利用 FVCOM 三维数

值模型,研究了在径流、风应力和潮汐作用下珠江

口水域的水交换和物质输运过程[16]。 陈振华等

基于 POM 水动力模式,考虑漫滩过程,得出钦州

湾的整体平均水体半交换时间约为 18 d[2]。 目前

来看,三维对流-扩散模型通过研究保守物质输运

扩散以量化分析海湾水交换能力,是目前被广泛

接受和采用的方法。
为了对大连湾的整体和分区域的水交换能力

有全面的认识,本文基于无结构的三角网格在大

连湾海域建立了高分辨率的 FVCOM 三维水动力

数值模型,利用半交换时间来评价大连湾的水交

换能力。 半交换时间,是保守物质浓度降低为初

始浓度一半所需要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

海湾的水交换能力,在钦州湾[2]、胶州湾[6]、丁字

湾[7]等海湾均有所应用,是研究文献采用较多的

指标。 本文开展了大连湾内保守物质不同释放时

间对海湾整体半交换时间的影响、湾内保守物质

浓度的时间演变过程、半交换时间的空间分布、不
同区域的半交换时间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力求较

为完整的反映大连湾在潮动力条件下的水交换能

力特征,以期为大连湾生态排污的管理决策提供

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 1　 FVCOM 数值模式

FVCOM 水动力数值模型是由马萨诸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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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连湾地形分布图(A、B 和 C 处的黑色五星表示观

测站位;红色虚线表示大连湾与外部海域的分界)
Fig. 1 Topography of Dalian bay,observation sites A、B and

C at black five-star;boundary between Dalian bay and
outside sea in red dashed line

和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联合开发的无结构网格

的、有限体积的、三维原始方程的海洋数值模

型[17]。 该模型采用三角网格拟合岸线,可以更好

地处理具有曲折岸线或者多岛屿情况的海洋过

程,垂向采用 σ 坐标或 σ-z 混合坐标系统,可以更

好地拟合复杂的海底地形,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近

岸和区域海洋动力过程的模拟中。 经过十几年的

应用和发展,通过世界各海区大量的实测资料验

证,该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模拟效果[18-19]。
为了研究保守物质的运移规律,本文采用

DYE-RELEASE 模块,以溶解态保守物质作为湾

内水体的示踪物,水质模型的控制方程为:
DC
t + DuC

x + DvC
y + ωC

σ - 1
D


σ Kh

C
σ( ) -

DFc = DC0(x,y,σ,t) (1)
式中:C 表示保守物质的浓度;D 表示水深;u、v、

ω 表示 x、y、σ 方向的速度;Kh 表示垂向热扩散系数;
Fc 是水平扩散项;C0 表示保守物质的初始浓度。
1. 2　 模式配置与验证

1. 2. 1　 模式配置

模型区域计算范围 121. 48°E—122. 18° E、
38. 64°N—39. 08° N,计算面积为 1333 km2,模型

共有 17724 个节点,33151 个三角元,计算区域和

网格分布见图 2。 开边界处分辨率为 700 m,由外

海向近岸逐渐加密,近岸分辨为 100 m。 模型采

用中国近海的海图水深数据,统一到平均海面,将
水深数据插值到网格上,垂向采用 σ 坐标,共分

为 11 层。 开边界采用水位强迫驱动,利用全球海

洋潮汐模型 TPXO7. 2 提供的 8 大分潮(K1、O1、
P1、Q1、M2、S2、N2、K2)预报水位,固边界采用无滑

动边界条件。 另外,为了减少能量在开边界处的

堆积,采用海绵条件使模型更加稳定。 模型采用

模态分离的算法提高计算效率,根据 CFL 数值稳

定性条件,确定模型外模时间步长 1 s,内模时间

步长 10 s。 模型从静止开始启动,不考虑温盐的

影响所造成的斜压效应。

图 2 模型区域与网格分布

Fig. 2 Modeled area and triangular system in the numeri-
cal model

1. 2. 2　 模式验证

2008 年 5 月 13—14 日,国家海洋环境监测

中心在大连湾湾口断面处,布设了 A、B 和 C 共计

3 个水文连续观测站位(图 1 黑色五星处),进行

了连续 26 h 的观测,平均水深为 20 m。 其中 A 和

C 站使用声学多普勒海流剖面仪观测海流剖面,B
站使用中国海洋大学研制的直读式海流计观测海

流,A、B 和 C 站均采用 CTD 温盐深仪测量水

位[20]。 观测仪器和时间见表 1。 潮位和海流数据

做了剔除异常值处理,另外考虑旁瓣效应和测量

仪器接收器的共振效应,海流数据有效范围为水

面下 1. 5 m 处至距离海底 1. 5 m 处。
表 1　 大连湾湾口断面观测站的观测要素

Tab. 1 Major measurement parameters in the mouth of Dalian bay

观测要素 观测起止时间 观测仪器 准确度

水位
2008 / 05 / 13—

2008 / 05 / 14
CTD 温盐深仪 ± 0. 6 cm

流速、流向
2008 / 05 / 13—

2008 / 05 / 14

多普勒海流

剖面仪直读

式海流计

± 2. 0 cm / s, ± 5°

± 1. 5 cm / s,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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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这些实测资料对本模型结果进行验证,
以检验所建立的水动力模型的可靠性,水位、表层

海流验证结果分别见图 3 和图 4。 其中,A 站的

水位观测与模拟的相关系数为 0. 97, C 站为

0. 98,显著相关。
对于海流的验证,本文采用利用矢量相关系

数来评估模拟值与观测值之间的相关性(相关系

数大于 0. 6 即可认为显著相关) [21]。 假定矢量

X = (u1,v1)和 Y = (u2,v2),则 X 和 Y 的矢量相关

系数可以按下式计算,

ρ2
v = f

g (2)

其中,
f = σ(u1,u1){σ(u2,u2)[σ(v1,v2)] 2

+ σ(v2,v2)[σ(v1,u2)] 2}
+ σ(v1,v1){σ(u2,u2)[σ(u1,v2)] 2

+ σ(v2,v2)[σ(u1,u2)] 2}
+ 2[σ(u1,v1)σ(u1,v2)σ(v1,u2)σ(u2,v2)]
+ 2[σ(u1,v1)σ(u1,u2)σ(v1,v2)σ(u2,v2)]
- 2[σ(u1,u1)σ(v1,u2)σ(v1,v2)σ(u2,v2)]
- 2[σ(v1,v1)σ(u1,u2)σ(u1,v2)σ(u2,v2)]
- 2[σ(u2,u2)σ(u1,v1)σ(u1,v2)σ(v1,v2)]
- 2[σ(v2,v2)σ(u1,v1)σ(u1,u2)σ(v1,u2)]

g = {σ(u1,u1)σ(v1,v1) - [σ(u1,v1)] 2}
{σ(u2,u2)σ(v2,v2) - [σ(u2,v2)] 2}
观测 A 站的海流观测与模拟的矢量相关系

数为 1. 55,B 站位 1. 51,C 站位 0. 79,均为显著相

关,其中 A 和 B 站相关系数更高一些,C 站稍低,
可能原因是 C 站位于大连湾的航道处,受进出船

只的扰动影响,实测海流数据表现出不规则性,影
响了与模拟结果的验证。

总体而言,通过曲线拟合程度和相关系数的

显著性均可以看出,模型可以较好的模拟天文潮

动力过程,可以用于水交换能力的研究。

2　 结果与讨论

2. 1　 半交换时间对初始释放时间的敏感性试验

大连湾研究区域以西南角的黄白嘴与东北角

的大孤山连线(图 1 红色虚线)为湾口断面连线。
为研究大连湾整体的水交换能力,在初始释放时

刻湾内保守示踪物质浓度设置为 1,湾外海域浓

度设置为 0。 在潮动力作用下,保守示踪物质通

过对流和扩散作用向湾外输运,浓度逐渐降低。

图 3　 大连湾 A 和 C 站的水位验证

Fig. 3 Water level test in A and C sites of Dalian bay

图 4　 大连湾 A、B、C 站的海流验证

Fig. 4 Current test in A、B and C sites of Dalian bay
考虑到半交换时间可能会随初始释放时刻的不同

而不同,本文设定了初始释放时间的敏感性试验。
试验设定了 8 个初始释放时间,分别为湾口断面

处的大潮和小潮两个潮期的高潮时、落潮时的中

间时刻、低潮时和涨潮时的中间时刻。 通过各个

试验结果,研究保守物质初始释放时间对半交换

时间的影响。
由于天文潮的动力作用,湾内平均浓度必然

会随涨、落潮过程出现半日潮周期性的变化,也会

出现 大 小 潮 的 半 月 周 期 性 变 化, 因 此 利 用

PL64TAP 滤波器[22] 滤掉潮周期成分。 本文以大

潮高潮时作为初始释放时刻为例,给出了湾内平

均浓度滤波前后的时间变化曲线,见图 5。 可以

看出,该滤波器可以较好的滤掉天文潮周期成分,
体现大连湾的保守物质平均浓度变化,可以用于

半交换时间的分析研究。
通过设定八个不同的初始释放时间,本文分

别计算了大连湾整体的平均浓度时间变化序列。
随着初始释放时间的改变,半交换时间的表现特

征也不甚相同。 表 2 列出了 8 个试验的大连湾整

体的半交换时间。 大潮时释放保守示踪物质,大



118　　 海　 洋　 环　 境　 科　 学 第 39 卷

图 5　 大潮高潮时释放示踪物大连湾内平均浓度的时间

变化(粗黑实线为滤掉周期性潮信号的结果)
Fig. 5 Average concentration variation of tracer released in

high water time of spring tide period(The black and
thicken line represents filtered results without periodic
signal)

连湾的半交换时间为 11. 4 ~ 13. 2 d,小潮时半交

换时间为 9. 3 ~ 9. 9 d。 大潮释放的半交换时间比

小潮释放情况要长约 61 ~ 69 h 之间。 为了分析

原因,本文进一步比较了同一潮期不同初始释放

时刻、不同潮期同一初始释放时刻的湾内平均浓

度时间变化。
表 2　 半交换时间的八个敏感性试验结果 (单位:h)

Tab. 2 Half-life time results of eight sensitive experiments (Unit:h)

高潮时 落潮中间时 低潮时 涨潮中间时

大潮 316 297 273 291

小潮 237 231 224 230

　 　 图 6 显示了大潮期间 4 个初始释放时刻湾内

示踪物平均浓度的时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是

大连湾平均水深较浅,只有 15 m 左右,因此保守

示踪物质通量的多少决定了半交换时间的长短。
以大潮 4 个时刻初始释放时间为例,半交换时间

的特征表现为高潮时最长,低潮时最短,涨潮时和

落潮时基本一致,介于中间,与高潮时和低潮时的

平均值接近。 小潮时的 4 个初始释放时刻对半交

换时间的影响与大潮时表现特征相似。
进一步,本文比较了不同潮期(大小潮)相同

初始释放时刻(高潮时)情况下,大连湾整体平均

浓度的时间变化的异同,见图 7。 为了便于比较,
将初始释放时刻为大潮高潮时的数据称为样本

S1,小潮高潮时为样本 S2。 在前 165 h 之内,湾内

平均浓度 S1 和 S2 均下降较快,相比而言,湾内平

均浓度 S1 都要比 S2 低,考虑到 S1 释放的物质通

量要比 S2 大,那么结果就体现了大潮强对流扩散

的水交换能力。 大连湾海域潮汐为正规半日潮,
潮流为不正规半日潮流,一个完整的大小潮有着

图 6　 大潮期间不同释放时刻的大连湾示踪物平均浓度

的时间变化

Fig. 6 Average concentration variation of tracer released in
different time of spring tide period

15 d 左右的周期。 第 7 ~ 8 d 时,S1 变为小潮,平
均浓度下降至 0. 57 后,下降速度放缓;而 S2 变为

大潮,平均浓度迅速下降,直至下一个小潮,即平

均浓度下降至 0. 35 时,下降速度才放缓。 因此,
半交换时间表现为 S1 要比 S2 更长。

图 7　 大潮和小潮同高潮时释放,大连湾示踪物平均浓

度的时间变化

Fig. 7 Average concentration variation of tracer released in
high water time of spring and neap tide period

总结而言,示踪物质释放初始时刻对大连湾

整体的半交换时间有影响,涨潮中间时和落潮中

间时的结果代表了一种平均状态。 本文取释放时

间为大、小潮期的平均半交换时间范围评价大连

湾的水交换能力,平均半交换时间为 9. 6 ~ 12. 3
d。 对比大、小潮期间的物质输运过程,大潮期间

海湾平均示踪物质浓度下降速度更快,水交换能

力更强。
2. 2　 半交换时间的时空分布特征

大连湾 8 个敏感试验中,涨潮中间时和落潮

中间时的结果代表了时空分布特征的一种平均状

态。 本文选取保守示踪物质初始释放时刻为大潮

涨潮中间时的分布场作为例子,分析研究了海湾

半交换时间的时空分布特征,以此评价大连湾的

水交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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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显示了数值模型所得的湾内保守示踪物

质浓度水平分布随时间的变化。 在保守示踪物质

释放进入大连湾后,潮动力作用下外部海水进入

湾内,与湾内海水混合,通过对流与扩散作用将示

踪物质带出大连湾。 可以看出,离湾口的距离远

近不同,浓度降低速度有明显差异,即使离湾口距

离相同,浓度降低速度也不相同。 表现特征为:0
~ 5 d 低浓度等值线以较快速度由湾口向湾内扩

展,大连湾西南部比东北部向湾内延伸更广;5 ~

10 d,低浓度等值线向湾内的扩展速度整体变慢,
大连湾东北部分的低浓度等值线开始急剧向湾内

扩展,扩展纵深只略小于西南部分;10 ~ 20 d,低
浓度等值线继续慢速向湾内扩展,红土堆子、甜水

套和臭水套的大部分区域浓度仍然保持为 1;20
~ 40 d,大连湾的绝大部分海域几乎都参与了水

体交换,红土堆子相比甜水套和臭水套来讲,浓度

更低。

图 8　 示踪物浓度水平分布的时间演变

Fig. 8 Evolution of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tracer concentration

　 　 图 9 为大连湾海湾的半交换时间的水平分

布。 可以看出,大连湾中部的半交换时间最短,大
部分海域在 20 d 以内,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距
离湾口越近,半交换时间越短;相同距离下,西南

部较东北部半交换时间短。 甜水套和臭水套的绝

大部分海域的半交换时间超过 50 d。 红土堆子超

过一半的海域半交换时间超过 50 d。
2. 3　 四个区域的半交换时间

为了进一步分析大连湾不同区域的水交换能

力,划分为大连湾中部、红土堆子、甜水套和臭水

套 4 个区域,见图 10。 设定 4 个敏感性试验,保
守示踪物质初始释放时刻设定为大潮涨潮时,分
别计算每个区域的半交换时间,以分析其水交换

能力。 4 个区域半交换时间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大连湾中部、红土堆子、甜水套和臭水套分别为

81 h、213 h、669 h 和 666 h。 大连湾中部的水交换

能力最强,红土堆子次之,甜水套和臭水套最差。
这也与图 9 的分析结果相一致。

图 9 大连湾区域半交换时间空间分布图

Fig. 9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life-half time in Dalian bay



120　　 海　 洋　 环　 境　 科　 学 第 39 卷

图 10　 大连湾四个区域划分,大连湾中部、红土堆子、
甜水套和臭水套

Fig. 10 Four regional divisions in Dalian bay,Central part,
Hongtuduizi,Tianshuitao and Choushuitao
表 3　 大连湾四个区域的半交换时间 (单位:h)

Tab. 3 Half-life time of four regions in Dalian bay (Unit:h)

区域 大连湾中部 红土堆子湾 甜水套湾 臭水套湾

半交换时间 81 213 669 666

3　 结　 论

(1)大连湾的平均半交换时间为9. 6 ~12. 3 d。
示踪物质释放初始时刻对大连湾整体的半交换时

间有影响,涨潮中间时和落潮中间时的结果代表

了一种平均状态。 对比大、小潮期间的物质输运

过程,大潮期间海湾平均示踪物质浓度下降速度

更快,水交换能力更强。
(2)大连湾的半交换时间的空间分布特征表

现为距离湾口越近,半交换时间越短;相同距离

下,西南部较东北部半交换时间短。 大连湾中部

大部分海域半交换时间在 20 d 以内,甜水套和臭

水套的绝大部分海域的半交换时间超过 50 d,红
土堆子超过一半的海域半交换时间超过 50 d。

(3)大连湾中部水交换能力最强,其次是红

土堆子湾,甜水套和臭水套最差。 在未来的大连

湾使用规划中,应尽量避免在甜水套和臭水套排

污,红土堆子湾也不是优选,最好选择水交换能力

最强的大连湾中部的西南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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