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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地、

月 % 7I"" 2 回灌分析
哈尔滨工业大学 倪 龙☆ 马最良

    摘要 推导了地下水地源热泵地下水渗流理论降深解，分析了无堵塞和考虑堵塞时地下

水地源热泵异井回灌和同井回灌状况。无堵塞各向异性均质含水层中地下水地源热泵的灌压

随着水平渗透系数的减小而急剧增加，渗透系数大小是回灌难易程度的决定因素。抽灌同井

抗堵塞能力优于完整井和非完整井。水井堵塞显著增加地下水地源热泵的灌压，回扬对于减

小系统灌压大有益处，尤其是对于回灌困难的系统。无论有无堵塞，对于同一含水层如果采用

传统的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从回灌效果来说均应优先考虑采用完整井的地下水地源热

泵。

    关键词 地下水地源热泵 异井回灌 同井回灌 堵塞 回扬’

Analysis of injection for groundwater
      source heat pump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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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Deduces drawdown equations of groundwater seepage for the system. Analyses the respective

injection condition of the system operating with pumping and recharging in different wells and in the same

well. The injection pressure increases remarkably with decrease of the horizontal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in

homogeneous anisotropy aquifer without clogging.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is the key point to injection. The

contra-clogging ability of the pumping and recharging well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fully and partially

penetrating wells. Clogging remarkably increases the injection pressure. Periodic backwashing is useful in

reducing the injection pressure, especially to the system with difficult injection. Whether clogging or not,

from point of view of injection, the system with fully penetrating wells should be adopted firstly if the

conventional system with pumping and recharging in different wells is applied in the same aquifer.

    Keywords  groundwater heat pump, pumping and recharging in different wells, pumping and recha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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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China

0 引言

    地下水地源热泵应用于工程实际已有50多年

的历史C1-21，在50多年中，它的取热和回灌方式发
生着变化。按回灌方式可把地下水地源热泵分为

三类:直流式地下水地源热泵，异井回灌地下水地

源热泵 GWHPPRDW (groundwater heat pump

with pumping and recharging in different wells)和

同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GWHPPRSW (ground-
water heat pump with pumping and recharging in

the same well)。直流式地下水地源热泵没有回灌
井，只有抽水井，取热后的地下水直接排人地面水

体。这种地下水地源热泵一般应用在地下水能及

时通过河流人渗补给的地方。但如果补给不及时、

不充分就会严重破坏当地地下水资源，因此现在已

较少使用。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抽水井与回

灌井分开设置。对于抽水井和回灌井处于同一含

水层，回灌良好的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从地

下水资源的角度来说，只是利用了地下水的低位热

能，而没有破坏可开采的地下水量。因此，这种地

下水地源热泵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1,31，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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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热泵工程项目中，这种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

的应用已相当多[4[，科研人员和业主也较为熟悉。

抽水井与回灌井均装有潜水泵，且两井中的泵可以

交换使用的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也称为深井

蓄热型地下水地源热泵，-s7。同井回灌地下水地源

热泵是国内近几年提出的一种新型地下水地源热

泵，该热泵抽水井与回灌井集成在同一口井中，通

过隔板把井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低压(吸水)区，

另一部分是高压(回水)区。当潜水泵运行时，地下

水从低压区被抽至井口换热器中，与热泵换热，再

由同井返回到回水区与含水层换热，使抽水和回灌

在含水层同一径向位置不同深度处同时发生。同

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较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

泵占用更少的场地，减少水井数量，节省初投资。

这种新型的地下水地源热泵在北京等地已有很多

个工程实例。

    地下水地源热泵的大量应用暴露出了很多的

问题C7-a7，最为典型的是回灌并失效，-10j，回灌井堵

塞和溢出是大多数地下水地源热泵都会出现的问

题[7-81。回灌经验表明，真空回灌时，对于第四纪松

散沉积层来说，颗粒细的含水层单位回灌量一般为

单位开采量的(1/3)一(1/2)，而颗粒粗的含水层则

为(1/2)一(2/3)[”一‘z]。回灌井堵塞的原因大致可

以归纳为6种:悬浮物堵塞、微生物的生长、化学沉

淀、气泡阻塞、勃粒膨胀和扩散、含水层细颗粒重

组[131。回灌效果是使用地下水地源热泵普遍关注

的问题，也是制约地下水地源热泵应用的一个瓶

颈。本文推导了地下水地源热泵异井回灌和同并

回灌的理论降深解，通过理论降深解分析了无堵塞

和考虑堵塞时地下水地源热泵异井回灌和同井回

灌的回灌状况。

1 地下水地源热泵的理论降深解

    降深是地下水动力学的一个基本术语。它表

明地下水动水头偏离初始水头的大小，地下水动水

头低于初始水头为正值，高于初始水头为负值。因

此，通常抽水时含水层地下水的降深为正值，回灌

时地下水的降深为负值。在井边界上降深的绝对

值大小表示了抽水和回灌的难易程度。在讨论回

灌时，为了形象地说明问题，总是给降深加上绝对

值，称为灌压。根据降深和含水层渗透系数由

Darcy定律即可计算出地下水的渗透速度。

1.1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理论降深解

    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根据水井的完整度

可以分成完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和非完

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完整井是指井的

过滤器贯穿整个含水层。井的完整程度采用完整

度来衡量，其定义为

(1)

式中 Bsc为井的完整度;b,为井过滤器的长度，m;

B为含水层的厚度，m。根据定义，o,'=1为完整

井，o<0,,<1为非完整井。
    图1为完整度为兔的单井，图中b:为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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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缘距含水层底板距离，m; b:为过滤网上缘距含

水层顶板距离，m; r,,为井的半径，m;Qw为井的流

量，抽水为正值，回灌为负值，m3/s。其理论降深

解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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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理论降深，m; K,为r方向渗透系数主

值，m/s; r, z为柱坐标的两个分量;W(u,劝为第一

类越流系统的定流量井函数，W(u，二)一丁二exp

〔一y一二2/(oy)]dy/y

水头扩散系数，耐/s,a,

;u,=rz/(4a,t)，其中，ar为

=K./S,,S。为单位储水系

数，M -1;11B。为越流补给系数，尽=Kr/V'，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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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丫灭肠丽刃开,K飞为弱透水层的垂向渗透系数，

m/s, B为弱透水层的厚度，m;02=b2/B;6z=1一

6z，其中，6z = z/B; r=二、IKK二丁灭丁，这里K二为z方

向渗透系数主值，m/so

    式(2)解的形式包括了完整井与非完整井、有

无越流4种情况。完整井时，6s,=1162=0，式(2)

右边级数的值为0，水流变为一维，只与r有关，此

时即变为越流系统中的单承压完整井流，如果还有

1/B,= 0，则变为地下水动力学中广为应用的

Theis解，其中W(u)称为Theis井函数。解的级

数部分可以称之为非完整井的附加降深。

    理论上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引起的地下

水渗流可以看作是一相距

为D的抽水井和回灌井运

行引起的地下水渗流的叠

加，如图2所示。这里仅考

虑相同含水层中具有相同

井结构参数b., b2 I r.的两

                      P

r,
  I           D }

图2 异井回灌地下

水地源热泵示意图

井，由此可以得到尸点的降深方程

          Sp=s1 (r1，z, t)+S2 (r2，z, t)       (3)

其中、1(11z9t),S2(r2,z1t)均由式(2)确定。特别

地，在井边界上

        Sw=fs1 (D, z, t)+S2 (rw，z, t) 1     (4)

式中 、w为灌压，m; D为井间距，m，假设井间距

D>> rw。

    对于完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地下水

流是一维的，Sp与z无关。对于非完整井异井回

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地下水流是二维的，且在井壁

上水头应该是相等的，但由于采用了渗透流速沿着

过滤网均匀分布的假设，井壁上各处降深的计算结

果并不相等[[141，这里采用积分平均法处理成平均

降深。

1.2 同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理论降深解

    同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地下水渗流理论降

深解也可由式(2)叠加获得，其详细的分析过程见

文献[15]，这里仅给出结果，如式(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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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s,为抽水过滤网长度，m; b,为抽水过滤网下

缘距含水层底板距离，m;b。为抽回水过滤网间距，

m;b二为回水过滤网长度，mo
2 无堵塞时地下水地源热泵回灌分析

    无堵塞时，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和单位储水系数

相对于时间是常数。当热泵的抽水流量不随时间

变化时，异井回灌和同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引起

的地下水渗流在较短时间之后达到稳定状态，地下

水的降深不随时间变化。因此无堵塞时的回灌分

析数据均采用稳态值。这里对4类热泵作分析。

    1)同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记为SW;

    2)非完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与SW

具有相同的含水层厚度，相同的过滤器长度(bsc _

bs2)和b2，记为PW;

    3)完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与SW

具有相同的含水层厚度，记为FWST;

    4)完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与SW

具有相同的过滤器长度，也即在这种情况下的含水

层厚度为B =b,2，记为FWSS. FWSS与FWST

相比，虽都为完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但

含水层厚度不同。

2.1 计算条件

    计算条件包括含水层参数和水井参数。含水

层参数包括渗透系数、单位储水系数、含水层厚度、

越流性等。为了说明问题，本文仅取几种典型的含

水层作为算例。文献中给出的含水层渗透系数多

为宽泛的范围，在使用时取它们的平均值作为典型

值。含水层渗透系数的典型值见表护6j。各向异
性含水层，渗透系数比rK = K, /K二的范围通常为

2-100，承压含水层单位储水系数为 So = 10-s

M-1巨161。

        表1 含水层水平渗透系数典型值 10-̂  m/s

          细砂 粗砂 细砾石 粗砾石 砂砾 沙丘砂 砂岩石灰岩

水平渗透 7.3   19    73     26    12   0.94 0.12   47
  系数

    以下讨论中如无特殊说明，计算参数为细砂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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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给出了细砂含水层不同渗透系数比时4

类热泵的灌压和相对于 SW灌压增加的百分比。

次
\五
佘
冲
口只
势
幸价小
套
年

n
曰

创

门
户

门

0
乃

6

d

n乙

0

三
\
进
恻

水层，B=30 m,rK=10，无越流，b1=1.5 m，抽水

滤网b51= 9. 0 m，抽、回水滤网间隔bo = 7. 5 m，回

水滤网兔=10. 5 m，井半径r�,=0. 1 m，异井回灌

地下水地源热泵抽水井、回灌井间距D=100 m,

抽水流量Q,=50 M3 /h.

2.2 不同渗透系数

    图3给出了不同渗透系数时4类热泵灌压和

相对于SW灌压增加百分比(增加为正值，减小为

负值，下同)。由图3可以看出，灌压随着水平渗透

一一一-I;--一一一一一一，- 1卜勺

                  渗透系数比

                图例同图3

图4 不同渗透系数比时的灌压和增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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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渗透系数时的灌压和增加百分比

系数的减小而增加，并且变化剧烈。灌压基本与水

平渗透系数呈双对数分布。当水平渗透系数较小

时，灌压对水平渗透系数的变化更为敏感。对于砂

岩含水层(水平渗透系数0. 12X10-" m/s),4类热

泵的灌压分别为95 m,100 m,43 m和123 m，这对

于回灌来说是困难的，因此，渗透系数是回灌难易

程度的决定因素。对于渗透性能不好的含水层中

的回灌井，更应该注意回水不能对含水层渗透系数

产生影响，要注意避免回灌井的堵塞，否则会显著

增加系统的灌压，加大井水循环泵能耗，甚至会使

回灌井失效。从图3还可以看出，在不同渗透系数

下，PW的灌压均较SW约大6% o FWSS的灌压

较SW大30%。这说明同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

比相同过滤器长度的完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

热泵能更有效地减小灌压。FWST的灌压仅为

PW灌压的43%，这说明在同一含水层中，如果经

济允许应尽量采用完整井，这样可以很大程度地减

小灌压，有利于回灌和节能。

2.3 不同渗透系数比

    完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地下水的运

动是一维的(沿r方向)，因此，其地下水的渗流与

渗透系数比无关;而非完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

热泵和同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地下水的渗流与

渗透系数比有关。

SW和PW的灌压随着渗透系数比的增加而呈对

数增长。FWST的灌压比SW小，且随着渗透系

数比的增加，其减小的百分比加大，渗透系数比由

1增加到100时，FWST灌压较SW减小的百分比

由42%增加到62%，这也表明在相同含水层中，增

加过滤器长度是减小灌压的有效措施之一。

FWSS的灌压较SW大很多，尤其是对于较小的渗

透系数比，当渗透系数比为1时，FWSS的灌压较

SW大65%，随着渗透系数的增加，这种差别在缩

小，当渗透系数比达到100时，这种差别仅为7%0

渗透系数比较小时，PW的灌压较SW大较多，当

渗透系数比为1时，PW的灌压较SW大17.5%,

而当渗透系数比达到40左右时，PW与SW的灌

压几乎相等。当渗透系数比再加大，PW的灌压反

而较SW小，当渗透系数比为100时，PW的灌压

较SW的灌压小3%。这是因为当渗透系数比较

大时，竖向的渗透系数与横向渗透系数相比很小，

水流基本上为水平径向流动。对于同井回灌地下

水地源热泵水流从井的回灌部分竖直渗透到井的

抽水部分的量很小，而非完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

源热泵水流从回灌井水平渗透到抽水井的量相对

较大。

2.4 不同井间距

    图5给出了细砂含水层中异井回灌地下水地

源热泵不同井间距D时的灌压和相对于SW灌压

增加的百分比。同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不存在

井间距的问题，可以认为其灌压不随井间距的变化

而变化。从图5可以看出，随着井间距的加大，

PW, FWST, FWSS的灌压均有所增大，但基本呈

缓慢的线性变化。井间距为150 m时PW的灌压

较井间距为50 m时的灌压增加了8.4%，而井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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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井间距时的灌压和增加百分比

距从50 m变到150 m时，FWST和FWSS的灌压

均增加18%。这表明井间距的增加会影响异井回

灌地下水地源热泵的灌压。因此，设计中应综合考

虑灌压大小和热贯通程度选择井间距。PW 和

FWSS的灌压较SW大，FWST的灌压较SW小。

当井间距从50 m变化到150 m时，PW较SW的

灌压增加百分比从0.4%变为8. 8 % ; FWSS的灌
压较SW灌压增加百分比由17%变化到38%，变

化很显著;而FWST的灌压较SW灌压减小的百

分比由59%下降为52%。从FWST和FWSS的

比较可知，含水层的厚度是影响完整井异井回灌地

下水地源热泵灌压的重要因素。

3 堵塞时地下水地源热泵回灌分析

    地下水井使用时，经常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堵

塞。堵塞会减小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导致出水量减

小和回灌困难。

3.1考虑堵塞时渗透系数模型

    堵塞时渗透系数会减小，一般来说渗透系数应

是时间和空间的函数。但理论分析渗透系数减小

模型很困难，一般是先给出衰减的指数模型(时间、

空间或同时包含时间和空间的模型)，然后通过回

灌试验来拟合模型中的参数。作为一般性的分析，

本文采用天津市地热单井回灌试验给出的渗透系

数衰减模型巨17-181，该模型只考虑了渗透系数变化

的时间效应，且含水层各向同性。本文在该模型的

基础上考虑回扬，对模型稍作改变。天津市地热单

井回灌试验位于第三系馆陶组热储层中，该热储层

为河流相碎屑沉积岩，呈粗一细一粗完整的沉积旋

回，即底部为砂砾岩段，中部泥岩段和上部砂岩段。

该热储层厚76 m，单位储水系数为9.81 X 10-5
rri 1，井半径为0. 1 m.

    文献[17-18〕给出的渗透系数衰减方程为

                  K=K, e a' (7)

式中 K为考虑堵塞时的渗透系数，m/s; K。为含

水层初始渗透系数，其值为1. 86 X 10-5 m/s;。为

衰减系数，其值为0. 007 h-1 ; t为时间，ho
    在式(7)的基础上引人回扬，考虑回扬对于渗

透系数的改善，认为回扬结束后渗透系数恢复到

Ko，且回扬持续的时间很短，可以不考虑回扬持续

的时间。模型如下:

      K=K0eac̀--'a'   nta镇t<(n+1) ta  (8)

式中 t。为回扬的时间间隔，取24 h; n为回扬周

期的个数，取自然数。

    由于渗透系数随时间变化，获得解析解很困

难，可以采用数值求解。

3.2 堵塞的影响

    堵塞导致抽水和回灌的困难，表现在对于相同

流量的抽水或回灌，降深绝对值增加。图6给出了

堵塞(无回扬)对同井回灌时含水层中某点降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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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井l
完整井2

图6 堵塞对含水层中某点降深的影响

影响。计算条件为:rK=1,Qw=20 m3/h, r,,=0. 1

m，无越流;研究抽灌同井和非完整井:=4. 85 m,

z=50 m处的降深(绝对值)，完整井:=4.85 m处

的降深(绝对值)。抽灌同井:0, =0. 05,0,, =0. 30,

60=0.25,6,=0.35,62=0.05,B=76 m;非完整

井:61=0.60,65=0.35,62=0.05,B=76 m;完整

井1:B=76 m;完整井2:B=76 mX0.35=26.6

n〕0

    由图6可知水井堵塞对降深的影响很大。在

水井运行96 h时，抽灌同井由于堵塞使其降深较

无堵塞时增加了95%，完整井 1和完整井2增加

了74%，非完整井增加了120%。从计算点的降深

值看，堵塞对于非完整井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随

着运行时间的加长，这种影响基本上是与时间成正

比关系。从无堵塞时4类井的比较可以看出，抽灌

同井计算点的降深很快达到稳定，而其余3类井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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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有无堵塞，对于同一含水层如果采用传统

的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从回灌效果来说均应

优先考虑采用完整井的地下水地源热泵。

3.3 回扬的影响

    图8给出了水井堵塞时回扬对灌压的影响，计

算条件与图7相同。由图8可以看出，回扬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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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点降深却一直在上升，不可能达到稳定，尤其是

对于较薄的含水层，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因此，即

使刚开始时，完整井1中计算点的降深比抽灌同井

小39%，在运行16 h后其降深值基本相等，而在

96 h后，完整井1降深反而较抽灌同井大26%

抽灌同井计算点的降深均小于非完整井和完整井

2，由刚开始小3%和75%增加到96 h时的68%和

260%。从有堵塞时4类井的比较可以看出，抽灌

同井计算点的降深较非完整井和完整井2要小，并

且这种差别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加大，由刚开始的

37%和74%增加到96 h时的89%和220%，也即

是说抽灌同井抗堵塞的能力要强于非完整井和完

整井2。而完整井1计算点的降深由刚开始时较

抽灌同井小39%，到20 h时基本相等，到96 h时

反而较抽灌同井大 12%。这充分说明，随着运行

时间的推移，抽灌同井抗堵塞的能力要强于完整井

1。再从96 h期间4类井的计算点降深变化率看，
水井运行96 h后，抽灌同井降深增加了124%，而

非完整井增加了208%，完整井1和完整井2均增

加了311 。这也表明抽灌同井抗堵塞能力优于
完整井和非完整井。

    图7给出了堵塞(无回扬)对4类热泵灌压的

影响。对于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取井间距

有回扬
无回扬

，山-- SW  -*-- PW -.卜.FWST  --v- FWSS

-A- SW -0- PW -13- FWST - 7 FWSS

图8 回扬对4类热泵灌压的影响

已
\国
矍

有堵塞
无堵塞

，山- SW

，心尸 SW

  时间/h

-.- PW t FWST

-o- PW   --r3-- FWST

‘，一 FWSS

- - FWSS

图7 堵塞对于热泵灌压的影响

D=100 m，其余计算条件均与图6相同。由图可

见，堵塞导致4类热泵灌压增加，并且这种增加对

于稍长的时间是线性的。热泵运行 96 h后，SW

的灌压增加了8.6 m, PW的灌压增加了9.8 m，而

FWST和FWSS的灌压分别增加了4.6 m和13.1

m。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SW 的回灌效果好于

PW和FWSS。热泵运行96 h后SW的灌压相对

于PW小3.7 m，而相对于FWSS小12.6 m，效果

更为明显。

渗透系数的恢复，热泵灌压得到有效的降低。热泵

运行96 h后，SW 的灌压相对于无回扬降低了

49%,PW降低了45 % ,FWST和FWSS均降低了

42%。对于SW，由于其稳定的时间很短，因此，在

每个回扬周期内灌压一致，而对于PW, FWST和
FWSS，由于其稳定的时间较长，在图示的4个周

期内灌压有一定的阶梯上升。热泵运行96 h后，

有回扬时灌压相对于无回扬时灌压的降低值:SW

为8.5 m, PW 为 9. 6 m, FWST为 4. 4 m, FWSS

为12.5 m。因此越是回灌困难的热泵系统，回扬

作用越大。

4 结论

4.1根据回灌井方式把地下水地源热泵分为直流

式地下水地源热泵、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和同

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并给出了地下水地源热泵

地下水渗流的理论降深解。

4.2 分析了无堵塞时各向异性均质含水层中异井

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和同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

的回灌效果。地下水地源热泵的灌压随着水平渗

透系数的减小而急剧增加，基本上与水平渗透系数

呈双对数分布，渗透系数大小是回灌难易程度的决

定因素。对于渗透系数比为10的含水层，非完整

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的灌压较同井回灌地

下水地源热泵略大;具有相同回水过滤器长度的完

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的灌压较同井回灌

地下水地源热泵大很多;而具有相同含水层厚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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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的灌压较同井回

灌地下水地源热泵的灌压小很多。非完整井异井

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和同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

的灌压随着渗透系数比的增加呈对数增长，但非完

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的增长速度小于同

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的增长速度。异井回灌地

下水地源热泵的灌压随着井间距的增加而增大，但

变化缓慢。

4.3 在水井堵塞实例的基础上，考察了水井堵塞

对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和同井回灌地下水地

源热泵的影响。抽灌同井的抗堵塞能力优于完整

井和非完整井。热源井堵塞显著增加地下水地源

热泵的灌压，回扬对于减小系统灌压大有益处，尤

其是对于回灌困难的系统。

4.4 无论有无堵塞，对于同一含水层如果采用传

统的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从回灌效果来说均

应优先考虑采用完整井的地下水地源热泵。同一

含水层中，完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的灌压

较非完整井异井回灌地下水地源热泵小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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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将增加。若能实现冷热联供，则水源热泵的综

合投资相对较少。

    钢铁企业利用冷却水水源热泵供热是可行的，

但要根据当地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包括环保、能源

政策，发展规模，供热远近，供热用户情况，煤、电供

应情况，以及投资的利益等，当钢铁企业有余热可

利用时，首先要考虑利用余热，然后再考虑水源热

泵或结合在一起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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