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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单裂隙渗流传热特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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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岩石裂隙渗流传热试验系统，以蒸馏水为换热工质，针对预制平滑裂隙与粗糙裂隙的花岗岩岩样，开展不同试
验温度与水流条件下的单裂隙对流换热特性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①同一温度水平下，对流换热系数的量值与流量呈正
相关关系，但对流换热系数的增幅大于流量的增幅，随岩石基质温度的升高，相同流量水平下的对流换热系数呈增大趋势；
②与平滑裂隙试验结果相比，粗糙裂隙面的对流换热强度有所提高，但增幅不大；③沿渗流路径，裂隙面局部对流换热强度
的演化呈现多波峰的非线性特征，其中粗糙裂隙的非线性更加强烈。但二者均存在由进水口至出水口，换热强度逐渐减弱的
特征。④努塞尔数与普朗特数 1/3 次方的商与雷诺数较好地满足幂指数关系，随着试验温度的升高，这种关系逐渐向线性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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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on convection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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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vection heat transfer in a single granite fracture was experimentally investigated in this work. Distilled water was used
as working medium for heat transfer in manmade smooth and rough fractures of granite samples. The influence of fracture roughness
on heat transfer intensity was analyzed. The evolution of external surface temperatures of rock samples was monitored using
resistance temperature detectors during seepage heat transfer to study the local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along the seepage path.
Subsequently, the heat transfer correlations were summarized on the basis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under a given temperature level, the convec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feature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flow rates.
The increase rate of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is greater than the flow rates. Under a given flow rate, the convec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experimental temperature. (2) the roughness of rock fracture increases the local heat transfer
intensity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 enlargement is not big. (3) the external surface temperatures exhibit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 with
multiple peaks, the temperature evolution history of rough fracture are more complicated than smooth fracture. For both smooth and
rough fracture, the heat transfer intensity decreases with the distance to the inlet. (4) the quotient of Nusselt number and the 1/3 power
of Prandtl number is close to a power function of Reynolds number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in this work. With the increase
of experimental temperature, the relationship gradually tends to be linear.
Keywords: convection heat transfer; rock fracture; joint roughness; heat transfer correlation; local heat transfer intensity

1 引 言

源开发、核废料地质处置、油气资源开采及二氧化
碳地下封存等领域均有应用[1−4]。以干热岩为例，其

裂隙流体与岩石基质之间的对流传热过程研

热能开采的本质就是换热工质（水或超临界 CO2）

究是深部岩石力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在深部地热资

在高温裂隙岩体中的流动换热过程，裂隙流体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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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基质的热交换计算对于地热井工作效率的分析以

中缺少系统的传热学方法指导，针对局部对流换热

及开采策略制定与产能预测等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系数的演化规律，裂隙面粗糙度对传热特性的影响

用。深部岩体赋存于温度、流体、化学、应力等多

等问题缺少试验研究成果。

个物理场相互耦合作用的地质环境中，裂隙流体与

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尝试从试验的角度出

基质的对流传热过程引起温度场的时空演化，进而

发，以对流传热学的研究方法为指导，以松辽盆地

对流体、化学及应力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干热岩资源靶区为工程背景，基于岩石裂隙渗流传

针对渗流传热过程的研究是深部岩体多场耦合问题

热试验系统，开展岩石单裂隙渗流传热特性试验研

[5]

究。试验以蒸馏水为换热介质，采用预制平滑裂隙

针对裂隙岩体渗流传热问题的研究已有一些

与粗糙裂隙的花岗岩岩样，研究不同温度与水流条

分析计算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
[6]

试验与数值成果。Cheng 讨论了地热系统中对流传

件下的对流换热特性。阐述了岩石单裂隙渗流传热

热问题的理论、数值及试验方法，并将地热储层理

过程的一般规律，分析了裂隙面粗糙度等对换热强

想化为饱和的多孔介质，据此给出了地热储层大规

度的影响及局部对流换热强度的演化规律，汇总了

模传热过程的规律性解释和开采条件下热储的动态

描述流体与岩石基质对流换热过程的特征方程。

[7]

响应预测。Nemat-Nasser 等 针对干热岩热能开采
中的对流换热问题，给出了描述流体二维渗流传热
过程的基本方程，并利用有限元方法开展了案例研

2

试验系统简介
图 1 给出了岩石裂隙渗流传热试验系统的示意

究。Ogino 等[8]用数值方法模拟了流体与高温裂隙

图，主要包括如下几个组成部分：

岩体之间的对流换热过程，并考虑了局部对流换热
系数的差异。Kolditz 等[9]以 Rosemanowes 干热岩场

（1）渗流系统 选用美国 Teledyne ISCO 公司
生产的高压柱塞双缸泵（型号 100DX），单泵容积

地为背景，模拟了水流与裂隙型结晶岩储层之间的

为 103 mL，最高工作压力为 68.95 MPa，双泵连续

强制对流传热过程。Pruess[10]给出了基岩与裂隙之
间水流、热流的瞬态平衡问题的解析解。Coutier

流动流速范围为 0.000 01～45 mL/min，流量精度可
达设定值的 0.3%。双泵系统不仅可以有效地保证试

等[11]给出了基岩传热过程微分方程的一般解法，并

验的连续性，
同时可以精准地实现恒流与恒压操作。

建立了考虑热损耗与热传导过程的数值模型。Wang
等[12]利用钢化玻璃模具，模拟流体掠过粗糙裂隙面

（2）围压系统 环压泵最高可施加 40 MPa 环
向压力，可有效地保证水流仅从裂隙中通过。

的对流传热过程，计算得到对流换热系数为

（3）岩芯夹持器 本试验系统的岩芯夹持器适

5 000 W/(m2·K)，基于试验结果提出了渗流传热模
型。He 等[13]开展了裂隙面粗糙度对花岗岩单裂隙

用于直径为 50 mm、长度为 80～120 mm 的圆柱型
岩芯样品。夹持器内装有耐高温高压胶套，顶部预

传热特性影响的试验与数值模拟研究。

设 6 个温度传感器安装孔，可保证传感器与岩样外

赵坚[14]利用岩石热力学试验系统，开展了花岗
岩单裂隙渗流传热试验研究，认为裂隙粗糙度在传

表面直接接触。
（4）加热系统 夹持器外部设置电加热圈，最

热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路威等[15−16]以高放射核

高加热温度达 200 ℃，可实现自动控温。

废物地下处置为工程背景，开展了无充填及填砂裂
隙岩体渗流传热模型试验与数值模拟研究。张乐

（5）数据监测与采集系统 在夹持器内部，岩
心表面布置 6 个热电阻（Pt 100，精度±0.35%），实

等[17]开展了花岗岩平滑裂隙内超临界 CO2 对流换
热试验研究，分析了岩芯裂隙壁面温度、裂隙进出
口流体温度、CO2 从岩芯吸收的净热量随时间的变
化规律。陈必光等[18]研究了二维裂隙岩体渗流传热
的离散裂隙网络模型数值计算方法。薛娈鸾[19]开展
了裂隙岩体渗流−传热耦合的复合单元模型研究。
董海洲等[20]开展了岩石单裂隙渗流−传热模型及其
参数敏感性分析研究。
目前，裂隙岩体渗流传热问题的研究以理论分
析与数值计算为主，基于真实岩石裂隙的试验成果
较为少见。在试验过程监测、数据处理与分析过程

图 1 试验系统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of experiment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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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监测沿渗流路径岩芯外表面的温度演化。夹持器

施加围压，保证岩样与夹持器胶套之间紧密接触，

进、出水口位置分别设置 1 个热电阻，监测水流温

并观察管路是否密封良好。

度。裂隙内表面温度可由微型热电阻深入裂隙内测
量。

3

（2）启动电加热圈，设置加热温度。待岩样
表面温度传感器达到预设试验温度并维持热平衡状
态（20 min 内温度变化不超过 1℃），开始进行试验。

试验过程

本试验共设置 5 个温度等级，分别为 60、70、80、

3.1 试样制备

90、100 ℃。

试验岩样选用我国重要的干热岩资源靶区松

（3）在试验设计的第 1 级温度水平下，设置

辽盆地北部花岗岩。经测试，其基本物理性质如下：

第 1 级渗流流量值 1 mL/min，并记录进、出口温度，

密度为 2.62 g/m3 ，孔隙率为 4.28%，比热容为

岩样内、外表面温度，进、出口压力等数值。以

0.757 kJ/(kg·K)，导热系数为 2.795 W/(m·K)。其

1 mL/min 为间隔，逐级升高渗流流量至 20 mL/min，

矿物成分如下：石英为 27%，碱性长石为 18%，斜

分别记录各级渗流水平下的相关数据。

长石为 26%，其他为 29%。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
首先将岩样加工成规格为  50 mm×100 mm 的圆柱
型试件，并进一步制备出平滑裂隙与粗糙裂隙，其
中平滑裂隙的制备采用线切割机，粗糙裂隙的制备
采用改良的巴西劈裂法，如图 2 所示。对于平滑裂
隙面，在本试验的精度条件下，可认为其节理粗糙
度系数值 JRC（joint roughness coefficient）为 0。对
于粗糙裂隙面，基于三维激光扫描试验获得的裂隙
表面形貌点云数据，采用文献[21−22]中的数理统计
法计算得到两个裂隙面的 JRC 分别为 10.38 和

（4）关闭渗流泵，启动电加热圈，将岩样加
温至下一级温度水平，重复试验步骤（3）。
（5）单个岩样全部温度水平的试验结束后，
关闭渗流泵及电加热圈，待岩芯夹持器冷却后更换
岩样，并重复步骤（2）～（4）
。
由于岩样采用电加热圈由外及内加热，因此可
以将单裂隙岩芯视为一个外表面与裂隙内表面分别
具有恒定温度的简化模型。对流传热过程中总的传
热量 Q 可由下式计算[6]：
Q  cm(T2  T1 )

10.78。

（1）

式中：c 为水的比热容；m 为水的质量流速；T1 与
T2 分别为进、出口位置的水流温度。
对流换热系数 h 可由牛顿冷却公式计算[6]：
h
(a) 平滑裂隙试样 (b) 平滑裂隙闭合

(c) 平滑裂隙张开

Q
(2 LD )(Ts  Tf )

（2）

式中：L 为岩样的长度；D 为岩样直径；Ts 为裂隙
内表面温度；Tf 为水流平均温度，取进、出口水流
温度的平均值。
针对岩石单裂隙渗流，雷诺数 Re 的计算公式
为

[23]

Re  2q ( D )
(d) 粗糙裂隙试样 (e) 粗糙裂隙闭合

(f) 粗糙裂隙张开

图 2 人工制备的花岗岩平滑与粗糙裂隙
Fig.2 Manmade smooth and rough fractures
of granite samples

3.2 试验步骤及数据处理
试验以蒸馏水为换热工质，
分别针对花岗岩平滑

（3）

式中：q 为流量；ν 为水的运动黏滞系数。
普朗特数 Pr 的计算公式为
Pr   a

（4）

式中：a 为热扩散率。
努塞尔数 N u 的计算公式为

裂隙与粗糙裂隙开展了不同温度与水流条件下的对
流换热试验。试验步骤设计如下：

N u  hL 

（1）将劈开的岩样合拢后放入岩芯夹持器中，

式中：  为水的导热系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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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减小，导热系数缓慢增加，比热容虽然表现为先
减小后增加的趋势，
但在本试验的温度范围内
（60～

4.1 花岗岩平滑裂隙试验结果
由式（3）计算可得，本文试验条件下的雷诺
数范围在 0.86～25.17 之间，由于该值远小于平滑裂
隙内流体流动状态改变的临界雷诺数量值，因此可
认为花岗岩平滑裂隙对流换热试验中流体流动保持
层流状态。根据立方定律，基于流量、试样两端压
差、流体的运动黏滞系数等参数，可反演计算得到
裂隙的等效水力开度。计算结果表明，等效水力开
度为微米级别，且当围压保持一定水平时，水力开
度随渗透压力的变化较小。根据式（1）、（2）计算
可得，花岗岩平滑裂隙不同试验温度下对流换热系
数随流量的演化关系如图 3 所示。

100℃）
，也表现为单调增加的演化规律。根据热边
界层相关理论，这些参数的变化均会导致对流换热
过程中的热边界层变薄，对流换热热阻减小，对流
换热强度增大，表现为对流换热系数的增加。
对流换热系数的计算总是对应于一定的特征
长度，上述计算中取岩样总长度作为特征长度，计
算得到的对流换热系数所表征的是整个渗流路径的
平均换热强度。而实际上沿渗流路径不同位置处的
流体流动状态、裂隙面几何因素等均存在差异，局
部对流换热强度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在整个渗流路
径上并不是保持不变的，因此有必要研究局部对流
换热强度沿渗流路径的演化规律。
由于涉及到局部热量传递等的计算，要精确地
研究局部对流换热系数在现有的试验条件下是有难
度的。本文尝试采用如下手段，间接地对其演化规
律开展初步的研究，通过岩样表面布设的 6 个热电
阻，实时监测沿渗流路径的岩样表面温度演化过程。
由于对流换热试验开始之前，岩样被均匀加热至相
同的温度，则对流换热过程中各测点温度的演化与
对应的局部对流换热强度应为负相关关系，即岩样
表面温度高，表明局部对流换热强度低，反之亦然。
这样，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渗流路径上局部对流换热
强度的演化趋势。

图 3 不同试验温度下花岗岩平滑裂隙对流换热
系数随流量的演化关系
Fig.3 Evolution of convec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s
with flow rates at different experimental temperatures for
granite smooth fracture

由图中可以看出，在任意一个给定的温度水平

图 4 给出了不同试验温度下，对流换热过程中
岩样表面温度的演化曲线。根据试验设计，每一级
温度水平下的导流换热过程开始之前，岩样首先被
加热至设计温度，此时 6 个测温点温度保持一致，
表现在图中为一条水平直线。随着导流换热过程的
进行，6 个测点温度开始出现差异性的变化，表现

下，对流换热系数与流量呈正相关关系。以 80 ℃的

为图中高低起伏的曲线。

试 验 结 果 为 例 ， 当 流 量 由 1 mL/min 增 大 至
20 mL/min 时，对流换热系数由 5.02 W/(m2·K)增

岩样表面各测点温度呈现非一致性的演化特
征，表明不同测点处局部对流换热强度存在差异。

大至 190.01 W/(m2·K)，增大了 37.83 倍左右。可

由图 4 可以看出，沿渗流路径各测点温度演化虽然

以看出，对流换热系数的增幅大于流量的增幅，这
表明流量增大不仅使得总换热量增加，也使得单位

呈现多波峰的非线性特征，但总体来看，沿流体渗
流方向各测点温度呈较明显的增大趋势。由此反映

流量的换热强度增大。

出局部对流换热强度沿渗流路径递减的规律，这与

在任意一个给定的流量水平下，对流换热系数
随岩石基质温度的升高呈增大的趋势。以流速为

平行板对流换热模型的热边界层理论是一致的。这
表明蒸馏水在平滑的花岗岩裂隙中的对流换热过程

10 mL/min 为例，当试验温度由 60 ℃升高至 100 ℃

基本遵循平行板渗流传热模型。

2

时 ， 对 流 换 热 系 数 由 86.02 W/(m · K) 增 大 至
101.75 W/(m2·K)，增幅为 18.29%。这是由于当温

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描述黏性流体的流动换热
过程存在较大困难，因此在对流换热试验的数据处

度改变时，水的相关热物理参数会随之发生改变。

理中，一般采用基于相似原理与量纲分析的特征变

具体来讲，随着温度的升高，水的运动黏滞系数不

量法。如对于流体掠过光滑平板，假设流体处于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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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试验温度为 80℃

(e) 试验温度为 100℃

图 4 不同试验温度下花岗岩平滑裂隙岩样表面温度演化
Fig.4 Evolution of external surface temperatures of sample in a granite smooth fracture at different experimental temperatures

流状态，则其特征数方程可以写为

大。随着温度的升高，n 值逐渐趋近于 1，即二者关
（6）

系趋于线性规律。这一点与光滑平板对流传热模型
存在差异。笔者认为本试验结果与光滑平板对流传

式（6）称为对流换热过程的特征数方程，也

热模型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受流体的流动状态、

称关联式或准则方程。在对流换热问题的研究中，

物理性质以及换热面几何因素的影响，即本试验所
采用的花岗岩平滑裂隙表面并非绝对光滑，流动状

N u  0.664 Re1/ 2 Pr1/3

这种幂函数的形式，在试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与验证。本文借助其通用格式拟合 N u 、Re 与 Pr 的
关系：

N u  CRe n  Pr 

（7）

式中：C、n、ε 等常数由试验数据确定。Re、Pr、 N u
分别由式（3）～（5）计算。借鉴文献[14]的研究
成果，ε 值取 1/3。图 5 直接给出了 N u / Pr1/3 与 Re
的关系曲线。
由图 5 可以看出，不同试验温度下， N u / Pr1/3
与 Re 均较好地服从幂指数关系。从拟合关系式可
以看出，C 值范围在 0.585 5～0.675 8 之间，n 值范
围在 1.117 3～1.240 9 之间。与光滑平板对流传热的
经验特征数方程相比，C 值基本相同，n 值较之略

图 5 不同试验温度下花岗岩平滑裂隙 N u / Pr 1/ 3 与 Re 的关系
Fig.5 Correlation curves of N u / Pr 1/ 3 and Re for granite
smooth fracture at different experimental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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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也并非理想的层流，同时流体的物理性质受试验

比关系。当流量分别是 1、5、10、14、20 mL/min

温度与压力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而理想的光滑

时，粗糙裂隙相对平滑裂隙对流换热系数的增大幅

平板对流传热模型并未考虑这些因素。

度分别为 12.3%、12.1%、14.2%、12.6%和 9.5%。

4.2 花岗岩粗糙裂隙试验结果

由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不同的流量水平对于增大幅

针对花岗岩粗糙裂隙开展渗流传热试验，得到
不同试验温度下，对流换热系数随流量的演化关系
如图 6 所示。

度影响不大。
图 8 以流量为 10 mL/min 为例，给出了不同
试验温度水平下，花岗岩平滑裂隙与粗糙裂隙对流
换热系数的对比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当试验温
度分别为 60、70、80、90、100 ℃时，粗糙裂隙相
对平滑裂隙对流换热系数的增大幅度分别为
12.6%、10.5%、10.2%、14.2%和 14.7%。由这些数
据可以看出，不同的试验温度对于对流换热系数的
增大幅度无明显影响。

图 6 不同试验温度下花岗岩粗糙裂隙对流换热系数随流
量的演化关系
Fig.6 Evolution of convec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with flow rates at different experimental temperatures for
granite rough fracture

由图 6 中可以看出，同花岗岩平滑裂隙类似，
花岗岩粗糙裂隙的对流换热系数与流量同样成正相
关关系。与花岗岩平滑裂隙的试验结果相比，粗糙
裂隙的对流换热强度有所提高，但增幅并不大。
图 7 以试验温度为 90 ℃为例，给出了不同流量水平

图 8 不同试验温度下花岗岩平滑裂隙与粗糙裂隙对流换
热系数对比关系（以 10 mL/min 为例）
Fig.8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comparison of smooth and
rough fractures of granite at different experimental
temperatures when flow rate is 10 mL/min

下，花岗岩平滑裂隙与粗糙裂隙对流换热系数的对
图 9 给出了对流换热过程中花岗岩粗糙裂隙岩
样表面各测点的温度演化过程。由图中可以看出，
与平滑裂隙对流换热过程监测结果相比，沿渗流路
径各测点温度的演化呈现更加强烈的非线性特征，
这说明裂隙面粗糙度的存在不仅增大了整个渗流路
径上的总对流换热强度，也使得各测点位置局部对
流换热强度的差异更加凸显。这是因为在对流换热
过程中，固体表面的几何特征是影响换热强度的重
要因素。在本文的试验尺度上，各测点所在位置裂
隙面粗糙程度存在差异，这就导致了对流换热强度
的不同。另一方面，随着与入口位置距离的增大，
流体惯性力与黏滞力的比值逐渐增大，对流体的流
图 7 不同流量下花岗岩平滑裂隙与粗糙裂隙对流换热系
数对比关系（以 90 ℃为例）
Fig.7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comparison of smooth and
rough fractures of granite at different flow rates when
experimental temperature is 90 ºC

动状态产生影响。对于粗糙裂隙渗流而言，尽管本
试验条件下的雷诺数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流体的
流动状态仍然有可能由层流转变为过渡流，并逐渐
向紊流演变，流动状态的改变会影响局部对流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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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试验温度为 80℃

(d) 试验温度为 90℃

(e) 试验温度为 100℃

图 9 不同试验温度下花岗岩粗糙裂隙岩样表面温度演化
Fig.9 Evolution of sample external surface temperatures during seepage heat transfer processes in a granite rough fracture

强度。虽然岩样表面各测点温度的演化规律更加复

从图中可以看出，与花岗岩平滑裂隙的试验结

杂，但总体来讲，随着与入口位置距离的增大，岩

果类似， N u / Pr1/3 与 Re 仍然较好地服从幂指数关

样表面的温度仍有较明显的增大趋势，这表明热边

系。从拟合关系式可以看出，C 值范围在 0.554 3～

界层理论依然适用。
将试验计算努塞尔数与雷诺数、普朗特数进行

0.730 4 之间，n 值范围在 1.132 6～1.274 0 之间。与
平滑裂隙的试验结果相比，C 值的范围整体略有增

拟合，结果如图 10 所示。

大，表明整体对流换热强度的提高。随试验温度升
高，n 值减小， N u / Pr1/3 与 Re 关系趋于线性。

5

结

论

基于岩石裂隙渗流传热试验系统，以蒸馏水为
换热工质，针对预制平滑裂隙与粗糙裂隙的花岗岩
岩样，开展不同试验温度与水流条件下的单裂隙对
流换热特性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同一温度水平下，对流换热系数的量值与
流量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对流换热系数的增幅大于
流量的增幅。随岩石基质温度的升高，相同流量水
平下的对流换热系数呈增大趋势。
图 10 不同试验温度下花岗岩粗糙裂隙 N u / Pr 1/ 3
与 Re 的关系
Fig.10 Relation between N u / Pr 1/ 3 and Re for granite
rough fracture at different experimental temperatures

（2）与平滑裂隙试验结果相比，粗糙裂隙面的
对流换热强度有所提高，但增幅不大；各测点局部
对流换热强度的差异性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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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19: 201－208.

演化呈现多波峰的非线性特征，其中粗糙裂隙的非

[11] COUTIER J P, FARBER E A. Two applications of a

线性更加强烈，但二者均存在由进水口至出水口，

numerical approach of heat transfer process within rock

换热强度逐渐减弱的特征。

beds[J]. Solar Energy, 1982, 29(6): 451－462.

（4）N u / Pr1/3 与 Re 较好地满足幂指数关系，随
着试验温度的升高，这种关系逐渐向线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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