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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初始温度对地埋管换热量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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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我国大陆城市由南向北年平均温度变化规律，进行了9个现场热响应试验，获得了武汉、淮南、西安、济

南、天津、廊坊、北京、巴彦淖尔、阜新的地层初始平均温度和冬、夏季工况地埋管换热器的吸热和放热能力数据，识

别出每延米换热量与地层初始温度的相关性方程，并认为不是所有的地区的建筑都适合应用地埋管地源热泵工程

来制冷和供暖，只有当地层初始温度为13~20 ℃时，才适宜浅层地热能地埋管地源热泵的合理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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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气候条件差别很大，建

筑对供热制冷的需求不同，浅层土壤深度内初始平

均温度可直观反映某地区地源热泵适用性情况[1]，而

在地源热泵设计中，地埋管换热器换热量是一个很

重要的设计参数，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工程前期应

按规范实施现场热响应试验，获取准确的地埋管换

热孔单孔换热能力[2]，因此有必要研究地层土壤 温度

对地埋管换热量的影响，简单判断是否适宜浅层地

热能的开发利用。宋胡伟[3]等以我国不同地区的地

源热泵为研究对象，对地埋管系统建立了CFD模型，

根据各地区的土壤初始温度和热物性进行模拟计

算，得出当土壤初始温度介于16～20 ℃之间时，地源

热泵地埋管侧进、出口水温接近于热泵机组标准工

况，能较好地进行热泵机组与地埋管侧的换热过

程。丁永昌等[1]选取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夏热冬冷

地区典型城市的岩土热物性测试数据进行对比，得

出地源热泵的合理利用应因地制宜，不能因某地区

适宜性差而放弃开发浅层地热能，也不能因某地区

适宜性好而无节制的开发利用浅层地热能。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9个城市（由南向

北依次为武汉、淮南、西安、济南、天津、廊坊、北京、巴

彦淖尔、阜新）的地源热泵供暖制冷实际工程，实施

了相同条件下的场地现场热响应试验，进行地层土

壤温度对地埋管换热器换热量影响的试验研究。

1不同气候区地层恒温带温度特征
由于受气候温度以及大地热流的影响，一般不同

深度地层温度划分为变温层、恒温层、增温层三个地

温层，恒温层温度为当地的年平均气候温度，变温层

温度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很大，增温层温度随地温梯

度变化，一般一定深度内土壤平均温度略高于当地

的年平均气候温度[4-5]。各地区的气温又与纬度关系

密切，总体上是纬度每增加1°年平均气温降低0.5～

1.4 ℃，变化率南方小于北方。从我国不同纬度地区

年平均气温和地层土壤温度变化图[6]（图 1）可以看

图1 不同纬度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和地层恒温带

土壤温度曲线图

Fig.1 The graph of average annual temperature and

soil temperature on constant temperature layer at

different latitudes



出，我国大陆从南到北纬度差较大，年平均气温和地

层恒温带温度随着纬度的增加而降低，南方全年气

温高，且冬、夏季温差小，例如从海口到哈尔滨年平

均气温从24 ℃降低到4.5 ℃，冬、夏季温差从11℃增

加到42.6 ℃。由于地层土壤温度常年在当地年平均

气温之上，若从温差项估算浅层地热资源利用能力，

可以以这一温度计算分别求出冬、夏季极端天气的

最大温差[7]。

2现场热响应试验简介

2.1现场热响应试验工程简介

根据我国大陆城市由南向北年平均温度变化规

律，本文选取9个城市热泵工程的现场热响应试验，

热泵工程的地层岩性、地埋管埋管方式、管长以及回

填方式具体见表1。工程应用中地埋管的埋管深度

通常选取100～120 m深的增温层，本文选取的9个

地源热泵项目管长为100～120 m。

2.2 现场热响应试验方法简介

每个工程点钻凿两眼测试孔，分别命名为1#测试

孔和2#测试孔，测试流程均为：1#测试孔进行地层初

始平均温度测试→1#测试孔进行夏季地埋管换热器

放热能力测试→2#测试孔进行地层初始平均温度测

试→2#测试孔进行冬季地埋管换热器吸热能力测

试[8]，具体现场热响应测试参数见表2。

地层初始温度测试采用地埋管水温平衡法，具

体为测试孔安装完成后，在PE管内充满水，足够时间

后，PE管内的水与岩土体的温度达到平衡，此时通过

水泵循环将地埋管换热器内的水泵出，同时监测水

温的变化，从而分析岩土体的温度[9]。

稳定工况测试包括夏季工况测试和冬季工况测

试，即夏季地埋管换热器的放热能力和冬季地埋管

换热器的吸热能力测试，测试方法为应用测试设备

稳定地建立冬、夏季地埋管换热器的运行工况，在工

况稳定的情况下测定地埋管换热器的换热量，从而

确定每延米地埋管换热器的放热能力[10]。

3现场热响应测试数据分析
由于各测试点现场热响应测试数据处理方法相

同，估本次仅以武汉地源热泵项目测试数据分析为

例简述测试数据分析方法，其他项目的数据不做具

体阐述。

3.1地层初始温度测试数据分析

武汉地源热泵项目1#地层初始平均温度测试时

间为2017年5月21日14:36:00～14:52:59，历时16分

59秒，从地埋管回水温度和流量随时间变化曲线图

（图2）可以看出，累计流量为测试仪管道体积至测试

仪管道体积和 PE管体积之和的时间14:40:15～14:

45:42内对应的地埋管回水温度曲线即为地层从0 m

到120 m的温度变化曲线，地埋管回水温度变化范围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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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地点

武汉

淮南

西安

济南
天津

廊坊

北京

巴彦
淖尔

阜新

地层岩性
浅部40 m为粘土、细砂互
层，40 m以下为泥岩
上部地层为松散第四系，
以素填土和粘土为主，下
部主要为粉质砂岩、粉质
泥岩
亚粘土与砂层互为层状交
迭，砂层粒度粉、细、中砂
不一
主要为粉砂和细砂互层
粉砂、细砂和粘土互层
以粉砂和细砂为主，极少
量中砂

主要为细砂，粉砂，少量中
粗砂

主要为细砂，小部分为砾
石
上部44 m内为第四系粘性
土、粉细砂、中砂，下部为
中生代安山岩

管长/m

120

100

120

100
100

100

120

100

100

埋管方式

双U

回填方式

膨润土、

水泥、砂、

水组成的

混合物

表1 现场热响应试验工程简介

Tab.1 The list of field thermal response test sites

测试工况

夏季工况
冬季工况

进水温
度(℃)
35
5

温度波
动(℃)

≤±0.3

流量
(m3/h)

1.4

不间断测
试时间(h)

48

数据记录
周期(s)

1

表2 现场热响应测试参数设置表

Tab.2 The list of field thermal response

test parameters

图2 地埋管回水温度和流量随时间变化曲线图

Fig.2 The backwater temperature and flow rate of the

buried pipe changes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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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9.6～20.4 ℃，对该时间段内的测试数据进行算术

平均为20.06 ℃，即1#测试孔地层平均初始温度为

20.06 ℃。

3.2稳定工况测试数据分析

从夏季工况测试数据分析曲线图（图3）可以看

出，测试进行到727 min时，地埋管回水温度基本稳

定，估夏季工况的测试数据从729 min后为有效数

据，在此时间段内，地埋管测试孔的进水温度均值

35.05 ℃，与设定值偏差0.05 ℃，小于0.3 ℃，测试

数据有效。出水温度均值30.68 ℃，进出水温差

4.37 ℃，瞬时流量均值1.4 m3/h，依据计算公式[1]计算

的换热量均值为6.12 kw，测试孔深120 m，因此夏季

工况每延米换热量为50.98 W/m。

从冬季工况测试数据分析曲线图（图4）可以看

出，测试进行到1 137 min时，地埋管回水温度基本稳

定，估夏季工况的测试数据从1 137 min后为有效数

据，在此时间段内，地埋管测试孔的进水温度均值

5.07 ℃，与设定值偏差0.07 ℃，小于0.3 ℃，测试数据

有效。出水温度均值9.69 ℃，进出水温差4.62 ℃，瞬

时流量均值1.4 m3/h，依据计算公式[10]计算的换热量

均值为6.49 kw，测试孔深120 m，因此冬季工况每延

米换热量为54.08 W/m。

3.3 各测试点测试数据分析结果

统一运用上述数据分析方法，最终得到各测试

点的地层初始温度和冬季、夏季工况每延米换热量

数据（表3）。

将表 3测试结果用图 5的形式表示，并识别出

冬、夏季地埋管每延米换热量与地层初始温度的相

关性方程（图5右）。

从图5左可以看出，从南向北地层初始温度逐渐

降低，夏季工况每延米换热量增加，冬季工况每延米

换热量减小，两者差值逐渐增大，冬季寒冷的巴彦淖

尔和阜新市冬季供暖需求远远大于夏季制冷需求，

而此地的冬季工况地埋管每延米换热量仅为 20.55

W/m和18.27 W/m，夏季工况地埋管每延米换热量则

高达85 W/m左右，在地源热泵系统工程设计中，若

考虑冬季所需钻孔数量（工程前期投入）和冬、夏季

吸放热不均衡性对地质环境的影响[11]，认为该地区建

筑不适宜单纯使用地埋管地源热泵进行供暖和制冷。

从图5右可以看出，冬、夏季每延米换热量随地

层温度变化识别出的对数方程拟合度较高，在地源

热泵项目前期拟建阶段可以运用该公式粗略计算出

图4 冬季工况测试数据分析曲线图

Fig.4 The data analysis curve of winter working condition test

图3 夏季工况测试数据分析曲线图

Fig.3 The data analysis curve of summer working condit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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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夏地埋管换热器每延米换热量，为地源热泵项目

适宜性做出初步建议。

4结论
（1）对于当前大多数热泵机组而言，冷凝器一侧

的额定换热温差为5℃，蒸发器一侧的额定换热温差

为10℃，冬季循环介质进口平均温度为8℃，夏季为

30℃，所以只有当地层初始温度为13～20℃时，才适

宜浅层地热能地埋管地源热泵的开发利用。

（2）热响应试验结果证明，地层初始温度低于

13℃的巴彦淖尔和阜新市，当冬季工况每延米换热

量为20 W/m时，地埋管进出水温差低于1.5℃，不符

合冷凝器一侧的额定换热温差为5℃的要求，故在没

有其他辅助热源的情况下，不适宜单纯的浅层地热

能地埋管地源热泵的开发利用。

（3）从热泵机组运行特点、工程经济性、安全性

以及地质环境全面考虑，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适宜

浅层地热能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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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各地点测试结果分析曲线图

Fig.5 The test results analyze graph of different test sites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地点

武汉
淮南
西安
济南
天津
廊坊
北京

巴彦淖尔
阜新

1#测试孔地层初始
平均温度/℃

20.06
18.35
15.70
14.60
14.12
13.79
13.82
10.88
10.31

2#测试孔地层初始
平均温度/℃

20.34
18.40
16.30
14.60
14.12
13.81
13.74
10.88
10.31

地层平均
温度/℃

20.20
18.37
16.00
14.60
14.12
13.80
13.78
10.88
10.31

冬季工况每延米
换热量/W/m

53.89
43.82
38.52
37.85
36.05
34.58
34.29
20.55
18.27

夏季工况每延米
换热量/W/m

50.98
54.64
64.83
67.05
71.91
76.06
77.48
84.35
85.01

表3 各测试点测试结果一览表

Tab.3 The results of each tes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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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钽矿石中铌和钽含量的方法，经标准物质验证，获

得了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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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niobium and tantalum content in Nb-Ta ore by high
pressure digestion-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LIU Yu1, WEI Shuang2

（1.Tianjin Geological and Mineral Test Center，TianJin 300191; 2.Tianjin Geological Survey Center，TianJin 300170）

Abstract: A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niobium and tantalum content in Nb-Ta ore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ICP- MS）was developed. The detection limit of the method was 0.023 μg/g. The

detection limit of Ta was 0.016 μg/g. The accuracy and precision of the standard material have reached the

requirements of industry standard. The results are satisfactory and can be applie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niobium

and tantalum in tantalum ore samples.

Key words: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tantalum ore; niobium; tantalum

Stratum initial temperature effect on the buried pipe heat transfer

YUE Li-yan1, MENG Ling-jun2, LI 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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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ei Fang Investigation, Design & Research CO.LTD,Tianjin 300222 )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gular of the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of China mainland from south to north, we

implemented nine field thermal response tests, at Wuhan, Huainan, Xi'an, Ji'nan, Tianjin, Langfang, Beijing,

Bayannur and Fuxin, and obtained the initial average the stratum temperature, the heat exchanger ability of heat

absorb and release in winter and summer, and identified the correlation equation of heat transfer per meter and

stratum initial temperature. It is suggested that not all parts of buildings can fit the refrigeration and the heating

of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Only when the stratum initial temperature is 13～20℃ , the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of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can be rationally exploited and utilized.

Key words: stratum initial temperature; buried pipe heat exchange; heat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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