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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区雾迷山组热储数值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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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天津地区雾迷山组热储为例，利用TOUGH2.0数值模拟软件建立了地热流体的数值模型，并利用2014年

11月至2015年10月的水位动态资料进行了模型的验证，达到较为理想的拟合结果。在此基础上，对天津地区雾迷

山组热储压力场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在保持现有开采方式的条件下，三个方案年均水位降幅压力分别为0.038

MPa、0.042 MPa、0.023 MPa。说明了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可采热流体资源量的大小，与实际开采量的大小关系不大，与

回灌量的大小有更为直观的联系。所以要想增大热储层流体开采量，必须先解决热储层回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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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地热资源具有储量大、分布广、区位好、

水质优良等综合优势，2014年底地热供暖面积已超

过2 000万m2[1]，为全国之最。在地热勘查、地热利用

水平和资源评价等诸多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大力发展地热资源对于缓解能源紧张、保护环境起

着十分重要作用，在这种大背景下，为了达到天津市

地热直接开发利用的总体目标，有必要对地热资源

的现状进行重新整体评价。

天津对地热资源的勘查工作起步较早，但较系

统的评价工作则相对较晚，2007年提交的《天津市地

热资源可持续开发潜力评价报告》[2]对天津市地热集

中开采区的地热资源开展了较全面系统地综合调

查，但评价区域主要为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及环近郊

区，面积为4 535 km2，评价热储层为上伏的5个热储

层，尚未包括古近系东营组热储层；2008年为使滨海

新区的地热资源实现更好的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对

滨海新区的新近系明化镇组和馆陶组、古近系东营

组热储层地热资源的开采潜力进行了评价[3]，评价面

积4 763 km2。

本次工作主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重点针对雾

迷山组热储层，共收集钻孔资料135眼（包括回灌井

47眼，图1），建立天津市雾迷山组热储层地热地质模

型和数值模型，为天津市地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

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1研究区储层特征
蓟县系雾迷山组热储层在宁河－宝坻断裂以南

普遍分布，此次评价4 000 m以浅的区域，主要分布在

天津断裂以东的沧县隆起区，该断裂以西仅在大城凸

起区的西南角有小面积出露[4]，总分布面积3 550.99

km2（图1）。两侧的坳陷区埋藏深度普遍大于4 000

m，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

雾迷山组是一个广阔的以潮坪为主的沉积环

境[5]，岩性以深灰色粗晶白云岩、燧石条带状白云岩，

裂隙发育比较好，工作区绝大部分区域该热储层地

热资源相当丰富，尤其是沧县隆起区，从李七庄-万

新庄-山岭子一带蓟县系雾迷山组热储不仅埋藏浅，

而且出水量大，水温高。

该层的孔隙率、渗透率、储厚比等热储层参数在

大寺、东丽湖潘庄凸起区东部的沧东断裂、双窑凸起

区东的为相对高值区，成井条件较好，与沉积相特征

相吻合。

该热储层井口稳定流温为70～113℃，流体水质

类型以Cl·HCO3·SO4-Na、Cl·SO4·HCO3-Na型为主，

pH值为7.5～8.5，矿化度一般为1 700～2 200 mg/L，局

部大于5 000 mg/L，自北东向南西呈递增的趋势 [1]。



2数值模型建立
2.1 数值模拟软件选择

近年来能应用于地学数值模拟的软件有很多，

特别是国外开发的商业软件[6]，本次工作主要考虑地

热资源数值模拟的热流体动态的数值模拟问题，以

及考虑工作中实际资料丰富程度以及精度要求[7]。

TOUGH2是国外领先的数值模型软件之一，广

泛地应用于孔隙或裂隙介质中多相流、地下水流、地

热等的模拟。它采用积分有限差方法进行空间离

散，能进行一维、二维和三维模拟，对地质介质的离

散比较灵活，能较好地趋近流体流动形态，能获得更

加精确的数值解，能更真实地反映情况。因此，选择

TOUGH2数值模拟软件来进行本次数值模拟工作。

2.2 数值模型

TOUGH2求解的质量和能量平衡方程的一般形

式可以写为：

式中：MK代表单位体积的质量或

能量（k= 1、2、…… NK，标记物质组

分水、空气、CO2、溶质、……）；φ代表

孔隙度；Sβ代表状态β的饱和度（即β
态占据的毛孔体积部分）；ρβ代表状

态β的密度（kg/m3）；Xkβ代表组分k出

现在状态 β中质量比；F代表表示质

量或能量通量（流体流量）；q代表源

汇项；n 代表表面单元 dГn 上的指向

dVn的法向矢量。

同时，根据Darcy定律多相形式给

出各状态的通量：

式中：ρβ代表状态β的密度（kg/m3）；

υβ代表状态β的Darcy速率（体积通量）

（m/s）；k 代表绝对渗透率（mD）；kυβ代

表状态β的相对渗透率（mD）；μβ代表

粘度（kg/m/s）；Pβ代表状态 β中的流体

压力，它是相对其他状态（通常参照气

态）压力P和毛细压力Pcβ（≤0）的总和；

g 代表重力加速度向量。

2.3数值模型识别

2.3.1实体模型建立

根据前面数据收集及处理结果，利用TOUGH2

模拟程序家族的图形化界面建模软件PetraSim绘制

三维模型图，实现模型三维可视化效果。模型中将

Jxw热储层共剖分为2 888个单元（图2）。

2.3.2初始条件

对于数值模拟计算方法，初始条件是数学方程

的定解条件之一。一般要求初始地热流体水位能准

确地反映模拟过程起始时计算区地热流体压力分布

特征[8]。因此，热储数值模型以2002年1月为初始时

刻，对 Jxw热储层进行综合分析处理，最后得到初始

压力场（图3）。

2.3.3边界条件

通过地热地质条件综合分析研究，热储模型北

部以宁河-宝坻断裂为界，属自然流量边界；西侧以

基岩底板埋深4 000 m线为界，属隔水边界；南部以

缺失线和行政区划线为界，其中断层形成的缺失线

（包括白塘口西断裂，海河断裂部分）为内部导水导

图1 天津市蓟县系雾迷山组热储层分布范围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Wumishan Formation (Jxw)

geothermal reservoir in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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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通道，其它为隔水导热边界。而行政区划线界为

自然流量边界；东部边界以沧东断裂为界，该边界为

一强径流通道[9]。

2.3.4水文地质参数

水文地质参数主要是指渗透率和孔隙度，前者

体现了热储层流体的渗透能力；而后者则体现了介

质中所占孔隙空间体积的比值[10]。模型中具体参数

的取值是根据研究区内地热井抽水试验实测数据以

及有关地热调查报告中获得（表1）。

2.3.5模型识别与验证

模型数值模拟识别是从2002年1月始，至2014

年10月结束，共12年10个月时间作为识别整个模拟

时间长度。根据地热流体的实际开采利用特点，将

一个开采周期年分为两个应力期（时段）：即取暖期

（11月15日至次年3月15日，共120天）和非取暖期

（3月16日至11月14日，共245天）。由于受地热井

长观资料完整性以及连续性限制，本次工作所建数

值模型的拟合时间系列相对较短，而作为模型的检

验期更为有限，只能选择2014年11至2015年10月

一年时间作为所建数值模型的检验期。

利用模型计算出的地热井压力值与实测值进行

拟合对比，要求观测井模拟结果与实测地热井压力

线形状相似，误差<±0.03 MPa[11]。图4是4眼长观井

实测-模拟结果对比曲线图，经各种参数逐步调整

后，两条曲线基本接近，达到较为理想的拟合结果，

可以对未来热储层压力变化进行预测。由于评价区

面积大，区域内有些空白区没有地热井，研究程度相

对较低。受资料精度限制，本次工作对热流体压力

场的模拟不作为拟合目标。

3数值模型应用
依据《天津市地热资源规划》（2016—2020）以及

天津地热资源开发远景展望，本次工作对热储层地

热资源开发利用分别按三个开采回灌方案进行开采

动态预测，回灌流体温度一律以25℃计。运行时间30

年，每年离散为两个应力期，即取暖期和非取暖期。

3.1开采方案设计

依据《天津市地热资源规划》（2016—2020）设计

三个开采方案。具体为：方案一：至2020年开采量达

3 100×104 m3/a、回灌量达1 980×104 m3/a，该开采、回

灌量延续至 2045年；方案二：至 2020年开采量达 3

100×104 m3/a、回灌量达1 980×104 m3/a，至2025年开

采量达 3 420×104 m3/a、回灌量达 2 400×104 m3/a，延

图3 2002年初始压力分布图

Fig.3 The map of Initial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2002

(MPa)

数据
来源

钻探
资料

测井
解译

热储
参数

岩性特征

顶板埋深（m）

热储层厚度（m）

储厚比

孔隙度φ（%）

渗透率k（mD）
弹性释水系数

构造单元
（冀中坳陷）

为深灰色粗晶白云岩、燧石条带状白云岩

2 250～3 344
70～450

0.18～0.25
6.05～6.76

2.514～3.58
1.11E-5～1.33E-5

构造单元
（沧县隆起）

912～3 481
1～1 301

0.18～0.77
2.40～10.87
0.199～7.67

1.57E-5～4.21E-5

表1 热储模型主要参数表

Tab.1 Thermal reservoir model main parameter

图2 研究区剖分图

Fig.2 Subdivision graph maps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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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至2045年；方案三：至2 020年开采量达3 100×104

m3/a、回灌量达 1 980×104 m3/a，至 2025年开采量达

3 420×104 m3/a、回灌量达2 400×104 m3/a，至2045年

开采量达3 990×104 m3/a、回灌量达3 590×104 m3/a。

3.2 开采预测

按应力期的不同代入不同的开采量、回灌量进

行模型运算，分别预测三个方案30年后地热流体压

力的变化情况（图5～图7）。

从图 5～图 7 可以看出，三个开采方案开采量

大，回灌量也大，动态变化趋势一致，热流体压力略

有下降，但降幅不大。其中开采方案一和方案二压

力下降幅度一致，这跟两个方案的开采回灌差值一样

（1 020×104 m3）基本是吻合的；而开采方案三流体压

力降小于前两个开采方案，这跟方案三开采回灌差

值（400×104 m3）小于前两个方案有直接的关系。

预测期末热储层降落漏斗中心在中心城区南开

区附近，三个方案流体压力最小值分别为36.621 MPa、

36.591 MPa、36.840 MPa，年均水位降幅压力分别为

0.038 MPa、0.042 MPa、0.023 MPa。方案一、二开采

回灌差值一样，结果期末最小压力和压力下降幅度

也基本一样[12]；而开采方案三开采量最大，但开采回

灌差值最小，期末流体压力场最大，流体压力最小[13]。

图4 研究区地热井计算值与实测值拟合图

Fig.4 Geothermal wells in the study area calculated values and measured values fitting

figure parameter zoning maps

(MPa)

图5 方案一预测压力分布图

Fig.5 The prediction pressure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sche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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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利用TOUGH2模拟软件建立的天津地区雾迷山

组热储层数值模型，可以用来比较准确的预测热储

层对开采量的反应，本文通过大量的数据及研究工

作得到以下结论：

（1）根据研究区内钻孔揭露的地层资料以及热

储层水文地质、地热流体赋存、运移条件，建立了研

究区基础地质模型，确定了模型的各边界条件。

（2）将研究区雾迷山组热储层及地热流体进行

概化，建立了与之对应的数值模型，各项压力计算值

与实测值趋势一致，所建模型基本反映了实际地热

系统特征。

（3）依据《天津市地热资源规划》（2016—2020）

设计三个开采方案，根据模拟计算结果，三个方案年

均水位降幅压力分别为 0.038 MPa、0.042 MPa、

0.023 MPa。

（4）三个开采方案说明了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可

采热流体资源量的大小，与实际开采量的大小关系

不大，而是与回灌量的大小有更为直观的联系，要想

增大热储层流体开采量，必须先解决热储层回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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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方案二预测压力分布图

Fig.6 The prediction pressure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scheme 2

(MPa)

图7 方案三预测压力分布图

Fig.7 The prediction pressure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scheme 3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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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Wumishan Formation
thermal reservoir in Tianjin area

SONG Mei-yu1, LIU Jie2, YU Yan2, QIN Li-hong2, LIN Wei2, KANG N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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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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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umishan Formation（Jxw）reservoir of Tianjin as an example, TOUGH2.0 simulation software is

used to establish the numerical model of geothermal fluid, is developed and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 is verified

by the observation data of dynamic groundwater table in the period from Nov. 2014 to Oct. 2015, to achieve the

ideal fitting result. On that basis, the trend of pressure field of Jxw Thermal reservoir in tianjin is predict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intaining the current mining mode, the average annual water level decline of the three

schemes is 0.038 MPa,0.042 MPa and 0.023 MPa. It is proved that geothermal resource exploitation can take the

amount of hot fluid resources, it doesn't have much to do with the actual amount of production, but is mo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ize of the reinjection volume. So you want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of the thermal

reservoir, it is necessar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rmal reservoir recharge.

Key words: geothermal resources; thermal reservoir; numerical model;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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