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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REEQC模拟宝坻区地表水回灌雾迷山组地热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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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津市蕴藏着丰富的中低温地热资源，但是近年来地热集中开采区内热储压力持续下降，为了提高地热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强度，对地热回灌方法的研究势在必行。本文从水文地球化学角度入手，分析了不同比例地表水与

地热流体混合后流体主要离子组分的变化情况及结垢性，并以潮白河河水回灌宝坻区雾迷山组地热井（BD-02井）为

例，采用PHREEQC软件对混合作用进行了不同比例模拟，结果显示混合比例达到1:1时，主要离子组分含量稳定，未

对原地热流体水质造成影响。河水与地热流体混合时，碳酸盐矿物、含铁矿物、温石棉和滑石的饱和指数呈现降低

趋势，不会出现结垢的现象，回灌能长期稳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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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蕴藏着丰富的中低温地热资源，是我国地

热资源开发利用较早的地区之一，但是随着需求的不

断增加，地热资源开采量也不断加大，造成热储压力

明显下降，影响了地热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目

前，地热流体回灌是维持地球资源持续开发利用的一

种有效措施[1-3]。由于天津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时间较

早，存在较多的只采不灌的单井系统，导致每年的开

采量远高于回灌量，造成地热集中开采区内热储压力

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且地热井由于场地等原因目前已

经无法补建回灌井，在此情况下，探索对井回灌之外

新的回灌方法，提高地区的回灌补给量，以满足地热

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成为天津市地热回灌研究的一

个新的方向。东丽湖温泉度假旅游区利用湖水回灌

已经取得了成功[4]，积累了相关经验，为其它地区地

表水回灌地热流体提供了参考依据。

潮白河流经天津市宝坻区境内，河水清澈，水量

丰富，尤其每到汛期，河水接受降水的补给量大，水

位上涨迅速，由于无法进行有效利用，最终只能排入

渤海。如能将丰水期的潮白河河水进行科学处理，

使其成为满足地热回灌要求的水源，能够增加本地

区地热流体的回灌量，为地热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

用做出贡献。

宝坻区地热开发程度较高，但由于大部分地热

井一直处于自流状态，无法实现回灌，尚未大规模地

开展地热回灌工作，随着地热开发程度不断加深，地

热井自流压力正在逐年降低，地热水资源量呈现下降

的趋势，使得该地区地热回灌工作变得愈发重要，回

灌技术的研究工作迫在眉睫。本文以潮白河河水回

灌天津市宝坻区雾迷山组地热井（BD-02井）作为研

究对象，采用PHREEQC软件对混合作用进行不同比

例模拟，用以了解并预测河水回灌过程中发生的化学

作用，从水文地球化学角度为地热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和保护提供依据，为探索地表水回灌奠定基础。

2 PHREEQC模型及原理简介
PHREEQC是由美国地调所开发的水文地球化

学模拟软件，它是C预言编写的进行低温水文地球化

学计算的计算机程序。PHREEQC选择用户输入的

某些命令来描述相应的化学反应过程，然后对这些

方程组成的方程组，采用改进的牛顿-拉斐逊(New-

ton-Raphson)方法进行迭代求解。PHREEQC其数据

的输入是通过定义一系列的关键字数据模块进行

的，而每一个关键字都能给出特定类型的相关信息，

对各种地温下的地球化学性质进行演算。PHREE-

QC以离子联系的水化学模型为基础，可以推算生成

物和饱和系数，用来判断矿物溶解/沉淀的趋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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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目前对PHREEQC的应用多限于进行化学组分的

分析[5-7]。

3 BD-02井概况
BD-02井位于天津市宝坻区里自沽农场内，主要

用于建筑供暖。BD-02井是一眼中元古界蓟县系地

热井，井深2 968.27 m，热储层岩性为雾迷山组三、四

段白云岩。该井自成井后，一直处于自流状态，

BD-02井自流量为139.30 m3/h，井口水温为100 ℃左

右，2014 年开采量为 2.72 × 104 m3。 BD-02 井与

BD-02B井构成一对采-灌系统，但回灌的BD-02B井

自从成井以来，一直处于自流状态，无法实现回灌。

虽然BD-02井一直处于自流状态，但该井每年的自

流压力正在逐年降低[8]，距其不远的BD-04井目前已

于2015年1月停止自流，静水位埋深为35 m，水温为

54 ℃，说明随着地热流体的不断开采，该地区热储压

力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BD-02井和BD-02B井构造位置位于沧县隆起

北部的王草庄凸起和冀中坳陷北部武清凹陷的东部

斜坡带之上，基岩主体构造为西南部的凹陷和东北部

的背斜构造，区内断裂主要有北西向的大口屯-汉沽

断裂、北西西向的周良庄断裂、北北东向的牛蹄河断

裂和王草庄断裂、北北西向的杨码头断裂（图1）。

4 PHREEQC混合模拟分析
表1是BD-02井地热流体和潮白河河水水质数

据，可以看出两种水质的主要组分含量相

差不大，主要区别在于潮白河河水温度较

低，仅为16 ℃，而BD-02井地热流体水温

高达104 ℃。由于历年BD-02井水质变化

不大，因而采用2014年的水质与潮白河河

水进行混合模拟。

本次模拟分四个步骤：1）应用潮白河

河水主要离子含量数据，定义该回灌井水

质，之后考虑热储的CO2分压使该流体在

LogPCO2= -3 下平衡。 2）应用 BD-02 井

（2014年）中地热流体主要离子含量数据，

定义开采井的水质。3）将潮白河河水与

BD-02井的地热流体以0.1/1～1/1比例混

合，计算在不同混合比例的热流体主要组

分含量变化。4）分析河水回灌后，混合流

体的各矿物饱和指数和结垢趋势。

5 模拟计算结果分析
5.1混合后主要离子组分变化情况

应用潮白河取样的主要离子含量等数据，定义

该回灌水水质，考虑CO2分压使该流体在LogPCO2= -3

下平衡。将潮白河水样与 BD-02 井的地热流体以

0.1/1～1/1比例混合，计算在不同混合比例下地热流

体的主要组分含量变化。

图2为不同混合比例下混合流体中主要组分含

量的变化图，由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在考虑PCO2的情

况下，随着混合比例的增加，Na+组分含量有较大程度

的降低，HCO3
-、Ca2+、Mg2+和Cl-组分含量逐渐增大，

K+、Mg2 +组分含量稍有降低，基本属于相对稳定状

图1 BD-02、BD-02B地热井构造位置图

Fig.1 The structure location map of BD-02 and BD-02B

geothermal well

编号
温度 (℃)
pH值

Na+（mg/L）
K+（mg/L）
Ca2+（mg/L）
Mg2+（mg/L）
HCO3

-（mg/L）
SO4

2-（mg/L）
Cl-（mg/L）

总矿化度（mg/L）
水化学类型

BD-02
104
7.68
214.5
58.5
32.3
6.7

317.3
172.1
134.7
1025.6

HCO3·SO4·Cl-Na

潮白河河水
16
7.94
163.7
13
82.5
44.5
375.3
165.9
193.2
1049.3

Cl·HCO3-Na·Ca

表1 BD-02井和潮白河河水水质表

Table 1 Water quality table of BD-02well and

Chaobai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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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主要是由于随着混合比例的逐渐增大，混合流

体中的各离子组分含量趋向于向河水水质变化，当

混合比例为1/1时，达到了河水回灌地热井的最大比

例，混合流体中各种离子组分含量趋于稳定。

5.2混合后流体结垢性分析

当混合水与热储层围岩长期接触后，发生水岩

反应，并最终和围岩处于一种水岩平衡状态。为了

了解回灌过程中出现矿物沉淀而导致储层堵塞的可

能性，此次模拟针对热储层为闭系统时回灌过程中

结垢状况进行分析。

在考虑存在PCO2的情况下，将BD-02井与混合后

流体中的矿物饱和指数进行对比（图3）。从图中可

以看出，碳酸盐矿物（文石、方解石和白云石）的饱和

指数呈现降低趋势，结垢性逐渐降低，推断采用河水

进行回灌，对于改善BD-02井的碳酸盐结垢性具有

一定的改善作用；含铁矿物（针铁矿和赤铁矿）饱和

指数升高，但它们主要是由Fe(OH)3(a)转化而来，而

Fe(OH)3(a)处于未饱和状态。因而不容易析出；温石

棉和滑石饱和指数呈降低趋势，也不容易析出。

6 结论及建议
（1）根据模拟结果，如采用潮白河河水对BD-02

井进行回灌，达到1/1混合平衡后,主要离子组分含量

稳定，河水回灌未对原地热流体水质造成影响。

图2 不同混合比例下混合流体中主要组分含量的变化图

Fig.2 The major component content transformation figure of mixed fluid in different mixing ratios

图3 混合前后流体中各矿物饱和指数分布图

Fig.3 Saturated exponent distribution of each mineral in the fluid before mixing and after m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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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水与地热流体混合时，碳酸盐矿物、含铁

矿物及温石棉和滑石的饱和指数呈现降低趋势，不

会出现结垢的现象，回灌能长期稳定进行。

（3）本文只是简单模拟了潮白河水回灌地热井

后地热流体结垢性的变化情况，若要付诸实践，还需

对潮白河水进行脱盐、除溶解氧等处理，使其满足回

灌水水质要求。

（4）进行河水回灌时，需要实时监测地热流体的

水质，与模拟水质进行同步对比，可以利用Q聚类分

析比较模拟结果与实测值的相关性。

（5）利用地表水对热储层进行回灌补给属于新

兴研究课题，仍有许多机理、影响因素等问题有待进

一步探讨，如回灌流体在热储层中的运移特征、热储

层在长期回灌条件下的动态变化特征等，这些都需

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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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HREEQC Simulating Surface Water Reinjection of Jxw
Geothermal Wells in Baodi District, Tianjin

WANG Bing 1, XIA Yu-bo 2, LIU Dong-lin1, TIAN Guang-hui1, CAI Yun1, ZONG Zhen-hai1

（1. Tianjin Geothermal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Designing Institute, Tianjin 300250, China；

2. Tianjin Center,China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70, China）

Abstract:Tianjin contains abundant low-temperature geothermal resources, but geothermal exploitation thermal

storage pressure declined continually in recent years. It is imperative to exploring new reinjection methods for im-

proving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geothermal resources. From the point of the hydrological geochemical as-

pect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ain iron composition changes and trend of scaling after surface water and geother-

mal fluid mixing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It used the example that Chaobai River reinjects Jxw geothermal well

in Baodi District (BD-02 well), and used PHREEQC software to simulate the mixing action of different ion pro-

por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ion concentration is stable and had no effect on the water quality of the

original geothermal fluid when the mixture ratio reached 1:1. When the water was mixed with geothermal fluids,

carbonate minerals, iron bearing minerals, and the saturation index of asbestos and talc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and there will not be a phenomenon of scaling. Reinjection can be stable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PHREEQC; river water reinjection; Wumishan Formation geothermal well; trend of sca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