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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美国沙漠峰地热田地质背景，构建引入围岩的平
行多裂隙概念模型对采热过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此
模型开采沙漠峰热储层是可行的．当系统的循环流量为１００
ｋｇ ／ ｓ，换热单元体厚度为４０ ｍ时，热开采前２０年产出温度为
２１０ ℃，电功率为７． ６ ＭＷ，５０年内产出温度仅下降６． ２％，产出
温度和产能均符合ＥＧＳ商业开发的要求．热储激发程度与产出
温度、热储寿命呈正相关，并对下伏层围岩热开采呈正效应．裂
隙宽度对产出温度影响不大．流量与产出温度及热储寿命呈负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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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增强型地热系统（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简称
ＥＧＳ）是开发深层高温地热能的有效途径（Ｔｅ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王晓星等，２０１２；许天福等，２０１２；Ｂｒｅｅｄ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美国早在１９７３年就开始对干热岩工程开发进行研
究，随着国际合作加强，ＥＧＳ场地试验在各国不断开展，发电
量由３ ＭＷ逐渐增至１１ ＭＷ，开始接近商业开发规模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ａｉ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Ｔｅ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Ｔｅｎｍ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Ｈｏｒｎｅ，２０１２；Ｂｒｅｅ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Ｉｓｍａｉｌ，２０１３）．

因ＥＧＳ钻井成本高，储层激发技术复杂，循环采热试验
耗时长，故数值模拟方法成为研究ＥＧＳ的重要技术手段
（Ｐｒｕｅｓｓ，１９８８；Ｈａｙａｓｈ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Ｓａｎｙａｌ ａｎｄ Ｂｕｔｌｅｒ，
２００５）． ＥＧＳ数值模拟中，根据对裂隙网络处理方式的不同，
热储模型大致可分为两类（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２００２；Ｄｅｒｓｈ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１）连续介质模型（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Ｍｏｄｅｌ，



　 ２０１７，３２（２） 翟海珍，等：基于平行多裂隙模型美国沙漠峰地热田ＥＧＳ开发数值模拟研究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ｅｏｐｈｙｓ． ｃｎ）

ＥＣＭ）基于等效体积（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ＲＥＶ）
平均的假设，即使用体积平均性质来近似描述热储局部的各
种性质，可在未探明热储内裂隙网络的具体几何形态和空间
分布的情况下对热储进行较为准确的宏观等效描述．（２）离
散裂隙模型（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ＤＦＮ）严格地区
分岩石骨架和裂隙，可很好地体现裂隙开度、裂隙空间分布
等因素对流体流动和换热的影响．

美国的沙漠峰（Ｄｅｓｅｒｔ Ｐｅａｋ）ＥＧＳ项目代表性强，地质资
料完善（Ｌｕ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ａｉ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Ｄｅｍｐｓ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Ｂｅｎａｔｏ ａｎｄ Ｔａｒｏｎ，２０１６）．对其热开采
的研究已有基于连续介质假设的双井式ＥＧＳ模型，对热储
层的产能、水流阻抗和热开采过程中ＥＧＳ系统状态的演化
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Ｚ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ａ，ｂ；曾玉超等，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本文采用离散裂隙模型构建了引入围岩体的
深层地热储层平行多裂隙模型（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ＭＰＦＭ），假定热储层内裂隙平行等间距展布，流体在
平行裂隙中匀速流动并与岩体进行热交换．在沙漠峰储层地
质背景的基础上，采用此模型对热开采过程进行研究，模拟
热开采过程中流体的产出温度及产能的变化，分析换热单元
体厚度，裂隙宽度，流体流量等因素对此过程的影响，可为沙
漠峰储层开发设计及注采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１　 地质背景

美国沙漠峰ＥＧＳ项目选址于Ｎｅｖａｄａ州Ｒｅｎｏ市东北方
向１３０ｋｍ处的沙漠峰水热型地热田东部边缘，其目标是建立
一个发电功率为２ ～ ５ ＭＷ的ＥＧＳ工程（Ｌｕ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ａｉ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以ＤＰ２３１井为切
入点完成了该区的资源潜力评价．图１所示为ＤＰ２３１井的
岩性和温度分布．勘探的目标层段位于１２１９ ～ ２７４３ ｍ间，储
层位于第４层和第８层之间，以花岗闪长岩为主，密度分布
基本均匀．储层温度介于２０７ ～ ２１６ ℃之间，平均温度为
２１０ ℃（Ｌｕ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ａｉ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曾玉超
等，２０１３）．
２　 引入围岩的平行多裂隙模型

ＥＧＳ热储层是热岩体中被激发裂隙的一小部分，激发的
热储层被未激发的高温岩体包围．本文仅考虑上覆层及下伏
层高温岩体对热储层的影响，构建引入围岩的平行多裂隙模
型．如图２所示，假设热储层内裂隙平行等间距展布，裂隙宽
度为δ，换热单元体厚度为Ｄ，裂隙长度为Ｌ，上覆层及下伏
层的厚度均为Ｈ．热储层及围岩体的初始温度为Ｔｒ０，冷流体
注入温度为Ｔｆ ０，流速为ｕｆ，由裂隙下方入口处进入裂隙通道
与两侧高温岩体进行热交换．

热储层内裂隙数目为

ｎ ＝ ＷＤ ＋ １ ， （１）

式中，Ｗ为热储层水平幅宽（ｍ），Ｄ为换热单元体厚度（ｍ）．
单条裂隙内流体流速为

ｕｆ ＝
Ｑ
ｎδＷρｆ

， （２）

式中，Ｑ为注入流量（ｋｇ ／ ｓ）；δ为裂隙宽度（ｍ）；ρｆ 为流体密
度（ｋｇ ／ ｍ３）．

为简化研究，对研究对象作如下假设：（１）岩体为均质
各向同性的不渗透块体，无岩体孔隙流体产出，在低孔渗条
件下，该假设可认为近似可靠；（２）岩体热传导系数较低，水
岩界面处热阻忽略不计，即裂隙面上流体温度与岩体温度相
等，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已在很多实际案例中得到证实（Ｏｇｉｎ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Ｆｏｘ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３）裂隙中水流方向为单向，
且为匀速；（４）不考虑系统中的热辐射效应，该假设的合理
性已由实验证明（田鲁鲁，２００９）；（５）裂隙流体的热量增量
为单边对流换热效应的两倍（基于系统对称性）；（６）系统运
行时裂隙流体始终为液相；（７）忽略温压条件变化对系统热
物性的影响，即整个热开采过程中岩体的热传导系数、比热
容、密度及流体的密度、比热容均为常数；（８）忽略上覆层及
下伏层围岩体与热储层界面处裂隙内流体流动和热效应．

商业ＥＧＳ储层对储层的激发体积、平均温度、流体流
量、水流阻抗、流体产出温度和产能等均有要求（Ｚ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ｂ；曾玉超等，２０１３）．为综合分析储层产能特征，本文引
入了电功率的概念，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可知双井系统输出的
净电功率Ｗｅ为（Ｚ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ｂ；曾玉超等，２０１３）：

Ｗｅ ＝ ηｃｆＱ（Ｔｆ － Ｔｆ ０） １ － Ｔ０Ｔ( )
ｆ
， （３）

式中，Ｔ０Ｔｆ以绝对温度单位计算，Ｔ０为沙漠峰地区的热排放温
度（取２８８． ７５ Ｋ）；η为热电转换效率（取０． ３）．
３　 计算设置

综合地质与地球物理资料确定沙漠峰ＥＧＳ开发层段水
平面积Ｗ ×Ｗ为８００ ｍ ×８００ ｍ，垂向位于－ １２１９ ～ － １７１９ ｍ，
厚度Ｌ为５００ ｍ；上覆与下伏未激发地层厚度Ｈ取１００ ｍ（曾
玉超等，２０１３）．假定热储层激发均匀，裂隙宽度δ为１０ ｃｍ
（Ｇｅｎ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郭剑等，２０１４）．岩体初始温度Ｔｒ０为
２１０ ℃，注入流体流量Ｑ为１００ ｋｇ ／ ｓ，温度Ｔｆ ０为６０ ℃ ．

本文的数值模拟采用Ｆｌｕｅｎｔ通用计算流体力学软件提
供的求解平台进行数值求解．考虑到模型区域的对称性，模
拟时选取基本换热单元（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ｕｎｉｔ，ＨＴＵ）进行计算，
即选取图２中框选区域的一半作为计算区域．将裂隙区ｘ方
向等分为宽度１ ｃｍ的网格，ｚ方向等分为高度０． １ ｍ的网
格；对于岩石换热单元体区，ｚ方向等分为高度０． １ ｍ的网
格，为减少网格数量，加快计算速度，ｘ方向采取分段的方法
进行网格划分，将靠近裂隙区的１０ ｍ等分为宽度０． １ ｍ的
网格，剩余区域划分为宽度１ ｍ的网格．

流体入口设为定速度入口，并给定流体初始温度，流体
出口设为自由流，左边界设为对称面，右边界为界面．岩体上
下边界设为绝热边界，右边界为对称面，左边界为界面．仅考
虑流体的流动换热及岩体内的热传导效应，求解连续性方程
和能量方程，方程的相对误差值分别为１． ０ × １０ －３及１． ０ ×
１０ －６，绝对误差限值为１． ０．岩石和流体的热物性参数参考前
人研究所用水平，各参数取值见表１（Ｓｈａｉ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胡
剑等，２０１４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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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流体和岩体的热物性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ａｎｄ ｒｏｃｋ

密度ρ
／ ｋｇ·ｍ －３

比热ｃ
／ Ｊ·ｋｇ －１·℃ －１

导热系数λ
／ Ｗ·ｍ －１·℃ －１

黏度μ
／ Ｐａ·ｓ

流体 ９００ ４２００ ０． ６０９ ０． ０００３

岩体 ２８２０ １１７０ ２． ８ —

４　 计　 算

本文采用引入围岩的平行多裂隙模型对沙漠峰ＥＧＳ热
储层采热过程进行模拟研究，图３所示为热开采进行５０年
岩体换热单元体温度场的演化，其中换热单元体厚度为４０ ｍ
（Ｍéｇｅｌ ａｎｄ Ｒｙｂａｃｈ，２０００；Ｆｏｘ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翟海珍等，２０１６）．岩体首先在冷流体入口
处出现温降，冷却区域呈三角形向外扩散，温降沿流体流动
方向扩散速度最快．热开采进行５年时，ｚ方向扩散至１４０ ｍ
和－ ２０ ｍ，ｘ方向已出现热穿透．随着热开采进行，ｚ方向不
断向上和向下扩散，温降区域逐渐扩大，岩体整体温度水平
逐渐下降．热开采５０年时，热储层内热量均得到不同程度的
开采，其中少部分区域温度仍高于１５０ ℃，流体产出温度为
１９７ ℃，仍能满足ＥＧＳ经济性开采指标，热储层寿命大于
５０年．

热储层的产出温度和电功率随时间变化曲线如图４，由
图可见在热开采前２０年，产出温度维持在２１０ ℃，随着热开
采进行产出温度出现降低，在热开采进行５０年时产出温度
降至１９７ ℃，温降幅度为６． ２％ ．电功率在热开采前２０年可
保持７． ６ ＭＷ，随着热开采的进行有所降低，热开采进行５０
年时电功率仍可达６． ６７ ＭＷ，产出温度和产能均符合ＥＧＳ
商业开发的要求．沙漠峰２号（Ｄｅｓｅｒｔ Ｐｅａｋ ２）双循环地热发
电站在２００６年第四季度开始运行，其净发电量约为７ ～
１３ ＭＷ（Ｃｈａｂｏ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Ｃｈａｂｏｒａ ａｎｄ Ｚｅｍａｃｈ，２０１３），模
型模拟所得的电功率为７． ６ ＭＷ，与电站的净发电量基本吻
合，间接验证了模型模拟结果的可靠性．
４． １　 换热单元体厚度对采热的影响

热储层的激发程度决定了热储层内裂隙网络的展布特
征、疏密程度（Ｋｅ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Ｎｏｖａｋｏｗｓｋ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
Ｔｅ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Ｋａｌｉｎｉ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由此决定了流体
与岩体的接触面积，因此热储层的激发程度直接影响热流体
的采出温度，热储层的产热效率及储层寿命．在垂直单裂隙
模型中仅有一条裂隙，且假设岩体边界为无穷远，因此无法
体现热储层激发程度对热开采的影响．在本模型中热储激发
程度越高，则表现为热储层内裂隙数目越多，换热单元体厚
度越小，裂隙宽度越大．本节假设裂隙宽度均为１０ ｃｍ，换热
单元体厚度分别选取２０ ｍ，１００ ｍ和２００ ｍ（Ｍéｇｅｌ ａｎｄ
Ｒｙｂａｃｈ，２０００；Ｆｏｘ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对应的产出温度曲线如图５所示．由图可见，当换热
单元体厚度Ｄ为２０ ｍ，热开采进行５０年间采热温度可基本
维持不变，仅在热开采后期出现小幅降低，热开采进行５０年
时，产出温度为２０８ ℃ ．随着岩体厚度的增加裂隙数目减少，
热采出温度不断下降，这是由于裂隙数目减少，单个裂隙内

流体流速增加，对流换热作用增强，裂隙宽度相等则流量增
大，相同时间内采出的热量增多，温度下降加快．当Ｄ为
２００ ｍ时，采出温度迅速下降，相同流量下的采热寿命不足
２０年．

热开采进行２０年时换热单元体内的温度分布如图６，由
图可见，当Ｄ ＝ ２０ ｍ时，热开采进行２０年时，采出温度仍维
持岩体的初始温度，纵向影响区仅２００ ｍ．当Ｄ ＝ ４０ ｍ时，热
采出温度也基本为岩体初始温度，而换热单元体内一半区域
的热量得到不同程度的热开采．当换热单元体继续增厚，冷
却区域所占的比例下降，当Ｄ ＝ ２００ ｍ时，热开采进行２０年
时，换热单元体内仅１ ／ ２的热量得到不同程度的热开采，而
热采出温度已降至约１５４． ９ ℃ ．由图５和图６可以发现热储
层激发程度低，将导致单条裂隙内流量大，近裂隙区温度降
低迅速，但换热单元体芯部的热能无法得到开采，不利于热
开采长期高效稳定进行．热储层激发程度高，单条裂隙内流
速低流量小，冷流体与热岩体换热充分，可使流体产出温度
长期保持较高水平．

此外，由图６可注意到当换热单元体厚度较小时，相同
的采热时间下伏层围岩体内的热量可得到较大程度的开采．
下伏层围岩体是未被激发的高温岩体，内部没有联通的裂隙
网络，渗透率低，其热开采难度大，而热储激发程度较高时，
低流速的冷流体可对下伏层围岩体实施较深入的热开采，因
此热储层激发程度高有利于下伏层围岩体的热开采．
４． ２　 裂隙宽度对采热的影响

裂隙是在热储层激发过程中的水力压裂或化学激发作
用下形成的，裂隙宽度取决于岩体的性质、储层激发技术和
水力循环测试过程中的裂隙发育，裂隙宽度体现了热储层激
发程度（Ｋｅ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Ｓｈａｉ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胡剑等，
２０１４ａ）．同时，裂隙宽度与水流阻抗、短路循环、产热效率及
储层寿命等问题紧密相关．在垂直单裂隙模型研究中发现，
当水流速率等条件一定时，裂隙宽度与岩体温度下降呈正相
关．而地热田的运行往往是采取控制总流量的方式，在冷流
体总流量一定的情况下，裂隙宽度决定了裂隙中流体流速及
与岩体的对流换热强度，同时还决定了将流体加热至特定温
度所需的时间、热量及裂隙的长度．

图７显示了总流量一定时裂隙宽度对流体产出温度的
影响，其中流量为１００ ｋｇ ／ ｓ，换热单元体厚度为４０ ｍ．相对于
参考条件将裂隙宽度分别调整至０． ４倍、０． ６倍和２倍
（Ｇｅｎ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郭剑等，２０１４），其他条件不变．由图可
见，随裂隙宽度减小，流体采出温度略有上升，但影响不大．
ＥＧＳ热流耦合垂直单裂隙模型研究表明，裂隙宽度和裂隙流
体速度在一定范围内对采出温度表现为负效应，且对水岩温
度场具有完全一致的影响效果．平行多裂隙模型中换热单元
体厚度一定时，热储层内的裂隙数目也一定，那么单条裂隙
中的流体流量一定，裂隙宽度与流速成反比，二者变化引起
的水岩温度场的正负效应基本相互抵消，因此裂隙宽度对采
出温度影响不大．
４． ３　 流体流量对采热的影响

热岩体与裂隙流体之间的热量传输主要通过对流换热
实现，热交换速率取决于水岩之间的温差及对流换热系数．
流体与岩体温差越大，热传递效率越高．从理论上分析，在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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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引入围岩的ＥＧＳ平行多裂隙概念模型． δ和Ｌ分别为裂隙宽度和长度、Ｄ为换热单元体厚度、Ｈ为上覆层
和下伏层围岩体的厚度、Ｔｒ０为热储层及围岩体的初始温度、Ｔｆ ０和ｕｆ分别为冷流体注入温度和流速

Ｆｉｇ． ２　 ＥＧＳ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 δ ａｎｄ 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ｎｏｔｅ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ＴＵ，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Ｔｒ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Ｔｆ ０ ａｎｄ ｕｆ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ｌｅｔ ｆｌｕｉｄ

图４　 产出温度和电功率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 ４　 Ｏｕｔｌｅ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ｈｅａ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图５　 换热单元体厚度对产出温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ＴＵ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ｅ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７　 裂隙宽度对采出温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ｅ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８　 流体流量对产出温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ｆｌｏｗ ｏ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ｅ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隙宽度与裂隙数目一定时，单条裂隙中的流体流速正比于进
入热储层的流体通量．流量越大流体流速越快，流体与岩体
接触时间越短，可能致使流体尚未被充分加热就已流出热储
层，使得裂隙流体产出温度较低．

图８所示为流量对流体产出温度的影响，其中换热单元
体厚度为４０ ｍ．分别在参考模型的基础上将流量变为其
０ ５、１． ５和２倍，其他条件不变．当流量为０． ５倍时，即
５０ ｋｇ ／ ｓ时，热开采５０年间产出温度可稳定保持２１０ ℃不下

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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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美国沙漠峰ＥＧＳ热开采过程岩体温度场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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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沙漠峰ＤＰ ２３１井岩层分布及测温曲线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ａｉ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构造：１特拉基＋沙漠峰；２Ｃｈｌｏｒｏｐａｇｕｓ组；３流纹岩层；
４ｐＴ１变质沉积物层；５ｐＴ２石英二长闪长岩；６ｐＴ２变质沉
积岩；７ｐＴ２角闪石花岗闪长岩；８二云母花岗闪长岩．

Ｆｉｇ． １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ｈｏｌ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ｗｅｌｌ ＤＰ ２３１（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Ｔａｉ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１Ｔｒｕｃｋｅｅ ＋ Ｄｅｓｅｒｔ Ｐｅａｋ；２Ｃｈｌｏｒｏｐａｇｕ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Ｒｈｙｏｌｉｔｅ Ｕｎｉｔ；４ｐＴ１ Ｍｅｔ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５Ｑｕａｒｔｚ Ｍｏｎｚｏｄｉｏｒｉｔｅ
（ｐＴ２）；６ｐＴ２ Ｍｅｔ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７Ｈｏｒｎｂｌｅｎｄｅ Ｄｉｏｒｉｔｅ （ｐＴ２）；

８ＴｗｏＭｉｃａ 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

图６　 热开采进行２０年时换热单元体内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６　 Ｒｏｃｋ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ｃｋ

ＨＴＵ ａｆｔｅｒ 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ｈｅａ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降，产电功率可稳定保持３． ８ ＭＷ．当流量增加时，产出温度
将较早出现温降，且温降幅度随流量的增大而增大，当流量
为２００ ｋｇ ／ ｓ时，热储层的寿命仅为约２２年．以上分析可以看
出热储激发程度一定时，流体流量决定了单条裂隙内的流
速，流体流量与产出温度和热储寿命呈负相关．极端情况下，
流体流量极大、裂隙数目极少或某条裂隙通道极宽时，将导
致裂隙中流体流速极快，裂隙流体产出温度变化不大，接近
注入温度，即出现了“短路”，这是ＥＧＳ热开采过程中需要严
格避免的情况．
５　 讨　 论

本文构建了引入围岩的深层热储层平行多裂隙概念模
型，通过模拟计算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和优越性，但模型仍
存在不完善之处．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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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ＥＧＳ运行过程中，地下热储层中存在着复杂的
热流力化（ｔｈｅｒｍ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ＨＭＣ）
多场耦合效应．这些效应对于热开采过程有着不同程度的影
响，共同决定了热开采效果．其中流体的流动热交换（ＴＨ）过
程是地热开采的核心，为简化研究，本模型中仅考虑了热－
流耦合效应，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综合考虑ＴＨＭＣ多场耦合
作用对ＥＧＳ热开采的影响．

其次，模型忽略了上覆层及下伏层围岩体与热储层界面
处裂隙内流体流动，用岩体的导热代替了界面间流体的对流
换热，在实际热开采过程中围岩体受影响的岩层厚度将更
厚，且由于流体流动的方向性换热单元体内的温度场分布也
将不完全对称．但本模型引入围岩体的影响，得到的结果比
仅考虑热储层裂隙体系的结果更合理．另外，上文指出对于
激发程度低的热储层，其产出温度低，热采率低，岩体芯部热
量难以得到开采，热储层寿命短，此时对于储层热恢复过程
的研究十分必要．而围岩体对热储层整体温度场的热恢复起
着重要作用，因此引入围岩的平行多裂隙模型对后续储层热
恢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本文所构建的平行多裂隙模型假设储层均匀激
发，裂隙宽度和换热单元体厚度均一，流量在储层中可平均
分配至各裂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在实际热储层中，裂隙的
展布复杂且无规则，裂隙长度、宽度、展布方向及换热单元体
厚度等均呈现不均匀性，因此实际储层裂隙网络中会出现优
势流动，流体实际产出温度必将低于模型的模拟结果．对于
储层中裂隙展布的不均匀性对热开采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通过查阅资料和实验相结合的方式，将储层的激发方
式与对应的裂隙展布特征建立联系，再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
研究裂隙展布的不均匀性对ＥＧＳ采热过程的影响．

最后，由于热储层的激发程度及生产井参数数据缺乏，
本文对美国沙漠峰地热田进行的地热开采数值模拟的结果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本文选取的热储层温度是实测得到
的，为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其他参数的选取参考
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实地场地数据，可靠性也得到一
定程度的保证．当储层的地质资料得到进一步完善，热储激
发程度得到更精确的预测时，可调整模型参数得到更精确的
模拟结果，为ＥＧＳ地热田热储层的开发设计、热开采过程的
产能评价、热储层寿命的预测及注采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
依据．
６　 结　 论

本文基于美国沙漠峰地热田地质背景，构建了引入围岩
的ＥＧＳ平行多裂隙概念模型对热开采过程进行数值模拟研
究．结果表明：采用引入围岩的平行多裂隙模型开采沙漠峰
ＤＰ２３１井激发的８００ ｍ × ８００ ｍ × ５００ ｍ的热储层是可行的，
系统的循环流量为１００ ｋｇ ／ ｓ，换热单元体厚度为４０ ｍ时，热
开采的前２０年，产出温度可维持在２１０ ℃，５０年内产出温度
仅下降６． ２％，电功率始终高于６． ６ ＭＷ，符合ＥＧＳ商业开发
的产能要求．研究还表明，热储层激发程度越高，换热单元体
厚度越小，则产出温度越高，热储寿命越长，且对下伏层围岩
有较好的热开采效果，而裂隙宽度对产出温度影响不大．流
体流量与产出温度及热储寿命呈负相关，为保证ＥＧＳ长期

高效稳定运行，流体流量不宜过大．当流量为５０ ｋｇ ／ ｓ时，产
出温度稳定在２１０ ℃，电功率保持３． ８ ＭＷ，产能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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