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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热流体水化学特征及同位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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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津地热流体受区域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径流强度和径流距离等因素的影响，水化学特征在水平及垂直方

向表现出一定的分带性。本文以天津地区大量的地热流体水化学数据为研究对象，发现地热流体的水化学特征与

地质构造单元、热储层特征有着较好的相关关系。地热流体稳定同位素资料研究表明：天津地区大规模的开采加强

了各热储层之间地热流体的联系程度。地热流体放射性同位素资料研究表明：雾迷山组热储层的大规模开采使更

多的深部地热流体上涌，低矿化度的孔隙型地热流体垂向上没有明显的连通。该研究成果可为天津地区地热流体

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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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坻-宁河断裂以南的天津平原区在地质构造

上属于华北断坳区，蕴含着丰富的中低温地热资源，

多赋存于孔隙型热储层和基岩裂隙型热储层两大地

热流体系统中[1]，其中孔隙热储包括新近系明化镇组

（Nm）和馆陶组（Ng）、古近系东营组（Ed）热储层；基

岩裂隙型热储包括古生界奥陶系（O）、寒武系（Є）和

中元古界蓟县系雾迷山组（Jxw）热储层。其中明化

镇组地热井在全天津市均有分布、馆陶组地热井分

布在冀中坳陷和黄骅坳陷、基岩裂隙地热井均分布

于沧县隆起区[2]。

天津市地热开发利用可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

在李四光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地热会战，开始了地

热资源普查。1981—2000年，针对天津地热资源，圈

定出10个地热异常区，先后完成了8个地热田及市区

深部地热资源的勘查工作，勘查深度已达4 000 m[2]。

2006—2015年，先后对市区、滨海新区、塘沽、大港等

多个地区的地热资源可持续开发潜力进行评价[3]。其

中进行了大量的水化学分析等勘查工作，基本查明

了天津地区地热流体的水质和地球化学特征，初步

查明了地热流体的补径排条件，根据不同的用途对

水质进行了评价，提出了地热流体利用方向[2-3]。

本文在研究工作区热储层分布情况、地质构造

特征、断裂性质的基础上，充分收集分析以往的流体

化学、环境同位素资料，为进一步查明各热储层之间

的联系程序及断裂性质，选取有代表性的地热井进

行环境同位素取样（共取得水质分析报告1 000份，

稳定同位素取样70组，放射性同位素取样25组，取

样化验时间均在2014年）。从而更加系统地分析了

该区地热流体的水化学特征，利用区内地热流体同

位素资料，对区域内地热流体的同位素化学特征进

行了对比分析，为天津地热流体的合理开发利用提

供了依据。

1天津地区地热地质条件
天津市属华北地层大区冀鲁豫地层区的华北平

原分区。从太古宇至新生界第四系除缺失新元古代

南华系、震旦系，古生界上奥陶统、志留系、泥盆系、下

石炭统，中生界中、上三叠统、上侏罗统、上白垩统及

古近系古新统和始新统外，基本齐全。

天津地区地质发展历时30亿年以上，经过了三

个大地构造发展阶段，即地台基底形成阶段、地台盖

层发育阶段和大陆边缘活动带阶段，形成了现今的

北部基岩浅埋至裸露、南部基岩深埋且坳隆相间、断

裂发育的地质构造特征[4]。在大地构造上属Ⅰ级构

造单元-华北准地台的一部分。以宁河-宝坻断裂为

界，将天津市构造单元划分为两个Ⅱ级构造单元，分



属于Ⅱ级构造单元燕山台褶带（北区）和华北断坳区

（南区）。北区位于燕山台褶带的Ⅲ级构造单元蓟宝

隆褶区；南区则横跨了华北断坳区的3个Ⅲ级构造单

元：西侧的冀中坳陷、中部的沧县隆起和东侧的黄骅

坳陷，形成了两坳夹一隆、呈北北东（NNE）向展布的

构造格局（图1）。

2地热流体水化学特征
天津沉积盆地型热储层成平缓的层状分布，地

热流体水化学特征总体表现为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分

带性，自北东向南西、自上而下矿化度呈现增高的趋

势[5]，化学组分之阴离子由低矿化度时的以HCO3-为

主，逐渐变为较高矿化度时的以Cl-、HCO3-，Cl-、SO4
2-

或SO4
2-、Cl-为主；但阳离子多以Na＋为主。

2.1地热流体水化学的水平分布规律

（1）明华镇组热储层

明化镇组地热流体的矿化度由北东向南西逐渐

增加：其中明上段的地热流体水质类型较单一，主要

以HCO3-Na型主（图2），矿化度500～1 000 mg/L；明

下段的地热流体水质类型由北东向南西渐趋复杂，

水质类型由HCO3-Na型逐渐变为复杂的SO4··Cl-Na

型，矿化度500～3 000 mg/L，局部地区受构造、地层

分布情况的影响，出现异常。

（2）馆陶组热储层

馆陶组地热流体的矿化度呈现北低南高的水平

分带性：沉积盆地北部的宁河、武清地区矿化度普遍

＜1 000 mg/L，水质类型为 HCO3-Na 型 [6]。由此向

南，冀中坳陷和黄骅坳陷的变化趋势有所差异：在冀

中坳陷区矿化度增幅较快，至静海可达 6 042 mg/L

（JH-TY），水质类型由HCO3-Na、HCO3··Cl-Na演化为

SO4··Cl-Na型、Cl··SO4-Na型（图3）；在黄骅坳陷区由

图1 天津市地质构造单元分区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ectonic units in Tianjin

图2 明化镇组热储层地热流体化学类型Piper图

Fig.2 Piper diagram of the geothermal fluids in

Minghuazhen reservoirs

图3 馆陶组热储层地热流体化学类型Piper图

Fig.3 Piper diagram of the geothermal fluids in the

Guantao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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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南矿化度增幅缓慢，水质类型由HCO3-Na型、

HCO3 ··Cl-Na型逐渐演变为Cl ··HCO3-Na型，在歧口

凹陷区地热流体的SO4
2-含量极低，水质又以HCO3-

Na型为主，但其矿化度远高于北部地区，表现为迳流

滞缓的水文地质特征。

（3）东营组热储层

目前成于该热储层的地热井较少。武清凹陷区

的地热井 YR-15E 矿化度为 1 117 mg/L，水质类型

为HCO3-Na型；黄骅坳陷 4眼地热井的矿化度范围

2 406.1～3 122.2 mg/L，由北向南逐渐增加，水质类

型均为Cl··HCO3-Na型[7]。

（4）奥陶系热储层

奥陶系地热流体矿化度的变化仍遵循北低南高

的总体规律，但其变化范围是天津地区所有热储层

最大的[8]。位于最北部的宝坻新王3井，矿化度仅为

1 011 mg/L；而位于武清凹陷西北角与北京交界的地

区，矿化度可大于9 000 mg/L；而且水质出现了明显

的东、西分带特征；在沧东断裂带附近，水质普遍较

好，矿化度1 700 mg/L左右，水质类型以Cl··HO3-Na、

Cl··SO4-Na为主（图4），而在天津断裂附近的沧县隆

起区，水质普遍较差，矿化度多在4 500 mg/L以上，水

质类型以SO4··Cl-Na··Ca为主，其中阳离子的高Ca2＋

含量是其它热储层少有的。

（5）寒武系热储层

寒武系地热井矿化度总体呈现北低南高、东低

西高的分布特征。潘庄凸起区 5 眼井的矿化度为

1 678.1～1 833.5 mg/L，地热流体水质类型均为Cl ··

HCO3 ··SO4-Na；白塘口凹陷和小韩庄凸起区目前仅

有1眼地热井HD-26，矿化度1 778.6 mg/L，地热流体

水质类型为Cl··HCO3-Na型；双窑凸起区西部水质较

差，矿化度普遍＞4 500 mg/L，地热流体水质类型为

SO4··Cl-Na··Ca，在冀中坳陷的武清凹陷区，有1眼地

热井 BD-王 4，矿化度为 1 013.4 mg/L，水质类型为

HCO3·SO4-Na型。

（6）雾迷山热储层

雾迷山组热储层开发利用程度较高，除武清凹

陷的5眼井外，其它雾迷山组地热井均分布在沧县隆

起区，主要集中在潘庄凸起的东丽区、双窑凸起的中

心城区和小韩庄凸起的津南城区。该层地热流体的

水质普遍较好，沿着径流方向该层地热流体水化学

类型由简单逐渐变为复杂，由HCO3··SO4··Cl-Na型过

渡到天津市南部Cl ··SO4 ··HCO3-Na型，阴离子由以

HCO3-为主逐渐变为以 Cl-、SO4
2-直至以 Cl-为主（图

5）；矿化度的主值区间为1 700～2 000 mg/L。

2.2 地热流体水化学的垂向分布规律

天津地热流体的化学组分在垂向上的变化规

律[9]为：对于同一地区来说，孔隙型地热流体的矿化

度随埋深的增加而呈现增大的趋势（图6），但基岩型

地热流体的矿化度与埋深的关系不大（图7）。

（1）孔隙型地热流体

从图6可知，孔隙型地热流体的矿化度随着埋深

的加深而增大：1 300 m以浅（基本相当于明化镇组热

储层），矿化度与埋深的关系不大，而更多的受分布

区域-即水平分带性的影响，不同地区的矿化度在各

自的区间值内波动。1 500 m以深（相当于馆陶组热

图4 奥陶系热储层地热流体化学类型Piper图

Fig.4 Piper diagram of the geothermal fluids in

Ordovician reservoirs

图5 雾迷山组热储层地热流体化学类型Piper图

Fig.5 Piper diagram of the geothermal fluids in

Wumishan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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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南矿化度增幅缓慢，水质类型由HCO3-Na型、

HCO3 ··Cl-Na型逐渐演变为Cl ··HCO3-Na型，在歧口

凹陷区地热流体的SO4
2-含量极低，水质又以HCO3-

Na型为主，但其矿化度远高于北部地区，表现为迳流

滞缓的水文地质特征。

（3）东营组热储层

目前成于该热储层的地热井较少。武清凹陷区

的地热井 YR-15E 矿化度为 1 117 mg/L，水质类型

为HCO3-Na型；黄骅坳陷 4眼地热井的矿化度范围

2 406.1～3 122.2 mg/L，由北向南逐渐增加，水质类

型均为Cl··HCO3-Na型[7]。

（4）奥陶系热储层

奥陶系地热流体矿化度的变化仍遵循北低南高

的总体规律，但其变化范围是天津地区所有热储层

最大的[8]。位于最北部的宝坻新王3井，矿化度仅为

1 011 mg/L；而位于武清凹陷西北角与北京交界的地

区，矿化度可大于9 000 mg/L；而且水质出现了明显

的东、西分带特征；在沧东断裂带附近，水质普遍较

好，矿化度1 700 mg/L左右，水质类型以Cl··HO3-Na、

Cl··SO4-Na为主（图4），而在天津断裂附近的沧县隆

起区，水质普遍较差，矿化度多在4 500 mg/L以上，水

质类型以SO4··Cl-Na··Ca为主，其中阳离子的高Ca2＋

含量是其它热储层少有的。

（5）寒武系热储层

寒武系地热井矿化度总体呈现北低南高、东低

西高的分布特征。潘庄凸起区 5 眼井的矿化度为

1 678.1～1 833.5 mg/L，地热流体水质类型均为Cl ··

HCO3 ··SO4-Na；白塘口凹陷和小韩庄凸起区目前仅

有1眼地热井HD-26，矿化度1 778.6 mg/L，地热流体

水质类型为Cl··HCO3-Na型；双窑凸起区西部水质较

差，矿化度普遍＞4 500 mg/L，地热流体水质类型为

SO4··Cl-Na··Ca，在冀中坳陷的武清凹陷区，有1眼地

热井 BD-王 4，矿化度为 1 013.4 mg/L，水质类型为

HCO3·SO4-Na型。

（6）雾迷山热储层

雾迷山组热储层开发利用程度较高，除武清凹

陷的5眼井外，其它雾迷山组地热井均分布在沧县隆

起区，主要集中在潘庄凸起的东丽区、双窑凸起的中

心城区和小韩庄凸起的津南城区。该层地热流体的

水质普遍较好，沿着径流方向该层地热流体水化学

类型由简单逐渐变为复杂，由HCO3··SO4··Cl-Na型过

渡到天津市南部Cl ··SO4 ··HCO3-Na型，阴离子由以

HCO3-为主逐渐变为以 Cl-、SO4
2-直至以 Cl-为主（图

5）；矿化度的主值区间为1 700～2 000 mg/L。

2.2 地热流体水化学的垂向分布规律

天津地热流体的化学组分在垂向上的变化规

律[9]为：对于同一地区来说，孔隙型地热流体的矿化

度随埋深的增加而呈现增大的趋势（图6），但基岩型

地热流体的矿化度与埋深的关系不大（图7）。

（1）孔隙型地热流体

从图6可知，孔隙型地热流体的矿化度随着埋深

的加深而增大：1 300 m以浅（基本相当于明化镇组热

储层），矿化度与埋深的关系不大，而更多的受分布

区域-即水平分带性的影响，不同地区的矿化度在各

自的区间值内波动。1 500 m以深（相当于馆陶组热

储层），地热流体的矿化度与埋深有着较大的相关

性[10]。而天津地热流体表现为典型的溶滤水特征：即

地热流体的各离子含量随着矿化度的增加而增高。

由于巴甫洛夫式划分水型以毫克当量百分比25%为

界限的硬性规定，使得水质类型在矿化度宽幅较大

的范围内均为同一种类型；但自上而下，水质类型仍

呈HCO3-Na型向HCO3 ··Cl-Na、Cl ··HCO3-Na的逐渐

过渡；垂向上没有明显的突变现象。

（2）基岩裂隙型地热流体

在垂直方向上，基岩地热流体的矿化度与埋深

的相关性因地区而异（图7）。在天津断裂附近，上层

的奥陶系地热流体矿化度普遍高于下层的雾迷山组

热储层，为2 700～4 600 mg/L；水质的差异主要来自

SO4
2-、Ca2+含量的增高和HCO3

-含量的降低[9]；水质类

型为SO4··Cl-Na··Ca型。而矿化度更高的雾迷山组地

热流体（如天津最南部的 JH-02井，矿化度为 5 875

mg/L）的水质仍为Cl··SO4-Na。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

有岩性差异、后期的剥蚀淋滤强度、现在的径流条件

等因素，使奥陶系地热流体有更多的CaSO4来源并因

径流滞缓而保持下来。在沧县隆起的其它地区，尤

其在沧东断裂附近，各个基岩热储层的水质普遍良

好，矿化度一般为1 800～2 000 mg/L，与埋深及储层

的关系不大，说明基岩裂隙发育，垂向上连通性较

好，使地热流体对流强烈[11]。

3地热流体同位素分析

本次工作地热流体同位素取样涉及所有6个热

储层，分别对地热流体稳定同位素和放射性同位素

特征进行了分析，具体同位素取样孔在各行政区分

布（图8）。

（1）地热流体稳定同位素特征分析

本次稳定性同位素取样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下水勘查同位素技术应用规范》标准进行，样品

均送至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进

行检测分析。此次工作共取得70组氢氧同位素数据

（图9），并与2008年之前的数据对比（图10），各热储

层地热流体的 δD-δ18O 散点图更加偏离全国雨水

线[12-13]，尤其是孔隙型地热流体表现更加明显，均发

生了正向氧漂移而与基岩地热流体落在同一区间，

推测其原因是大规模开采加强了各热储层之间地热

流体的联系程度所致。

（2）地热流体放射性同位素特征分析

本次放射性同位素取样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下水勘查同位素技术应用规范》中地下水 14C测年

样品沉淀法采集规程进行，样品送至中国地质科学

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进行检测分析。放射性

同位素的衰变不受温度、压力和化学成分等外界因

素的影响，每种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是一个常数，因

图6 孔隙型地热流体矿化度与取水段埋深的关系散点图

Fig.6 Scatter diagram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ineralization and buried depth of water intake section

of porous geothermal fluid

图7 基岩地热流体矿化度与取水段埋深关系散点图

Fig.7 Scatter diagram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ineralization and buried depth of water intake section

of fracture geothermal 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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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利用这一特征规律，可以测定计算地热流体年

龄[14-15]。本次共取得 14C同位素25组，其中孔隙型地

热流体的表观年龄 [16- 17]为 24.77±0.59～37.92±3.13

ka，与之前的测试结果相比范围值比较稳定（表1）。

裂隙型地热流体的表观年龄在16.43±0.92～35.28±

2.82 ka，与之前的测试结果相比，范围值波动较大，雾

迷山组有增大的趋势，分析为雾迷山组的大规模开

采使更多的深部地热流体上涌所至；奥陶系和寒武

系年龄普遍较轻。

根据测试样本的现代碳百分比（PMC）与矿化度

的关系（表1）分析：在较低矿化度（＜1 700 mg/L）的

孔隙型地热流体中这种相关性较好（图11）：即矿化

度越高，PMC越小，地下水年龄越大；而在较高低矿

化度（＞1 700 mg/L）的孔隙型和基岩裂隙型地热流

体中没有明显的相关性。通过与水化学资料的综合

分析可知：低矿化度的孔隙型地热流体主要分布在

平原区北部，垂向上没有明显的连通，主要以水平方

向上的侧向迳流为主，地热流体表现为沿迳流方向

年龄逐渐增加。而向南部因地质构造的关系，孔隙

型和基岩裂隙型地热流体垂向上有较好的连通性，

而使两者的矿化度和水质更相近，地下水年龄趋同。

4结论
通过对天津地区地热流体的水化学特征和同位

素特征进行分析，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1）天津地热流体水化学特征总体表现为水平

和垂直方向的分带性，自北东向南西、自上而下矿化

度呈现增高的趋势。

（2）天津断裂北段两侧-潘庄凸起和大城凸起区

的奥陶系地热流体、南断两侧-双窑凸起和大城凸起

区的奥陶系与雾迷山组地热流体矿化度和水质明显

不同，说明天津断裂两侧的地热流体的连通性较差，

天津断裂为隔水断裂。

（3）在沧县隆起的潘庄凸起和小韩庄凸起区，尤

其沿岭头-沧东断裂附近，各个基岩热储层的水质普

图9 天津地热流体氢氧组成（本次取样）

Fig.9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geothermal fluids in Tianjin (this sampling)

图10 天津地热流体氢氧组成（2008年前）

Fig.10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geothermal fluids in Tianjin (before 2008)

图8 同位素取样孔在各行政区及热储层分布图

Fig.8 Distribution of the isotopic sampling hole in

each district and thermal reservoir

1.明化镇组稳定同位素取样点；2.馆陶组稳定同位素取样

点；3.东营组稳定同位素取样点；4.奥陶系稳定同位素取样

点；5.寒武系稳定同位素取样点；6.雾迷山组稳定同位素取

样点；7.放射性同位素取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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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良好，矿化度一般为1 800～2 000 mg/L，与埋深及

储层的关系不大，说明各热储层的地热流体在垂向

上连通性较好，考虑到孔隙型热储层也有较高的热

储温度，说明沧东断裂带具有较好的导水

导热能力。

（4）白塘口凹陷区的各层地热流体与

周边的潘庄凸起和双窑凸起区水质相当

或相近，说明海河断裂和白塘口西断裂有

一定的导水作用。

（5）通过对区域内地热流体的稳定同

位素 δD-δ18O进行测定与分析，表明天津

地区大规模的开采加强了各热储层之间

地热流体的联系程度。

（6）通过对区域内各热储层地热流体

水样的放射性同位素 14C 进行测定与分

析，表明雾迷山组热储层的大规模开采使

更多的深部地热流体上涌，低矿化度的孔

隙型地热流体垂向上没有明显的连通，主

要以水平方向上的侧向迳流为主，地热流

体表现为沿迳流方向年龄逐渐增加。而

南部孔隙型和基岩裂隙型地热流体垂向

上有较好的连通性，地下水年龄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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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号

BDR-05

DL-13

DG-51R

NH-01

NH-05

WQ-07

DL-10

DL-49

HX-01

TG-28

TG-32

TG-33

DG-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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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39

JN-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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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41

DL-19

DL-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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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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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22

X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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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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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O

O

Є

Jxw

Jxw

J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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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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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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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w

J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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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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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0±2.09

33.8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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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3.03

37.92±3.13

25.83±0.62

24.77±0.59

18.38±0.64

27.62±1.80

-

16.43±0.92

25.67±1.58

29.29±1.06

-

30.85±2.19

24.90±1.92

-

35.28±2.82

27.86±0.94

30.51±1.34

20.08±1.28

23.56±1.09

矿化度

（mg/L)
883.1

1347.6

1592.1

528.0

834.4

984.8

1774.0

1782.0

1780.0

1105.7

1714.0

3667.0

1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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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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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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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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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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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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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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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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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1±0.23

23.665±0.919

-

-

-

23.53±0.28

-

对比

减小

相近

增大

减小

增大

减小

注：测试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图11 现代碳百分比（PMC）与矿化度的关系图

Fig.11 The relation map between PMC and

the min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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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hyd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sotope of
geothermal fluid in Tianjin

SONG Mei-yu1, LIU Jie2, QIN Li-hong2, YU Yan2

(1.Tianjin Geological Data Archives,Tianjin 30000, China;

2.Tianjin Geothermal Reconnaissance And Exploitation Design Institute, Tianjin 300250, China)

Abstract: The geothermal fluid in Tianjin is affected by the regional geological structure, stratigraphic lithology,

runoff intensity and runoff distance. The hyd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show a certain zonation both i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rections. Based on a lot of the geological fluid chemical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othermal fluid and geological tectonic units, thermal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have a good

correlation; at the same time, stable isotope data of geothermal fluid show that the large-scale mining enhanced

the connection of geothermal fluid between the thermal reservoirs; radioactive isotope data of geothermal fluids

show that more deep geothermal fluid upwells because of large-scale mining in Wumishan formation of Jixian

system and low mineralized pore type geothermal fluid has no obvious connection in vertical direc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geothermal fluid in Tianjin

area.

Key words: geothermal fluid; thermal reservoir; water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isotop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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