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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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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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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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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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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地热开发数值模拟理论、技术与应用



前 言

地热能是蕴藏在地球内部的热能,是一种清洁低碳、分布广泛、储量丰富的绿

色能源,通常分为浅部水热型地热能、中深部干热岩型地热能及深部超临界型地

热能。 地热能的开发利用具有分布广泛、持续稳定、高效循环、使用灵活等特点,

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大气环境、减缓气候变化,在未来清洁能源发展中占有

重要地位,有望成为能源结构转型的新方向。

目前,全球范围内主要利用的是浅部水热型地热资源,虽然其开发利用技术

已较为成熟,但其仅是地热资源的极小部分。 干热岩型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正处

于试验研究阶段,以往集中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我国

从“十二五”时期开始研究干热岩的勘查和开发。 截至 2017 年年底,全球累计建

设干热岩开发示范工程 30 余项,干热岩地热资源的巨大潜力和开发可行性逐渐

得到国际认可。 深部超临界型地热能的开发利用研究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

地热能的开发利用随着深度的增加,开展实际场地研究的难度显著增大,一

方面是由于高额的钻井费用,另一方面是所涉及的物理、化学过程越来越复杂。

因此,对于深部地热能的经济可持续开发,数值模拟技术已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

研究方法。

地热开发的数值模拟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由于模拟理论与

计算机条件的限制,仅能对简单的水热流动过程进行模拟分析,且无法满足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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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场地尺度的数值运算。 目前,随着地热研究理论的成熟以及计算机技术的飞速

发展,地热能开发数值模拟技术逐渐成熟,这为优化水热产出和规模化地热开发

方案设计提供了有效工具。

本书从地热能开发数值模拟相关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入手,围绕地热开发过程

中涉及的热传递(T)、流动(H)、岩石力学(M)、水岩化学作用(C)等多场耦合过

程和控制方程展开论述和刻画,基于国内外较为成熟的数值模拟方法和计算程

序,选取国内外典型地热田开发场地作为实际应用案例,并对未来地热能开发相

关数值模拟技术进行展望。

本书共分为八章,第 1 章由许天福、冯波、袁益龙、封官宏共同完成;第 2 章由

许天福、袁益龙、封官宏共同完成;第 3 章由许天福、封官宏、袁益龙共同完成;第 4

章由袁益龙、封官宏、姜振蛟、胡子旭共同完成;第 5 章由袁益龙、封官宏、梁旭、胡

子旭、汪禹共同完成;第 6 章由袁益龙、陈敬宜共同完成;第 7 章由袁益龙完成;

第 8 章由袁益龙、姜振蛟、胡子旭共同完成。 全书由许天福主编,袁益龙和冯波完

成审稿。 书中部分章节内容引用了研究团队已毕业博士和硕士的研究成果,他们

是雷宏武、杨艳林、那金、侯兆云。 此外,本书引用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和专家的著

作中的观点与图表,在此也表示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干热岩能量获取及利用关键科学问题

研究”的特别资助,特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21 年 9 月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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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本概念与意义

能源是人类社会生存、进步、发展和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基础,不仅关系

到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更与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战略竞争力密不可分。 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对优质能源的需求逐渐加大。 根据 2019 年《BP 世界能源统

计年鉴》,2018 年,中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 24%、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 34%,且

已经连续 18 年对全球能源消费增长贡献最大(BP Statistical Review, 2019)。 2018

年,中国一次能源需求增长 4.3%,为 2012 年以来的最高值。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

布的《2018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初步核算,2018 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

为 46.4 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59%,天然气、水电、核电

等清洁能源消费量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22.1%,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

的 14.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 此外,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

油和天然气进口国,2018 年对石油进口依赖程度跃升至 72%,为过去半个世纪以

来的最高值;天然气进口依赖程度增至 43%,能源安全的担忧与日俱增。 中国的

能源结构仍在继续演变,目前仍以不可再生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为主,存

在可实现大规模开发的能源总量有限、人均能源消费量低、优质能源比重低等问

题,处于严重结构失衡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 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2016)明确提出,要在 2020 年、2030 年分别实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为 15%和 20%的宏伟目标,因此,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建立

低碳、高效、清洁的能源体系,促进能源的多元和清洁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非化石能

源。 其中,地热能指地球内部所赋存的巨大的热量,也称地球内热,地热资源指地

球内热中在现有经济技术水平下可以为人类开发利用的部分(汪集暘,2015)。

在可再生能源大家族中,地热能是其中最具竞争力和最现实可行的能源之一,具

备资源量大、分布范围广、利用效率高、绿色环保、稳定可靠等优势(郑克棪等,

2009;Heinberg and Fridley,2010;汪集暘,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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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分布位置和赋存状态,地热资源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汪集暘,2015)。

(1) 浅层地热能,指位于地下 200 m 埋深以内的岩土体中、赋存的温度低

于 25℃的地热能。 基于恒温带以下含水层不受季节周期性变化影响的特性,采

用热泵技术对能量提取或释放,从而实现建筑物夏季制冷和冬季制热。 同时,浅

层地源热泵也可作为地热能梯级利用的重要环节,用于提高中低温热源的温度品

位,从而进一步降低地热尾水的温度,提高热提取效率。 浅部地温能品位较低,一

般需要利用换热器提取能量,常年运行引发的温度失衡会显著影响热泵系统的运

行效率。

(2) 深层水热型地热能,一般指埋深大于 200 m,且为 3 km 以浅的以地热流

体为载体的地热资源,温度在 25~150℃,主要包括砂岩地层和岩溶型地层。 深部

地热能受到热流运移的影响,温度基本恒定,且分布广泛。 由于不同地区地热能

密度分布具有差异,品位高的地热资源可进行发电。 据世界能源理事会(World

Energy Council, WEC)的研究报告(2007),新能源发电中地热发电具有最高的发

电利用效率,每年可利用的时长占比高于 73%。 相同的装机容量情况下,地热能

的发电量是太阳能的 5 倍、风能的 3.5 倍。 品位较低的地热资源可以实现直接利

用(房屋供暖、水产养殖、温泉洗浴等)。

(3) 干热岩型地热能(深度范围在 3 ~ 10 km),不含或仅含有少量流体,温度

高于 150℃,其热能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可以利用的岩体即为干热岩型地热资

源(陆川和王贵玲,2015)。 干热岩(Hot Dry Rock, HDR)地热资源具有储量丰富

和开发潜力巨大等特点[《中国地热能发展报告(2018)》]。 由于其存在低孔、低

渗特点,且缺少地热流体,必须通过人工压裂等手段人工建造热储、人工流体循环

来形成增强型地热系统(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 EGS)才能加以开采,故目

前干热岩型地热能开发利用成本高、技术欠成熟、投资风险较大。

(4) 岩浆型地热资源,一般指赋存于未固结岩浆中的热量,主要分布在现代

火山区,巨大的热量赋存于侵入地壳浅部的岩浆体和正在冷却的火山物质等热源

体中,温度可达数百至 1000℃以上。 在当前的技术经济条件下直接开发利用岩

浆型地热资源十分困难。

出于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的目的,可以根据地热流体的温度将其分为三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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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低温(<90℃)、中温(90~150℃)和高温(>150℃)地热资源。 中、低温地热资

源通常用于建筑物供暖 / 制冷、温泉疗养、农业养殖等地热利用方面,如福建漳州

盆地的漳州中低温对流型地热系统、渤海湾盆地的牛驼镇中低温传导型地热系

统。 高温地热系统通常用于地热发电,如西藏当雄盆地的羊八井高温对流型地热

系统。 目前,我国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以中、低温水热型地热资源的直接利

用为主,利用方式包括供暖、制冷、养殖、旅游和医疗等,对深层地热资源的开发利

用和以热电并举的利用模式不足。

在地热资源规模化开发的过程中,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开采,通常需要借助

数值模拟手段对开采方案和回灌方案等进行优化设计。 数值模拟是指以电子计

算机为手段,结合有限差、有限元或有限体积的方法,通过数值计算和图像显示的

方法,对实际条件进行模拟和预测,能有效解决工程、科学等复杂问题,广泛应用

于航空、医学、地质等研究领域。 地热储层的数值模拟研究,对于长期理解注入流

体与先前存在储层流体和储层岩石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 相对冷的注入水

会扰乱储层的化学、热和力学平衡,这改变了储层的孔隙度 / 渗透率以及其他输运

性质。 孔隙度 / 渗透率和应力场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溶解 / 沉淀动力学、储

层矿物学、储层应力状态和外界操作条件。 然而,这些物理和化学过程之间的相

互作用和耦合效应往往十分复杂,且在注入 / 生产操作期间同时发生。 深入了解

储层内部这些过程的行为对地热资源的安全、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 基于地热储层的物理和化学状态,进行储层规模的建模和储层时空行为的先

期预测,有助于优化地热储层开发的运行条件。 数值模拟是可持续开发地热能的

必要环节,可为地热能的开发利用提供不同情境下的效益分析和环境影响评价,

为决策者提供最优的开采方案(孔彦龙等,2020)。

1.2 　数值模拟的优势

针对地热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数值模拟技术与常规技术相比,具有灵活性、

有效性和相对廉价性,其主要优势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 数值模拟在通用计算机上进行,不需要像物理模拟那样建立专门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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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从而减少人力、物力等成本。

(2) 地热系统的运行周期一般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实验研究、现场监测

等方法都无法实现,唯有数值模拟能够满足大时间尺度的研究需求。

(3)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值模拟技术也实现了快速化、简洁化,用

几分钟的时间即可模拟数年的变化。

(4) 数值模拟有广泛的适用性,除了广泛用于预报未来外,还能用于地热

开发场地的选择、热储量的评估等,适用于各种复杂的含水层、边界条件、水流

情况。

(5) 数值模拟可以程序化,只要编好通用软件,对不同的具体问题只要按要

求整理数据就能利用计算机完成计算,并能够很快得到相应的结果,且修改算法

及模型比较方便。

1.3 　国内外现状

1.3.1　数值模拟软件研发历程

地热资源开发涉及流动、传热、地球化学和地质力学等多个物理化学过程,是

传热 流动 力学 化学(T H M C)多场耦合问题。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计算能

力和求解方法不断提升,相关数值模拟软件的研发也经历从单一过程模拟逐渐向

多个过程耦合模拟方面发展,并在最近几十年取得很大进展。

1. 单一过程数值模拟

这一阶段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末,以地下水流动和静态化学反

应为主要研究问题,代表性的数值模拟软件有 MODFLOW 和 PHREEQC。

MODFLOW 最早由美国地质勘探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的

McDonald 和 Harbaugh 于 1988 年开发,编写语言是 FORTRAN,采用的是有限差分

法。 通过假设流体属性不变,能够模拟一维、二维以及三维稳定和非稳定流动问

题,是应用得最广泛的地下水数值模拟软件,已经被行业作为地下水数值模拟的

标准。 至今最新版本是 MODFLOW 2005,相对早期版本增加了很多功能,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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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动态分配、增加新的求解器、网格局部加密和参数校正等。 另外,为了解决

MODFLOW 计算过程中出现的非线性问题(比如单元格中的水头疏干),基于牛顿

迭代法的 MODFLOW NWT 最近被开发出来。

PHREEQC 最早的名字为 PHREEQE,与 MODFLOW 一样由 USGS 于 20 世

纪 80 年代末开发,主要进行静态的水岩相互作用模拟,其基于化学平衡理论建

立,能够刻画混合作用、离子交换、吸附和矿物溶解沉淀等过程。 1992 年,其被研

发者用 C 语言进行了重写并改名为 PHREEQC,在功能和执行效率上得到了很大

的扩展和改进。

虽然这两款软件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得到了巨大的改进和扩展,但是其早期版

本的特征仍然代表了 T H M C 第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

2. T H M C 中两场或三场耦合数值模拟

第二阶段是整个 T H M C 发展最为迅速和广泛的一个阶段,其不仅在

纵向上继承延续第一阶段的发展,使得单一过程的程序在过程的刻画上考虑得

更为全面和准确,而且在横向上开始出现各个过程互相影响的耦合程序。 最具

代表性的程序有 MT3D、 SEAWAT、 MODFLOW IBS、 HST3D、 TOUGH 系列、

STOMP 以及一些出色的商业软件,例如 FEFLOW、 FLAC3D、 CMG、 ECLIPSE、

COMSOL。

继承 MODFLOW 的所有特征,在 USGS 的支持下,一系列除了考虑水动力过

程还考虑其他过程的耦合程序被开发出来。 例如,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郑春苗教

授在 MODFLOW 的基础上,考虑溶质的迁移转化规律,开发了 MT3DMS,耦合水动

力和化学过程(H C)。 然而,其对化学的耦合也仅局限于对保守离子的运移模

拟,以及简单的吸附 / 解吸和衰变过程等,而缺乏对更为普遍的水岩气之间的溶

解 / 沉淀、氧化还原、阳离子交换吸附等过程的刻画。 SEAWAT 为郭卫星等在

MODFLOW 和 MT3D 的基础上改进的,其释放了密度为常数的假设,考虑溶质浓

度对密度的影响,主要用于海水入侵的模拟。 Leake 和 Prudic(1991)在计算区域

地面沉降时采用了夹层的概念,开发了基于夹层理论的地面沉降计算程序———夹

层储水程序包 IBS1( Interbed Storage Package),并将其耦合到 MODFLOW 中形成

MODFLOW IBS,这几乎是最早研究水动力 力学(H M)耦合的软件,但是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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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非常简单。 后来,该软件升级了两次,分别命名为 MODFLOW SUB 和

MODFLOW SUB WT,增加考虑了夹层排水固结的时间滞后问题和潜水含水层

水位变化引起的总应力变化问题。 HST3D 同样延续MODFLOW 和MT3D 的思想,

增加耦合热运移,能够模拟热传递 水动力 化学(T H C)耦合问题,但其对化

学反应部分的刻画仍然过于简单。

另一个对 T H M C 数值模拟贡献非常大的研究机构是美国劳伦斯伯克

利国家实验室(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LBNL 或 LBL),其开发的

TOUGH 系列涉及 T H M C 耦合的各个方面,被广泛应用于核废料处置、地热

开采、CO2地质储存等。 TOUGH2 是 TOUGH 的第二个版本,由 Pruess 等人于 1999

年发布,能够模拟多相流多组分系统中热传递和水动力(T H)耦合过程(Pruess

et al, 1999)。 后来,许天福教授在 TOUGH2 基础上开发了化学反应模块,形成了

T H C 模拟器 TOUGHREACT(Xu et al., 2006);Rutqvist 联合 TOUGH2 和力学

计算软件 FLAC3D 形成 T H M 模拟器 TOUGH2 FLAC3D(Rutqvist et al.,

2002)。最近,科罗拉多矿业大学在 TOUGH2 的框架中加入了平均应力的模型,开

发了 TOUGH2 EGS,为 T H M 耦合模拟程序(Hu et al., 2013)。

与 USGS 开发的 MODFLOW 系列不同, TOUGH 系列具有以下主要优势:

① 能够刻画水、气、油和盐等共同存在的多相多组分系统,每个特定的系统采用

特定的状态方程(Equation of State, EOS)计算各相各组分的属性参数(例如密度、

黏度、热焓等),这些参数是温度、压力和盐度的函数;② 计算网格采用非结构网

格剖分,对空间特殊的地质体(例如断层)的刻画更加灵活,同时还包含多重介质

模型(Multiple Interacting Continua, MINC),能够对孔隙 裂隙系统进行网格剖

分;③ 能够刻画的化学反应过程更多,除了吸附 / 解吸和衰变,还包括平衡控制和

动力学控制的溶解 / 沉淀、水相络合反应、阳离子交换吸附、气相溶解等;

④ TOUGH系列中 T H 的耦合是全耦合,能够同时考虑温度和压力之间的互相

影响;⑤ TOUGH 系列热传递与水动力、力学和化学的耦合并不完全独立,它们通

过在迭代外部改变孔、渗特征,实现对后续的计算产生影响;⑥ TOUGH 系列计算

采用的是 Newton Raphson 迭代技术,对系统变化导致的非线性问题的求解更为

健全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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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MP 由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的 White 等开发,其整体设计思路和特

征(例如离散方程的建立、非线性方程的求解方法等)与 TOUGH2 近似,仅在某些

方面(多相系统属性参数的计算、线性求解器等)有所不同,其仍为 T H C 模拟

器(White, 2000)。

国内,南京大学薛禹群院士团队基于 MODFLOW,并考虑前期固结压力的弹

塑性应力 应变模型,开发了地面沉降预测程序,实际是 H M 耦合(叶淑君,

2004)。 河海大学基于有限元开发了基坑降水与地面沉降变形三维全耦合模拟程

序,并成功应用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基坑降水问题,该程序更多的是考虑岩土变

形(骆祖江等,2008)。

在商业软件中,FEFLOW 最早由德国 WASY 公司于 1979 年开发,能够进行水

流和溶质的模拟,具有强大的 GIS 功能。 与 MODFLOW 不同,其采用的是有限元

法,使得在空间剖分上更加灵活和方便。 FLAC3D 由美国 Itasca 公司开发,是一款

出色的力学分析软件,能够进行岩土体三维结构受力特性模拟和塑性流动分析,

内含多个弹性和塑性本构模型。 CMG 和 ECLIPSE 为石油行业的标准模拟软件,

分别由加拿大计算模拟集团和斯伦贝谢公司开发,均能够进行油藏中油、水和气

多相系统中的有关热传递、流体流动和化学(T H C)的模拟,程序从模型建立

到网格剖分,再到计算和结果显示,一体化程度高,为用户提供了便捷。 最近,

COMSOL 的改进使得其在地学领域迅速发展,能够进行多相系统的 T H M 耦

合模拟,虽然其能够自定义控制方程和耦合关系,但这给用户增加了困难,因为这

种自定义需要用户非常清楚模型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和处理方法,有些过程是互相

影响的,同时刻画每个过程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几款商业软件虽然都能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 T H M C 耦合中的相关问题,但是封闭源代码的方式导致科研用户

不能非常清楚地了解它们的内部工作原理,从而限制了其发展。

3. T H M C 四场耦合数值模拟

目前该 阶 段 正 处 于 发 展 时 期, 开 发 成 功 的 软 件 也 并 不 多。 Zheng 和

Samper(2008)利用 INVERSE FADES CORE 和简化的弹 塑性模型进行了核废

物处置中的 T H M C 过程模拟,但其中的力学过程并不是基于通用的力学平

衡方程得到的。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基于 TOUGH2 FLAC3D 的模式,联合

009第 1 章　引　言



TOUGHREACT 和 FLAC3D 开发了 TOUGHREACT FLAC(Taron et al., 2009),使

其可用于地热开采过程的 T H M C 耦合模拟。 最近,Yin 等(2012)基于有限

元方法开发了全耦合的 T H M C 模拟器,并分析了饱和 CO2的水溶液注入地

层过程中井的稳定性和 T H M C 耦合响应,但该模型只考虑了单相流体系

统,也忽略了流体性质的变化。 为了研究含断层构造中的热液成矿过程,

ESCRIPTRT 和 ABAQUS 被耦合形成 T H M C 模拟器,其中的 T H M C 耦

合过程计算采用的是序列迭代法,各过程之间的耦合效应是通过外部对孔渗的反

馈影响实现的(Poulet et al., 2012)。 与 TOUGH2 相似,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

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LANL)开发了一个 T H M C 模拟器

FEHM(Zyvoloski et al., 1999),该软件数值方法包括有限元和积分有限差两种,能

够很好地进行力学和其他过程的耦合。 然而,有关 FEHM 的应用信息远少于

TOUGH 系列。 最近,T H M C 模拟软件开发在地球化学和考虑井筒中的流动

方面有了较大的改进。 Xu 等(2012)升级了 TOUGHREACT,能够考虑生物地球化

学过程。 Pan 等(2011)将漂移流模型(Drift-flux Model, DFM)引入 TOUGH2 中,

开发了井筒 储层耦合程序 T2Well,该软件能够同时模拟井筒和储层中的 T H

过程,并成功应用于 CO2地质储存和地热开采问题中(Pan et al., 2015)。

4. 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T H M C 数值模拟软件开发除了在核心计算程序上发展以外,在与之相

关的方面也迅速扩展,例如网格剖分软件、可视化界面和大规模并行计算,以及一

些新的耦合过程等。 在应用 T H M C 模拟器解决实际问题时,遇到的第一个

问题便是网格剖分,一个良好的计算网格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以结构

化网格为基础的软件(如 MODFLOW 系列),网格剖分不是太困难;而对于大多数

以非结构化网格为基础的软件(如 TOUGH 系列),网格剖分工作可能耗费大部分

的建模时间。 Pan 最早为 TOUGH 系列开发了一个网格剖分软件 WinGridder,该

软件在网格剖分时能综合考虑断层、井和地层起伏的影响(Pan, 2007)。 一些商

业软件,如 PetraSim、 GMS、 Visual MODFLOW 等均包含了强大的网格剖分功能。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数值计算程序相对应的可视化界面程序也被开发出

来,它们的出现不仅使数值计算程序更加易用,而且也解放了用户,使用户更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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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建立,而不是如何使用软件。 MODFLOW 系列比较流行的可视化界面有

Visual MODFLOW 和 GMS。 而 TOUGH 系列相对来说,可视化界面开发历程要短

一些,主要有 TOUGHer ( Li et al., 2011)、 pyTOUGH (Wellmann et al., 2012)、

PetraSim(Yamamoto, 2008)等。 最近,吉林大学开发的 TOUGHVISUAL 软件具有

强大的三维建模功能,能够处理井、岩性变化和断层等复杂地质体,同时也具备丰

富的后处理过程(杨艳林,2014)。

大规模并行计算伴随着这些数值模拟软件应用于实际场地问题的研究。 实

际场地大的地质尺度和复杂的地质条件要求模拟软件具有很强的计算能力。

Dong 和 Li(2009)基于 OpenMP 把 MODFLOW 的 PCG 求解器进行了并行化,得到

了 1.40~5.31 倍的加速比。 Zhang 等(2008)基于网格优化分割、并行求解、高效的

信息交换等技术开发了 TOUGH2 MP,这种并行策略比 Dong 和 Li (2009)对

MODFLOW 的并行更彻底、更高效。

1.3.2　地热开采数值模拟应用现状

基于开发出来的数值模拟器,结合全球各处地热场地可用的地质数据,研究

人员针对地热开采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数值模拟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有

益的研究成果。 现从地热开采数值模拟的不同耦合过程进行回顾,期望为今后的

地热开发数值模拟及其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1. 地热系统传热 流动(T H)耦合模拟研究

传热 流动(T H)耦合数值模拟在土壤水迁移(包括冻土)、浅层地热资源热泵

换热研究和中深层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均有着广泛的应用。 对于地热开采过

程的 T H 耦合模拟,通常依赖温度和压力的流体性质,如黏度、密度、导热系数等是

主要的控制变量,因为这些参数决定着地热系统的热开采性能。 过去,研究人员

对地热储层 T H 耦合模型的运行参数和储层参数进行了大量的数值模拟研究,

他们的研究可依据以下因素进行分类,如裂隙间距、储层非均质性、储层地温梯

度、储层流体盐度、注入温度、注入开采速率、区域流、井间距、布井方式等。

Guo 等(2016)调查了中国东北地区松辽盆地的地热发电潜力。 他们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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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GH2 EOS1 软件构建了三维 T H 耦合模型,据此研究了不同质量开采速率

条件下储层内部温度场和压力场的演化及其对地热能产出的影响。 Zeng 等

(2016)通过数值对比研究了裂隙型花岗岩储层在水平井和垂直井开采方案中的

采热性能。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垂直井相比,水平井系统提高了产水速率、降

低了储层阻抗系数。 此外,由于热水存在浮力效应,导致水平井系统开采效率更

高,可以有效减少外界的能源消耗。 Yu 等(2018)应用 TOUGH EGS 软件调查了

中国台湾宜兰地区的地热开采潜力。 通过对不同井间距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表

明,当注入井和生产井距离较小时,产出流体温度下降得较快,从而降低了地热储

层的开采效率。 Li 等(2016)利用数值模拟技术,考虑井间距、侧向长度、储层渗

透率、储层多重裂隙级数等敏感性参数,通过优化质量开采速率,使得指定地热储

层的开采效益最佳。 Mudunuru 等(2017)基于 T H 耦合模型预测了美国芬顿

山 2 期地热储层的热开采性能。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地热储层裂隙带渗透率在

采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Zhang 等(2015)和 Hofmann 等(2016)的研究通过采

用储层刺激来提高地热储层的导流能力,这样可以在低渗透地热储层内部形成多

条水力裂隙,以提供更多的导流通道,进而增加流体与围岩地层之间的换热面积。

这些基于多重裂隙型地热储层的研究结果表明,地热开采性能随着储层中裂隙间

距的减小和裂隙数量的增加而升高。 Chen 等(2018)通过在低渗透储层中考虑随

机裂隙分布,建立三维裂隙热储开采模型。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裂隙壁面开度越

大,生产井的产流温度下降得越快。 Shaik 等(2011)数值模拟研究了裂隙地热储

层中质量开采速率和载热工质传热系数对地热开采性能的影响。 他们的研究指

出,当载热工质有较大的传热系数时,在注入端可以获取更多的热量,并导致生产

井附近的储层温度降低变慢。 然而,Chen 等(2018)的研究指出,对于存在过高导

热系数的开采方案,导致流体与固相界面温差下降较快,并最终导致生产井产流

温度过快降低,不利于地热系统的长期稳定开采。

储层内部空间非均质性的存在,可能导致出现快速流动通道,从而显著降低

参与流体换热作用的有效热储体积。 Neuville 等(2010)研究了裂隙粗糙度对地

热开采性能的影响。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裂隙粗糙度是导致储层内出现快速流

动通道并影响热开采性能的主要原因。 花岗岩和碳酸盐岩储层中的裂隙通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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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粗糙壁面,但是,少有研究人员通过数值研究分析裂隙粗糙度和非均质性对

流场演化和热开采性能的影响。 Vogt 等(2013)基于对断裂带热储实现的 400 组

非均质对井开采系统,数值模拟研究了生产井温度和压力的动态过程。 研究结果

表明,断裂带地热储层的热提取速率受储层内部孔隙度、渗透率和导热系数非均

质分布的影响较大。 Hadgu 等(2016)研究了非均质储层中,相对于裂隙发育方

向,不同布井方向对热开采性能的影响。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定向水平井相对

于定向垂直井更加有效,并导致储层降温变慢。 Huang 等(2017)系统研究了储层

非均质性对地热开采性能和地热系统寿命的影响。 Willems 等(2017)的研究结果

表明,布井方向平行于古河道流向方向可以有效降低地热流体的漏失。

地热开采过程中热储水位持续下降是深部热储资源开发利用所面临的严峻

问题,地热尾水回灌是维持深部储层压力和实现可持续开发的重要手段,而低温

水回灌会在井筒周围形成低温区域,并不断向储层内扩散。 精准预测地热开采引

发的水 热演化过程是地热开发系统管理和决策的关键。 目前,已有很多研究采

用不同方法探究回灌井附近水 热运移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其中,大多基于实际

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建立 T H 耦合模型,探究了不同地质因素(水文地质参数、

热物性参数)、人工因素(井间距、注采速率、井位布局)对热储层温度场和压力场

的影响,以指导工程实践和优化系统运行参数。 刘学艳和项彦勇(2012)为探究

地下深部花岗岩岩体核废料处置场地中裂隙水 热运移演化规律,利用 TOUGH2

建立等效孔隙介质水 热耦合模型,分析了裂隙开度、裂隙流量及热源换热量对岩

体渗流场和温度场的影响。 Ghassemi 和 Kumar(2007)建立了双重介质(裂隙 基

质)T H 耦合模型,裂隙和岩石骨架仅考虑热传导作用,而在裂隙中的水 热运移

包含热对流、热传导和水平面上的弥散作用。 高俊义和项彦勇(2017)建立了稀

疏不规则裂隙岩体的离散元 T H 耦合模型,该模型能够考虑裂隙水同围岩的非

平衡换热过程,裂隙水流动受控于立方定律,水岩换热通过傅里叶定律进行求解。

根据实际问题需要,“采灌模式”下的储层 T H 耦合模拟主要应用在目标参数优

化、井位优化布局和产能预测等方面。 Hamm 和 Lopez(2012)依据实际地层岩性

非均质分布特征,开展对回灌井 T H 耦合数值模拟,探究了不同注采模式和非

均质性对回灌井处低温分布带的影响。 Ganguly 等(2015)通过建立二维非均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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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T H 耦合模型,探究了回灌井注采条件下热储温度场演化规律,模拟结果表

明非均质性对储层瞬态温度分布及冷锋运移具有重要影响。 Aliyu 和 Chen

(2017)建立了一个三维非均质 T H 耦合模型,该模型热储层中存在一条倾斜离

散裂隙,利用有限元法进行求解,探究人为控制参数(回灌流速、回灌水温和水平

井距)对储层热开采产能的影响,并进行了目标参数优化。

在以水为载热工质的地热开采系统中,水的损失是地热开采系统面临的一个

主要挑战(Wang et al., 2018)。 这主要是由于严重的水损将显著增加地热开采系

统的外部消费,并导致地热开采净利润降低。 此外,以水为载热工质的地热开采

系统,由于注入水与储层矿物存在强烈的地球化学反应,矿物溶解与沉淀可能导

致热储层形成流体短路,并堵塞井和地面设备,这可能会严重降低地热系统的运

行性能。 为避免上述问题,CO2被提出作为一种有利的载热工质,用于地热能开

采,即使地热开采系统运行期间发生 CO2漏失,也可以实现 CO2的地质封存。 更

重要的是,CO2并不是一种离子溶剂,因此,化学反应带来的问题并不会出现在基

于 CO2为载热工质的地热开采系统中。 除此之外,相比于以水作为载热工质的地

热开采系统,CO2还具有运动黏滞度低(流动性强)、热膨胀性高、密度随温度变化

较大进而减少或消除泵送需求等优点。 考虑到以 CO2作为载热工质的优点,一些

研究人员基于数值模拟对以 CO2为载热工质的地热开采系统的 T H 耦合过程进

行了数值模拟分析(Pan et al., 2014; Pan et al., 2016; Borgia et al., 2017; Wang

et al., 2018; Pan et al., 2018)。

Brown(2000)率先使用超临界 CO2对 EGS 储层的热能提取进行了研究。 他的

研究指出,由于注入井与生产井之间存在较强的浮力作用,降低了流体循环系统

的功耗。 Pruess(2006)的数值分析结果显示,给定注入井和生产井之间的开采压

差,CO2的质量开采速率是水的 5 倍,并导致热能提取速率提升 50%。 Randolph 和

Saar(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水基增强型地热系统( EGS) 和 CO2 羽流地热系

统(CO2 plume geothermal system, CPGS)在 25 年开采周期内的发电量均可达

到 5.2 MW,但 EGS 的储层温度为 150℃,而 CPGS 的储层温度仅为 98.2℃。 Luo

等(2014)对多层双井地热系统中的质量开采速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数值研究。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水基地热系统相比,利用 CO2作为载热工质的地热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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