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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许多地方都面临着季节性或长期的淡水供需不平衡的局

面。人们越来越希望地下水资源能够在缓解淡水供需矛盾上发挥更

加重要的作用。为帮助管理、维持人类可依赖的地下水供应，资源

管理者们正在将目光转向先进的地球物理测井技术（大多数此类技

术源自油田应用），使其与创新型井下监测和取样技术相结合来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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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地下储气库更多的信息，请参见：Brown
K，Chandler KW，Hopper JM，Thronson L，
Hawkins J，Manai T，Onderka V，Wallbrecht J 和
Zangl G：“智能井技术在地下储气库中的应

用”，《油田新技术》，20卷，第 1 期（2008 年
春季刊）：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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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源。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淡水供应来自雨水、雪融化水或地下温泉，其
实水资源管理机构为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需
要多种供水渠道。

考虑到我们地球上水资源的平衡情

况，令人吃惊的是我们一直拥有足够的

饮用水资源。虽然地球素有“水星球”之

称，但大部分水是无法饮用的。我们知

道地表 70%被水覆盖，其中 97.4%的水

属于咸水，只有大约 2.6%的水是淡水。

而大部分淡水储藏在冰帽或冰川里，无

法获取，其余很大一部分则属于地下

水。

多数情况下，水不会直接来到我们

身边－我们要么去取水，要么想办法将

水引至水龙头。目前世界上大约60%的

人居住在沿海地区，并且这一比例还在

增长，而居住在内陆的人们也往往都生

活在靠近地表水源的地区，如有河流、

湖泊、泉水的地方。随着人口的不断增

长，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活用水、工业和

农业用水需求不断加大，居住区的水资

源日益枯竭，环境不断恶化，污染越来

越严重。人口、基础设施、环境污染和

干旱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多，最终影响到

人类对宝贵的水资源的使用和分配。

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将水储存

起来－在水资源丰富时将其存储起来，

等到没水时就可以利用以前储存的水。

但问题是怎样来实现储存水的最大回收

利用呢。地面水库、蓄水池和人工湖都

会因水的自然蒸发而造成水量不断减

少，还可能因为环境污染导致储存的水

不能饮用。地面罐蓄水是一种选择，但

是水在罐里放置一段时间后会因细菌滋

生而变质，而且地面水罐成本较高，结

构上也容易出现缺陷，还容易遭受自然

或人为的破坏。

还有一种办法是在湿季让多余的

水沉积到地下水层中（通常是在地表水

供应大于需求时的冬季），到干季时就

可以汲取使用。这种办法称为地下水库

储水和回抽（ASR），也称为人工补水

（AR），类似于地下储气库，只不过库中

储存的是淡水而不是天然气[1]。和地面

水罐相比，地下蓄水库最显著的优点是

容量大。有些蓄水库容量能达到数十亿

加仑。蓄水层可多年蓄水，既可以防止

水的自然蒸发，也能保证水的质量。在

地面上，可在需要的地方打水井，而且

因为地面井装置占地面积较小，土地

使用费也可以降到最小。通过地下方

式蓄水，可以大大减少建造和维护地

面蓄水池的费用。

地下水库可以通过向下注水的方

式多次充水，充水过程和油田注水相

似，需要通过注水井将水注入地下水

库。如果蓄水层不是封闭的，即没有低

渗透阻隔层，也就是说在地表与自由

地下水位之间没有阻隔层，那么地表

水就可以向下渗流充填蓄水层。在渗

流过程中，浅水池中的水在地表漫延

后，通过水库基底渗流到其下的潜水

面中。有时候，改变河流水流的流向会

延长河道和河床之间的接触时间，这

样水就容易渗流到地下而不是最终汇

入海洋中。　

注入地下或漫到地面的水需要一

定的源头。自然产生的淡水是最佳水

源，但自然产生的淡水资源一般不足

以供常年使用。例如，某些低纬度的赤

道地区冬季比较潮湿，一般降水量都

比较大，但还不足以补偿干旱的夏季

的用水。在纬度稍高的亚热带地区，例

如中东地区，气候非常干燥，雨水根本

不在水资源利用方案之列。这些沙漠地

区的年降雨量非常少，只有几毫米。还

有一些地区，如南加州，可以通过水调

工程引入生活用水，但因为这一方式的

费用高昂而不得不尽量减少水的使用。

水资源管理者往往采用“新水”或

“再利用水”来向蓄水层补水（上图）。在

中东及其他一些地区，通过盐水脱盐得

到新水，即由水资源管理机构对海水或

水井泵出的含盐地下水进行脱盐处理。

为了补充通过管道输往南加州的供水

量，水资源管理机构通过废水再处理、

过滤、净化措施，使其到达饮用水标准，

然后再泵入地下蓄水层保存起来。不同

情况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蓄水层蓄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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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冲区。注入水形成的淡水区周围是一个缓冲区。在缓冲区内，注入水和
原生水在密度和总溶解固体物含量方面的差别趋于消失。

> 收购史。本世纪初，斯伦贝谢开始实施一项旨在提升其水资源管理技术及
能力的计划。

6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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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Water Management Consultants: 

注入水或渗入水会对蓄水层中的原

生水产生影响。新引入的水往往会驱替

原生水，并形成一个淡水区，淡水区周

围是由混合水形成的隔离缓冲区（左

图）。因两种水所含化学物质和溶解性

固体物质不同，混合带内的水密度成渐

变状态。

和地下储气库的管理一样，对地下

储水库的各种情况也要彻底了解，如地

层非均质性、边界条件、地质化学特征、

水力特征和水质。这些指标一般可以通

过水文地质研究、地表地球物理勘探、

钻井和井眼地球物理勘探、蓄水层动态

测试，以及长期对水体进行现场监测和

取样来获得。地下水建模和数值模拟有

助于对蓄水层空间结构形态进行描述、

对水流入和流出速度进行分析及对各种

应力下的系统反应进行预测。

地下水库、产液量、水驱、测井、

液样和计算机模型都并非水利工业专有

的概念。与油气生产和水生产密切相关

的工程、地球物理和地质概念之间有明

显的相似性。实际上，在油气生产史上，

许多油田的产水量是大于油气量的[2]。

借鉴其在石油领域储层和流体测量

及特征描述方面的经验技术，斯伦贝谢

公司也开始关注另外一种资源的开发，

目的是帮助资源管理者更好地评价、监

测、管理地下水资源。通过人才和技术

投资，公司已具备了一整套蓄水层评

价、描述和监测以及地下水管理专有技

术能力（左表）。经过多年的努力，斯

伦贝谢公司已在六个大洲完成了多项旨

在帮助解决未来用水需求的工程。目

前，斯伦贝谢的专家、水文地质师和地

球物理师日常面临的挑战包括ASR、水
资源管理、沿海地区地下水管理、地下

水监测以及矿区及环境敏感地区的用水

方案等。

本文就一些影响饮用水开发的问题

及供水维护技术进行了论述，并通过来

自阿联酋和美国的几个实例介绍了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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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R系统内潜在的流体交互作用。地下水管理者必须确保注入水的化学特
性与蓄水层中水的化学特性相容。否则，就可能出现不利后果，降低整个系
统的水资源回收率。

2. Arnold R，Burnett DB，Elphick J，Feeley TJ III，
Galbrun M，Hightower M，Jiang Z，Khan M，
Lavery M，Luffey F 和 Verbeek P：“水管理－变

废为宝”，《油田新技术》，16 卷，第 2 期
（2004 年夏季刊）：26-41。

3. 喀斯特是碳酸盐岩溶解形成的一种地貌。溶
坑和溶洞等是喀斯特地貌的典型特征。

源管理者所面临的一些独特问题，以及

他们所采取的相应的水资源管理和保护

技术。

蓄水层评估

储层不同，其蓄水层的质量差异较

大。蓄水层质量主要受地质构造的影响

－从浅层的砾石砂岩到深层的裂隙岩石

和溶洞－同时也受水质的影响－从淡水

到微咸水再到盐水[3]。要了解和预测地

下储层的存储和回抽系统的动态变化，

必须对其很多特征进行准确描述。

在进行蓄水层评估时，需要对局部

和区域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和水文

条件进行多维评价。渗滤岩石和储水岩

石都可能对原生地下水的物性产生影

响。水利专家需要对蓄水层周围的盆地

及形成盆地的区域地质构造进行详细的

特征描述，以掌握蓄水及流动机理。另

外，除了要了解原生地下水的化学成

分，还需要对引入水进行分析，并过滤

掉其携带的杂质。

蓄水层管理者必须保证任何引入水

都要达到相关水质标准，所含杂质的浓

度、来源和种类都不能超标。除了来自

农田废弃物、暴雨冲刷物以及来自污水

的生物污染物外，他们还需要对常见的

污染物，如来自化肥残留物的氮化物，

进行过滤。必须对引入水的化学组成成

分进行测定，以确定其性质是否与原生

地下水及蓄水层相容。如不相容，这些

化学物质可能会导致矿物质发生沉淀或

结渣或在其他方面影响蓄水层的储水性

能（右上表）。另一方面，某些反应能够

降低有机物和微生物的含量，从而改善

水质。通过这一方式实现水质的改善被

认为是地下蓄水库的一个天然副产品。

只凭水样所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对蓄

水层储水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因此

高分辨率井筒及地表地球物理勘探在对

蓄水层进行特征描述中正发挥越来越大

的作用。随着人们不断将用于油气开发

4. “地下水水源地”是地下水资源管理专业上一
个常见术语，用来描述某个建有一口以上水
井及附属管道，用于注水、汲水和地下水监

测的地区。

的储层测量和评价技术改造为地下水资

源评价技术，油田评价技术和地下水水

源地评价技术变得越来越相似[4]。从早

期的电缆测井开始，找油活动便已与地

下水探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实际

上，油田岩石物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

立于对含水饱和度（Sw）计算的基础之

上的，计算的根据是自然电位和地层电

阻率电缆测井记录。起初，油田岩石物

理学家要先计算出 Sw 以确定充满水的

岩石孔隙的百分比，然后再根据该百分

比推测出含油气的孔隙百分比。

早些时候，水利工业与石油工业在

测量技术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

种技术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长期以来

水的市场价值相对较低： 只要水价一

直处于低位，且资源丰富，人们就不愿

去投巨资采用高科技手段开发地下水资

源。随着淡水资源越来越稀缺，同时人

们需要寻找其他的水资源来满足日益增

长的用水需求，这种技术差距在不断缩

小。针对某个水源地项目开展一项基本

的井眼地球物理测井作业可能仅需要井

径、自然伽马、电阻率、转子流量计，

或许再加上声波测井也就足够了，这也

是大多数水井测井公司普遍采用的测井

系列。若进行详细的蓄水层特征描述，

则需要更先进的测井系列。斯伦贝谢的

测井仪以前只用于油气开发，而现在也

越来越多地用于地下水层非均质性、水

质和蓄水层水力学评价。

ASR 可行性研究要用到多种资料，

大部分资料可通过地面和井眼地球物理

测量获得，而其余的资料可通过钻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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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水层测井资料。图中剖面是一个在阿联酋常见的非封闭地下蓄水层的

剖面。从图中可以看出，自由地下水位的顶部（蓝线）在导水性较好的不
饱和砂岩层下面。依据泥浆录井岩性（第 3道），该蓄水层被分成三层。第
一层在剖面的最上部，其岩性、孔隙度和渗透率（分别位于第 3，4和 5道）

表现出最佳组合特征。在第二层中，各种属性有所下降。第三层属于粘土
基底之上的一个过渡层，具有一定的孔隙度但渗透率较低。在这一层，蓄
水层的底部发生了显著的相变。第三层下面是一个侵蚀接触面，也称为地

层不整合面，是页岩和粘土层的顶部（绿线）。这些低渗透沉积物形成一个
半隔层，从而阻止地下水向附近渗透层渗透。

实际取样获得（左图）。在进行 ASR 可

行性研究时，只了解基本地层特征是远

远不够的，蓄水层管理者还需要收集地

质力学、构造学、地球化学方面的资料

以对蓄水层进行详细的研究。首先要根

据岩性、地层和构造资料建立基础框

架，在此基础上建立地下水流动模型和

溶解物运移模型，然后将从各种信息源

收集来的蓄水层详细信息加载到模型

中。孔隙大小分布、总孔隙度和有效孔

隙度、体积密度、矿物成份、地层厚度

和岩石力学属性都可以通过测井资料获

得（下一页，左下表）。裂缝和断层往

往起到流体流动通道的作用，因此充分

了解裂缝和断层的走向及渗透率对评价

局部和区域地质力学特征和设计水文试

验和地下水监测网络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利用井筒资料（如利用FMI （全井

眼地层微电阻率成像仪）采集到的资

料），结合井间地震资料和地表地震资

料，便可以确定裂缝的类型、几何形状

和走向。

通过对井筒破裂、钻井诱发裂缝和

小型压裂测试的测量数据进行计算可以

获得原地应力数据。其他地质力学属性

资料可以通过对声波测井和密度测井资

料进行计算获得。上述属性资料可用于

评估和预测局部和区域应力，以指导井

筒和完井设计，同时还可用于对因地下

水的抽采或注入而造成的地层沉降或变

形进行预测。

水文地质属性资料，如水力传导系

数、导水系数和贮水系数、垂向流动速

度、毛细管压力和孔隙压力等，可提供

大量的有关地下水在蓄水层中如何运动

的信息[5]。同时，这些资料也有助于管

理者了解污染物质的运移规律。地下水

的水质受元素含量、矿物成份、岩性和

盐度的影响。可使用地球化学测井仪，

如ECS （元素俘获谱测井）来评估地下

水的盐度和岩石中各种元素，如硅、钙、

铁、硫、碳、氧、钛、铝的含量。

蓄水层评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

旦某个地下水库投入使用，资源管理者

就必须对其进行严密监测，确保水质不

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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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井眼地球物理测井系列。曾经用于油气田的测井仪器如今已越来越

广泛地应用于地下水系统的精细特征描述当中。

> 典型的监测井设计。一根4英寸（10厘米）PVC
套管和一支 4 英寸 PVC 筛管安装于 8 1/2 英寸（22
厘米）的井眼中。

4

4

AIT

DSI

FMI

RST

CMR

MDT

地下水监测

地下水储积层的监测方法和油气

层的监测方法很不一样。地下水监测

主要靠非生产观察井网络，钻这些观

察井的目的只是为了观测水文地质系

统的状况，从而可能据此预测出地下

水在水质和水量方面的变化。大多数

蓄水层都相对较浅，因此打观测井的

费用一般较低。同时，由于水源必须得

到监测以确保供水安全，在地下水开

发中，此类观测井是必须要钻的。虽然

地下水生产井也要得到监测，但通过

观察井，可以在横向上和垂向上对整

个地下水储积盆地进行多角度的观测，

并获得三维网络资料，使资源管理者

得以在较大范围内对整个蓄水层进行

勘测。

通过在一个或多个生产井翼部布

置观察井，管理者可及时探测到地下

水系统的变化，及时掌握对蓄水层的

潜在威胁。地下水监测网络能够提供

用于绘制各种水特性空间和时间分布

的基础资料，帮助管理者识别因泵抽、

自然补给和流出及农业和工业用水所

造成的短期地下水流变化。通过观察

井，还可实时了解用水情况，有助于确

保用户遵守用水规章制度。另外，地下

水监测对完善计算机水文地质系统建模

也极具价值。

一口普通的观察井一般包括一个较

浅的井眼（其钻深稍稍大于观测蓄水层

某一具体层位所需的深度）和一个立管

或带有割缝筛管的套管（右图）。直径

为 1－ 4英寸（2.5－ 10厘米）的立管或

套管被下入井眼中，使割缝筛管部分刚

好位于要进行监测的层段上。割缝筛管

周围填充圆形砾石或经筛选过的砾石形

成封隔滤层，井眼的其余部分用水泥或

斑脱土泥浆封堵。地下水从割缝筛管进

入井筒套管，并沿套管上升，直到水柱

高度与监测层段的水压达到平衡。

通过不定期从井中抽取水样，并在

实验室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可确定水质的

好坏。蓄水层中的流体压力可通过测量

井中水柱的高度进行监测。计算水位的

步骤非常简单，只需将一个量尺下入观

察井，记录从井口到套管中水位的距离

即可。

此前，地下水测量资料一直靠人工

方式获得。这种方法非常耗时，有些地

下水水源地的面积可能超过 100 公里 2

（39 英里 2），而要获得此类资料便需要

一位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到每个观测点

去进行测量。在某些地区，当遇到大雪、

洪涝灾害或当地居民不配合时，进出观

测井或监测井区域就将面临很多困难，

使得资料收集更为艰难复杂。视具体应

用情况而定，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一

周也只能进行一次测量，甚至是一个季

度或更长时间才能测量一次。这导致用

于建立动态趋势曲线的数据点减少，最

终影响资料的价值。

随着传感技术的日新月异，从监测

井收集资料的过程变得越来越简单。在

监测井中跟踪水位变化的其中一个办法

是在水柱下面某个位置安装一台压力传

感器，根据测到的压力来计算水位。过

去，压力传感器需要通过线缆与地面相

连，以显示或记录压力读数。而地面设

备需要通电，而且容易受到人为的破

坏。

5. 贮水系数是封闭蓄水层减压后溢出水量的深
度综合百分比，是液压压头每下降一个单位，

蓄水层单位面积内溢出水的水量。导水系数
表示为水力传导系数除以含水层的垂直厚度。
这两个参数都用来测定蓄水层的排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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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D-Diver资料记录仪。这一小型传感器可通过

钢丝电缆悬挂到监测井中记录地下水的压力、温
度和电导率。

>  无线数据收集。Diver-NETZ 系统能够使技术人员不必抵达每一口井现场就可以快速收集准确的
地下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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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NETZ 

Diver

Diver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井下电子技术

已发展到可以把一个内置有压力传感

器、温度传感器、数据存储内存条和供

电装置的小型独立装置永久地放置在观

察井中。第一个此类传感装置名为

Diver地下水自动记录仪，是由荷兰Van
Essen Instrument公司开发的。实际应用

表明，Diver 系列产品能够可靠地执行

长期的地下水和地表水监测任务，且易

于安装（下图）。Diver资料记录仪可以

进行程序设定，令其对任一指定时间的

温度和压力情况进行记录，这与人工记

录的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

资料记录仪在管理沿海地区蓄水层

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

被用来监测矿化度随时间的变化。在这

些蓄水层中，淡水和海水界面之间达到

一个动态平衡，随着内陆地下水位的上

升或下降，或随着潮起潮落、暴风雨或

大气压的变化，该动态界面会向前或向

后移动。这种运动相当缓慢，但经历相

当长时间后，不知不觉海水就会侵入某

些地区的淡水井中。通常需要建立起严

密的监测网络来监测海水的入侵。此类

监测网络还需要配备另外一套记录仪：

CTD-Diver 自动记录仪。该仪器用来记

录电导率（EC），以及温度和压力。将

测得的电导率与实验室内测得的总溶解

固体物测量值相结合后便可以追踪矿化

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Diver 资料记录仪系列产品可以在

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连续工作10年。虽然

这些资料记录仪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颇具

成本效益的追踪监测蓄水层变化的方

法，但仍然需要技术人员到现场收集资

料。一般情况下，通过钢丝电缆将资料

记录仪下入监测井中，收集资料时必需

将仪器从井中取出，然后从存储器中下

载数据。

电子技术和数据通讯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为地下水资料收集开辟了新的模

式。有一种新型方法使技术人员可以无

需从井中取出传感器。它采用 Diver 数
据电缆，可以实现直接数据读取，或者

从井口直接访问资料记录仪的存储器下

载数据。而更灵活的地下水源地资料收

集和管理方法要算是 Diver-NETZ 资料

管理系统，该系统可用于地下水网络监

测（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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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级监测技术。Westbay完井系统能够监测流
体温度和压力，采集液样，注入和汲取流体，从
而能够在一口井中从多个层段对水力传导系数进

行测试。

该系统的最大无线工作范围为 150
米（490英尺），技术人员不必抵达每口

井便可以完成资料的定位和收集。在提

高资料采集率的同时，由于这一方式避

免了出入现场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不

必穿越私人地产围栏，不必翻越险峻的

斜坡或跨越河流，作业安全性得到了很

大提高。

2007年，斯伦贝谢和加拿大安大略

省Guelph市合作进行了一项Diver-NETZ试
验研究。试验区内有 16口井，分散在 12
个地方，面积跨越150公里2（58英里2）。

在此之前，该市的监测技术人员都是手

工收集资料，需要到每口井，掀开井盖，

把水位指示标尺下到井中，然后再取出

标尺读数。而使用Diver-NETZ系统，数据

采集效率比手工采集提高了70%。原来需

要2个人，花费75小时，现在只需要1个
人，4 小时就可以完成所有井的采集任

务。采集成本也大大降低，原来每个采集

点采集费用需要10加元，现在只需25加
分。与此同时，每月采集到的数据量从

300点增加到了3000点。这一方法不仅有

助于达到市政府规定的工作量要求，同

时花费也在预算之内。

尽管用资料记录仪监测地下水既操

作简单又节省费用，但还需要采用其他

辅助方法来对井中单个蓄水层进行测

试。在过去的30年里，从事高分辨率地

下水监测技术研究的地质工作者采用了

一些能够在一口井内的多点对地下水状

况进行监测的系统[6]。第一项用于商业

应用的此类技术是由加拿大温哥华

Westbay Instruments公司开发的。该公

司后来被斯伦贝谢收购。该技术的设计

初衷是用于监测易发生地质滑坡地区的

孔隙压力，后来被迅速应用到土工和建

筑工程领域，如地质处置场的场地特征

描述和受污染的地下水调查，最后被应

用到了日常的地下水资源管理当中。

Westbay地下水多层描述及监测系

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油田技术的启

发。从事地下水研究的地质学者明白，

即使是轻微的压力变化都可能引起从井

下采集到的流体样品的化学成分发生变

化。另外，他们不希望来自某个井段的

液样同其他井段的液样相混合。在了解

到在油田应用中所遇到的同样问题已通

过由电缆仪器，如 RFT（重复式地层测

试器）成功得到了解决后，Westbay系
统设计者采用了类似的措施进行地下水

取样。他们设计的监测系统能够在一口

井中进行多点采样和测量。

Westbay 系统采用了模块式套管、

封隔器、端口耦合及配套组件，以保持

井筒的整体性，同时提供多层隔离测试

和监测的能力[7]。Westbay 套管是整体

密封的，从而能够防止地下水在套管中

上下流动。套管外面的膨胀型封隔器对

井段以测试或监测区为单元进行逐层密

封，防止流体在环空中上下流动（右

图）。专用的电缆探测器下入 Westbay
套管中后，能够定位封隔器间的控制

阀，然后打开阀口进行取样。

探测器能够完成多种功能，如膨胀

和收缩封隔器，测定地下水温度和压

力，采集液样和进行液压或其他系统特

定的测试等。经特殊设计的采样器能够

在储层压力条件下采集并保存不连续样

本，期间所受干扰很少并无需反复清

洗。大多数地下水环境下，采用聚氯乙

烯 （PVC） 或聚氨酯塑料制作Westbay
套管组合，但有时候为了承受更高的压

力和温度，也采用钢质材料制作。

地下水工业正逐渐认识到垂直压力

剖面和化学组分剖面的价值，生成这些

剖面的测量数据要比传统测量方法所使

用的数据多得多（在一段120米（390英
尺）的井段中分布有30－40个监测点）。

此类高分辨率的长期资料对地下水资源

管理中所使用的先进建模和解释软件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分析流程

要跟踪蓄水层内的变化，地下水管

理者不仅需要采集最新的监测资料，还

需要建立蓄水层本身的动态和静态模

型。要了解蓄水层条件变化所引起的潜

在风险，便需要对蓄水层进行深层次的

了解，弄清楚其水力传导系数、贮水系

数、有效孔隙度、地下水流动方向，以

6. Ellis D，Engelman B，Fruchter J，Shipp B，Jensen
R，Lewis R，Scott H和 Trent S：“油田技术在环
保方面的应用”，《油田新技术》，8 卷，第 3
期（1996 年秋季刊）：44-57。

7. 某公司在一口井中安装了60个膨胀型封隔器。

套管柱长度是限制Westbay系统封隔器个数的
唯一制约因素。目前，最大安装深度为 1270
米（4167英尺），以当前大多数的地下水标准

来衡量，这一深度均算是较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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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工程流程图。Hydro 流程将现有的用于地下水描述的应用软件与油气田应用的一些软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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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水文地质参数。为了透彻了解蓄

水层的情况，地下水管理者还需要借助

模型和模拟技术对监测井和水样数据进

行评估。以上工作能够帮助水文地质师

确定蓄水层的地下水流入、流出和补水

特征。

与前文所提及的某些仪器一样，某

些类型的油藏分析软件已在改造后应用

在了地下水系统的建模和动态模拟当

中。

通过采用系统化的工作流可对蓄水

层评价所需要的各种流程和分析进行较

好的管理[8]。斯伦贝谢的水务专家开发

的管理流程将现有地下水应用软件与油

气工业的相关应用软件结合起来。

Hydro项目工作流能够帮助资源管理队

伍接近实时地建立和评估水文模型和模

拟。该流程可使水文地质师、水质化学

分析师、地质师、水资源管理者共享相

同环境下的资料和成果，实现了跨学科

合作。在这一流程中，测井资料及从现

场采集到的其他资料都被加载到模型

中，验证各种资料间的相关性，检验解

释成果。交互式的 3D 视图和剖面图能

够使资源管理者清楚地观察地质和水文

地质数据间的复杂关系，而模拟地下水

流动的 3D 动画为管理者提供了进一步

的观察角度和详细评估各种生产方案的

途径（上图）。

利用Petrel地震模拟建模系统，蓄

水层管理者可以把测井资料、地表电阻

率（时间域电磁勘探资料）和地表地震

资料输入系统中建立起详细的 3D 蓄水

层模型。输入 3D 地表地球物理勘探资

料、地质图、相模型、地震属性和地质

统计模型资料后，还可以进一步细化蓄

水层模型。如要了解在极其复杂条件下

的地下水流动和物质运移特征，还可以

将 P e t r e l 蓄水层模型资料输入到

ECLIPSE储层模拟软件中。ECLIPSE程序

为水资源工业提供了一个该工业先前不

曾有的井动态监测工具。该程序支持特

殊条件定制，如在模拟含盐蓄水层动态

和盐水侵入沿海蓄水层时将密度影响加

入进来，或将自由地下水位蓄水层、雨

水和地表河流系统的非限制条件加入进

来。它还可以对非水相流体，如石油或

汽油污染物，以及这些流体在通过系统

后发生的化学反应进行模拟。另外，该

程序还能够模拟一些物理特征，如定向

渗透率、垂直平衡、双孔隙度和双重渗

透率。

下述案例将重点介绍油田和地下水

领域特定技术的应用情况。

干旱气候环境下蓄水层的贮水和回抽

气候条件对一个国家的水资源供

应有着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干旱气候

（表现为低降水量和高蒸发量），严重

影响国家在保护民用水、工农业用水

方面所做的各种努力。在阿联酋阿布

扎比，长期以来该地区一直忙于应付

干旱带来的挑战，现在还不得不面临

因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起的日益

上升的用水需求。

不可再生的蓄水层的日益恶化以及

蓄水层补水缓慢这些情况使得阿联酋及

大多数海湾合作理事会国家不得不把海

水淡化作为主要的民用水供应途径。有

人提出，解决海湾国家用水问题的最好

8. Herrmann R，Pearce M，Burgess K和 Priestley A：
“Integrated Aquifer Characterization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Aquifer Recharge and Storage at Marco
Lakes，Florida”，发表于《水文学：21 世纪科
学与实践－英国水文协会国际会议文集》，第
一卷，伦敦：英国水文协会（2004年）：276-283。

9. 超营养作用指的是因来自动物排泄物、化肥
或下水道的废物增加了水体营养，使水中植
物过度滋生的现象。植物分解会消耗水中大

量的氧，从而导致水生生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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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R储水和地面罐储水。通过将地面罐储水和地下天然蓄水层储水这两种饮用水储存方式相比较，发现地下储
水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下水库储存 40亿加仑的水，在地面就需要 200个容积为 2000万加仑的水罐。这些水罐（图
中黑色圆圈）可能需要占用一块面积达 1.5公里× 3公里（0.9英里× 1.9英里）的土地，另外还会带来相当大的环

境影响。相当于 200个地面罐容量的地下水库的淡水区（红色椭圆）在补水或汲水的过程中会引起比其面积更大
的一片区域（绿色椭圆）内的压力发生变化。

2000

的长期办法是建立大规模的海水淡化

厂网络。然而，对阿布扎比来说，一是

海水淡化厂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二是

也可能因其他灾难必须紧急关闭，而

淡化厂的长期关闭必将引起供水不足。

另外，即使海水淡化厂产水量能

够保持稳定，但由于各个领域的快速

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当地的用水

需求已大幅提高。为能保证战略应急

用水储备，供水管理者规划了一项ASR
工程，计划建立起一个 3 0 0 亿加仑

（136,382,756 米 3）的淡水储备。

这一干旱地区需要将海水淡化和

ASR 技术结合在一起来解决供水问题。

在阿布扎比，90%的生活用水依靠海水

淡化或含盐地下水脱盐来获得。盐水处

理厂多余的产量可以储存起来以备后

用，而该地区的某些浅层蓄水层可以用

来蓄水。

在干旱地区，天然蓄水层可以很

好地替代地面水库、湖泊或地面罐蓄

水（上图）。同地面蓄水方法相比，ASR
工程可大幅度降低建造成本，同时受

环境的影响（如蒸发损失、超营养作用

和坝体、水库毁坏的潜在风险）也大大

降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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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waib ASR项目。Qidfa海水淡化厂负责为位于绿洲城市艾恩北部的Shwaib ASR项目提供注入水。处理后的淡水从Qidfa通过一条夹套管线（蓝色）泵

送到 Shwaib，全程 170 公里（105 英里），还要翻越一条 800 米（2625 英尺）高的山脉。Shwaib ASR 项目地址位于一条阿曼山脉的西侧，离补水区较近，
那里终年少雨，盐分相对较少的蓄水层偶尔才能得到补充。该供水项目将在未来为阿布扎比和艾恩两市供应淡水。

> ASR地面装置。单从位于阿布扎比地面上的这
个占地面积很小的补水装置根本看不出这一设施
的地下水库容量有多大。图中所示是一个抽注两

用的装置，右边是注水口，左边是汲水口（左边
的大管道），靠一台潜水泵来工作。图中所示井口
是在进行 ASR 试验时用到的两个井口装置之一。

在试验过程中，只有一口井需要注水，注水量约
为 3000万加仑（136383米 3），大约是一个大型地
面罐容量的 1.5 倍。

Qidfa

Shwaib
ASR 

N
 

75

75

0

0

ASR 项目在地面上占地面积很小，

而在地下其容量可达数十亿加仑（右

图）。

这一蓄水方法能够帮助阿布扎比供

水管理机构实现其为两大主要城市阿布

扎比和艾恩储备180天淡水的目标。这一

战略目标旨在应对那些可能导致当地海

水淡化厂供水量减少的不可预见问题[10]。

管理机构计划对阿布扎比酋长国东部的

含水层进行人工补水，补充水源来自位

于富查伊拉酋长国 Qidfa 印度洋沿岸上

的一个海水淡化厂（下图）。每年大约

有 200天，该项目都会将经过脱盐的水

不断注入该蓄水系统，然后在夏季和其

他高峰用水期补充饮用水供应。在供水

出现紧急情况或在供水高峰时期，该

ASR项目将日供水2000万加仑（90992米
3/日），供水潜力可达到1亿加仑（454609
米 3/ 日）。

斯伦贝谢在阿联酋实施了一项旨在

测试ASR系统潜力的研究项目。该项目

由阿布扎比政府发起，由阿布扎比环境

保护署（EAD）负责管理。项目开始阶

段需要确定开展ASR项目的地点。该阶

段要对有关地质、水文信息进行审核，

包括岩性、地球物理测井资料、水位记

录、水质资料和地震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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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抽试验中的排水情况。从 ASR 试验区抽出的淡水被排放到 2 公里（1.2英里）外的一处沙丘凹陷
内。这些淡水经过大约 30米（98英尺）的垂直过滤后重新回到蓄水层中。利用附近的一口观察井对

这一过程进行了监控。

10. Bradley CC，Ali MY，Shawky I，Lavannier A 和
Dawoud MA：“Microgravity Investigation of an
Aquifer Storage and Recovery Site in Abu Dhabi”，
First Break 25（2007 年 11 月）：63-69。

11. 未饱和层也称为渗流层，一般是位于地表和
地下水位顶面之间的层段。这一层段的孔隙
中充填的既有水也有空气。饱和区的孔隙几

乎总是全部被水充填。

12. Bradley 等，参考文献 10。

首先将以上资料输入地理信息系统

（GIS）和水文管理（Hydro Manager）数

据库，然后用 Petrel 和 ECLIPSE 地下水

建模和模拟软件建立3D水文地质模型。

　　在确定ASR的项目地点上，斯伦贝

谢水务专家与EAD进行了合作。他们首

先确定了贮水区、蓄水层厚度及其它有

关水文参数，然后对初选的蓄水层进行

了测试。工作人员对所有ASR项目的候

选地点进行了排队以确定最佳地点。他

们为排名较高的地点制定了勘探钻井计

划，并钻了一些探井。接着，采用综合

测井系列对探井进行了评价，包括

Platform Express综合电缆测井仪、CMR
和 FMI 仪器及 ECS 探头等。

当项目工作区内所有井都布置完成

之后，在每口井中安装了 Diver 资料记

录仪，用来连续监测地下水位、电导率

和水温。该仪器能够很好地记录注水、

抽水试验引起的地下状况的变化。利用

AquiferTest Pro 图形测试分析系统和

KAPPA Engineering 的 Saphir 软件对采

集的资料进行了分析，以评估蓄水层的

水力特征。根据初始阶段获得的资料，

ASR项目专家选择了一个贮水性能良好

的蓄水层。

试验地点位于阿布扎比酋长国的东

北部，在Shwaib的西南，北阿曼山脉的

西侧。占地面积约 4公里 2（1.5英里 2）。

地表为松散的富含石英的沙丘，沙丘下

面是50米（164英尺）厚的未饱和层，再

下面是25米（82英尺）厚的饱和蓄水层。

该蓄水层由松散的第四纪风成岩

和河道砂岩、粉质粘土及钙质古河道

沉淀物所组成，这些古河道切入到中

新世泥岩和粘土岩中。一条南北走向

的逆冲断层将蓄水层一分为二：上半

部分属于未饱和渗流区，下半部分是

饱和蓄水层[11]。其下是细颗粒的Fars组
中新世沉积岩地层。该组被进一步划分

为Fars上单元和Fars下单元。Fars上单

元主要是粘土岩，夹杂白云质泥灰岩、

石灰岩和粉质砂岩互层，Fars下单元主

要是泥岩和蒸发岩[12]。

EAD负责工程的技术方面，即ASR
工区的水文地质构造调查。该工作要求

先将淡化水注入浅水层，以确定蓄水层

内的水流情况和混合情况，然后再进行

回抽，并对回抽的水进行检验（上图）。

为进一步调查蓄水层，确定逆冲断层对

蓄水层的影响，并检验重力方法是否能

够用来界定蓄水层边界，项目组还进行

了微重力测量和地表电磁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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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测试阶段的蓄水层动态变化。左上图是蓄水层在贮水阶段的平面图，蓝色区域为注入脱盐水后形成的淡水区，从绿渐变到黄再到橙色的过渡区域
是缓冲区，而周围红色包围区为盐水层中的原生水。蓝色区域代表的淡水将被回抽。左下图是井剖面图，红色线表示 ASR 注水井，绿色线表示监测井，
这两种井要穿过非封闭层（灰色）才能到达蓄水层。淡水区（蓝色）被盐水（红色）包围。右上图是注水阶段的三维可视化图，表明在注水过程中形成

一个淡水小丘。而在回抽阶段出现一个锥形凹陷（右下图）。在以上试验中只用到了一口井进行注水和回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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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试阶段，除了多口位于项目

区边缘的监测井外，还钻了两口 ASR
井。为了能够较好地评估潜在的水化

学相互作用，并促进高级水化学分析

及对来自周边井的监测资料的收集，

实验的步骤是反复循环注水 - 贮水 - 回
抽这一过程，而蓄水期保持在30天（上

图）。该项目还采用了Petrel软件建立地

质模型，ECLIPSE-H20 软件进行地下水

动态模拟，AquaChem 管理、分析和报

告系统进行水质分析，以及PHREEQC软
件进行水的兼容性预测 [ 1 3 ]。H y d r o
G e o A n a l y s t 信息管理系统和 H y d r o
Manager软件提供了完善的地下水和井

眼资料管理、分析和可视化显示的功

能。

ASR提供了一个完备的方法来开发

和管理长期供水工程，而实施此类项目

需要配套有完善的管理策略，并辅以先

进的蓄水层特征描述能力和专业技术。

在此之前，蓄水层特征描述的精确性、

水质及必要的基础设施这些问题一直制

约着ASR系统的应用。本项目测试并证

实了 ASR 系统是一个既具成本效益又

安全的替代地面贮水的方法。上述试验

项目的最终系统效率为88%，能够成功

贮水40亿加仑（18,184,367米3）。此项研

究的结果将有助于蓄水层模型的开发，

帮助优化 ASR 试验规划和完善当地的

ASR动态预测。该ASR项目还对该地区

的战略性用水储备做出了重要贡献。阿

布扎比政府已采纳 ASR 概念作为当地

战略性和季节性淡水储备的解决方案。

13. PHREEQC是由美国地质调查局开发的一个用于
分析物种形成、间歇反应、一维运移和地质
化学反演计算的计算机程序。欲知详情，请

登录 http://wwwbbr.cr.usgs.gov/projects/
GWC_coupled/phreeqc/（2008年4月29日浏览）。

14. Will RA，Yeh M，Eckhart L，Slade RC和Williamson
MS：“Numerical Modeling of a Complex Regional
Aquifer Recharge and Recovery System（R3）in the
Upper Mojave River Basin，California”，（摘要）
http://ngwa.confex.com/ngwa/expo07/techprogram/
P4712.HTM （2008 年 5 月 19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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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文地质模型。图中模型是一个基于卫星测得的数字高程数据框架建立起来的正交切面模型。从模型可以看出，莫哈韦河上游分水岭在加州。剖面中
间的河床在附近山脉的冲积区形成了一个平缓的S型。借助测井资料建立起来的这一横断面视图显示了主要的水文地层，其中黄色代表主要蓄水层，紫

色表示基岩和山脉。该模型为进一步建立瞬态模型提供了基础框架。

莫哈韦河地下水盆地

莫哈韦河地下水盆地位于南加州莫

哈韦沙漠之下，其蓄水层补水方法与其

他地方完全不同。该地下水盆地与高度

城市化的洛杉矶地区毗邻，因此需要不

断提高盆地供水能力。而作为主要地表

水源的莫哈韦河，除了短暂的暴雨期，

常年只见细细的水流，大部分河床终年

干涸。

该盆地一部分归莫哈韦水务局

（MWA）管辖。MWA 是一家州级供水

商，负责同加州其他辖区的供水公司合

作管理本地区水资源，确保本地区现在

及今后的稳定供水。MWA 的地区水资

源管理计划旨在稳定不断下降的地下水

水位并提高供水能力，以应对人口增长

引起的供水需求的上升。因此，注水和

回抽（R3）试验项目对 MWA 的长期水

资源管理策略非常重要[14]。

完工后，R3项目可以让地方供水公

司利用补注水向南加州高沙漠化地区补

充地下水资源。项目设计从加州北部地

区通过水渠、高架水道和管道输水。这

些供水设施由美国最大的国有输水系统

－加州水道调水工程－项目管理方进行

具体运作。引来的水将通过导水性好

（即渗透性强）的莫哈韦漫滩沉积层向

下渗透到莫哈韦河的蓄水层内。在供水

高峰期，MWA通过R3 补水井将存储在

地下的水抽出，通过安全的输水系统输

送到地方供水公司。

R3项目的地下水生产和输送设施建

在地表补水区的斜坡上，这些设施的建

设是整个项目的关键阶段。鉴于工程涉

及范围广，技术复杂，MWA 认为有必

要开发高质量的预测模型，以对不同的

补水和回抽系统设计方案进行评估，或

对不同作业方案进行测试。所建模型覆

盖了莫哈韦河盆地上部、莫哈韦河及地

表的附属补水设施。

根据 MWA 及其他单位收集的资

料，研究人员建立起了 3D 水文地质概

念模型。该模型加载了详细的局部构造

特征和水力地层特征，并基于地质和地

球物理数据解释成果被划分成了不同的

层（下图）。

瞬态模型能够精确模拟莫哈韦河。

虽然莫哈韦河不是该模型的唯一关键水

文特征，但因为其干季长时间水流较

小，而冬季又会出现短时的洪流，因此

要对其进行瞬态模拟非常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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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力传导系数分布。图中的含水单元视图被划分为河流漫滩蓄水层和区域蓄水层两类。河流漫滩蓄

水层（橘色）由导水性较好的砂岩和砾石组成，是在较晚的地质历史时期当河水流量比较大时沉积形
成的。很自然地，河流漫滩同样呈现出上一张图中所见到的平缓S型。该曲线从橘色到黄色水力传导
系数逐渐减小。来自各资料渠道的水力传导系数预测值都通过确定性和随机性方法内插到了3D模型

中。目前，该河大部分河水都流进了地下。在图中较宽的橘色部分，地下水水位十分接近地表。

将莫哈韦河河水流入速度参数加入

到斯伦贝谢开发的模型中（上图）。该

模型能够帮助MWA研究暴雨引起的洪

水在渗透过未饱和层后与地下水的相互

作用。

经校准的模型使土木工程师、水文

地质师及城市规划人员得以对其他 R3

系统设计方案进行研究，以确定对补水

地点和时间以及抽水井的位置、设计方

案和抽水计划进行修改的可行性。影响

评估的因素包括基础设施建造成本、对

水质的影响、对濒危物种和沿岸地区的

保护、对现有城市地下水源地的影响及

对下游用户的影响。

一旦基础设施建设到位，R3工程每

年就可以净化和储备 40000 英亩 - 英尺

或 130 亿加仑（4900 万米 3）的注入水。

地下水保护

目前世界上 60% 以上的人口集中

在沿海地区，而且还有更多的人不断向

那里转移，最终沿海地区将会聚集75%
的人口。某些沿海地区的地下水位已发

出过度开采的警戒信号。人口增长带来

的影响有时候可以从附近蓄水层开采出

来的水中尝出。在那些地区，淡水水位

的不断下降使海水有机会侵入地层并污

染地下水资源。

在沿海地区，过度开采地下水资源

导致内陆地下压力不断下降。如果地下

水蓄水层和海岸之间没有渗透阻隔层，

对蓄水层的过度开采最终会使盐水侵入

内陆，充填蓄水层，威胁当地的供水。

油气井开采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对油气

井的过度开采会导致地下水水锥的出

现，最终导致目标产量下降。

沿海地区寄希望于地下水管理机构

解决这一问题。在美国西海岸，加州洛

杉矶县和奥兰治县的水力部门利用某些

类似 ASR 的概念来防御海水入侵[15]。

为保证地区农业发展，在该地区进

行了好几年的大规模地下水开采，导致

地下水位下降到海平面之下，最终导致

太平洋的海水侵入到5英里（8公里）之

外的内陆地区地下。为防止海水进一步

入侵，奥兰治县的水务部门发起了一项

人工补水项目，目的是建立起一道地下

液压屏障。为满足加州严格的饮用水标

准，该项目每天需要对三种水的混合再

生水进行处理，包括 500万加仑（18927
米 3/ 日）的反渗透处理水、900 万加仑

（34000米 3/日）的活性炭吸附处理水和

860万加仑（32555米3/日）的深井水，然

后从23个分布在内陆4英里处的注水井

向沿海蓄水层内注入再生淡水。由于淡

水和海水之间存在密度差，“新”注入

的水在地下会产生一个缓冲区，也称为

淡水丘，能够对入侵海水产生反作用

力，迫使其远离市政供水井。注水结果

可从监测井进行监控追踪。

如果具备了先进的仪器和技术，那

么还需要解决淡水供应其他方面的一些

问题。在许多情况下，供水短缺和水污

染属于可通过调整供需关系而得到部分

解决的社会问题。虽然这种补救措开展

起来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但还是可

以通过提高居民节水意识，并加强相关

教育达到一定的效果。斯伦贝谢目前也

在尝试这方面的做法。

从1998年开始，通过开展斯伦贝谢

助学计划（SEED），使得公司员工、员

工配偶及退休人员得以与年轻的学生进

行交流，分享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这

是一项全球性非盈利的教育计划，为斯

伦贝谢员工居住和工作的社区内的 10
－18岁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提供了较

好的接触科学技术知识的机会。

15. 关于奥兰治县水处理及人工补水项目，详情
请登陆http://www.ocwd.com/_html/wf21.htm，查
看 Water Factory 21 论坛（2008 年 4 月 29 日浏

览）。

16. 有关这些组织的更多信息可通过网络获得。
关于 SEED 计划的详细信息，请登陆 http://
www.seed.slb.com/。MIT 媒体实验室的网站可

通过 http://learning.media.mit.edu/ 浏览（2008 年
4 月 29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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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的水文化艺术作品。来自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墨西哥和印
度的 SEED 学校学生通过绘画向人们展示了他们赞美水资源的聪明艺术才
智。

SEED 计划包括一系列基于项目的

活动、提供实践经验的科学教育研讨会

和国际合作项目。这些活动一般都侧重

于全球性主题，如供水、气候变化和替

代能源。

为响应联合国发起的淡水保护运

动，斯伦贝谢启动了SEED水资源项目，

旨在帮助学生和老师培养进行水质和水

源调查，维护和提高所在社区水源质量

以及促进相互间的资料和观点交流所需

的基本意识、态度和技能。通过SEED志
愿者主办的研讨会，学生们拓展了自己

对水源及当地分水岭的理解，学会了如

何进行精确的水质检验，并探讨不同的

水文化（左图）。

SEED 志愿者鼓励学生使用低成本

的水质检验工具调查当地水源的健康情

况。SEED项目向学生们提供工具，学生

们利用这些工具可对当地水样进行分

析，分析指标包括 pH 值、溶解氧、生

化需氧量、水温、浊度、硝酸盐含量、

磷酸盐含量、大肠菌群含量。SEED学校

也可以将自己的资料上传到网站。通过

网站平台，学生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

行资料对比，并对发现结果进行分析。

SEED水资源项目由SEED员工和斯

伦贝谢志愿者组织管理，合作单位包括

麻省理工学院及其媒体实验室[16]。目

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一股环境管理

的浪潮，而 SEED 学生和志愿者所参与

的活动正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   —M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