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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资源开采

从地心释放的热能可以替代很大一部分目前通过燃烧天然气、

油和煤而获得的用于发电的能量。地热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资源，使用地热几乎不排放温室气体。简言之，地热是满足全

球能源需求的一种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在我们能够充分利用

这种丰富的热能之前，还有很多经济和技术难题亟待解决。

采集地下天然热能的技术原理似

乎与常见的石油工程作业很相似，需要

经过钻井、完井和从位于地下目标层的

井中开采流体等过程。但地热开采收获

的不是流体，而是热能。因此从石油和

天然气上游产业转向地热开采业务需

要进行相当大程度的技术转换，包括钻

机、钻头、压力控制及其他基本措施和

技术，这就是油气与地热开采最根本的

区别。

例如，在将石油工业技术应用于地

热勘探和开发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突出

问题就是地热能的超高温，超高温会使

依赖于压力密封件和电子元件的精密

仪器和传感器失效。但是，地热能源工

业一直在不断努力克服温度局限性。事

实上，如何准确描述地热储层是我们全

方位了解地下热能潜力的一个更主要的

障碍。在建立地热储层模型并利用地震

勘探和测井数据进行模拟的过程中，需

要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改进，而是创新

（如提高硬件的耐温性）。

尽管如此，地热和油气开发间

的比较结果仍引人瞩目。在目前向发

电厂供热的地热井中，许多都是由油

田工人采用基本的传统钻井和完井设

备与技术建成的。目前，经过各种努

力，已经能利用地热田（或者更确切

地说是热液田）向发电厂供应热能，

从而为全球24个国家供电约10000兆瓦

（MW）（下图）[1]。

热液能是地热资源的一种特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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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在的地热资源。首批大型地热开发项目都位于地质构造非常活跃的地区，突出表现为火山、间
歇泉、温泉和大规模热水型储层等。此类资源的深度相对较浅，通常会自流到地表。其中一大部分

潜在资源（此处以兆瓦表示）是由增强型地热系统（EGS）组成的，需要通过技术开发进行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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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现为高温、高渗透率和包含大

量水的岩层，通常出现在深度相对较

浅的地层中。只需利用高温电潜泵就

能通过大直径生产井从热水储层中开

采出超热水或超热蒸汽。开采出来的

蒸汽或在地面闪蒸成蒸汽的热水被集

输到驱动涡轮发电系统中。全世界这

类地层相对较少，大部分热液资源存

在于构造活跃区，这些区域热水储量

丰富且压力较高，如太平洋地区众所

周知的“火圈”。

世界各地具备必要含水量和渗透

率条件的很多地层，其所含热量都不足

以达到地热资源的标准。另一方面，有

些地层埋藏较深且温度较高，只是含水

量不足或渗透率不高，这些地层最可能

成为未来地热能开采的资源。增强型或

工程型地热系统（EGS）是开发此类广

泛分布的地热资源的有效解决方案。

简单地说，EGS工程可以创建或维

持地热储层。针对低渗透率情况，可以

对地层进行水力压裂。对于含有较少或

不含流体或者没有充足补充流体的地

层而言，可以通过注水井对其供水。目

前，工程师和地球物理师正将EGS技术

用于深达3－10公里（10000－33000英尺）

的高温干层。在如此深的地层中，高温

岩石足以将水转化成超热蒸汽。

干热岩（HDR）系统是一类独特的

EGS，其基底岩层温度很高，而渗透率

特别低。需要通过水力压裂使注水井与

产水井连通起来。

其他远景地层渗透率高、含水量

足，但热量达不到地热应用的标准。

要开发这类资源，不要求太高的技

术，通过双工质发电厂即可实现。在

双工质发电厂中，利用低于沸点的水

加热那些沸点低于水的第二种液体。

然后把蒸发后的第二种液体集输到涡

轮发电系统中（左图）[2]。

本文重点介绍了热液技术和干热

岩（HDR）技术。通过美国内华达州

EGS扩展项目的准备过程，印度尼西

亚的实例以及美国西南部首个HDR项
目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对EGS技术的现

状进行了讨论。

^ 地热发电厂。干蒸汽发电厂是地热发电厂的最基本形式（上）。蒸汽从热
水储层通过管道直接输入涡轮系统用于发电。蒸汽冷却成水后，被收集起来

再注入储层，并在通过地层流向生产井的途中被再次加热。闪蒸蒸汽发电厂

（中）利用热水在储层压力下低于沸点，而能在较低的地面压力下闪蒸成蒸

汽的原理。双工质发电厂（下）利用封闭系统开发温度更低的储层，储层的

水温低于150°C（302°F）。水流动到地表或通过泵抽到地表，然后进入热交

换器，在那里将第二种液体（此处是异丁烷）加热到沸点，第二种液体的沸

点必须低于水的沸点。被加热后的第二种液体膨胀成气态蒸汽，然后驱动涡

轮系统发电。可在热交换器中重复循环利用该液体，而不是当成废液处理，

并且由于水不会与发电机直接接触，因此维修成本通常比干蒸汽或闪蒸蒸汽

热水发电厂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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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Earth’s Interior ：Analysis of the Global 
Data Set”，Reviews of Geophysics，31 卷，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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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喷气孔是地表上的通气口或开孔，通过这样

的小孔，蒸汽、硫化氢或其他气体从地下释

放出来。

地热能开采成本高

地热能的潜在价值非常可观。2008
年，全球电力消耗量达到2万亿瓦年。而

从地心不断向外流出的热量约相当于44
万亿瓦年[3]。这些天文数字的热量，即

使只有一少部分被开发利用，也能轻易

满足世界大部分能源需求。实际上大多

数地热资源也是可再生的，可在储层的

开采期内将相同的流体注入地层重新加

热、开采、然后再注入进行循环利用。

除了技术问题，资金问题也是开

展地热工程必须面临的突出因素（右上

表）。毫无疑问，地热项目的初期投资

额要比油气资源、太阳能、风能和生物

质能项目高得多。相应的风险也很高，

而目前的投资回报率却不是很乐观。例

如，一项50 MW的水热资源开发项目预

计初期投资回报率不足11%，利润与投

资比（P/I）为0.8。相比而言，一项大型

油气开发项目的初期投资回报率通常约

为16%，P/I为1.5[4]。

不佳的财务状况数据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地理因素。具备有利地热条件

的地区往往人口稀少，并远离大型供电

市场。财务状况同样也受到钻井和地层

开发中固有困难因素的影响。与开采石

油和其他矿产资源的钻头所能适应的

岩层相比，蕴含地热资源的岩层更硬且

温度更高，因此钻井速度更慢、成本更

高。为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地热井必

须要保证相对高的流量，这样，地热井

的直径就必须比大多数油气井的直径

大，这就显著增加了建井成本。另外，

地热环境极高的温度也迫使作业者选

择使用优质的产品，如高质量固井水

泥、钻井液和管柱等材料。

在最近几十年，尽管石油行业已大

大提高了钻井和油藏管理效率，从而降

低了成本，但这通常是在电子技术创新

（如随钻测井和井下监测技术等）的基

础上实现的。此类工具目前只能用于温

度在175°C（350°F）以下的环境中，不适

用于高温地热井。

地热储层的识别与评价

除了某些埋藏较深、温度较高的

“盲”系统外，通过地表可见的温泉和

喷气孔来寻找热水储层要相对容易一

些[5]。此外，许多地热田都位于深层沉

积盆地中，那里已经钻了油气开采井，

更重要的是，已经开始了数据采集工

作。

地热储层的地质环境变化很大。大

型地热田的储层中可涵盖各种岩层，包

括石英岩、页岩、火山岩和花岗岩等。

通常是通过热流而非岩性，来识别上

述大多数储层。这些储层形成了对流系

统，其中热水上涌并被圈闭在储层中，

储层的盖岩是由上涌地热流体和本地地

下水混合，以及碳酸盐和粘土矿物的沉

淀而形成的。

因此，通过识别构造活动、热

源、热流、水补给和深层流体流出地

表的情况，可发现具有商业开发价值

的近地表地热储层。渗透性通常由被

局部地层应力撑开的裂缝网络或活性

断层网络来表征。

调查地热储层时，首先要对可用的

区域数据进行评价，包括热流、地震活

动、温泉以及通过遥感与成像技术获得

的特有地表元素特征等数据。然后再通

过地球物理、地质和地球化学技术来获

得深层地质构造的展布、埋深和形状等

信息。

地下温度测量是确定是否存在地

热系统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可以钻一

口几米深的地热梯度井眼，但是要排除

地表温度的影响，最佳井深要在100米
（330英尺）以上。通过温度测量可以确

定增强型地热梯度的边界，这是地热系

统的基本条件。在火山岩区，高温岩石

埋深相对较浅，很可能存在热源。在深

循环系统中，高温表示大陆地壳薄、热

流流速高和渗透断层埋藏深（该断层将

地幔热量传递至近地表）。

衡量地热储层的两个条件是高温

和有效渗透率，后者取决于能够支撑连

通裂缝系统的粘合岩。此类岩层都具有

相对较高的电阻率，而与之相关的富含

粘土的盖层却具有较低的电阻率。可通

过大地电磁测量（MT）方法确定盖层基

底处的电阻率差，从而作为地热开发前

景的依据[6]。大地电磁测量技术已成为

描绘盖层构造形态的一种标准方法，而

地热储层则受到盖层构造形态的限制。

在一些已钻井区域，许多测量参

^ 替代能源的比较值。在几种可再生能源中，从利用率来看，地热能是最具吸引力的能源之一。利
用率是指发电厂在最大产能连续工作条件下，实际输出的能量占潜在输出能量的百分比。该表还

从不同衡量标准进一步比较了地热能与其他几种可替代能源。（表中的利用率数据选自Kagel A：A 
Handbook on the Externalities，Employment，and Economics of Geothermal Energy。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地热能源协会，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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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可以通过测井数据直接获得，而无

需从地表间接测量。这些测井数据能

着重显示孔隙度、盐水饱和度和温度

变化区域，可以表明是否存在地热储

层。

由于可在裂缝性、受构造应力影

响的地区发现地热资源，因此通常可

通过微震事件来判断地热资源存在与

否，并且一旦确定了其他有利的地热

条件，还可以用微震事件做指导，直

接将井钻到裂缝岩层。通过数周或数

个月的时间记录大量微震事件，并对

微震中心进行计算，地震专家就能确

定裂缝的位置和走向。

地震反射法和地震折射法测量技

术只在个别地热勘探活动中使用过。

在深度为5－10公里（16400－33000英
尺）的地下，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才

能获得折射波剖面，而通常标准的地

震反射法测量却能获得有用的结果。

在地热勘探中，针对火山岩系统和深

循环系统，可利用重力测量分别确定

岩浆热源和沉积盖层下断块的横向密

度变化。但重力测量的主要价值在于

其能够确定地下水位变化以及监测地

下水的沉降和注入情况，这两方面因

素与地热资源本身的补给能力密切相

关。通过结合测量结果与天气情况，

也许能够确定重力测量数据和降水量

数据（导致浅层地下水位变化）之间

的关系。对测量结果进行校正后，从

重力变化情况便可获知有多少排到大

气的水得到了天然入流量的补充[7]。

概念模型

地热勘探最常用的方法包括异常

调查、异常叠加和概念建模。通常用数

学速度模型预测目标层深度，用物理模

型模拟岩层。概念模型是假设模型，通

过结合实测数据和推测数据，来确定

地热目标层并预测储层产能。此种模型

通常与地质统计技术以及一些经典技

术相结合，如储层描述技术等。 
水热概念模型通过结合实测和推

测信息来描述储层流体和岩石属性，

并通常包含通过阳离子和气体地球化

学方法获得的数据。该模型还考虑了

大地电磁电阻率这一因素，该电阻率

是在基本地质和水文环境中，通过地

表热液蚀变绘图获得的解释结果[8]。 
水热概念模型最重要的要素是预

测的自然状态等温线－绘制用于标识

地下层段温度和深度的实线。虽然在

勘探阶段难以绘制出等温线，但还是

有案例证明能够根据地热测温解释结

果绘制出等温线。地热测温术是一种

通过结合多种方法来确定地下温度的

技术，这些方法包括温泉流体的化学

成分和热液蚀变矿物质的地面分布情

况等。也可以采用其他信息，如地球

物理异常分布、电阻率、局部地质情

况、水文条件以及断层作用或构造发

育史等。

地壳中循环流动的热水可能会

溶解流经的部分岩石。热水中这些溶

解物的数量和比例直接反映水温的高

低。如果热水从地热层迅速上升到地

面，其中的化学成分就不会有太大的

变化，仍然会保留地下温度的痕迹。

通过直接测量水热系统中井眼底部的

温度，证实了根据温泉化学成分计算

地下温度的可靠性[9]。

地热测温术利用水中的离子比值

和稳定同位素比值确定地下温度的最

大值（左上图）。过去20年间开发的

地球化学地温计和同位素地温计都假

设地热储层中共存有两种物质或化合

物，且温度是控制它们比值的主要因

素[10]。另外，还假设在地下热水上升

到地表的过程中，该比值没有发生变

化。

也可以用气体比地温计确定地下

储层条件。通过综合考虑地球化学数据

和从温度梯度井实测的信息，以及绘制

构造图，工程师能够建立概念模型，以

地质横剖面和地质图件的形式展示热

液在热水储层中的流动形态（下一页，

^ 地下温度预测。图中比较了水热系统钻井中的实测温度值和钻井前根据
地温计计算的温度值。虚线表示实测温度值和计算温度值吻合较好时的绘

图点位置。虚线上方的点表示被低估的计算温度值。（根据Duffi eld和Sass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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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地温计测量值绘制的等温图。可以利用地质解释方法模拟从火山喷
气孔和氯化物温泉获得的阳离子地热数据，从而获得地下温度剖面图。假

设温泉距离潜水面顶部很近。青磐岩蚀变将含铁和镁的矿物转变成绿泥

石、阳起石和绿帘石。（根据Cumming的资料改编，参考文献8）。

^ 美国潜在的EGS资源。据预计，深度在3000－10000米的EGS资源的潜在产
能大于1300万艾焦耳（EJ）。即使采收其中一小部分地热能也足以满足美

国全国的电力需求。（根据“The Future of Geothermal Energy”整理，http://
geothermal.inel.gov/publications/future_of_geothermal_energy.pdf（2009年6月30
日浏览）。

6. 有关大地电磁测量技术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 ：Brady J，Campbell T，Fenwick A，Ganz 
M，Sandberg SK，Buonora MPP，Rodrigues LF，
Campbell C，Combee L，Ferster A，Umbach KE，
Labruzzo T，Zerilli A，Nichols EA，Patmore S 和

Stilling J：“电磁法油气勘探”，《油田新技术》，
21 卷，第 1 期（2009 年春季刊）：4-19。

7. Manzella A ：“Geophysical Methods in Geothermal 
Exploration”，讲座笔记。意大利比萨：意大

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国际地热研究所，http://
www.cec.uchile.cl/~cabierta/revista/12/articulos/
pdf/A_Manzella.pdf（2009 年 8 月 10 日浏览）。

8. Cumming W ：“Geothermal Resource Conceptual 
Models Using Surface Exploration Data”，斯坦福
大学第 34 届地热储层工程研讨会文集，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2009 年 2 月 9-11 日）。

9. Duffi eld WA 和 Sass JH ：“Geothermal Energy －

Clean Power from the Earth’s Heat”，美国地质调

查局 1249 通告，http://pubs.usgs.gov/circ/2004/
c1249/（2009 年 8 月 3 日浏览）。

10. 地温计采用一种矿物或一组矿物，在特定压

力和组成条件下，其组成、结构或包容物在

已知温度范围内都是固定的，因此就能利用

其指示主岩层的温度范围或界限。

11. Cumming，参考文献 8。

12. 双闪蒸式系统首先利用闪蒸前从地热水中分

离出的盐水。然后，盐水在低压下第二次闪蒸，

生成的蒸汽用于驱动独立涡轮，或通过独立

进口管被输送到高压涡轮。

13. Lutz SJ，Moore JN，Jones CG，Suemnicht GA
和 Robertson-Tait A ：“Geological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in the Desert Peak Geothermal System，
Nevada ：Implications for EGS Development”， 斯
坦福大学第 34 届地热储层工程研讨会文集，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2009 年 2 月 9-11
日）。

右上图）。水向上流形成上升的等温

线，表明流经岩石是可渗透的。当储层

流体沿垂直方向流动时，温度随深度明

显升高。在外流区域，水流方向是水平

的，水温随深度下降[11]。

与不渗透层相比，渗透层的温度梯

度随深度的变化幅度较小，一般表现为

对流等温线。在渗透率极低的地层中，

温度梯度很陡，在横剖面上很容易看到

间距很近、展示导热动态的等温线。温

度梯度可帮助确定渗透层和不渗透层

的位置。

由于低电阻率通常指示低渗透率

低阻粘土，可以用MT测量技术定位地

热盖层的基底，并间接地确定其高地

热梯度的位置。然后可以绘制储层的范

围，并用来确定钻探目标层以及生产井

和注水井的有利井位。

提高性能

那些目前在产且是通过上述技术

和模型发现的地热田，代表了地热行业

易于实现的目标。地热能的未来取决于

两个方面，一是那些必须经过大量努力

才能投入生产的复杂地热系统，二是利

用现有系统并通过EGS项目开采更多的

地热资源（右表）。 
类似于油气作业过程，也可利用概

念模拟来规划并执行针对地热储层开

发的EGS项目。工程师利用历年收集的

生产数据建立更确切的模型，从而能够

评价所开发的地热田对各种作业流程的

潜在响应，包括加密钻井、注水以及其

他有助于扩大地热田规模和提高储层

效率的作业。

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内华

达州Fernley附近的Desert Peak发现并确

定了一个地热田。自1986年起，该地热

田一直向一座双闪蒸式发电厂供热，是

美国西部地区典型的深循环或断层控制

地热系统[12]。目前一项预通过水力和化

学增产方法扩大生产的EGS项目正处于

研究之中。此项研究将确定现有地热田

东部的岩石类型、断层、蚀变矿物和矿

化裂缝的分布情况，从而创建新的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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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构造模型[13]。

所建议的模型是在分析泥浆录井

和岩心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的，并结合

了该地热田生产区三口井中的新采集

数据。根据三口井中实测的相关性数

据绘制了两张剖面图（上图）。

研究人员对当前生产区附近一口

候选增产井（27-15井）实施了测井

作业，帮助评价岩性以及描述应力和

裂缝特征。同时还记录了自然伽马和

井径数据，并获得了井眼图像。从这

些根据电阻率对比数据生成的图像上

可确定多种特性，包括层面、岩性界

面、叶理构造、导电矿物颗粒、钻井

引发的裂缝和天然裂缝等[14]。

通过结合GeoFrame模型所用到的

其他岩石学和岩相学研究成果，该图

像可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这口EGS
候选井的地质特征。此外，在斯伦贝

谢位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TerraTek 
地质力学研究中心进行的岩石力学测

试中，将进一步描述目标增产层段内

潜在储层岩石的强度和应力。

研究人员指出Desert Peak地热田

的生产区位于古老的构造地垒内，与

西北走向的断层接界。示踪剂试验结

果表明，注入生产区的流体可沿地质

年代较晚的东北走向断层进入当前非

生产区。但是，研究人员还不能确定

注入流体的传播深度，以及基底断层

是充当热液的阻断带还是导体。期望

即将进行的水力和化学增产实验能够

提高这个增强型地热系统的渗透率和

流体-裂缝的连通能力。

更上一层楼

E G S的主要措施，包括储层建

模、钻井、水力压裂和注水等，都为

石油工程师们所熟知。但不幸的是，

在地热开发作业中，应用这些措施就

不只是要面临高温这一问题了。

例如，在油气层中，诱发裂缝和

天然裂缝都是相当容易理解的概念。

但由于压裂油砂岩是为了提高油在分

散地层间的流动能力，而压裂地热资

源的目的是要在大量压裂结晶岩内实

现最大程度的热交换，因此两种作业

方法在应用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尽管

传统水力压力作业主要受到岩石应力

和边界条件的制约，但确定压裂地热

层的注入速度、泵送时间和注入温度

时，必须考虑岩石和流体间复杂的相

互作用和热传递。

近年来，随着建模、绘图、示踪

剂追踪、甚至控制裂缝方向这样的工

业开发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压裂含油

层实现增产的这一措施已经愈来愈完

善和有效。但大多数此类增产措施都

严重依赖于安放在井底附近的电子传

感器。而温度方面的局限性使得这些

装置在地热层中无用武之地。

但全球许多大型地热田还是成

功应用了油田修井措施，此类地热田

都是典型的超高温火山岩系统。这些

作业基本都采用EGS，包括已建立的

项目，如雪佛龙公司经营的Salak地
热田。Salak地热田是印度尼西亚地

热资源中最大的一个，位于森林保护

区内，在雅加达以南约60公里（37英
里）处（下一页，右上图）。

在Salak地热田，雪佛龙通过加密

钻井以及在渗透率较低的地热田边界

上的深井中注水，来保持蒸汽产量，

并优化地热采收率。通过使用示踪

剂、进行化学和微震监测以及对单井

实施压力温度测量，雪佛龙能够精确

确定注水策略产生的影响，并将注水

井移到远离地热田中心、靠近边界的

地方。这种方法同时开辟出更大面积

的加密钻井区，并扩大了地热田的规

模。一旦开始地热开采作业，也方便

作业公司将个别注水井转为生产井。

最近，利用在该地热田边界上采

集的地球物理数据，包括MT和时间域

电磁测量数据，已经确定了已探明地

区西部和北部储层的潜在延展范围。

在西部，Cianten火山喷口表现为一个

低电阻率层，与Salak储层中的低电阻

率层位于同一深度，从微震数据可以

清晰地看到已探明储层在西部地区的

深度分布情况。

火山喷口地区的钻井结果表明

这里的地热温度不具商业开发条件。

环状岩墙的侵入似乎隔断了来自已探

明储层的流体循环。地热储层边界往

往模糊，而新钻井总是碰到低渗高温

层，必须对这种地层实施增产作业才

能确保适当的注水速度。在这种情况

下，作业公司制定了长期、大规模冷

水注入方案。这种作业方法充分利用

注入水和地热层之间极大的温差（超

过149°C（268°F）），以及地层相对较

^ Desert Peak横剖面图。地热田的概念剖面图显示了从南部29-1井到北部27-15井的地层层序和解释
构造。该剖面的主要特征是北部基岩顶的倾角较缓，在27-15井中出现了前第三纪1层（PT-1），在

南部井中出现了第三纪厚层（绿色）。断层和构造解释是基于每口井中发现的岩性和地层层序，以

及根据岩屑和测井资料判断的漏失层位置。27-15井是实施水力增产措施的候选井。（根据Lutz等人

的资料改编，参考文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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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热收缩系数，来产生裂缝。

对位于S a l a k特许区边界内的

Cianten火山喷口中的一口低渗井进行

了三次注水增产作业，共注水980万桶

（160万立方米）。为评价这一处理方

法对注水效果的影响，作业公司采用

了一种改进的Hall绘图与分析方法，

显示了裂缝在储层内的延伸情况（右

下图）。同时也通过周期性的压降试

验，并结合根据地热田开发史校准创

建的地质力学储层增产模型，来量化

注水效率的改善程度[15]。最终分析结

果表明注水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即将

对该地区钻进的另外两口井实施相同

方式的增产措施，以允许注入该储层

高温核心层中的产出水。

大规模热交换

干热岩（HDR）储层代表的是一种

特殊的高潜能地热系统。通过注水或压

裂作业从全球此类储层中释放出的总热

量预计达100亿quad，大约比所有水热资

源和可采收油气储量的预计产热量分别

高出800倍和300倍[16]。

与水热EGS不同，全球至今还未能

14. Kovac KM，Lutz SJ，Drakos PS，Byersdorfer J 和

Robertson-Tait A ：“Borehole Image Analysis and 
G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elected Features in Well 
DP 27-15 at Desert Peak Nevada ：Pre-Stimulation 
Evaluation of an 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 斯
坦福大学第 34 届地热储层工程研讨会文集，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2009 年 2 月 9-11
日）。

15. Yoshioka K，Pasikki R，Suryata I 和 Riedel K ：

“Hydraulic Stimulation Techniques Applied to 
Injection Wells at the Salak Geothermal Field，
Indonesia”，SPE 121184，发表在 SPE 西部地区

会议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San Jose，2009
年 3 月 24-26 日。

16. Duchane D 和 Brown D ：“Hot Dry Rock（HDR）
Geothermal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t 
Fenton Hill，New Mexico”，GHC Bulletin（2002
年 12 月 ），http://geoheat.oit.edu/bulletin/
bull23-4/art4.pdf（2009 年 8 月 11 日浏览）。

“quad”是 quadrillion 的简称，是一个能量单位，

1 quad = 1015 BTU （1.055 x 1018 焦）。其能量大约

相当于 1.8 亿桶（2860 万立方米）原油。例

如，美国在 2001 年全年的消耗能量约为 90 
quad。Duchane 和 Brown 公布的总 HDR 资源数

字是地下 10000 米（33000 英尺）以上且温度

高于 25°C（77°F）的地球陆地地块下岩石蕴

含的地热能总和。尽管看起来是个天文数字，

而且确实包括那些因为温度低或不能达到而

无法开采的资源，但该数字仍然能够说明地

热资源的巨大潜力。

^ 印度尼西亚Salak地热田。

^ 评价注水效果。改进的Hall图提供了一种量化注水效果的定性指标。如果
井的表皮系数不随时间发生变化，则Hall积分图（橘色）就是一条直线。直

线倾角较大表明存在某种类型的流动阻力，如堵塞或结垢。直线倾角较小则

表明对地层进行了增产措施。对于一些差别不是很明显的情况，如Salak地热

田的这一案例，根据相同刻度绘制Hall导数曲线（蓝色），用于帮助诊断分

析。积分曲线上方的导数曲线表明流动阻力增加，而积分曲线下方的导数曲

线（如本图所示）则表明正在采取增产措施。该分析证实了该地热田中进行

的冷水注入增产作业形成了裂缝。（根据Yoshioka等人的资料改编，参考文

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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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Brown DW ：“Hot Dry Rock Geothermal Energy ：
Important Lessons from Fenton Hill”，斯坦福大学
第 34 届地热储层工程研讨会文集，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斯坦福（2009 年 2 月 9-11 日）。

18. Sanyal SK 和 Butler SJ ：“An Analysis of Power 
Generation Prospects from 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s”， 斯坦福大学第 34 届地热储层工程
研讨会文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2009
年 2 月 9-11 日）。

MWe 代表电力单位兆瓦。

19. Polsky Y，Capuano L Jr，Finger J，Huh M，

Knudsen S，Mansure AJC，Raymond D和Swanson R：
“Enhanced Geothermal Systems（EGS）Wel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valuation Report”，桑迪

亚报告 SAND2008-7866 ：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2008 年 12 月。

20. Polsky 等人，参考文献 19。

21. Kumano Y，Moriya H，Asanuma H，Wyborn D
和 Niitsuma H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herent 
Microseismic Events at Cooper Basin，Australia”，
详细摘要，第 76 届 SEG 年会暨展览会，新

奥尔良（2006 年 10 月 1-6 日）：595-599。

 微震多重波谱分析基于高分辨率相对震源定

位技术，利用波形相似性识别几何或地球物

理相关构造中的活动。

22. Petty S，Bour DL，Livesay BJ，Baria R 和 Adair 
R ：“Synergies and Opportunities Between EGS 
Development and Oilfield Drilling Operations and 
Producers”，SPE 121165，发表在 SPE 西部地区

会议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San Jose，2009
年 3 月 24-26 日。

^ 应用于HDR的EGS概念示意图。通过位于深层结晶岩中低渗透率储层的一
口注水井（蓝色）生成裂缝系统。随后在压裂区钻生产井（红色）。注入水

在从注水井流至生产井的过程中被加热。

开发出商业HDR田，因此关于HDR田的开

发经验还主要局限于试验项目。对于这

一概念，Fenton Hill是尤为重要的一项扩

展研究。Fenton Hill是首个HDR项目，开

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Fenton Hill HDR田
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Los Alamos以西约

64公里（40英里）处。该HDR田包含两个

封闭储层，分别由位于2800米（9200英
尺）和3500米（11480英尺）深的结晶岩

石形成，储层温度分别为195℃和235°C
（383°F和455°F）。在每个储层都进行了

将近一年的产能测试。该项目开展了大

约25年，于1995年终止。

HDR系统基本上是储层创建工程。

从Fenton Hill得到的其中一条最重要的教

训是，几乎不可能通过水力压裂在两个

已钻井眼间建立连通。因此，应该从原

始井眼通过实施增产措施或诱发裂缝

来建立储层，然后从两口生产井进入储

层（左下图）[17]。

在Fenton Hill所做的工作也推动了

HDR田的开发，这些工作指出了在HDR
田建设过程中哪些关键因素是可以控制

的。例如，储层体积与流体注入体积成

直接线性关系（下一页图）。同样，温

度、注入压力与流速、生产回压以及井

的数量和位置在HDR田开发中都是可控

变量。

尽管与HDR系统有关的许多技术问

题都通过Fenton Hill项目得到了答案，但

仍然存在许多关于储层创建的不确定因

素。虽然可以建立注入流体量和因此产

生的热交换量之间的关系，但却更加难

以量化位于岩石热交换体积内的断裂面

面积。

有一种方法可提供所需岩石体积

的一个数量级估计值。这种方法假设

岩石体积中释放的热量始终保持均匀

不变，并使来自于储层的热流量等于

储层储存热能的变化，从而得到所需

岩石体积的估计值。热流量是岩石密

度、体积和热容量以及岩石温度随时

间变化的函数。

Sanyal和Butler通过数值模拟研究

提出单位岩石体积发电量为26 MWe/千
米3（106 MWe/英里3） [18]。发电量与热

产量之间的关系要求大约0.19立方千米

（0.05立方英里）的岩石体积产生5 MWe

的电量。这样的一个单位立方体每个边

长均应为575米（1886英尺），并在假设

增产区域具备均一属性（包括渗透率）

的基础上实现数值模拟。

数值模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

产量保持不变，发电量主要与增产的岩

石体积有关。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可能

包括井身结构、储层体内的井数、储层

力学特性、储层应力状态和天然裂缝特

征等。上述特征因素共同决定储层的最

佳增产方法，为高效地热能开采创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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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的生产体积和流动路径[19]。

对于HDR开发而言，虽然已经在技

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HDR
储层深度和温度的原因，仍然无法确定

开发HDR能源的商业可行性。例如，商

业性水热井的井深在不足1千米至4千米

（13000英尺）范围内，且4千米的井身是

十分罕见的，如法国Soutz-sous-Forêts地
区的EGS项目。而由于HDR井通常要钻到

结晶基岩层，因此一般要比水热井深的

多。因此，HDR井很可能表现为多变的

岩性，并在深钻和完井过程中出现各种

问题[20]。

差  距

因为油气开采和地热开采之间存

在明显的相似性，因此尝试改进油气开

采技术，并将其用于地热资源的开采是

重点考虑的问题。从最近开发的应用于

某些领域（如HPHT油气井、水热田和蒸

汽驱油等）的工具来看，这种尝试是可

行的。

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地热能资源

是不同的，实现技术转换的容易程度与

这些差别因素有关。最高级的地热资源

（水热能）埋藏浅且具备较高的渗透率

和温度，并拥有天然补水系统。目前乃

至将来用于开发水热资源的技术和方法

仍是油田作业者所熟悉的。

同时也在采用从石油行业引进的

技术，有效开采需要以注水或压裂的形

式进行干预的低级资源，或温度低于水

沸点的资源。合作生产就是当前一项技

术，该技术利用油气开采中产出的热水

供应双工质发电厂，某些情况下产生的

电能足够满足整个油田的电力需求。

但只有当EGS和HDR储层所需技术

广泛适用时，才能实现地热能开发的真

正价值。尽管当前实现HDR资源商业开

发还存在不少障碍，但HDR项目确实比

常规水热系统具有一定的优势，HDR田
可建立在重点供电市场附近。

然而，开发地热资源仍然需要进

行深度技术革新，这种认识在许多蓄

势待发准备解决有关难题的石油专家

心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那就是不

要追求HDR开发会带来更直接、更常

见的利润。

由于抱着会产生超高盈利的美

好愿望，我们会不断看到新的进展，

使HDR工程开发更具经济吸引力，在

储层监测和控制这个重点领域就是这

样。例如，在澳大利亚Cooper盆地，

最近地球物理专家将微震多重波谱分

析应用于从HDR水力压裂作业中获得

的数据集，以帮助描述储层内裂缝系

统的延伸情况[21]。

与其他高风险、高投入的经营项

目一样，要想提高地热能工程的经济效

益，最大的潜力在于通过充分了解地下

情况来降低风险。缺乏对岩性、应力范

围、天然地震强度、原有断层和裂缝以

及所在深度的温度等方面的了解都会加

剧影响钻井和完井风险、环境因素、增

产和整个项目成功与否的未知因素的不

确定性[22]。

消除以上不足之处将是一个成长

的过程，但完善的方式却是勘探与生产

行业长期以来所熟悉的。从第一口钻在

大陆附近浅海处的井开始，海上石油工

业用了50多年的时间才实现了现在超过

3000米（10000英尺）水深、距海岸数百

公里远处钻井。从开发浅层高级水热层

到深层干热岩，在技术、设备和技术人

员方面将经历类似的发展过程。但毫无

疑问的是，取得丰硕的成果只不过是一

个时间的问题。                                  －RvF

^ 控制储层体积。在Fenton Hill大规模水力压裂试验中，建立了地震有效储
层体积和流体注入体积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Duchane和Brown的资料改

编，参考文献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