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核电厂温排水布置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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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利用二维潮流场和温升场数值模型预测分析了核电厂不同温排水布置方式下温升扩散

特点和影响范围。在此基础上结合周边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的特点，以海洋生态环境功能区水质环境

管控要求作为比选优化指标，对不同的温排水布置方案进行了比选和优化，从降低温排水影响范围、减

小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功能区水质环境影响以及降低取水温升的角度给出了最优排水布置方案。研

究结果表明，核电厂温排水的影响范围与周边海域地形地貌、海洋水文特征以及排水口的布置形式、位

置等密切相关，暗管深排方案有利于温排水的稀释扩散，对于降低高温升区影响范围具有积极作用，但

影响低温升区扩散范围的因素较多，深水排放并非一定能够减小低温升区的影响范围。

关键词：核电厂； 温排水； 数值模拟； 布置方式； 海洋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X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336(2021)02-0176-08

A study on impacts on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rom thermal discharge
arrangements of pow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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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2-d  tidal  flow  mathematical  model  and  the  simulation  of  temperature,  w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cope of thermal discharge in different arrangements of power plant. Compared
and  optimized  the  different  thermal  discharge  arrangement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
indices  of  marine  sensitive  areas,  and  given  the  optimal  pl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ducing  the  scope  of
influence,  the  influence o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intake temperatur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cope of
thermal  influence  was  related  to  topography,  hydr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rrangements  and  position  of
discharge  engineering.  The  subsurface-distant  pipe  drainage  was  beneficial  to  the  dilution  and  diffusion  of
thermal discharge and reduce the scope of influence. However, there wer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ffusion
range of thermal discharge and deep drainage was not always able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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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作为一种安全、清洁和低碳能源，已经

成为我国电力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优化能源

结构和构建清洁、低碳能源体系中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随着我国核电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在

不断重视核电安全发展的同时，核电生态环境保

护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1]。

核电厂热效率为 30%～35%，核燃料产生的

能量只有 1/3转成电能，其余都以热量形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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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这些余热经过冷凝器传导给循环冷却水再

排入水体，也就是俗称的温排水[2]。在我国的核

电布局中，目前所有已经运营和在建的核电机组

均为沿海厂址，温排水经排水口排入海水中，大

量废热进入周边海域，造成区域海洋水体温度升

高，对海洋生态环境，特别是对规避能力较差的

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的生长繁殖及群落结构产

生一定的影响[2-5]。傅强等[6] 研究了滨海电厂温

排水对浮游动物群落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

温排水的增温效应不改变浮游动物的季节分布

格局，但不同月份的优势种因其发生改变；冬季

温排水会提高浮游动物的丰度，但降低了多样

性，而夏季温排水降低了浮游动物的种类、丰度

及多样性，秋季多样性达到最高，丰度值达到最

低；浮游动物的分布与电厂排水口分布有明显的

关系，并有“迁移”现象发生。魏新渝等 [7] 综

述了国内外核电厂温排水对水生生物的影响，认

为温排水可能影响水生生物的生长、生存和繁

殖，改变群落的多样性和丰度，并可能导致栖息

地的变化，但影响性质和程度各不相同，其潜在

影响程度与厂址的特定因素（地理位置、海水、

淡水、受纳水体的体积、水交换速率、生物栖息

地等）密切相关。侯树强等 [8] 研究了核电厂取、

排水工程中与温排水散热特性相关的若干重要

问题；有学者[9-11] 研究了温排水入海的数值模拟

方法；有学者[12-15] 基于温排水扩散研究了回水温

升对核电运行效率的影响，并从工程设计和经济

等方面给出了取、排水布置的建议；张晓峰等
[16] 研究了卫星遥感方法在核电温排水监测中的

应用。

安全一直是我国核电发展中被高度重视的

问题，对于核电取、排水研究的重点也集中在安

全和经济方面。核电温排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大多根据既定的排水方式分析其影响程度，却鲜

有从前期设计阶段研究不同的布置方案对海洋

生态环境的影响 [17]。受海洋潮汐及地形等因素

的影响，温排水可在排水口周边海域稀释、扩散

形成温升混合区，不同的排水布置方案形成的温

升混合区范围、面积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

度均不同。本文以我国北方滨海某核电厂为例，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模拟分析不同温排水布置方

案的温升扩散规律，对比分析不同排水方案对海

水水质环境以及取水回流温升的影响，并从生态

环境保护的角度对某核电厂温排水方案的选择

进行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1    工程条件 

1.1.1    项目概况

国内某核电厂位于渤海辽东湾西岸（见图 1），
规划建设 6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均采

用海水作为循环冷却水的直流供水系统，6台机

组共用取水明渠取水。其中，一期工程 2台机组

采取明排方式，二期工程拟在一期 2台机组基础

上新建 2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设计每台机组

取排水量 69 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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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及周边海域形势

Fig. 1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hydrographic datum
  

1.1.2    地形地貌及水文条件

项目所在海域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岸线

较为平直，有小的岬角海湾分布，厂址位于南北

两个岬角包围的龙泉湾北侧中部，南侧为入海河

口，属于河口生态红线区。沿岸海域水深较浅，

坡度平缓，0  m、2 m和 5 m等深线贴岸分布，

10 m等深线距岸 2～8 km。海域潮汐属不正规

半日混合潮，日潮不等现象明显，潮流属正规半

日潮流，潮流运动形式为明显的往复流，涨潮流

向偏东北向，落潮流向偏西南向，流向大致与岸

线平行，项目所在海湾底部受海岸影响局部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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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流。 

1.2    周边海域环境功能区及排水方案比选要求 

1.2.1    周边海域环境功能区及环保要求

（1）海洋功能区划

核电厂周边海域海洋功能区划分为工业与

城镇建设用海区以及农渔业区，其中核电厂厂区

所在海域属于工业与城镇用海区，该区域外侧海

域为农渔业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执行不低于

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允许进行适度开发建设；农

渔业区执行不低于二类海水水质标准，主要为保

护渔业资源设置，不允许进行工业和城镇开发

建设。

（2）海洋生态红线

周边的海洋生态红线位于厂区南侧 6 km的

河口处，为限制开发区，海水水质执行不低于二

类海水水质标准，主要保护河口海洋生态系统，

区域内禁止开发建设。 

1.2.2    排水方案比选要求

根据核电厂周边海域的环境功能区情况，从

符合海洋生态环境功能区要求、尽量减小海洋

生态环境影响的角度，核电厂排水方案比选主要

考虑以下条件：

（1）排水构筑物及 4 ℃ 温升区（温升混合区）

全部位于工业与城镇用海区，不进入农渔业区及

生态红线区；

（2）1 ℃ 温升区不进入生态红线区，保持生

态红线区水质标准符合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3）尽量降低温升影响范围以及高温升区对

沿岸海域的影响。 

1.3    数学模型 

1.3.1    水流数学模型 

1.3.1.1    基本方程

核电厂位于渤海海域的辽东湾，水流状况较

为复杂。针对工程所在海域的地形、边界及水

流特性，选用沿水深平均的平面二维水流数学模

型，其基本方程如下[17-18]。

连续方程：
∂Z
∂t
+
∂uH
∂x
+
∂vH
∂y
= q (1)

动量方程：

∂uH
∂t
+
∂uuH
∂x
+
∂uvH
∂y

= −gH
∂Z
∂x
+
∂

∂x

(
νtH
∂u
∂x

)
+
∂

∂y

(
νtH
∂u
∂y

)

+
τsx

ρ
−g

u
√

u2+ v2

c2 + f vH (2)

∂vH
∂t
+
∂uvH
∂x
+
∂vvH
∂y

= −gH
∂Z
∂y
+
∂

∂x

(
νtH
∂v
∂x

)
+
∂

∂y

(
νtH
∂v
∂y

)

+
τsy

ρ
−g

v
√

u2+ v2

c2 − f uH (3)

u v

x y q

ρ νt

c c =
1
n

R1/6 R

n f = 2ωsinφ ω

φ

式中：H、Z分别为水深和水位（m）； 、 分别

为 、 向的流速（m/s）； 为源（汇）单位面积流量

（m/s）； 为水体密度（kg/m3）； 为紊动黏性系数

（m2/s）； 为谢才系数， ， 为水力半径（m），

为河床糙率；  为柯氏力系数， 为地

球自转角速度， 为计算水域所在地理纬度。

τsx τsy、 分别为自由表面风切应力，可采用下

列经验公式计算： τsx =CdρaW2 cosα

τsy =CdρaW2 sinα
(4)

Cd

W < 10m/s Cd = 0.9×10−3 ρa α

x

式中： 为无因次切应力系数，对于风速

, ； 为空气密度， 为风

向与 方向的夹角。 

1.3.1.2    定解条件

（a）初始条件：
Z(x,y,0) = Z0(x,y)

u(x,y,0) = u0(x,y)

v(x,y,0) = v0(x,y)

(5)

∂U/∂n = 0 U

n

（b）边界条件：水流数学模型的计算边界为

开边界，计算时给以潮位边界条件；固定边界采

用可滑动边界条件，即 （ 为边界水流

合速度， 为固定边界法向单位向量）；对于两岸

边滩，则采用动边界方法处理。电厂取、排水口

均给以恒定流量边界条件，其进、出口流速随潮

位涨落而变化，由程序自动计算得到。 

1.3.2    温度场数学模型 

1.3.2.1    基本方程

选用沿水深平均的平面二维温度场数学模

型，其基本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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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水体温升值； 、 分别为 、 向

的扩散系数； 为水面综合散热系数； 为水体

定压比热通量； 为沿程源、汇水体超温值。 

1.3.2.2    定解条件

∆T (x,y,0) = ∆T0(x,y)初始条件： ；

∆T = ∆T (t)边界条件：入流边界为 。

∂∆T/∂n = 0 n出流边界为 （ 为出流边界法向单

位矢量）。 

1.3.3    模型验证

模型采用 2019年夏季在某核电厂周边海域

进行的大、中、小潮 13个同步水文测验站位数

据进行验证，模型建立的潮位和流速、流向过程

与实测值吻合较好，所建立的平面二维水流数学

模型较好地模拟了核电工程附近海域的潮流变

化情况。 

1.3.4    计算工况

以一期工程 2台机组夏季温排水明排作为

基础工况，对二期工程 2台机组夏季不同排水方

案下的温排水扩散情况进行数值模拟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第一轮比选优化

本阶段在一期工程 2台机组明排的基础上，

对二期工程 2台机组采用的明排方案和暗排方

案进行比选，主要目的是比选出初步的排水方式

和排放距离，为后续进一步优化排放口位置做准

备。明排方案主要考虑充分利用一期工程已经

形成的排水明渠进行排放，排水口位置已定。暗

排方案以 3、4号机组为中心，排水暗涵垂直厂区

护岸向海中延伸不同距离，从而初步给出适宜的

暗排距离。排水方案设置如下（图 2）。
（1）方案 1：4台机组均采取明排方案；

（2）方案 2：暗排方案，排水暗涵垂直填海护

岸向外延伸 650 m，该处水深−6 m，满足排水口

最低水深要求；

（3）方案 3：暗排方案，在方案 2的基础上，将

排水暗涵向前伸 1000 m，水深−7.5 m；

（4）方案 4：暗排方案，在方案 2的基础上，将

排水暗涵向前伸 2000 m，水深−8.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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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排水方案比选示意图

Fig. 2    Comparison of drainage arrangements
 

利用上述数学模型预测给出 4台机组运行

时，夏季典型大、中、小潮水文条件下 4个排水

方案温排水影响情况，计算结果见表 1，方案比

选见表 2，温升范围见图 3。
从温升影响范围方面分析，明排方案由于属

于沿岸排放，排放口水深较浅，无论高温升区

（4 ℃）还是低温升区（1 ℃），其影响范围都较暗
表 1       方案 1－4 最大温升包络线影响面积

Tab.1    Maximum impact area of thermal discharge of plan 1－4

设计方案
夏季典型大潮最大等温升线包络面积/km2

取水温升/℃

0.5 ℃ 1.0 ℃ 2.0 ℃ 3.0 ℃ 4.0 ℃ 最大值 平均值

方案1 49.64 28.85 15.27 8.92 3.14 1.37 0.54

方案2 26.05 16.22 9.02 5.28 2.74 2.06 1.30

方案3 52.65 29.63 14.22 5.87 2.22 2.04 1.34

方案4 47.98 21.22 7.97 3.53 1.27 1.77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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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方案 1－4 排水平面布置比选方案

Tab.2    Mandatory principle of thermal discharge arrangements of plan 1-4

项目名称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方案4

温排水扩散范围/
km2（4 ℃/1 ℃）

3.14/28.85 2.74/16.22 2.22/29.63 1.27/21.22

取水口温升/℃
（最大/平均）

1.37/0.54 2.06/1.30 2.04/1.34 1.77/1.10

海洋功能区划

构筑物和4 ℃温升位于工

业与城镇用海区，1 ℃温升

小部分进入农渔业区

构筑物和4 ℃温升位于工业

与城镇用海区，1 ℃温升小部

分进入农渔业区

构筑物位于工业与城镇

用海区，4 ℃和1 ℃温升

进入农渔业区

构筑物、4 ℃和1 ℃温升

进入农渔业区

海洋生态红线 进入红线区 未进入红线区 进入红线区 未进入红线区

比选结果
弃选（1 ℃温升进入红线

区，不符合水质管控要求）
可选

弃选（4 ℃温升进入农渔

业区，1 ℃温升进入红

线区）

弃选（排水构筑物及4 ℃
温升进入农渔业区）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农渔业区

河口生态红线区

(a) 方案 1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农渔业区

河口生态红线区

(d) 方案 4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农渔业区

河口生态红线区

(c) 方案 3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农渔业区

河口生态红线区

(b) 方案 2

工业与城镇用
海区

1℃ 温升线
4℃ 温升线
海洋生态红线

图例

工业与城镇用
海区

1℃ 温升线
4℃ 温升线
海洋生态红线

图例

工业与城镇用
海区

1℃ 温升线
4℃ 温升线
海洋生态红线

图例

工业与城镇用
海区

1℃ 温升线
4℃ 温升线
海洋生态红线

图例

图 3    第一轮比选优化不同排水方案温升影响范围

Fig. 3    Range of influence of the first round of thermal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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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方案大。对于暗排方案，方案 2排放口位于取

水明渠和排水明渠导流堤中部，受两个导流堤掩

护，温升区主要集中在导流堤附近海域，影响范

围相对较小，且主要影响人工构筑物岸段，对两

侧自然海岸影响范围小。方案 3和方案 4为远

暗排方案，方案 3排水口基本设置在工业与城镇

用海区和农渔业区边界位置。核电厂所在海域

为南北两个岬角围成的小型海湾，其下为水下缓

坡，水深变化较小，潮流性质属于沿岸往复流。

在排水管线延长 1.65 km的情况下，由于水深变

化较小，高温升区较暗排方案 2减小幅度有限，

而排水口距离南侧岬角的河口距离更近，沿岸的

往复流导致 1 ℃ 温升区影响范围更大，不仅影

响农渔业区，还直接影响到河口生态红线区，不

符合农渔业区以及河口生态红线区不低于二类

海水水质标准的管控要求。在排水管线继续延

伸至 2.65 km 长度的情况下（方案 4），排水口位

于南北两个岬角连线位置，随着水深的增加，温

排水与周边水体充分掺混稀释，高温升区面积大

幅度减小，1 ℃ 温升区影响范围减小仍有限。方

案 4的构筑物、4 ℃ 和 1 ℃ 温升区均进入农渔

业区，不符合农渔业区管控要求。通过上述方案

比选，相对于明排方案，暗排方案对于降低温升

影响范围具有明显优势。暗排方案中，由于远暗

排方案排放口水深较深，有利于温排水的稀释扩

散，由此形成的高温升区影响范围较小，但受当

地潮流性质及水深地形影响，远暗排方案形成的

低温升区影响范围较短暗排方案反而更大。

综合比选排水温升影响范围、海洋功能区划

的符合性、海洋生态红线的符合性以及取水温

升的影响范围，第一轮比选中明排方案以及长距

离暗排方案均不满足海洋生态环境功能区的水质

标准管控要求，方案 2短暗排方案为推荐方案。
 

2.2    第二轮比选优化

在初步确定短暗排方案为推荐方案的基础

上，为进一步优化排水口的位置，在方案 2的基

础上，通过左、右移动排放口位置进行优化比

选，每个方案移动尺度为 200 m，第二轮优化方

案设置如下（见表 3）。
（1）方案 2-1：方案 2左移 200 m；

（2）方案 2-2：方案 2左移 400 m；

（3）方案 2-3：方案 2右移 200 m；

（4）方案 2-4：方案 2右移 400 m。

从温升影响范围分析（见表 4、图 4），夏季 4 ℃
温升范围，方案 2-2>方案 2>方案 2-1>方案 2-3>
方案 2-4；夏季 1 ℃ 温升范围，方案 2-2>方案 2>
方案 2-3>方案 2-1>方案 2-4。对于取水口温升，

方案 2-4>方案 2-3>方案 2>方案 2-1>方案 2-2。
对于海洋功能区划，上述 5个方案排水暗涵

全部位于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方案 2、方案 2-1、
 

表 3    方案 2－2-4 最大温升包络线影响面积

Tab.3    Maximum impact area of thermal discharge of plan 2－2-4

设计方案

夏季典型大潮最大等温升线

包络面积/km2 取水温升/℃

0.5 ℃ 1.0 ℃ 2.0 ℃ 3.0 ℃ 4.0 ℃ 最大值 平均值

方案2 26.05 16.22 9.02 5.28 2.74 2.06 1.30

方案2-1 24.13 15.38 8.40 4.90 2.56 2.02 1.21

方案2-2 25.07 16.84 9.70 5.52 2.97 1.89 1.10

方案2-3 25.60 15.60 8.54 5.10 2.47 2.22 1.40

方案2-4 25.62 15.14 8.27 4.95 2.25 2.43 1.59

表 4       方案 2~2-4 排水平面布置比选方案

Tab.4    Mandatory principle of thermal discharge arrangements of plan 2~2-4

项目名称 方案2 方案2-1 方案2-2 方案2-3 方案2-4

温排水扩散范围

（4 ℃/1 ℃）
2.74/16.22 2.56/15.38 2.97/16.84 2.47/15.60 2.25/15.14

取水口温升

（最大/平均）
2.06/1.30 2.02/1.21 1.89/1.10 2.22/1.40 2.43/1.59

海洋功能区划
构筑物和4 ℃温升位

于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构筑物和4 ℃温升位

于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构筑物和4 ℃温升位

于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构筑物和4 ℃温升

位于工业与城镇用

海区

构筑物位于工业与

城镇用海区，4 ℃温

升进入农渔业区

海洋生态红线 未进入红线区 未进入红线区 进入红线区 未进入红线区 未进入红线区

比选结果 可选 可选
弃选（1 ℃温升进入

红线区）
可选

弃选（4 ℃温升进入

农渔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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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2-2和方案 2-3夏季 4.0 ℃ 温升包络线全部

位于工业与城镇用海区，方案 2-4夏季 4.0 ℃ 温

升包络线进入农渔业区，不符合农渔业区对海水

水质的管控要求。

对于海洋生态红线，方案 2-2夏季 1.0 ℃ 温

升包络线进入河口生态红线区，不符合红线区海

水水质管控要求。

综合上述比选方案，从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角

度分析，方案 2、2-1以及 2-3温升范围均较小，

且不影响周边的海洋生态环境功能区，方案均可

以接受。在取水温升方面，方案 2-1取水温升最

低。从降低温排水环境影响和减少取水温升的

角度，最终推荐方案 2-1为核电厂二期工程最终

排水布置方案。 

3   结　论

（1）本文通过建立二维潮流场和温度场数学

模型，预测了不同排水布置方案温排水的影响范

围，从降低温排水影响范围，减小对周边海洋生

态环境影响以及降低取水温升的角度给出了最

 

(a) 方案 2-1 (b) 方案 2-2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农渔业区

河口生态红线区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农渔业区

河口生态红线区

工业与城镇用
海区

1℃ 温升线
4℃ 温升线
海洋生态红线

图例

工业与城镇用
海区

1℃ 温升线
4℃ 温升线
海洋生态红线

图例

(c) 方案 2-3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农渔业区

河口生态红线区

(d) 方案 2-4

工业与城镇用海区

农渔业区

河口生态红线区

工业与城镇用
海区

1℃ 温升线
4℃ 温升线
海洋生态红线

图例

工业与城镇用
海区

1℃ 温升线
4℃ 温升线
海洋生态红线

图例

图 4    第二轮比选优化不同排水方案温升影响范围

Fig. 4    Range of influence of the second round of thermal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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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排水布置方案。

（2）核电厂温排水的影响范围与周边海域地

形地貌、海洋水文特征以及排水口的布置形式

密切相关。排放口位于深水区有利于温排水的

稀释扩散，对于降低高温升区影响范围和面积具

有积极作用，但影响低温升区扩散范围的因素较

多，深水排放并非一定能够减小低温升区影响

范围。

（3）核电厂前期的规划布局及设计过程中，

应充分结合厂址周边海域自然环境特点，从安

全、经济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优化取、排水

布置方案，以达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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