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8 卷

海

第6期

洋

与

湖

沼

Vol.48, No.6

OCEANOLOGIA ET LIMNOLOGIA SINICA

2017 年 11 月

Nov., 2017

冲绳海槽热液柱动力过程的数值模拟*
岑显荣

郭双喜

鲁远征

屈

玲

周生启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热带海洋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州

摘要

①

510301)

本文以冲绳海槽伊平屋北部热液区(126º53.80′, 27º45.50′)的现场水文数据作为背景条件,

使用 kε 湍流模型模拟热液柱的动力过程。模拟计算得到的羽流速度、温度和湍流耗散率等基本物
理量展现了热液柱的时空演化过程。模拟结果显示, 羽流最大上升高度及中性浮力面高度与海底的
距离分别为 83.62m 和 68.97m, 和 2014 年先导专项在此附近热液区所观测的温度异常和盐度异常的
深度位置(离海底约 66—86m)接近。羽流的上升速度满足高斯分布, 其半径 b 与距喷口高度 z-H 成正
比: b=0.0985(z-H), 其中 z 为距海底高度, H 为热液烟囱体的高度。羽流的最大体积通量比喷口的初
始值增加了 878 倍, 达 1.034m3/s; 在中性浮力面位置附近, 动量通量达到最大值, 为 0.156m4/s2, 比
初始值增加了 882 倍; 浮力通量在中性浮力面以下和 BM2000 (Bloomfield et al, 2000)理论模型符合
良好, 在中性浮力面以上则呈现随高度先增加后减小的特征。本文计算得到的平均卷挟率为
α≈0.0807, 与背景流较弱的热液区的声学现场观测结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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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热液活动普遍发育在地质构造不稳定的区

水体, 这个异常水体通常被称为热液柱(曾志刚,

域, 如大洋中脊、弧后盆地以及板内火山等, 是地壳

2011)。热液柱是热液系统将自身的能量输入海水的

和海洋之间进行能量和物质交换的主要通道。迄今为

主要形式, 是研究现代海底热液活动环境效应的主

止, 已发现的海底热液地点超过 300 处, 其中较为活

要物理化学对象。从动力学角度上看, 热液喷口的热

跃的包括西太平洋边缘的冲绳海槽和马努斯海盆,

通量、体积通量和湍流强度等要素为热液柱的产生提

东太平洋海隆(EPR), 以及中大西洋洋中脊(MAR)等

供了动力条件, 而海水层结、底流、潮汐流、地转效

热液区。

应等环境要素则影响热液柱的物质和能量输运过程。

海底热液活动的突出表现是高温的热液流体从

对热液柱的运动特征和动力学机制的充分认识, 是

海底喷出, 形成黑烟囱状的羽流。如图 1 所示, 这些

研究热液系统的成矿规律、生物群落分布特征的基础,

热液流体的密度低于周围海水, 因此当其从热液喷

也是准确地估计全球热液活动输出的热通量和物质

口喷出后会向上漂浮, 但它不会无限制的上升, 而是

通量的前提。

在上升过程中把周围的海水卷挟进来, 当到达最大

目前, 对热液柱动力过程的研究仍不充分。起初,

上升高度 zmax 时, 形成“顶帽”, 热液流体与周围海水

人们从热羽流的一些理论模型出发, 对羽流的动力

的混合物停止上升, 或者受洋流的影响或者受自己

学方程进行简化, 推导出羽流流动的一些经验公式,

内部动力学等因素的影响向两边扩散形成一个密度

并应用于指导热液活动的现场观测。Morton 等(1956)

平衡面, 此面被称为中性浮力面, 其高度称为中性浮

开创性地提出了经典的热羽流模型(该模型后来被称

力面高度 zn。整个过程形成类似羽状的物理化学异常

为 MTT 模型), 他们认为羽流的卷挟速率与羽流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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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甲烷浓度等水文数据, 并拍摄了热液柱视频。
然而, 由于海底热液活动普遍发生在水深千米以上
的高压环境, 且热液流体的温度通常高达 300°C 以
上, 利用常规的海洋仪器难以进行多方位、长时间
的原位观测。尽管目前也有科学家使用水下机器人
(ROV)或载人深潜器等设备可对热液柱的理化参数
进行精确测量(Escartin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7),
但仍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费用极其昂贵。海底
图1
Fig.1

热液柱示意图

Schematic view of a hydrothermal plume

热液活动的调查已进行了半个多世纪, 但仍有许多
问题有待解决, 如深海热液调查技术和设备的研

速度成正比, 并对羽流的一维守恒方程组进行了求

发、采样和取样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等等(黄丁勇等,

解, 得到了羽流的最大上升高度与初始动力条件之

2011)。

间的关系式。MTT 模型随后被广泛应用于热液柱的

如今, 随着计算机硬件水平的快速发展, 以及流

研究, 用来探寻观测的羽状特性(如上升高度或轴线

体动力学模型(特别是湍流模型)的不断完善, 使用计

温度)与热源热通量的关系。Speer 等(1989)在 MTT

算 流 体 力 学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简 称

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背景温度与盐度梯度因素, 揭

CFD)方法对热液柱进行模拟, 已成为研究热液系统

示了太平洋洋中脊和大西洋洋中脊的热液柱在形态

物 理 过 程 的 有 效 手 段 。 CFD 方 法 主 要 基 于 完 整 的

方面的差异。后来, Rudnicki 等(1992)在 Speer 等(1989)

Navier-Stokes 方程组, 建立热液柱的动力学模型, 并

的工作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套有限差分法, 并应用于

利用数值方法进行求解, 从而获得热液柱的速度、温

大西洋洋中脊 TAG 热液区热液柱的研究, 计算了其

度和示踪物浓度等信息。比起理论模型和室内实验,

热通量、物质通量以及金属颗粒物的浓度分布, 认为

CFD 的最大优势是可以获得高温高压环境下热液柱

TAG 热液区的热液柱只携带了其中了 50%的热量,

的速度场、温度场和湍流耗散率等物理量的所有细节,

其余的热量则以弥散流的方式释放。需要指出的是,

从而分析热液柱卷挟的详细过程及其热质输运规律。

上述这些经验公式的应用范围有限, 难以细致地描

Lavelle 等(1997; 2013)采用非静力海洋模式, 以太平

述热液柱的温度、速度以及热液产物的分布, 更难以

洋胡安德富卡洋脊的热液区为对象, 系统地研究海

反映热液柱的湍流输运特性及详细的卷挟过程, 因

水了在不同的喷口初始参数、海底横流、内潮、旋转

此无法深入地理解热液柱的动力过程。

和层结等各种条件影响下, 热液柱的生成和发展过

实验模拟可以在实验室内再现热液柱, 并验证

程。Tao 等(2013)以大西洋洋中脊的 Nibelungen 热液

理论模型的一些结论。例如, Carazzo 等(2012)进行了

区为对象, 借助开源的 CFD 软件 Gerris, 利用 lk 湍

一系列的羽流室内实验, 研究了初始密度层结和颗

流模型研究了热液柱的湍流混合和卷挟过程、以及热

粒物浓度对羽流动力过程的影响。张巍等(2016)利用

液柱在横流影响下的运动特征, 并提出了在横流作

实验方法在线性层结的盐水中模拟了羽流的运动过

用下羽流最大上升高度的标度律公式。Jiang 等(2014)

程, 重新确定了羽流最大上升高度公式中的经验常

利用二维轴对称模型对西南太平洋 ABE 热液区的热

数。然而, 这些羽流的室内实验通常只能模拟理想化

液柱进行了 CFD 模拟, 发现热液柱的“顶帽”区域存

的热液过程, 很多实际的因素, 如海底的水流、喷口

在回流现象。在国内, 温竹青(2010)应用 FLUENT 软

处剧烈的温度梯度、海底的高压极端环境等条件, 目

件模拟了大西洋洋中脊 TAG 热液区羽流喷发后在海

前都难以在实验室中全部实现, 因而大大制约了实

底的扩散形态, 得到了喷发温度、热源半径、喷发初

验模拟成果同现场资料的结合。

始速度对热液柱的影响规律。

现场观测方面, 过去和现在开展的海底热液调

在本文中, 我们结合冲绳海槽热液活动的现场

查活动, 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现场数据。例如, Xu 等

观测数据, 通过 kε 湍流模型模拟热液柱的动力过

(2014)在采用声呐方法对热液柱的速度进行了测量,

程。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 研究热液柱的运动和动力

并计算了热液柱的体积通量和热通量; Wen 等(2016)

特征, 及其卷挟过程的变化规律, 最终评估海底热液

在日本南部的吐噶喇群岛测量了热液柱的温度、浊度

系统输出的物质和能量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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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与方法

1.1

冲绳海槽热液区的理化和环境参数
冲绳海槽属弧后盆地, 位于琉球海沟和琉球岛

弧向大陆一侧(图 2), 是菲律宾海板块在琉球海沟向
欧亚大陆俯冲的结果。整个冲绳海槽南北长约
1300km, 北部宽达 230km, 最大水深约 1200m, 南部
宽达 60—100km, 最大水深约 2300m(曾志刚, 2011)。
冲绳海槽的中部是热液活动较活跃的地区。2014 年 4
月, 我国“科学”号科考船执行中国科学院海洋先导性
科技专项的西太平洋海底热液调查任务, 航次目标
为采集冲绳海槽热液区及邻近区域水体、沉积物、生
物等样品以及水文和流场数据, 为深部水体环境和
深海生态系统研究提供基础图件、样品和相关环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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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8 站位(126º53.86′, 27º47.47′, 水深 1046m), CTD 数
据显示: 测量最大深度处(约 1026m)海水的温度约为
4.38℃(相应的盐度约为 34.57), 并随着深度的减小温
度(盐度)大致呈线性地增加(减小); 960m 以深的底层
水存在明显的浊度异常, 而且浊度随深度增加而迅
速增加。一般来说, 喷口附近的浊度会明显高于背景
浊度值(陈小丹等, 2015), 因此 W8 站位出现的浊度异
常预示该站位与实际喷口的位置非常接近。从图 3 可
以看到, 在深度 960—980m(离海底 66—86m)的范围
内, 存在明显的温度和盐度异常, 推测这个深度范围
很可能是热液柱的中性浮力层或最大上升高度的区间。
因此, 本文以 W8 站位的 CTD 数据作为数值模拟的背
景参数, 以求更真实地反演该热液柱的动力过程。

息参数。该航次共完成 25 个站位的地质、水文、生
物作业, 获得了水体不同层位的深度、温度、盐度、
溶解氧、甲烷、浊度等理化环境参数。

图3
Fig.3

1.2
图2
Fig.2

冲绳海槽及伊平屋北部热液区示意图

The Okinawa Trough and the Iheya North hydrothermal
field

W8 站位底层水的位温、盐度和浊度分布

The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turbidity of the bottom water at station W8

计算模型设置
热液柱的流动通常处于湍流状态。在直接数值模

拟尚未普及的时候, 基于 Reynolds 时均方程的 kε 湍
流模型目前仍是研究湍流的有效工具之一, 已被成

本文选取冲绳海槽中部地区的伊平屋北部热液

功应用于西南太平洋劳海盆 ABE 热液区热液柱的模

区作为背景区域, 重点关注综合大洋钻探计划第 331

拟(Jiang et al, 2014), 再现了热液柱的动力过程。这里,

次钻探(Takai et al, 2011)的 C0016 站位(126º53.80′,

我们也将采用 kε 模型来模拟热液柱的湍流流动。由

27º45.50′N)附近的热液柱。据现场观测显示(Takai et

于 W8 站位的最大水深所对应的水压约为 10.62MPa,

al, 2011), 在 C0016 站位附近的北部大烟囱(North Big

喷口流体温度为 311°C, 热液柱因而处于高温高压的

Chimney), 其烟囱体高约 20m, 顶部直径约 6m; 根据

环境。对于密度的计算, 我们采用非线性的海水状态

ROV 测距激光束估算, 热液喷口的直径约 10—20cm,

方 程 (Sun et al, 2008), 它 在 温 度 0—374°C、 压 力

热液流体温度高达 311°C。另外, 根据 2014 年冲绳海

0.1—100MPa、盐度 0—40 的变化范围内都适用, 能

槽热液航次的观测资料, 在位于 C0016 站位东边的

反映热液流体在上升过程中引起的密度的剧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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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a 所示, 在几何上我们采用二维轴对称模
型, 以喷口中心线作为对称轴, 计算区域半径
100m(约为中性浮力层半径的 3 倍), 高度 200m(约为
热液柱最大上升高度的 3 倍), 以消除边界的反射对
计算结果的影响; 喷口被简化为直径 D=0.1m 的圆形
区域, 置于离海底 20m、顶部直径 6m 的烟囱体之上
(图 4b)。在边界条件方面, 计算域顶部设为压力出口,
底部以及烟囱体为固壁, 侧边为对称边界; 喷口设为
速度入口, 由于喷口的流速难以进行直接测量, 故采
用 Jiang 等(2014)建议的渐近方法进行推算, 给定流
速 0.15m/s, 流体温度 311°C。至于初始条件, 由于本
文不考虑海底背景潮流的影响, 因此把背景流场的
初始流速设为零, 初始温度分布则依据对 W8 站位的
位温数据进行线性拟合, 把海底的初始温度设为
Tbottom=4.38°C(对应的密度为 ρbottom=1026.772kg/m3),
随 离 底 距 离 线 性 增 加 , 在 顶 部 处 的 温 度 设 为 Ttop=
5.308°C(对应的密度为 ρtop=1026.725kg/m3), 由此得
到的背景浮力频率为 N 

g

(  bottom   top )

 bottom

H



0.0015rad / s , 其中 H  200m 为计算域底部与顶部

的距离。计算网格方面, 本文采取非结构网格, 为捕

图4

网格与边界条件(a)与烟囱体及喷口位置的局部放大
(b)

Fig.4

Mesh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a) and zoomed-in display
near the chimney and the vent (b)

捉喷口位置的温度和密度等物理量的剧烈变化, 在
喷口附近区域的网格进行局部加密, 最小的网格尺

羽流尾端的两侧, 随着羽流上升的加速和因此形成

寸为 0.005m, 网格单元数目为 45070。空间离散采用

的卷挟作用, 周边水体不断补充, 因而在茎部两侧形

高精度的三阶 MUSCL 格式, 时间离散采用二阶中心

成两个较强烈的涡旋。在 600s 时, 随着羽流不断上升,

差分格式, 压力的离散采用 PRESTO!格式, 而离散

热液柱的半径显著增大, 导致其体积不断增大, 浮力

化后的动量方程的速度-压力耦合求解则采用 PISO

逐渐减小, 羽流的加速度开始减小, 温度等值线显示

算法。在求解稳定性和求解速度之间进行权衡后, 时

此时已产生明显的“顶帽”结构, 但依然可以看到茎部

间步长最终设为∆t=0.1s, 总的积分时间为 10800s, 约

两侧的涡旋(图 5b); 在 2000s 时, 羽流顶部的浮力减

*

*

等于 5 个振荡周期 t , 其中 t =π/N≈2094s。

小到零, 热液柱开始在中性浮力面高度 zn 沿水平方
向扩散, 垂向剪切作用的减弱导致其茎部侧边的涡

2

结果与讨论

2.1

热液柱的演化
图 5 显示的是热液柱在不同时刻的速度矢量及

大上升高度 zmax(图 5c); 最后, 羽流进入准稳态发展

温度等值线的分布。在羽流发展的初始时刻(图 5a),

向四周扩散, 此过程反复循环, 并且热液柱一直维持

从喷口出来的高温流体与周围的水体温差较大, 在

具有“顶帽”和茎部结构特征的“蘑菇云”形态(图 5d)。

离喷口大约 4.5m 的地方, 羽流的上升速度最明显,

湍动能耗散率 ε(单位为 W/kg)代表在分子黏性作

中 心 线 的 最 大 上 升 速 度 约 为 0.35m/s, 这 与 Xu 等

用下由湍流动能转化为热能的速率, 耗散率越高, 湍

(2013)在 Main Endeavour Field 热液区的羽流流速测

流混合越强。图 6 显示的是沿热液柱中心线的湍动能

量结果(0.11—0.24m/s)相近。从图 5a 还可以看到, 在

耗散率的变化过程。这里, 我们把 ε=1×10-9W/kg 的位

300s 时热液柱的形状以茎部结构为主, “顶帽”结构还

置定义为羽流的边缘。由图 6 可知, 从开始到第一个

不明显, 这是由于热液流体此时正处于快速上升的

振荡 周 期(约 2094s)的 时间 里 , 羽 流不 断 上 升, 在

阶段, 热液柱的半径比其高度小很多而造成的; 而在

2000s 的时候到达最高位置(约 68m), 羽流的平均上

旋开始消失, 而羽流的尾端则在惯性作用下到达最
阶段, 热液流体以热液柱为载体沿中性浮力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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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F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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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液柱在不同时刻的演化

The evolution of a hydrothermal plume at different stages

升速度约为 0.035m/s; 随后, 羽流进入准稳态阶段,
其边缘的最高点在羽流最大上升高度 zmax(约 64m)位

Bexit  g

 bottom  exit
Q0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Basymp
 bottom

与 Bexit 有一定的差别(Jiang et al, 2014)。

置附近振荡。

MTT 模型中的经验系数 C 是通过大量羽流室内
实验的数据分析得到的, 一般建议取为 3.76(Turner
等, 1987)。为了进一步验证 MTT 模型的经验系数 C
的适用情况, 我们根据不同的层结强度设计了四种
工况(如表 1), 模拟结果如图 7 所示。整体而言, MTT
理论模型的预测结果与 CFD 模拟的结果两者吻合良
好(图 7a), 特别是对于工况 1—3 等几种层结较弱的
工 况 , zmax 的 模 拟 值 跟 理 论 值 相 比 其 平 均 误 差 为
9.7%。为确定经验系数 C, 我们对 CFD 模拟的最大
上升高度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具体结果如图 7b 所示。
图6
Fig.6

2.2

羽流中心线的湍流耗散率的时间-高度演化

The time-height diagram of the dissipation rate along the
plume’s centerline

本文的模拟结果显示, 经验系数取值为 C=3.46 (R2=
0.9321), 比建议值(C=3.76)偏小 8%左右。在羽流室内
实验中, 张巍等(2016)得到的经验系数为 C=4.03 (R2=
0.9326), 比建议值偏大 7%左右。需要说明的是, 本

羽流最大上升高度
在热液柱的现场观测中, 羽流的最大上升高度

文只模拟了四种工况, 在对 C 作回归分析时, 样本数

zmax 是探测热液喷口位置、反演热通量等热液流体性

偏少, 这可能是造成计算结果与建议值有一定偏差

质的重要依据。若能准确预测羽流的最大上升高度,

的原因。对于冲绳海槽的热液柱, MTT 模型的经验系

那么热通量便可以利用式(1)进行间接估算, 从而评

数应选取比一般建议值更小的取值, 才能更好预测其

估热液活动对岩石、海水、生物等环境的影响情况(曾

最大上升高度。此外, 从工况 1 的结果来看, 尽管本文

志刚, 2011)。羽流所能上升的最大高度由喷口的初始

预测的羽流最大上升高度(63.62m)比 MTT 模型预测结

浮力通量 B0 和背景层结参数 N 两者共同决定。这里,

果(72.62m)更接近实测值(约 66m), 但考虑到 CFD 模

我们把 zmax 定义为羽流中心线处的垂向速度第一次

型的假设及边界条件与热液柱的真实物理过程仍有一

降为 0 的位置。根据 MTT 模型的预测, zmax 与 B0 和

定差别, CFD 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不可避免地也会存

N 之间满足如下关系式:

在一定的偏差, 这需要更多的现场数据进行检验。
1/ 4

B 
zmax  C  03 
(1)
N 
在使用上面的 MTT 经验公式时, 式中的 B0 应取

液柱的现场观测中, 通过水文示踪(温度异常)或者光

渐近浮力通量 Basymp(asymptotic buoyancy flux), 其中

学示踪(浊度异常)等途径估计的羽流最大上升高度仍

Basymp=gβT(Texit–Tbottom)Q0, βT 为热膨胀系数。需要注意

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相较而言, 中性浮力面层的羽流

的 是 ,

信号更易探测, 因此从中性浮力层估算热通量也是

喷 口 的 实 际 浮 力 通 量 应 为

另外, 热液柱中性浮力面高度与最大上升高度
之比 η=zn/zmax 是研究羽流扩散机制的重要参数。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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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工况的参数设置及模拟结果

Summary of the parameters settings and results of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s

工况

Tbottom(°C)

Ttop(°C)

N (rad/s)

B0 (m4/s3)

zn(m)

zmax(m)

zn/zmax

zmax 理论值(m)

误差

1

4.38

5.308

0.001498

0.000469

48.97

63.62

0.770

72.62

–12.4%

2

4.38

7.5

0.003036

0.000469

31.11

40.17

0.774

43.18

–6.98%

3

4.38

12.38

0.005930

0.000469

21.83

28.56

0.764

26.02

9.76%

4

4.38

24.38

0.012339

0.000469

15.51

20.26

0.769

14.99

35.16%

图7
Fig.7

羽流的最大上升高度的模拟值与理论值的比较(a)以及标度律关系(b)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imulated and theoretical maximum rising height of the plume (a) and the scaling relationship with
buoyancy flux and stratification (b)

热液研究的一种常用手段(陈小丹等, 2016)。从表 1

间满足如下线性关系:

可以看到, ηCFD 的平均值为 0.769, 与 Turner(1973)推
Devenish 等(2010)的大涡模拟结果相近(ηLES=0.765)。

6
( zi 0  z ) .
(3)
5
式中的 α 为卷挟因子, 在 MTT 模型中 α=0.093; zi0 为

结合前面对于 MTT 模型经验系数的回归分析, 可建

MTT 模型中虚拟喷口到实际喷口的距离, z 为羽流到

立估算中性浮力面高度的标度律公式:

实际喷口的距离。利用数值模拟结果: z=10m 处的半

导的羽流的解析解结果(ηtheory=0.761)十分接近, 也与

1/ 4

B 
zn  2.66  03  .
(2)
N 
2.3 羽流的垂向速度与半径
根据热液柱的速度场对羽流的几何特征参数进

b

径 bz=10=0.0985×10=0.985m, 我们得到 zi0=0.535m。从
图 8b 可以看到, 在离喷口 25m 的范围内, CFD 模拟
得到的羽流半径与 MTT 理论解两者基本一致。
2.4

行反演, 是研究羽流半径变化规律的主要手段之一

体积通量、动量通量和浮力通量
热液柱的体积通量、动量通量和浮力通量, 是表

(Xu et al, 2014)。在羽流的不同高度位置, 可利用该

征其动力结果的一些重要参数, 对它们的细致研究,

高度处的最大垂向速度 wmax, 对羽流上升速度 w 进行

有助于深入理解热液柱的动力过程。

归一化: w*=w/wmax; 类似地, 利用离喷口的垂向距离

2.4.1

z-H 对径向距离 r 进行归一化: r*=r/(z-H)。归一化后



体积通量

体积通量 Q 可表示为: Q 

的速度分布如图 8a 所示, 可见羽流的垂向速度基本

2πw  r, z  rdr ,

满足高斯分布。使用高斯函数 f  x   e  ( x /  ) 对不同

量为 Q=W0π(D/2)2=1.178×10–3m3/s。图 9a 显示的是热

高度的垂向速度分布进行回归分析, 可得到 σ 的平均

液柱的体积通量 Q 随无量纲高度 z*的变化。体积流量

值为 0.0985。事实上, 若把 σ 作为(无量纲化的)羽流

的最大值发生在 0.67zmax 的位置, 其大小是初始体积

半 径 , 便 可 得 到 羽 流 半 径 的 变 化 规 律 : b=0.0985

通量的 878 倍, 流量大小为 1.034m3/s。通过最小二乘

(z-H)。显然, 羽流的半径是随高度线性增加的。

法拟合, 我们发现, 在一定高度范围内, 体积通量 Q

2

在 MTT 理论模型中, 羽流的半径 b 与高度 z 之

式中 w 为垂向速度, 而初始的体积通

0

与到虚拟喷口距离 z i (z i =z+z i 0 )之间满足 5/3 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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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Fig.8

归一化垂向速度的径向分布(a)和羽流半径随高度的变化(b)

Normalized vertical velocity along the radial direction (a) and the plume’s radius as a function of height (b)

图9
Fig.9

热液柱体积流量随高度的整体(a)和局部(b)变化

Global (a) and local (b) variations of volume flow rate of the hydrothermal plume along vertical direction

Q=2.545×10–3zi5/3(图 9b)。Xu 等(2014)在胡安德富卡

大约发生在 0.57zmax 的位置, 其大小为 0.503B0N–1=

洋脊的热液观测结果发现, 羽流的体积通量 Q 与 zi

0.156m4/s2, 比初始动量通量增加了 882 倍。我们选取

和 B0 之 间 也 具 有 类 似 的 标 度 律 关 系 : Q  B0 , zi  

0—0.3zmax 范围内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它们具
有与体积通量类似的幂律(M/B0N-1=0.1472z*4/3)。从图

1/ 3

 3π 2 (1   2 ) 

4 
 2(5 / 6 ) 

2.4.2


2πw

2

B01/ 3 zi5 / 3

动量通量

 r , z  rdr ,

(式中 λ=1.06, α=0.1)。
动量通量可表示为: M 

而 初 始 的 动 量 通 量 则 为 M 0 =W 0 2 π

0

(D/2)2=1.767×10–4m4/s2。Bloomfield 等(2000)在 MTT
模型基础上, 把羽流的卷挟速度分别在三个方向上
进行分解, 提出了新的羽流理论模型(简称 BK2000
模型)。羽流的大涡模拟结果显示(Devenish et al,
2000), 相比于 MTT 模型, BK2000 模型对于动量通量
的预测更准确。图 10a 显示的是羽流的无量纲动量通
量随高度的变化, 可以看到, 动量通量的最大值

10a 还可以看到, 在 z*<0.8zmax 的高度范围内, BK2000
模 型 的 预 测 结 果 与 CFD 模 拟 结 果 基 本 一 致 。 在
z*<0.7zmax 时, MTT 模型的预测结果比 CFD 模拟结果
偏小; 而当 0.7zmax< z*<0.85zmax 时, MTT 的预测结果
则偏大。从整体上看, CFD 模拟的结果与 BK2000 模
型预测结果更接近。因此, 在需要关注热液柱的动量
通量时, 我们认为使用 BK2000 模型相比传统的 MTT
模型能得到更精确的结果。
2.4.3




浮力通量

热液柱的浮力通量 B 可表示为:

B  2πw  r , z  g   r , z  rdr , 式中的 g′=g(ρ–ρ0)/ρ0 为约
0

1442

海

图 10
Fi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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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液柱动量通量(a)和浮力通量(b)随高度的变化

Vertical variations of the hydrothermal plume’s momentum flux (a) and buoyancy flux (b)

化重力(或者浮力)。从图 10b 可以看到, 对于浮力通

液柱将在横流作用下变得倾斜, 倾斜的羽流将有利

量, CFD 模拟的结果与 MTT 理论模型的结果是基本

于周围流体补充其上升过程中腾出的空隙, 卷进更

*

吻合的。在浮力通量为正的高度范围(z <0.63zmax)内,

多的流体, 卷挟能力因而得到提高。Rona(2002)的观

浮力通量随高度具有逐渐减小的趋势, 多项式回归

测结果表明, 在热液柱倾斜角为 37°的时候,α 的最大

*2

分析表明, 浮力通量和高度之间满足 B/B0=–3.494z +

值可达 0.18。需注意的是, Rona(2002)的方法得到的

0.73z*+0.939 的关系。在 0.63zmax<z*<zmax 的范围内, 浮

是卷挟因子的平均值, 若要计算不同高度位置的卷

力通量为负值, 呈现先减小后增加的特征, 两者之间

挟因子, 研究卷挟因子随高度的变化规律, 则需利用

*3

*2

*

具有 B/B0= –40.07z +103.6z –87.62z +24.11 的关系。

另外的方法。例如, 根据羽流的数值模拟研究结果,

在 0.76 zmax 的位置附近, 浮力通量达最小值, 正好对

Suzuki 等(2010)提出了计算 α 的一种新方法:

应于羽流的中性浮力面高度(请注意 zn/zmax =0.768)。
2.5

卷挟因子
卷挟因子 α 是描述热液柱动力过程的关键参数,

它表征羽流在上升过程中卷挟周围海水的能力, 控



(4)





式 中 M  z   2π wrdr 代 表 羽 流 的 垂 向 质 量 通 量 ,
0

制着热液喷发中的能量和物质的输运。van Reeuwijk
等(2016)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对于射流引起的羽流

dM
/Ω ,
dz

  z   2π0 ( z )

(pure jet), 其卷挟因子 αj 的平均值为 0.067; 对于热浮



w rdr 代表单位高度上卷挟进来的
2

0

力引起的羽流(pure plume), 其卷挟因子 αp 的平均值

质量通量。通过如上方法得到的卷挟因子的分布, 有

为 0.105; 而对于像热液柱这种具有射流性质的热羽

助于进一步理解热液柱的物质输运过程。图 11a 显示

流(forced plume), 其卷挟因子在 0.05—0.1 之间变化。

的是卷挟因子 α 随无量纲高度 z *的变化曲线。在离

热液柱的卷挟因子有多种计算方法。例如,

喷口 0.07z max (约 4.5m)的高度范围内, α 从 0.055 快速

Rona(2002)根据羽流的理论模型提出了卷挟因子的

地增加到 0.081; 在 0.07—0.4z max(4.5—25.4m)的高

一种计算方法: 首先, 利用高斯函数对羽流不同高度

度范围内, α 的涨落幅度很小, 其平均值为 0.0807±

z 处的垂向速度 w 进行拟合; 然后, 把速度衰减到羽

0.001; 在 0.4—0.7z max(25.4—44.5m)的高度范围内, α

流中心最大速度的 37%(1/e)时的径向位置, 作为羽流

逐渐减小, 且在 0.72z max(约 45.8m)的高度, α 开始变

的特征半径 be, 进而得到 be 随 z 变化的斜率 θ=dbe/dz,

为负值, 表明热液柱的物质输运开始从卷挟向水平

其中 θ 又可被当作羽流的膨胀率; 最后, 利用卷挟因

扩散转变。

子 α 与膨胀率 θ 的关系式 θ=1.2(6/5)α 进行反推便可

Ezzamel 等(2015)认为, 射流和热羽流具有不同

得到 α(Xu et al, 2013)。Rona(2006)在对胡安德富卡洋

的动力特性, 射流的平均卷挟因子要小于热羽流。通

脊的热液区进行观测时发现, 该方法计算的卷挟因

过定义羽流的理查德森数 τ, 可以解释羽流卷挟因子

子平均值在 α=0.07 左右。在考虑背景流的影响时, 热

的变化原因, 它与羽流局部的体积通量、动量通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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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Fig.11

羽流的卷挟因子(a)和理查德森数(b)随高度的变化

The plume’s entrainment rate (a) and Richardson number (b) as a function of height

及浮力通量有关。τ 具体由以下公式计算:

  z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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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 1/ 2

π  ref

Q  z  B( z )

3

结论

2

M ( z )5 / 2

.

(5)

上式中的 Q、B、M 分别为羽流的体积通量、浮

本文结合 2014 年冲绳热液航次的实测资料, 对
冲绳海槽热液柱的动力过程进行了模拟分析, 得到
以下结论:

力通量以及动量通量, 其中 αref 取 0.15(Ezzamel et al,

(1) 在热液柱演化的初始时刻, 其中心的最大上

2015)。当 τ=1 时, 可认为是热浮力作起的卷挟; 当 τ=0

升速度可达 0.35m/s, 在茎部的两侧产生明显的涡旋;

时, 是射流引起的卷挟; 而当 0<τ<1 时的卷挟是羽流

在大约 2000s 之后, 羽流进入准稳态演化阶段, 在中

和射流两者共同作用所引起的。

性浮力面高度向四周扩散。

从图 11(b)可知, 在 z*<0.02zmax 的位置(约 1.3m), τ

(2) CFD 模拟的热液柱最大上升高度为 63.62m,

接近 0, 表明热液柱对周边流体的卷挟主要具有射流

与 MTT 理论模型预测的结果吻合; 利用不同层结条

的特性; 之后 τ 随高度迅速增加至 0.35 左右, 说明这

件下的模拟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 MTT 模型中的

时候热浮力的卷挟作用开始凸显; 在 0.6zmax 的位置

经验系数为 3.46, 比建议值 3.76 偏小 8%; 热液柱中

附近, 随着浮力通量(图 10b)逐渐减小为 0, τ 随之也

性浮力面高度与最大高度之比 η 的平均值为 0.768,

减小为 0, 这说明了在靠近中性浮力面高度的地方,

与理论模型的结果相符。

热羽流的卷挟作用已很弱。
Priestley 等(1955)根据射流和热羽流的不同特点,

(3) 热液柱的垂向速度满足高斯分布, 半径随高
度线性增加: b=0.0985(z-H); 根据半径随高度的变化

结合羽流的理查德森数, 提出了关于计算羽流卷挟

规 律 , 发 现 虚 拟 喷 口 到 实 际 喷 口 的 距 离 为 zi0=

因子的 Priestley-Ball(简称 PB)模型:
(6)
αPB=αj+τ(αp–αj) .
结合 van Reeuwijk 等(2016)提供的参考值(αj=

0.535m。

0.067, αp=0.105), 我们利用 PB 模型计算了羽流的卷
挟因子, 发现在 0.07—0.4zmax(4.4—25.3m)的高度范
围内, PB 模型的计算的平均值为 0.0803, 与公式(4)
的计算结果一致。
由以上分析可知, 在不考虑海底背景流的情况
下, Jiang 等(2014)模拟的卷挟因子在 0.07—0.4zmax 的
高度范围内的平均值为 0.15, 而本文利用定义(式 4)

(4) 羽流的体积通量 Q 与到虚拟喷口的距离 zi
符合 5/3 幂律, 体积通量的最大值为 1.034m3/s, 是喷
口初始体积通量的 878 倍; 在一定高度范围内, 动量
通量与到实际喷口的距离符合 4/3 幂律, 比起 MTT
模型, BK2000 模型的预测结果与 CFD 模拟的结果更
接近; MTT 模型预测的浮力通量与 CFD 模拟结果基
本吻合, 在 z*<0.63zmax 的高度范围内浮力通量的变化
满足二次函数关系, 在 0.63zmax<z*<zmax 的范围内则满
足三次函数关系。

与 PB 模型(式 6)得到的热液柱卷挟因子在平均值分

(5) 热液柱的卷挟因子 α 的平均值为 0.0807, 与

别为 0.0807 和 0.0803, 相比之下, 本文的模拟结果与

现场观测结果符合; α 随高度先增加后减小, 在

Rona(2006)的观测结果(α=0.07)更为接近。

0.72zmax 的位置开始变为负值, 羽流开始向水平方向

1444

海

洋

扩散; 通过羽流理查德森数的计算, 发现羽流在离喷
口较近的位置主要靠射流作用对周边流体进行卷挟,
在主体上升高度内为射流和热浮力共同卷挟, 接近
中性浮力面高度时热浮力卷挟作用开始消失; PB 模
型计算的卷挟因子的平均值为 0.0803, 与 CFD 模拟
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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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DYNAMICAL PROCESSES OF
HYDROTHERMAL PLUMES IN OKINAWA T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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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510301, China)

Abstract

We used k-ε turbulence model to simulate the dynamical process in hydrothermal plumes. The hydrography

measurements at the Iheya North field (126º53.80′, 27º45.50′) were taken as the background conditions.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plume was examined in velocity, temperature, and turbulent dissipation. The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rising height and the neutrally buoyant height of the plume is 83.62m and 68.97m,
respectively,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observational results. The nearby observations conducted in 2014 revealed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anomalies at heights of 66—86m height above seafloor. We found that the rising speed of the
plume is characterized by Gaussian distribution, and the radius is proportional to the height above vent [b=0.0985(z-H),
where H is the height of the vent chimney. The maximum volume flux is 1.034m3/s, which is 878 times of the initial
volume flux at the vent orifice]. The momentum flux reaches its maximum of 0.156m4/s2 (882 times of the initial
momentum flux) at the neutrally buoyant height. Above the neutrally buoyant height, the buoyancy flux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Below the neutrally buoyant height, the BM2000 model (Bloomfield et al, 2000) showed satisfactory
agreements with the present simulation. The mean entrainment coefficient was evaluated as 0.0807, which is in excellent
agreement with the result from acoustic measurements in the hydrothermal field with weak background flow.
Key words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hydrothermal plumes; dynamical process; maximum rising height;
entrainment coeffici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