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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温度示踪理论与方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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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地下水温度示踪理论与方法的相关研究做了评述，介绍了当前地质体中温度场与渗流场耦合作用模型、数
值模拟技术和渗流参数反演方法，并从温度示踪方法的两个主要应用领域：地表水与地下水交换和工程地下水渗
漏探测（以堤坝为例），说明地下水温度示踪的应用研究。在地质体中温度场与渗流场耦合模型方面，裂隙介质、非
饱和带、复杂边界条件和非Ｄａｒｃｙ流是研究的难点和热点。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改进相关模型及求解方法，使之
能够适应复杂介质特征、复杂水动力条件、复杂热环境等问题。在温度示踪的应用研究方面，采用数理统计方法来
处理海量的时间序列观测资料，更有效地确定地表水与地下水的交换速率，以及如何利用温度资料定量化确定堤
坝区地质体中集中渗漏通道的位置和特性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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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ｎｌｅｙ等［１］将地下水示踪剂定义为用来反映地下水运动方向、流速及其携带的潜在污染物等问题的物
质或能量。可见能量也能作为地下水示踪剂，地下水的运动时刻都伴随着能量的传递，受地下水、地质条件
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地质体温度形成一定的时空差异，这些差异能够作为地下水活动的表征。温度测量比水
头测量更加方便快捷，一直以来，许多学者都致力于研究通过温度测量数据来补充说明水头分布乃至将其代
替水头测量的理论与方法。事实上，温度作为地下水示踪剂具有一定的优势，其主要优点有：地下水的运动
能带来地质体热状态的显著变化；温度作为天然示踪剂，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温度可以作为地下水观测的
常规观测项目，易于测量，不像化学示踪还需要在实验室中化验。地下水温度示踪探测涉及地质学、热学、
水动力学、数学等许多学科，早期的温度示踪以定性分析为主，随着温度场与渗流场耦合机理研究的深入，
以及模型数学描述、几何描述和求解方法的进步，使其能够适应更加复杂的介质环境和边界条件，并在生产
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本文综述了地下水温度示踪探测基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介绍了当前地质体中温度场与渗流场耦合
作用模型、数值模拟技术和参数反演方法，并从温度示踪的两个主要应用领域：地表水与地下水交换和工程
地下水渗漏探测（以堤坝为例），说明地下水温度示踪探测的应用研究。

１　 温度示踪基本理论研究
１ １　 温度场与渗流场耦合作用

温度场和渗流场的耦合研究，一方面渗流过程会携带能量，另一方面温度会影响流体的流动特性。通过
简化常见的热流固（ＴＨＭ）耦合模型［２］，能够为温度场和渗流场耦合建模提供参考。温度作为地下水的一
种优良示踪剂，其理论基础是地质体中受各种环境因素影响的对流传热问题。结合相关研究，对地质体中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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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场与渗流场耦合研究做了归纳分析：
（１）耦合机理　 自然界中，地下水运动对地温场的影响十分显著［３４］。渗流场通过对流传热影响温度

场，常规模型是将渗流场的流速分量作为温度场计算的输入，以弱耦合研究为主。而流体的某些参数是温度
的函数，如果考虑二者的相互作用，就是温度场与变物性渗流场的全耦合问题［５］；根据已有研究，在高温
差流体中需要考虑流体物理参数与温度的关系［６］。

（２）模型概化　 渗流场求解多数基于Ｄａｒｃｙ流假设，笔者认为合理界定地质体中流体的流动状态，以多
种模型（如ＮＳ方程）描述渗流场，将拓展模型的适用范围；对非饱和带双场耦合作用的研究较为少见，而探
讨非饱和带中水气等多相物质的传热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３）地质体概化　 耦合模型分为连续介质模型和裂隙介质模型，前期研究以连续介质模型为主［７］，在
裂隙介质中，双场求解域不一致，地下水流速较高，而且热平衡时间难以确定，这就限制了裂隙介质模型的
发展。目前在单裂隙［８］、断层附近［９］及破碎岩体中［１０］双场耦合都取得了一些进展。借鉴裂隙岩体渗流场研
究的诸多成果，如双重介质模型、裂隙网络模型等，在裂隙几何形态描述、裂隙与骨架热量传递机理、快速
流的热传递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４）边界条件　 浅部温度场受季节性周期波动的气温影响，在浅部地温场解析法［１１］与数值法［１２］求解的
相关研究中，就考虑了该边界条件。而关于背景地温场中的深部地热流对耦合模型的影响鲜有报道。浅部温
度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能够提供地下水活动的信息，而某些研究又需要剔除这种干扰。合理确定并定量化分
析地质体温度场与渗流场的边界条件，可望提高仿真模型的精度。

（５）求解方法　 采用有限元、有限差分等数值方法求解复杂问题，如基于欧拉法的Ｇａｌｅｒｋｉｎ有限元法
等。对于对流占优的问题，模型存在数值震荡和数值弥散，采用ＢＥＭＦＡＭ［１３］耦合法，可有效处理此类问
题。混合欧拉拉格朗日法［１４］是采用欧拉法计算弥散项，用拉格朗日法计算对流项，可有效地解决数值模拟
过程中出现的困难，能够用于求解双场耦合问题。
１ ２　 地下水温度示踪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时期的一些学者建议用温度测量代替水头测量来分析地下水运移。早期的温
度与地下水研究主要是由解析法通过地温剖面估算地下水垂向流速。假设上部边界温度按正弦波动［１５］或按
典型的日气温波动［１６］，可以建立一维瞬态非等温热对流方程。而对于稳态热对流模型，能够建立相应的典
型曲线，利用温深剖面形态来确定地下水流速［１７］，其表达式为

Ｔ － Ｔ０
ＴＨ － Ｔ０

＝ ｅｘｐ（βｚ ／ Ｈ）－ １
ｅｘｐ（β）－ １ （１）

式中　 Ｈ为深度；ｚ ＝ ０处，Ｔ ＝ Ｔ０，ｚ ＝ Ｈ处，Ｔ ＝ ＴＨ；β是系数，在数值上β ＝ ｃ０ ρ０ ｖｚＨ ／ λ，ｃ０，ρ０，λ分别为
热容，密度和热传导系数，ｖｚ为地下水垂向流速。该模型称为Ｂｒｅｄｅｈｏｅｆｔ模型。对照β值的典型曲线就可以
确定地下水垂向流速。

上述学者的工作为温度与渗流作用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早期的温度示踪就是基于以上一维热流模
型及其典型曲线，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而有效的应用。

后来的许多学者根据实际情况也对上述一维模型加以修正和补充，使得改进后的模型能够满足其它边界
条件和水文地质背景［１８］。对于此类垂向流的温度示踪问题，可以将实测的非正弦波动的温度作为边界条件，
采用有限差分软件把计算值与实测的地温日波动和季节波动曲线相对照，采用人工［１９］或计算机自动化拟
合［２０］，由此确定河床地下水垂向流速。

浅部地温场受气象和水文影响，地温场表现出周期性波动，测温资料上的周期性异常往往是水流条件改
变而形成的，因而时序资料能够提供地下水活动的有效信息。总体来说，水文地质领域的一维温度示踪探测
大概分成两类：①假设研究区上部和下部温度恒定，通过温深曲线形态判断地下水流动，这种方法更适合
于地热增温带；②假设气温按正弦波动，由地温场的时间序列变化判断地下水流动，它显然更适合于浅部
地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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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温深剖面受水平流的影响，理想化的垂向一维模型在求解水文地质参数时就会带来误差，此时必须
借助二维模型。Ｌｕ和Ｇｅ［２１］建立了一个考虑地下水水平流动的温深剖面模型，扩展了Ｂｒｅｄｅｈｏｅｆｔ模型的应用
范围。他们认为当水平流对热量传递的贡献小于１０％时，采用Ｂｒｅｄｅｈｏｅｆｔ模型计算垂向流速依然能满足精度
要求。在定量化研究热量与流体运移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关于热量和流体作用控制方程的解析解与数值
解，这些求解通常结合实测资料用来做参数识别和精确推断地下水流动方向和速度。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２］综述了前
人研究成果，认为温度可作为地下水示踪剂，指出当前温度研究可应用于更广阔的领域，如非饱和带水流模
拟、海水入侵面确定和水热模型参数反演等。
１ ３　 数值模拟技术

解析法求解二维或三维含水层热传递方程将面临一定的困难，针对二维或三维问题，以及地质条件比较
复杂的问题，借助数值方法求解地下水运动与热量传递方程比较可行。国内外的许多商业软件都可以用来求
解水文地质领域的传热问题。其中，有限单元法和有限差分法是计算对流传热最常用的两种方法，常用的地
下水热量运移模拟程序可参见文献［２２］。

这些程序是为了解决不同的问题而开发的，因此它们在特定领域具有突出优势。如ＶＳ２ＤＨ的开发目的
是计算河床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热量与水文交换过程，而ＶＳ２ＤＩ是前者的可视化程序，并且在边界和模型适
应性上有所改进。ＴＯＵＧＨ２是非等温多相热量与地下水运移模拟程序，最初开发的目的是模拟地热系统和高
放核废料等在深部非饱和岩体中处置等问题的，它对非均质等各种复杂问题具有显著的适应性。ＢＡＳＩＮ２程
序是用于模拟贝加尔盆地（Ｂａｉｋａｌ Ｂａｓｉｎ）地下水与热量传递软件。该程序采用二维有限元，并能实现网格
的自动划分以适应盆地的沉积、侵蚀、断裂等复杂边界条件。ＳＨＥＭＡＴ主要是模拟高温地质体中流体、热量
和物质迁移过程。ＭＵＬＴＩＦＬＯ软件是用来模拟多孔介质流体与热量传递的软件。由于热传导和热对流问题是
许多科学计算软件的基本问题，因此除了上述程序之外，还有许多软件可以模拟地下水中热量运移过程。

综上表明，地质体中温度场与渗流场耦合的研究源于实践需求，并从一维模型发展到多维模型，从简单
的解析求解发展到数值模拟，其理论基础逐渐完善。
１ ４　 温度示踪理论的拓展

温度示踪的基本应用是通过温度资料确定地下水渗流场的特征，即流向。而随着温度采集方式的进步、
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和计算资源性能的提升，使得采用测温资料反演渗流场［２３］成为可能，这些反演包括最
优化问题［２４］和参数估计。对于沉积岩或沉积物，渗透系数相差可达数个数量级，而热传导系数在模型中往
往相差不大。因此在模拟计算时，常常对热导系数取经验值，而对渗透系数做模型校正（人工调试或优化
包），以使观测的温度值和计算值的误差最小；实验室也可以测得准确的渗透系数，但多是点状取样，且是
扰动的，而温度场反演是原位的。数值模拟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研究者们开始采用各种数值反演方法，由
温度场反演求解地下水系统的渗透系数、孔隙率、扩散系数等水文地质参数。对于对流传热正问题，地温场
受地热流、大气温度波动、介质渗透性、水动力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对于对流传热反问题，需建立在对地
温场准确描述和科学计算的基础之上，才能从定性到定量地借助测温资料反演渗流条件。

２　 地下水温度示踪的应用
下面从地下水温度示踪的两个主要应用领域来阐述该方法的一些应用研究。

２ １　 地下水与地表水交换的温度示踪
河流、溪流、湖泊、湿地、裸渠中灌溉用水、近海海水等通过这些水体底部的渗透性介质，多数情况下

会与地下水发生交换。水作为热量的优良载体，在水流动过程中会携带能量变化的信息，观测河流，湖泊、
湿地、河渠底部温度场的时空分布，能够确定地下水与其它水体的交换过程［２５２７］。

（１）时序曲线定性分析　 对于具有向下水流作用的部位，表层气温的波动能够在岩层中发生传导和对
流，渗流速度越大，热对流越强烈，这种波动传播的越深，且峰值的延时越小；对于向上水流作用，这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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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温度波动振幅由于向上的热对流而衰减。利用图示法、温度跳动形态、分析解、时间序列分析和数值模拟
方法等来解释河水及其底部沉积物的温度观测资料，能达到温度示踪的目的，如Ｓｉｌｌｉｍａｎ等［２８］，Ｖｏｇｔ等［２９］

及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ｚ等［３０］的研究。以上研究还是以定性分析为主，多是利用温度观测资料的异常点来反映河流水文
条件的突变，或根据温度曲线的形态及温度的空间分布情况确定水文地质条件，相关研究也涉及到通过数值
模拟方法，借助水头资料计算介质的渗透系数。

（２）时序曲线定量分析　 浅层地温场受表层水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温度波动，这种波动为研
究地下水与其它水体间交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２００６年，Ｈａｔｃｈ等［３１］建立了一个时间序列分析模型来确定
河床渗流流速，它是通过实测曲线相位和振幅变化来分析地表水与地下水的交换特征。同年，Ｋｅｅｒｙ等［３２］采
用温度观测的时序资料确定地表水与地下水交换的时空变化。他们的研究开辟了通过解析法定量分析时序测
温曲线的新途径，能够较为方便地确定地下水流速。河流底部沉积物的渗透性存在空间尺度甚至时间尺度上
的差异，通过对流传热模型的参数反演能够确定地表水与地下水的交换流速，如果同时观测测点测压管水
头，就能够计算河床沉积物的渗透系数。近年来，随着自动化观测技术的应用，以及数据处理技术的进步，
开始将温度时序资料用于研究河床性质和物理变化过程，这些应用研究包括河床渗透性成像，确定潜流带时
空分布，渗透参数估计，评价河床非均质性，河床形态对潜流的影响研究等［３３］。
２ ２　 堤坝地下水渗漏温度示踪

人类工程活动能够改变地下水的边界条件、地质体的渗透性、或者人为形成热源与热汇，这些因素都使
得地温场显示出新的特征。温度作为地下水流动所携带的环境因子之一，在某些工程中开始作为一种经济、
环保、快捷的示踪剂，在基坑、隧道、矿区、堤坝、水库、岩溶水开发等工程中都得到一定的应用。这里以
堤坝为例，说明温度示踪探测方法在人类工程影响区的应用研究。

（１）堤坝渗漏温度示踪方法　 坝基温度场与渗流源的温度、地质条件和施工质量有密切关系，通过建
坝前后地温场的变化能够了解坝基渗流状态［３４３５］。坝址区的既有断裂或渗透薄弱部位，在高水头及各种物
理化学作用下，会形成相对集中的坝基渗漏或绕坝渗漏通道，这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研究
水利水电工程枢纽区地质体温度场的分布特征，能够为相关渗流场的研究提供参考，有利于查找渗漏通道、
确定地下水补给源和流动路径。已有研究表明，高山峡谷区坝址区地下水温度场异常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岩
性与岩层组合、地形与降水、地质构造、地下水活动等［３６］。

（２）热源法　 作为坝基渗漏水的重要补给源，库底水的温度一般低于坝基岩土体温度，在渗漏点周围
由于地下水对流传热会形成低温场，利用钻孔测温资料，可以判断渗漏位置，结合相关的数学分析，能够得
到渗漏通道的尺寸和渗漏量等。陈建生等［３７］利用能量守恒定律研究坝基裂隙岩体中集中渗漏通道中渗流与
温度的关系。将集中渗漏通道看作是一个虚拟热源，通道以外地层温度的分布仅与渗漏带最外层的温度有
关，与渗漏通道内部的温度分布无关，渗漏通道内部的温度是由水流带来的，其外部的温度则由热传导进
行。根据热传导及能量守恒理论，可以推导出温度在地层中的分布趋势，通过温度分布曲线可以确定渗漏范
围，建立了堤坝渗漏量的虚拟热源法模型［３８］。另外，还将地下水温度场的分布异常归结为集中渗漏通道中
高温或低温流体的流动造成的，并对集中渗漏通道的形状作了线形、管状和圆柱状等假设，利用传热学的基
本理论计算存在集中渗漏通道条件下的堤坝基础温度场分布特征，取得了很多成果。而相关的多通道叠加原
理［３９］和面状渗漏假设［４０］是对热源法的进一步研究。这种虚拟热源法用特定的几何形状简化描述坝基渗漏，
依据能量守恒和岩土体热物理性质，得到的坝基温度场解析解，基于图示法计算渗漏通道半径，为堤坝渗漏
监测提供了可靠依据。但是这种假设只是把渗漏通道假想为特殊的几何形状，与实际渗流场应该有一定的差
异，将对流传热的边界界定于特定几何形状体的边界处，而我们知道对流传热作为温度场的主要扰动因素，
其边界是不规则和不固定的。

（３）坝体温度场与渗流场耦合研究　 在坝区温度场与渗流场耦合方面，首先是对地下介质做连续性假
设，得到了渗流场与稳定温度场耦合分析的连续介质数学模型（柴军瑞等［４１４２］），通过水温对水的运动粘滞
系数影响，温度差形成的温度势梯度造成水的流动及渗流传热３个方面将两场耦合起来，采用迭代法得到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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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耦合的数值解。大坝非稳定温度场受外界温度和渗流场的影响［４３］，基于一定的数值推导，可以建立温度
场与渗流场耦合的有限元计算格式［４４４５］。尤其在蓄水初期，温度场与坝体渗透性有直接关系［４８］。已有的研
究主要是建立二维数值模型，通过数值模拟确定坝体温度场与渗流场的关系，二者的相互作用机理已比较明
确，而借助温度资料确定渗流场的研究还鲜有报道。

由前述可知，水体能够通过坝体和地质体（坝基或坝肩）发生渗漏。对于坝体，土坝和混凝土坝（尤其是
ＲＣＣ坝体）的研究重点各不相同，土坝主要是基于解析法的温度示踪，如热源法等；混凝土坝主要是基于数
值模拟的温度场与渗流场耦合机理描述。然而对于坝基或坝肩地质体中温度示踪的研究就相对薄弱一些，这
主要是因为它涉及高水头、高流速、高温差和高度非均质性的岩土体。

３　 研究展望
温度场与渗流场耦合研究，涉及到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的许多问题，为了提高温度示踪的实用性和精

度，有必要对双场耦合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１）传统的双场耦合模型多针对均质多孔介质及Ｄａｒｃｙ流假设来开展研究，而温度示踪主要涉及渗流异

常部位，裂隙介质及快速流是其主要研究对象。那么，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在对象几何
形态描述方面，力求既精确又可行；研究紊流传热和固液接触面对流换热的机理，建立合理的模型；考虑
温度对流体性质的影响，建立双场全耦合模型；在浅部地温场中，必须考虑气温的周期波动对研究区域的影
响，周期波动的地温场本身也能提供地下水活动的有效信息；应该从更加广阔的空间尺度来确定双场耦合模
型的边界条件，如地下水流动系统可能带来深部热水上涌，断层、岩溶通道、节理裂隙等构造带的导水特
性，深部地热流等；基于混合欧拉拉格朗日法的特征法（ＭＯＣ）在求解对流占优的溶质运移问题时得到广泛
的应用，溶质运移与热量运移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在研究热量运移问题时可以借鉴此类数值求解方
法；将温度观测的新技术（如分布式光纤）应用于温度场观测，将获得更加实用的温度时空分布资料。

（２）温度是研究河流等地表水与地下水交换的较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如果假设上部气温按正弦波动，
借助一维热对流方程计算这种波动在地质体中的衰减规律，由此推导出用振幅衰减或相位滞后表示的地下水
流速。实测的温度资料是多个周期温度影响的叠加，且存在突变点，并不是规则的正弦曲线，如果采用数理
统计的方法，对数据进行频域分析、突变点检查、滤波等处理，再结合一定的物理模型就能够建立测温时序
资料的多元统计回归分析模型，由此确定观测资料的影响因子，定量化确定某点地下水温的主要影响因素。

（３）基于温度场与渗流场耦合模型及相关实测资料，亦能采用温度场资料研究坝肩、坝基乃至坝体的
渗流情况，查找潜在的渗漏通道。坝肩和坝基是非均质地质体，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特征都比较复杂，定量
化的温度示踪研究还比较欠缺。

４　 结　 　 语
（１）温度示踪的理论基础是地质体中温度场与渗流场耦合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一方面要力求精确刻

画各种边界条件和介质特征，另一方面要改进数值求解方法，使之能够适应复杂介质特征、复杂水动力条
件、复杂热环境等问题。

（２）在温度场与渗流场耦合模型方面，裂隙介质、深部地热流的影响及非饱和带或集中渗漏通道中快
速流的双场耦合研究是难点和热点。对于快速流，数值模拟过程中会出现数值弥散和数值震荡，因此在诸如
裂隙介质等对流占优的双场耦合问题中，能够采用混合欧拉拉格朗日法求解。

（３）对于浅部地温场，采用时间序列确定地下水流速十分经济快捷，为了定量化确定地下水流速，可
以应用数理统计模型来求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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