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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测温方法在天津地热动态监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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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稳态测温是了解热储温度在垂向上变化规律的有效方法。本文通过分析多年稳态测温在动态监测中的实

际应用，证实该方法可用于研究监测地热回灌对热储层温度的影响，并成功监测到由回灌引起的回灌井热储层低温

段。分析后认为，回灌井储层温度受季节性回灌影响明显，在冬季回灌后和次年冬季回灌前分别达到极小值和极大

值；在回灌温度和回灌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其年际变化尚不明显，经过15年的连续回灌，尚未对周边开采井温度造

成明显影响，开采回灌井的距离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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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资源在长期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一般会出现

热储压力下降的问题，而回灌是维持或减缓热储压

力下降的有效手段。地热资源“回灌-开采”模式作

为保障地热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在天

津市已作为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随着回灌强度的

逐年增大，回灌对热储层温度场的影响成为重要研

究内容，不当的回灌方式将导致热储层温度场的变

化，影响地热资源的可持续发展[1]。天津市地热回灌

水主要是经过开采-取热-利用后的低温地热尾水，

温度一般在25～40℃之间。随着回灌规模的不断加

大，采用科学可靠的方法监测低温回灌对热储层温

度的影响，成为了地热动态监测工作的一项重要内

容[2-4]。本文以位于潘庄凸起西南部天津市河东区的

1眼雾迷山组地热回灌井及其附近616～3 420 m范

围内 4眼同层开采井的分布范围为研究区，介绍稳

态测温方法在天津地热动态监测中的应用及对监测

结果的讨论。

1地热回灌概述
天津市地热开发始于20世纪30年代，而地热回

灌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建了同层对井

回灌、同层两采一灌和异层对井回灌三种回灌模

式[5]。2004年管理部门开始鼓励“对井开采”、将原有

单井补建回灌井或资源整合后形成对井，在开采规

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有效减少了地热流体的消耗

量，地热回灌效果显著提升，截止到2017年底，地热

回灌量达到 2 602.08×104 m3/a，回灌率达到 52.26%

（表 1），回灌井数量从 2004 年的 13 眼 [6]增加到了

217眼。

2测试井基本特征
选取位于集中开采区的02井作为稳态测温井，

研究回灌井热储层温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

规律。

2.1地热地质条件

测试井位于Ⅳ级构造单元潘庄凸起的西南部边

缘，距海河断裂约 1 km，基岩顶板埋深 1 227 m（图

1）。该井自上而下的地层有第四系、新近系、奥陶系、

寒武系、青白口系和蓟县系，其中蓟县系雾迷山组是

表1 天津地热资源采灌量统计表

Tab.1 The exploitation and reinjection of Tianjin

geothermal resources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16

2017

开采量（×104）/m3

1 980

2 563

2 921.33

3 884.52

3 926.53

4 978.92

回灌量（×104）/m3

151

178

754.3

1 748.44

1 893.73

2 602.08

回灌率/%

7.63

6.94

25.82

45.01

48.23

52.26



该井成井层位，对应井深2 686～3 155 m（表2）。成

井水温83℃，出水量129 m3/h。

2.2回灌情况

2002年至 2017年，该井采用自然回灌方法，将

换热后的地热水依靠其自身重力作用，在每年冬季

供暖期间的11月至次年3月期间，以每小时80～100

m3/h的瞬时流量，向蓟县系雾迷山组热储层进行集中

回灌，回灌水温度基本稳定在30～36℃，每年回灌的

地热水总量最小为13.1×104 m3，最大为39.3×104 m3，

平均为25.8×104 m3（图2）。当回灌效果出现衰减时，

采用酸化洗井等措施提高回灌率，维护回灌井的持

续有效运行[7]。

3稳态测温
稳态测温运用连续测温的物探方法，选取集中

开采区的地热开采井或回灌井进行物探测井，以了

解热储温度在垂向上的变化规律，进而分析开采或

回灌对热储层温度的影响以及回灌井不同时期热储

温度的动态变化规律。随着地热“对井开采”模式的

推广，2006年开始在天津市地热资源动态监测工作

手段中增加了稳态测温工作[8]。监测井包括了开采

井和回灌井，但回灌井是监测重点，目的在于准确地

了解开发利用或实施回灌后热储温度的变化情况以

及回灌冷锋面运移速度，实际验证已有的开采井和

回灌井合理距离的可靠性。

在回灌状态下，低温回灌流体进入储层中并在

对应井段处形成一个温度低值区间。02井自2011年

冬季回灌前开始进行稳态测温，至2017年冬季回灌

前，已具有7年的连续监测数据（图3）。根据监测数

据可知，该井的温度低值区间为井深2 650～3 025 m，

表2 稳态测温井基本情况

Tab.2 The basic situation of steady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wells

井号

02

热储层

蓟县系
雾迷山组

类别

回灌井

深度/m

3 155

完井
方法

裸眼

储层位置

2 686～3 155

储层中点原
始温度/℃

86

图2 2011—2017年02井回灌量统计图

Fig.2 Reinjection of 02 well from 2011 to 2017

图1 02井附近基岩地质图

Fig.1 Geological map of bed rocks near 02 well

1.中生界; 2.奥陶系; 3.寒武系; 4.断裂; 5.地质界线; 6.基岩

顶板埋深等值线(m); 7.开采井; 8.回灌井

图3 2012-2017年02井冬季回灌前稳态测温曲线图

Fig.3 Steady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curve of 02

well before reinjection in winter from 2012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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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为该井成井目的层裸眼段，该区间顶部的温度为

83～85℃，底部的温度为84～90℃。中部有两个深

度温度极低位置，分别为2 875 m和2 725 m。其中2

875 m处温度为 66～72℃，低于储层中点原始温度

14～20℃；2 725 m处为 80～85℃，低于储层中点原

始温度1～6℃。这说明02井在每年冬季供暖期回灌

之前，其储层中的温度低值区间并没有消失。

根据不同深度、不同年份测得的温度数据来看

（图4），在02井热储层顶板及更浅的2 475 m、2 575 m、

2 675 m以及温度极低的2 725 m、2 875 m等深度处，

其地层温度多年来基本稳定，无明显持续上升或下

降趋势，说明多年持续回灌并没有大幅度改变这些

深度上的地层温度；而在2 975 m深度处，前5年温度

基本稳定在87～89℃，近两年温度降低至83～84℃，

降低幅度为4～5℃。

根据不同深度、不同年份及月份测得的温度数

据来看（图 5），在 02井热储层 2 475～2 975 m范围

内，温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是相同的，即在冬季回灌

结束后的3月份出现温度降至极小值，在次年冬季回

灌开始前地层温度恢复至极大值。不同深度的温度

降低幅度差别很大，在 2 775 m、2 875 m 等垂向温

度最低点附近，其停止回灌后的温度与次年开始回

灌前的温度相差分别达到 15～19℃、11～20℃；在

2 775 m以上和2 875 m以下的储层段，这个温度差都

在2～10℃，显著小于2 775～2 875 m。

4结果与讨论
02井裸眼段在不同深度处温度均受季节性回灌

的影响，其中在2 775～2 875 m深度范围内地层温度

受季节性回灌影响最为显著，每年冬天回灌后温度

虽有大幅降低，但到次年冬季回灌前温度基本恢复。

在垂向测温曲线中，增温较慢或地温梯度较小

的部位是热储层热对流强烈的部位，也是区域主要

的赋水层[9]。根据钻井测温曲线，可以判断测温井段

地下水活动状态或热传递属性。纯热传导条件下，

排除顶部饱气带后，测温曲线表现为全井段线性或

分段线性；钻遇导水断裂或高渗透层时，测温曲线会

偏离线性，呈现局部升温（上升流）或降温（下降

流）[10]。对于回灌井，其主要赋水层的热对流较天然

状态或开采状态更为强烈，低温回灌水是人工形成

的下降流，进入储层后与储层内的高温水形成较大

温差，低温水密度较大，通过地层裂隙垂直于裸眼井

壁进入储层后自然向深部运动（图6）。低温回灌水

向裸眼周围及储层深部运动过程中不断被围岩加

热，最终在回灌井周围形成了与回灌量、回灌水温度

图4 02井不同深度2011年—2017年稳态测温历时曲线图

Fig.4 Steady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curve at

different depths of 02 well from 2011 to 2017

图5 02井不同深度2015年3月—2016年10月

稳态测温历时曲线图

Fig.5 Steady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curve at

different depths of 02 well from March 2015 to

October 2016

图6 回灌水流向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reinjection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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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适应的“冷水丘”。根据02井多年稳态测温数据及

该井附近的09井、10井、15井、34井井口温度分析，

该井冷水丘温度基本稳定，且未对邻近的开采井温

度造成明显影响（表3）。相关的数值模拟也说明低

温回灌水形成的温度影响半径仅为数十米[1]。

5结论
（1）稳态测温方法在地热资源动态监测中已经

成功应用，可监测到热储段温度随井深和时间的

变化。

（2）回灌井储层温度受季节性回灌影响明显，在

冬季回灌后和次年冬季回灌前分别达到极小值和极

大值。回灌井热储温度虽较原始温度有所降低，但

在回灌量和回灌温度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前5年监测

时间内尚未发现各深度温度有持续降低趋势；近2年

监测时间内，在2 975 m处温度降低4～5℃。

（3）低温回灌水进入储层后向四周、向下运动形

成“冷水丘”，02井经过15年的连续回灌，尚未对附近

616～3 420 m范围内的开采井温度未产生明显影响，

开采回灌井的距离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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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02井附近开采井多年井口温度统计

Tab.3 Statistical wellhead temperatures of

extraction wells near 02 well

井号

09

10

15

34

不同年份温度/℃

2011年
83

82

82

83

2012年
82

83

82

83

2013年
83

83

82

83

2014年
83

83

82

83

2015年
83

83

82

83

2016年
83

83

82

83

2017年
83

83

82

83

Application of steady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in geothermal dynamic monitoring in Tianjin

ZONG Zhen-hai1，WANG Ping2，WANG Bing1，GAO Xin-zhi1，CAI Yu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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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Tianjin Geological Data Archives，Tianjin 300000）

Abstract:Steady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vertical variation of thermal

reservoir temperature. By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teady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in dynamic mon-

itoring for many years，it is proved that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geothermal recharge on

the temperature of thermal reservoir. We had successfully monitored the low temperature section of reinjecting

well caused by reinjec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reinjecting well reservoir temperature was affected by the sea-

sonal changes. The reservoir temperature reached the minimum value after winter reinjection，and it reached the

maximum value before winter reinjection of the following year. When the reinjection temperature and reinjection

quality are stable，the interannual variation is not obvious. After 15 years of continuous reinjection，it has not

cause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emperature of surrounding extraction wells. So the distance between extraction

surrounding well and reinjecting well was reasonable.

Key words: steady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ianjin; geothermal resources; dynamic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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