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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是地球的本土能源，它绿色、环保、可再生；同时地热能又是五大非碳基

能源之一，对我国能源系统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据初步估算，我国浅层和中深层地热资源的开采资源量相当于 ２６ 亿吨标准

煤，在中东部沉积盆地中，中低温地下热水资源尤其丰富，适宜于直接的热利用。

在可再生能源大家族里，与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相比，地热能的能源利用效率

最高，平均可达 ７３％，最具竞争性。

据有关部门统计，到 ２０２０年年底，我国地热清洁供暖面积已经达到 １３．９亿平

方米，也就是说每个中国人平均享受地热清洁供暖面积约为 １ 平方米。每年可替

代标准煤 ４１００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１．０８ 亿吨。近 ２０ 年来，我国地热直接利用产

业始终位居全球第一。

做出这样的业绩，是我国地热界几代人长期努力的结果。这里面有政策因

素、体制机制因素，更重要的，就是有科技进步的因素。即将付印的“新时代地热

能高效开发与利用研究丛书”，正是反映了技术上的进步和发展水平。在举国上

下努力推动地热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扩大其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的时候，本丛书的出版正是顺应了这样的需求，可谓恰逢其时。

丛书编委会主要由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组成，作者来自国内主要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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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研究代表性团队。各卷牵头的主编以“６０ 后”领军专家为主体，代表了我国从

事地热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的骨干群体，是地热能领域高水平的专家团队。丛书

总主编庞忠和研究员是我国第二代地热学者的杰出代表，在国内外地热界享有广

泛的影响力。

丛书的出版对于加强地热基础理论特别是实际应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

向丛书各卷作者和编辑们表示感谢，并向广大读者推荐这套丛书，相信它会受到

我国地热界的广泛认可与欢迎。

中国科学院院士　

２０２２年 ３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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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地热能等清洁能源

的发展，强调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地热能，加快发展有规模、有效益的地热能，为我

国地热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开辟广阔前景。

在我国“双碳”目标引领下，大力发展地热产业，是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现

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是提高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完成非化石能源利用

目标的重要路径，对于调整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降碳、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已明确将地热能作为可再生能源供暖的重要方式，加快营

造有利于地热能开发利用的政策环境，可以预见我国地热能发展将迎来一个黄金

时期。

我国是地热大国，地热能利用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伴随国民经济持续快

速发展，中国石化逐步成长为中国地热行业的领军企业。早在 ２００６ 年，中国石化

就成立了地热专业公司，经过 １０ 多年努力，目前累计建成地热供暖能力 ８０００ 万

平方米、占全国中深层地热供暖面积的 ３０％以上，每年可替代标准煤 １８５ 万吨，减

排二氧化碳 ３５２万吨。其中在雄安新区打造的全国首个地热供暖“无烟城”，得到

国家和地方充分肯定，地热清洁供暖“雄县模式”被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ＩＲＥＮＡ）列入全球推广项目名录。

我国地热产业的健康发展，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得益于产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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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切协作。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热资源研究中心、中国地球物

理学会地热专业委员会主任庞忠和同志，多年深耕地热领域，专业造诣精深，领衔

编写的“新时代地热能高效开发与利用研究丛书”，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地热能系

列丛书。丛书作者都是来自国内主要的地热科研教学及生产单位的地热专家，展

示了我国地热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的水平。丛书站在地热全产业链的宏大视角，

系统阐述地热产业技术及实际应用场景，涵盖地热资源勘查评价、热储及地面利

用技术、地热项目管理等多个方面，内容翔实、论证深刻、案例丰富，集合了国内外

近 １０年来地热产业创新技术的最新成果，其出版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地热应用

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进步，推动地热产业高质量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丛书在我国首次举办的素有“地热界奥林匹克大会”

之称的世界地热大会 ＷＧＣ２０２３召开前夕出版，也是给大会献上的一份厚礼。

中国工程院院士　

２０２２年 ３月 ２４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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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地源热泵技术进入我国，浅层地热能的开发利用逐步兴

起，地热能产业发展开始呈现资源多元化的特点。到 ２０００ 年，我国地热能直接利

用总量首次超过冰岛，上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至此，中国在 ２１ 世纪之初就已成

为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热大国。

２０１４年，以河北雄县为代表的中深层碳酸盐岩热储开发利用取得了实质性

进展。地热能清洁供暖逐步替代了燃煤供暖，服务全县城 １０ 万人口，供暖面积

达 ４５０万平方米，热装机容量达 ２００ ＭＷ以上。中国地热能产业在 ２０２０年实现了

中深层地热能的规模化开发利用，走进了一个新阶段。到 ２０２０ 年年末，我国地热

清洁供暖面积已达 １３．９亿平方米，占全球总量的 ４０％，排名世界第一。这相当于

中国人均拥有一平方米的地热能清洁供暖，体量很大。

２０２０年，我国向世界承诺，要逐渐实现能源转型，力争在 ２０６０ 年之前实现碳

中和的目标。为此，大力发展低碳清洁稳定的地热能，以及水电、核电、太阳能和

风能等非碳基能源，是能源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地热能开发利用进入了一

个高质量、规模化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新时代地热能高效开发与利用研究丛书”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时应需

地出笼的。编写这套丛书的初衷，是面向地热能开发利用产业发展，给从事地热

能勘查、开发和利用实际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写的。丛书基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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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四纵的知识矩阵进行布局：在横向上包括了浅层地热能、中深层地热能和深层

地热能；在纵向上，从地热勘查技术，到开采技术，再到利用技术，最后到项目管

理。丛书内容实现了资源类型全覆盖和全产业链条不间断。地热尾水回灌、热储

示踪、数值模拟技术，钻井、井筒换热、热储工程等新技术，以及换热器、水泵、热泵

和发电机组的技术，丛书都有涉足。丛书由 １０ 卷构成，在重视逻辑性的同时，兼

顾各卷的独立性。在第一卷介绍地热能的基本能源属性和我国地热能形成分布、

开采条件等基本特点之后，后面各卷基本上是按照地热能勘查、开采和利用技术

以及项目管理策略这样的知识阵列展开的。丛书体系力求完整全面、内容力求系

统深入、技术力求新颖适用、表述力求通俗易懂。

在本丛书即将付梓之际，国家对“十四五”期间地热能的发展纲领已经明

确，２０２３年第七届世界地热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中国地热能产业正在大步迈向

新的发展阶段，其必将推动中国从地热大国走向地热强国。如果本丛书的出版能

够为我国新时代的地热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和建

设生态文明战略目标的实现做出微薄贡献，编者就甚感欣慰了。

丛书总主编对丛书体系的构建、知识框架的设计、各卷主题和核心内容的确

定，发挥了影响和引导作用，但是，具体学术与技术内容则留给了各卷的主编自主

掌握。因此，本丛书的作者对书中内容文责自负。

丛书的策划和实施，得益于顾问组和广大业界前辈们的热情鼓励与大力支

持，特别是众多的同行专家学者们的积极参与。丛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１２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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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能源作为一种绿色清洁环保的可再生能源，具有储量大、分布广、稳定可

靠等特点，是当前极有前景的清洁能源。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等十部委共同发布《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对北方

地区冬季清洁供暖方案做出了具体安排，将地热列为可再生能源清洁供暖热源的

第一位。２０２１年 ９月 １０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八部委共同发布的

《关于促进地热能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地热能供暖（制冷）面

积比 ２０２０年增加 ５０％；到 ２０３５年，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及地热能发电装机容

量力争比 ２０２５年翻一番。

我国地热资源十分丰富，按热储类型可分为隆起山地对流型与沉积盆地传导

型两大类，其中北方的大型沉积盆地如华北平原、汾渭盆地、松辽平原、河套平原

及准噶尔盆地等地区蕴藏丰富的中低温地热资源已被广泛用于冬季供暖。据不

完全统计，中国北方现有地热井约 ３０００ 眼，采用地热水供暖的建筑面积约

１．３× １０８ ｍ２，地热水资源开采量为 ４ × １０８ ｍ３ ／ ａ，替代燃煤 ３ × １０６ ｔ ／ ａ，减排

ＣＯ２ ６．７× １０
６ ｔ ／ ａ、减排 ＳＯ２ ５×１０

４ ｔ ／ ａ，对减轻北方冬季雾霾发挥了积极作用。

沉积盆地中的地热水具有补给条件极差、含盐量高等特点，目前各主要地热

田均发生了显著的热储压力下降情况，如西安市地热水水位下降幅度一般

为 ６５～２００ ｍ，最大降幅达 ２２４．６ ｍ。天津市明化镇组热储最大水位埋深达 ９４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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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组热储中心水位埋深为 １０２～１０６ ｍ，每年下降 ３～ ４ ｍ。山东省德州市城区馆

陶组热储水位埋深达 ９３ ｍ，２０１０年 ３月至 ２０１７年 ３月下降速度达 ８．２ ｍ ／ ａ。为实

现地热资源的绿色可持续开发利用，必须对地热供暖尾水进行回灌处理，从而避

免因地热尾水直接排放引起的热污染和化学污染，并维持热储压力、缓解地热水

水位的大幅持续下降，保证地热田的可持续开采。

本书取名为《砂岩热储工程技术与应用》，总结了 ２０ 余年来砂岩热储勘查研

究和地热尾水回灌领域的创新成果，建立了地热尾水回灌和维护保养的关键技术

体系，提出了地热水可持续开采量的概念、计算原则与计算步骤，并辅以若干回灌

工程和地热田可持续开采量计算实例，对实现地热田“采灌均衡、可持续开发”具

有较强的参考借鉴价值。

本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４２０７２３３１、Ｕ１９０６２０９）资助的成果。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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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

1.1.1　地热资源及利用概况

我国地热资源十分丰富,按热储类型可分为隆起山地对流型与沉积盆地传

导型两大类。 隆起山地对流型热储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的青藏高原、东南沿海

及其他基岩出露区,其中青藏高原是我国高温地热资源的主要分布区,该类热

储一般不作为供暖开发的目标热储。 沉积盆地传导型地热资源以中低温地热

资源为主,主要分布于华北平原、汾渭盆地、松辽平原、淮河平原、苏北盆地、江

汉盆地、四川盆地、银川平原、河套平原、准噶尔盆地等地区。 根据热储的岩性

特征,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砂岩热储以古、新近纪砂岩—砂砾岩或中生代侏

罗—白垩纪中细砂岩为主;岩溶裂隙热储以古生代寒武—奥陶纪或中元古代蓟

县纪雾迷山组为主。 其中埋深为 2000 m 以浅,地温梯度大于 3 ℃ / 100 m 的地热

异常区内储存的地热能量达 73.61×1020 J,相当于标准煤 2.5×1011 t。 地热水可

开采量为每年 4.9×109 m3,地热能量为 628×1015 J / a,折合每年2.142×107 t标准

煤的发热量。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在李四光的倡导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地热

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 尤其是 21 世纪初,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为

满足北方基础设施尚不健全的新建城区建筑物的供暖需求,华北平原、汾渭盆

地及松辽平原区内的城区大规模开采地热水进行冬季供暖。 其中天津、河北、

山东等地开发利用的热储主要为新近纪明化镇组、馆陶组,古生代寒武—奥陶

纪或中元古代蓟县纪雾迷山组。 西安、咸阳等地利用新近纪蓝田灞河组、高陵

群(组) 、古近纪白鹿塬组。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北方现有地热井约 3000 眼,采

用地热水供暖的建筑面积约为 1.3×108 m2,地热水资源开采量为 4×108 m3 / a,

替代燃煤 3×106 t / a,减排 CO2 6.7×106 t / a、减排 SO2 5×104 t / a,在减轻北方冬季

雾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中,山东省共有地热井 1160 余眼,供暖面积达

6.1× 107 m2,主要开采新近纪馆陶组砂岩热储;天津市共有地热供暖小区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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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供暖面积达 3.84×107 m2,主要开采中元古代蓟县纪雾迷山组岩溶热储,新

近纪馆陶组、明化镇组砂岩热储。

1.1.2　地热资源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缓解能源紧张状况、节能减排及大气环境的改善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但由于前期地热资源粗放的开发利用方式,地热供暖尾水

的大量排放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还导致热储压力不断下降、抽水耗能不断

增加,高矿化度的地热尾水也对周边地表水、地下水及土壤环境带来了负面影

响。 如西安市地热水水位下降幅度一般为 65 ~ 200 m,最大降幅达 224.6 m。 天

津市 2019 年明化镇组热储最大水位埋深达 109 m,馆陶组热储最大水位埋深

为 143 m,年降幅为 3 ~ 4 m;雾迷山组热储最大水位埋深已达 178 m 左右,年降

幅达 6 m。 山东省德州市城区馆陶组砂岩热储水位埋深已达 93 m,2010 年 3 月

至 2017 年 3 月年下降速度达 8.2 m / a(图 1 1) 。 同时,高矿化度地热供暖尾

水( TDS① 为 3 ~ 10 g / L)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对城区和周边环境造成了热污

染和化学污染。

图 1 1　山东省德州市城区馆陶组砂岩热储水位埋深与开采量动态曲线图

004 砂岩热储工程技术与应用

① total dissolved solids,表示总溶解固体。



1.2 　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1.2.1　地热尾水回灌研究现状

回灌是地热发电站日常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者针对地热发电后

尾水的回灌技术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成果多针对基岩裂隙对流型

热储的回灌,研究重点是防止回灌过程的硅酸岩、碳酸岩结垢及过早发生热

突破等问题。 2015 年世界地热大会上,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 Alexandre Rivera

Diaz 等系统总结了全世界 126 个地热电站的回灌经验与教训。 相对于岩溶

热储而言,砂岩热储地热尾水回灌难度更大,是供暖地热尾水回灌研究的

重点。

1. 国外研究现状

首先实现砂岩热储大规模生产性回灌的国家是德国,据 Peter Seibt 等介绍,

德国 1984 年就在其北部盆地的瓦伦镇(Waren)建成了第一座供热站,此后陆续建

立了新勃兰登堡( Neubrandenburg)、新鲁平 ( Neuruppin)、诺伊施塔特 格莱沃

(Neustadt-Glewe) 等数个供热站。 利用热储为中生代砂岩热储,热储埋深为

1270~ 2195 m,温度为 54~ 99 ℃ ,地热水的矿化度为 134 ~ 219 g / L,水化学类型为

Cl Na 型。 地热流体通过热储岩芯的实验证明,回灌过程中最可能发生的矿物沉

淀是当有氧气进入时产生的铁矿物沉淀,其他矿物沉淀如硫酸盐、碳酸盐和硅酸

盐沉淀不会产生,因此防止空气进入地热开采 回灌封闭系统是保证可持续回灌

的关键。 研究者提出了在回灌井的水面以上空间采取充氮保护的措施,并在生产

过程中证明了该方法能有效防止回灌率下降问题;研究者还提出了祼孔完井、填

砾完井与射孔完井 3 种完井工艺,但认为裸孔完井工艺只能用于成岩较好的稳定

砂岩热储,并且会面临较大的技术风险,建议回灌井采用后两种完井工艺。 由于

地热水的矿化度高,地表管线的防腐是保证地热站及尾水回灌连续运行的关键。

此外,研究者还对回灌井的维持措施进行了研究,试验表明通过 HCl 酸洗可阶段

性地恢复热储的回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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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在天津、德州、西安、咸阳、大庆、保定、沧州、衡水、东营、威海、开封等地

相继开展过地热尾水回灌工作,并在地热井钻探成井工艺及回灌工艺方面进行了

相关探索。 其中天津、咸阳、衡水、开封、德州对砂岩热储地热尾水回灌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

(1) 天津地区

天津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在 1982—1986 年先后对明化镇组热储进行地热

流体对井回灌、多井回灌数值模拟及回灌理论研究工作,对推动天津地热尾水回

灌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 1987—1989 年,天津地热勘查开发设计院、大港石油管

理局和南开大学在大港油田水电厂对新近纪明化镇组和馆陶组热储进行了 4 次

单井和对井的回灌试验,采用了泵管内回灌、井管回灌和泵管与井管环状间隙回

灌 3 种不同方式。 回灌试验研究了自然状态下和在各种干扰因素影响下的馆陶

组热储层的回灌能力,分析了回灌水温度、回灌方式、回灌类型和回灌压力等因素

对地层回灌能力的影响,对回灌量的衰减进行了拟合,并建立了新近纪馆陶组热

储回灌数学模型。 这次试验工作证实在中低温孔隙型热储中进行低压回灌是可

行的。

在此基础上,王光辉等在 2004 年对塘沽区新近纪馆陶组砂岩热储 TGR 28

井(射孔成井)和 TGR 30 井(滤水管成井)分别进行了回灌试验,发现该地层成

岩性好、胶结程度高,采用射孔成井优于滤水管成井。 曾梅香等在 2007 年通过室

内模拟试验对填砾成井工艺中筛网规格和填砾规格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朱家玲

等在 2004 年申请了专利“用于第三系砂岩回灌的井口系统”,该专利主要采用两

级并联构成的粗效过滤器组和精效过滤器组与加压泵和强制排气罐串联组成的

回灌系统。 此发明可防止物理、化学、微生物等因素产生的气阻,可使回灌率提高

约 30%以上。 2008 年,林黎等在回灌试验中,通过设置过滤器及除铁除菌等装

置,有效缓解了回灌水中悬浮物颗粒堵塞含水层引起的回灌率降低问题;同时,减

缓了在回灌水运移过程中因地热水中大量微生物与水中化学组分气体繁衍和累

积而产生沉淀堵塞管道的现象。 王连成等在 2011 年通过研究天津地区馆陶组砂

岩热储回灌实际操作规程,确定了回灌运行方式主要有: 间歇回灌、定流量回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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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回灌运行等。 江国胜等在 2014 年对天津地区明化镇组砂岩热储层钻探成井

工艺进行研究,发现: 天津地区明化镇组热储层以粉细砂为主,胶结程度差,涌砂

情况严重,回灌难度很大。 目前,天津地区共有 4 眼明化镇组地热井采用单层滤

水管成井工艺,滤水管外包单层 60 目①铜网成功防砂,且出水量较大,但管外包双

层 60 目铜网,出水量明显受影响,这两类滤水管成井均不利于回灌。 天津市东丽

区某地热回灌井采用填砾成井在 2010 年的回灌试验中,回灌水温为 48 ℃ ,最大

回灌量为 66 m3 / h,填砾成井工艺回灌效果良好。

(2) 陕西地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关中盆地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逐渐兴起,至 20 世

纪 90 年代末达到高潮。 2006 年 2 月,咸阳市被命名为全国首座“中国地热城”;

同年 8 月,又被国家发展改革委确定为国家级地热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示范区。 截

至目前,据统计咸阳市已成功开凿地热井 100 多眼,地热水年开采量为 3×106 m3,

西安市已有热水井 200 多眼,年开采热水量超过 7×106 m3,并且以 5 ~ 10 眼 / a 的

速度增加。

随着开采井数不断增加,地热井取水深度加大,开采量逐年攀升,地下热水下

降漏斗迅速扩展,平均下降 20 m / a,平均累计下降幅度已达 500 m,最大累计下降

幅度已达 700 m(东汤裕),地热水开采量已衰减过半,水温下降 30%以上。 据相

关部门测算,西安地下热水若合理开发利用,可用 20 a;若掠夺式无度开采,仅可

用 5~ 10 a。 因此,为缓解地热水资源的衰减,陕西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的回灌试

验,对地热回灌井及回灌工艺进行了研究。

徐胜强等在 2014 年对 WH1 井进行回灌试验,WH1 取水层为蓝田灞河组,采

用筛管完井工艺,其回灌水量仅为 10 m3 / h 时水位就已达到井口,回灌效果较差。

WH1 井后经射孔,增大取水层的孔隙及裂隙,并进行长时间洗井供水后,再次进

行回灌,发现其回灌量可达 55 m3 / h,回灌水位稳定。

西安关中盆地第三系及第四系砂岩热储层主要由灰色泥页岩、细砂岩、中

粒粗粒砂岩互层及部分含砾层构成。 2000 年,曾铁军对热储层的地热井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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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进行了分析总结,发现: ① 对于埋藏较深且致密的岩层,钻进过程中牙轮

钻头的齿形应采用夹角较小的楔形齿,相反应采用夹角较大的楔形齿;② 托盘

之间包扎优质牛皮及海带止水,这种方法效果可靠,起到了隔离上部低温热水、

防止 下 泄 的 作 用; ③ 采 用 PAC 泥 浆 护 壁, PAC 泥 浆 中 的 活 性 基 团 如

—CONH2、—OH 等能够自由吸附在泥页岩中黏土颗粒上,使黏土表面形成强固

的保护膜,减少黏土颗粒絮凝成团(增稠现象) ,有效地抑制岩屑分散和泥页岩

的水化膨胀,固结井壁减少对热储层的泥封,同时还具有抗钙、抗盐、抗高温、改

善泥浆流变特性的作用。

(3) 河北地区

衡水市针对砂岩孔隙热储曾进行过一次回灌试验,主要热储层为新近纪馆陶

组。 回灌工艺方面,地热水开采后经旋流除砂器除砂,通过板式换热器交换热量,

最后经过二级过滤、排气,灌入回灌井中。 试验时间相对较短,采用自然回灌方式

和加压回灌方式进行地热资源循环利用。 该试验在自然回灌条件下稳定回灌量

达到 21.00 m3 / h,在加压条件下稳定回灌量达到 34.22 m3 / h,堵塞相对严重,短期

回灌试验后,未进行生产性的回灌试验。

(4) 河南地区

朱红丽等在 2011 年对开封市中心城区桃园小区进行超深层地热水人工回灌

试验。 回灌层为馆陶组砂岩热储 800 ~ 1000 m 深度含水层,取水段有效厚度

为 102 m,热储层岩性以细砂、中细砂、粉细砂为主,以浅层地下水和自来水注入蓄

水罐混合排气后的水作为回灌水源,采用的回灌方式为自然回灌,缺少过滤装置

和专业的排气装置。 该试验先用小流量进行回灌,待含水层的渗透系数达到稳定

后,再增大回灌水量,提高了灌水效率。

(5) 山东地区

山东省自 2006 年首次对德州市德城区馆陶组砂岩热储开展地热回灌试验以

来,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对砂岩热储回灌井

钻、成井工艺、回灌工艺、回灌系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

工作经验。

2006 年,德州市德城区(馆陶组砂岩孔隙热储) 、威海市宝泉汤(基岩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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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储)以及东营市城区进行了三组地热回灌试验,在回灌层位(同层或异层) 、

回灌压力与回灌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2011 年,德州市城区和经济开发区进

行了 2 组回灌试验,试验增加了除砂设备和除污器,回灌量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德州市平原县魏庄社区在 2012 年对山东省首眼填砾地热井进行了施工,其钻

探与成井工艺与区内以往胶皮伞式止水成井相比,增大了地热井的渗透能力,

从而增大了其开采能力。 为控制井斜保证所填砾料到达目的层位,钻孔直径增

大,采用抽水填砾的方式,使得所填砾料密实,成井后较传统地热井回灌效果显

著提升。 2016 年,德州市城区建立砂岩热储回灌示范工程,采用一采一灌的对

井模式,回灌井采用大口径填砾成井方式,目前已实现 4 个供暖季地热尾

水 100%回灌。 在该工程的示范带动下,德州市人民政府于 2017 年印发《德州

市地热资源管理办法》 ,首次要求“开采地热资源应采灌结合,以灌定采,地热

尾水要实现同层回灌” 。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山东省水利厅出台了《关于切

实加强地热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管理的通知》 (鲁国土资规〔2018〕2 号) ,要求

“申请开采孔隙热储、岩溶热储型地热资源,采矿权申请人必须制定回灌方案,

落实以灌定采措施,确保回灌质量。 开采孔隙热储型地热资源的回灌率不低

于 80%,开采岩溶热储型地热资源的回灌率不低于 90%” 。 在该文件的指导

下,德州市对地热开发企业进行了清理整顿,要求保留开采井均配套回灌井,目

前已建成回灌工程 284 处,采用一采一灌的对井或多采多灌的群井开发模式,

地热尾水回灌率均达到 80%以上。

综上所述,国内在回灌井钻探工艺、成井结构、回灌工艺、回灌技术、回灌方

法上取得了可靠的实践经验,为砂岩热储工程技术与应用研究提供了技术

支撑。

1.2.2　地热尾水回灌研究发展趋势

1. 开采井—回灌井井间距研究

开采井—回灌井井间距合理是地热尾水回灌工程成功的关键。 从回灌量角

度考虑,两井的间距越小,越有利于回灌;但从防止热突破现象发生的角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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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井的间距越大越好。

地热回灌是通过一定的压力差,将外界水注入热储中。 根据其运动机理的不

同,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当地下水径流条件较好时,注入热储中的水符合地下水渗流运动规

律中的达西(Darcy)定律,即

v = KI (1 1)

式中,v 为回灌水渗流速度,m / d;K 为热储渗透系数,m / d;I 为回灌时井周水力坡

度,无量纲。 热储的回灌能力受热储渗透系数及回灌水力坡度的控制。

第二类,当地下水基本上处于静止状态(径流条件极差)时,注入热储中的水

不符合达西定律,而是热储中地热水在回灌压力作用下压缩,从而为注入的水提

供储水空间,即

ΔV = ΔpV / E (1 2)

式中,ΔV 为回灌压力下热储的体积压缩量,m3;Δp 为回灌压力,MPa;V 为受回灌

压力影响的热储体积,m3;E 为热储的平均体积压缩模量,MPa-1。

第三类,介于第一类与第二类之间,同时受两种机理的作用。

由于沉积盆地砂岩热储中地热水在天然状态下基本上处于静止状态,当开采

井离回灌井很远时,回灌水在热储中的运动偏第二类情况,又由于热储的体积压

缩模量大,增大回灌量所需要的压力也大。 当回灌井处于开采井的影响范围边界

附近时,在抽水与回灌两者在热储中造成的压力差的作用下,回灌水在热储中的

运动属于第三类情况,且随着两井间距的减小,渗流作用逐渐占主导地位。 渗流

所需的压力差要远小于热储中地热水的压缩所需要的压力差。 因此,增大回灌量

的最佳措施是合理地布置开采井—回灌井井间距,促使开采井与回灌井之间形成

水力循环。

2. 砂岩热储回灌堵塞机理研究

砂岩热储相对基岩裂隙热储而言,其回灌难度要大得多。 其中回灌量随时间

衰减迅速是造成回灌工程失败的主要原因。 国内外学者针对回灌过程中砂岩热

储回灌率衰减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Pierre Ungemach 将砂岩热储回灌过程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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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井与热储的损伤原因归结为回灌水与热储流体不匹配、微生物的作用、砂岩的

水敏性、悬浮物和细颗粒在热储中的迁移、气体堵塞、空气进入、存在不匹配的化

学添加剂或阻垢剂、温度与压力等热动力条件改变、回灌速率慢及洗井不彻底

等 11 个方面,此外,详细分析了造成回灌堵塞的细颗粒的种类及来源。 其他学者

也对回灌过程中热储孔隙度减小、渗透性能降低的原因展开了深入研究。

3. 回灌井钻完井技术研究

赵苏民等总结了天津地区多年的回灌试验研究成果,对比了 12 眼砂岩热储

回灌井(其中 9 眼为射孔成井工艺,3 眼为填砾成井工艺)的回灌效果,得出了射

孔成井工艺的回灌效果明显高于填砾成井工艺的结论。 赵季初等对比分析了回

灌条件下裸孔胶皮伞、射孔及填砾三种成井工艺细颗粒物的运移规律,认为填砾

成井工艺是砂岩热储回灌井的最佳成井工艺。 康凤新等基于山东省德州市平原

县回灌试验的成功经验,认为大口径填砾是鲁北平原区成岩性较差的馆陶组热储

回灌井的最佳成井工艺。

4. 回灌系统设计研究

林黎等强调了地面回灌系统的设计对砂岩热储回灌成功的重要作用。 回灌工

程设施一般包括回灌井、开采井、回灌管路、过滤设备和监测设备等,回灌管路的铺

设应密闭连接,防止空气进入。 过滤设备有除砂器、粗效过滤器、精效过滤器、压力

计和温度表等,主要作用是滤除地热尾水中的细小颗粒及气体,防止回灌井堵塞。

回灌设备中除砂器和过滤器对水中的细小砂粒、悬浮物及微生物的过滤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选取与热储层岩性粒径、孔隙特征相对应的过滤精度可

有效避免回灌中堵塞的发生。

回灌系统需要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保持设备的工作效率。 其维护项主要包

括回灌井、回灌管道、除砂器、粗效过滤器、精效过滤器等。

砂岩热储工程技术的关键是对地热供暖尾水进行回灌处理。 地热供暖尾水

回灌既是防止地热开发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必要措施,也是维持热储压力、提

高热资源采收率的关键技术。 为实现砂岩热储工程科学、高效地建设,应重点从

开采井—回灌井井间距、砂岩热储回灌堵塞防治、回灌井钻完井技术、回灌系统四

个方面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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