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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层热物性参数的确定对浅层地热能地源热泵系统的设计至关重要。依托陕西渭南某地源热泵项目，应用
恒流法进行了岩土热响应测试，测试共进行了 58 h，根据线热源理论对测试数据进行分析计算，求得准确的地层热
物性参数，得到工区地层导热系数为 2.16 W/(m·K)，比热容为 2.39 MJ/(m3·K)，单 U 地埋管每延米换热量 45 W。
该研究结果可为项目后期设计与施工提供了相关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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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otechnical thermal physical properti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sign of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GSHP) system. In this paper, geotechnical thermal response test based on lineal heat source model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geotechnical thermal physical properties of one GSHP project in Weinan city, Shaanxi province. Result of the 58-hour
test dat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soil in this area was 2.16 W/(m·K), the specific heat capacity of
soil l in this area was 2.39 MJ/(m3·K), the heat exchange per meter of the single U pipe ground-coupled heat exchanger was
45 W. This work can provide some guides for furthe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geotechnical thermal response test; thermal physic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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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地处渭河盆地，渭河盆地地热资源丰富[1-3]，
利用浅层地热能地源热泵技术供暖制冷具有环境友
好、清洁干净、节能高效等优点。但随着地源热泵
系统的迅猛发展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如长期使用造
成的地层冷热不平衡、运行能耗增加、系统在实际
运行时的工况参数与设计不符[4]，导致运行负荷严
重超标等。地源热泵系统长期稳定运行的一大关键
在于地层的导热系数与地埋管换热器的每延米换热
量等重要参数的确定，这些参数对地埋管系统钻孔
的数量及深度设计至关重要[5]，通过规范的现场岩
* 收稿日期：2019-03-04
修订日期：2019-05-07
基金项目：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ZDXM-GY-075）
† 通信作者：薛宇泽，E-mail：xyz-88111@163.com

土热响应测试试验可以准确得到热物性参数，为地
源热泵系统设计提供依据。目前用于岩土热物性参
数的测试方法主要有四种：土壤类型辨别法、稳态测
试法、探针法和现场热响应测试法[6]，其中现场热
响应测试法克服了土壤样品与地下原始结构差异大
的问题，可获得与实际更为接近的整个钻孔深度土
壤的有效导热系数，更能满足实际工程的要求[7]。

1 工程概况
工程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内，采用土壤源热泵
技术对住宅办公小区进行冬季供暖与夏季制冷，选
取已经完工的 1 号试验钻孔进行热响应试验。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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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形式为单 U，PE 管规格为 De32；孔深 150 m，
孔径为 150 mm，回填材料为原浆和细沙。
项目区在地质构造上处于中部渭河阶梯状断陷
构造，为新生代断陷盆地，介于秦岭北坡−太华山

北侧大断层及北山山前大断层之间；目前南北山区
仍在不断强烈上升，中部断陷区仍继续下降。根据
1 号试验钻孔录井结果，该项目地层岩性主要为
黄土层、砂土层、砂砾石层，钻孔地层描述如表 1。

表 1 1 号试验孔地层岩性
Table 1 The stratum lithology of test depth
岩性
深度 / m

岩性描述

0 ~ 20.26
20.26 ~ 22.96
22.96 ~ 55.76
55.76 ~ 58.32
58.32 ~ 85
85 ~ 144
144 ~ 150

黄土细砂
砂砾石
黄土、红土、细砂
砂砾石
黄土、红土、钙质粘土
粘土、黄土
灰白色粘土和灰黄色土质交替互层

2 测试原理模型及方法
2.1

测试原理
现场热响应测试方法有恒温法与恒流法两

种。恒温法需要分别做放热试验与取热试验，用
来模拟真实的夏季与冬季工况。具体方法为控制
热响应测试仪出口温度恒定，使其与系统实际运
行的介质温度一致，通过测定热响应测试仪进口
温度来计算实际换热量。恒温法试验通常只能连
续运行几十个小时，与真实工况的运行时间相差
甚远，实际运行的地层温度变化与试验时间的温
度变化并不相同，得到的每延米换热量也不相同，
因此恒温法只适合于可行性分析，不适合于真实
土壤热物性测试 [7]。

黄土层、细砂层互层，土质黄色
小颗粒砾石与大颗粒砾石交结破碎
灰黄色土质与黄红色红土、细小颗粒砾石交结互层、松散
小颗粒砾石与大颗粒砾石交结破碎
灰白色粘土和灰黄色土质互层
灰白色粘土和灰黄色土质互层
小颗粒砾石与大颗粒砾石结构，松散破碎

2.2

测试方法

钻井完成后不能立即进行试验，这是由于受到
钻进过程的影响产生热量，所测地温不能反映真实
的地层温度。试验在完钻 48 h 后进行，此时回填材
料与地层温度已达平衡，所测温度可代表地层温度。
首先在不开加热器的前提下打开循环水泵，使
系统运行，记录地埋管进出口温度，待进出口温度
数值相等并稳定后，将该温度作为地层的初始温度。
获取初始地温后开启加热器，并以恒定的功率和流
量运行，计算机 1 min 记录一次进口温度与出口温
度，根据测得的数据在相关软件中求得地层热物性
参数。测试过程不得中断，若发生中断情况必须使
地层温度充分恢复到原始地温才可进行新的测试。
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测试采用恒流法。恒流法是指恒热流法，是通
过热响应测试仪加热器采用恒定功率对水箱进行加
热，循环水泵将加热后的水通过 U 型地埋管带到地
下，对地层进行放热，与地层换热后再次回到水箱，
往复循环该过程；当系统进出口水温稳定达到平衡，
记录地埋侧的进出口水温和流量，运用已知的换热
模型中反算出导热系数等参数值，从而求出换热量
Q 值。该试验过程的实质是经过加热后的循环水对
地层进行了放热，岩土热物性参数作为一种热物理
性质，无论对其进行放热或是取热试验，其数据处
理过程基本相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即采用恒热流
法来确定岩土的热物性参数，同时也是国际地源热
泵协会（IGSHPA）[8]和美国采暖制冷与空调工程师
协会（ASHRAE）手册所推荐的方法[9]。

图 1 岩土热响应测试示意图
Fig. 1 Geotechnical thermal respons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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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模型

试验采用热响应测试仪的理论模型为线热源模
[10]
型 。由于钻孔直径远小于钻孔深度，可以认为地
埋管换热器是单根线热源，忽略换热过程在纵向深
度方向的传热量，其能量传递是线热源在无限大平
面介质中的一个传热过程，考虑钻孔热阻，可有以
下表达式[11]：
Tf 

源 进

Q
Q  1
ln   
4π H
H  4π

b

Q  cm  t in  t out 

(2)

tin 为地埋管循环液进口温度，℃；tout 为地埋管出口
温度，℃；m 为平均流量，kg/s；c 为水的比热容，
取 4 200 J/(kg·℃)；tin、tout 可通过仪器测得，m 可通
过流量换算得到，因此 Q 为已知量。
整理式（1）发现，除了 Tf 与 τ 外，其余参数都
是定值，因此方程可简化为 Tf 随时间对数 lnτ 的一
元一次方程，可简化为 y = kx + b，k 是斜率，b 是
截距，其中 y = Tf，是地埋管循环液的平均温度；结
合式（1）可得：
Q
(3)
k
4π H

Q
H

 1   4 



 ln  2      Rb   T0

 4π   rb 


(4)

忽略钻孔轴向的导热和流体对流换热的影响，
但考虑垂直于钻孔轴线的横截面中的二维传热，根
据单 U 型埋管二维导热模型[12-13]得出单 U 型埋管结
构的钻孔内总传热热阻 Rb 表达式为：


  db
 
 db

 ln    ln  D    
 
 1   do 
 

 d 4b   
1  2π b   b   s
 ln  4
Rb  

4  
2
 d b  D  
b  s
 1

1
 


 ln  d o  
 d i  hπ d i
 2πp


  4 


(1)
ln  2      R b   T0
  rb 



式中：Tf 为地埋管中循环流体平均温度，℃； 为
地层土壤导热系数，W/(m·K)；H 为钻孔深度，m；
 为某一时刻，s； 为热扩散率，m/s；rb 为钻孔半
径，m； 为欧拉常数，取 0.577 2；Rb 为循环流体
与钻孔间的热阻；T0 为原始地层温度，℃；Q 为换
热量，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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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式中：λb 为钻孔回填材料导热系数，W/(m·K)；λs
为埋管周围岩土的导热系数，W/(m·K)；λp 为地埋管
的导热系数，W/(m·K)；do 为埋管外径，m；di 为埋
管内径，m；db 为钻孔直径，m；h 为循环介质与 U
形管内壁的对流换热系数，W/(m2·K)。

3 测试结果与分析
3.1

初始地温

连接好热响应测试仪与地埋管，并检查密封耐
压无误后，启动循环水泵，使介质在不加热的情况
下在 U 型地埋管中循环，待出口温度稳定后认为是
地层初始温度。测定了初始地温为 18.9℃，热响应
测试仪设备的平均加热功率 P 为 6 783 W。运行参数
详见表 2。

表 2 测试系统运行参数
Table 2 Test system working parameters

3.2

H/m

m / (kg/s)

tin / ℃

tout / ℃

P/W

T0 / ℃

150

0.47

32.6

29.2

6 783

18.9

岩土热物性系数测定

通过恒定加热功率加热循环水泵的水，以恒定的
流量进入地埋管，系统每隔 1 min 自动记录地埋管进
出口温度，连续运行不低于 48 h，运行结束后将数据
导出，通过专业软件计算出土壤的导热系数、容积比
热容等参数。热响应测试的时间对测试结果影响很
大，理论上测试时间越长，进出口平均温度值随时间
变化曲线更接近于真实趋势，相关研究显示，测试时
间增加至 50 h，测试结果计算值与真实值之间误差将

小于 ±5%[7]。测试时长为 58 h，借鉴国外测试时间推
荐值同时满足国内规范要求。测试过程中的额定加热
功率为 6.8 kW，流量 0.47 kg/s，地埋管进出口温度变
化如图 2 所示，根据测试数据可得出进出口温度随时
间的变化。

从图 2 可以看出，试验构成大致可分为三个
阶段：
（1）试验的 0 ~ 8 h，竖直 U 型地埋管内换热介
质进出口温度上升较快，这是由于循环水吸收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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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热量远大于循环水散失给地层的热量，地埋管
系统传热刚刚开始，远未达到稳定与平衡。
36

进水温度
32

温度 /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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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平均温度运用最小二阶乘法进行拟合得到
图 3。根据 2.3 节，在软件中拟合的公式可求得截距
与斜率，式（3）中 Q、k、H 都是已知量，求得导
热系数为 2.16 W/(m·K)，已知地埋管的相关参数，
根据式（5）可求得钻孔热阻值 Rb 为 0.42 (m·K)/W；
通过截距 b 可算出  热扩散率 0.9 × 10−6 m2/s；岩土
容积比热容、热扩散率和导热系数有 ρc = / 的关
系 [7,15-16] ，据此公式可求得岩土容积比热容 ρc 为
2.39 MJ/(m3·K)，换热量 Q = cm(tin − tout) = 6 743 W，
每延米的换热量为 q = Q/H = 45 (W/m)。结果列于
表 3。

60
平均温度
线源模型

33

图 2 地埋管进出水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 2 Input and output water temperature curves of buried pipe

（2）6 ~ 20 h，地埋管进出口温度继续升高，但
上升速度已经放缓，这是由于随着时间的增加，循
环水吸收加热器的热量与循环水散失给地层的热量
的差值逐渐减小，地埋管系统传热趋于稳定。
（3）20 ~ 58 h，进出口温度小幅上升趋于稳定，
且温差基本保持在 3℃左右，循环水吸收加热器的
热量与循环水散失给地层的热量基本恒定并趋于平
衡，此时整个系统进入稳定平衡状态，满足试验要
求的恒定热流条件，也说明该地埋管换热器的换热
能力是较稳定的[14]。

温度 / oC

30
27
24
21
0.1

4 结

2.39

0.9 × 10−6

论

岩土热物性参数的确定对土壤源热泵系统的设
计、运行至关重要。基于线热源模型理论，采用现
场测试法得到岩土热物性参数，测试结果表明：

二阶段 6 ~ 20 h，地埋管进出口温度继续升高，但是
上升的速度已经放缓，第三阶段 20 ~ 58 h，进出口

试验连续运行 58 h，通过实测数据得到地层导热系
数为 2.16 W/(m·K)，岩土比热容为 2.39 MJ/(m3·K)，

100

q/W

Rb / [(m·K)/W]

45

0.42

好，适宜使用埋管地源热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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