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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能源结构是低焓地热系统（即低温差）的一种现代应用，与旧系统相比，

具有降低初始安装成本的巨大优势。其原理是在混凝土结构的加固笼内建立一个

管道网络，在管网中循环的传热流体通过混凝土与地面进行热交换，热泵将地面

温度调整到为加热或冷却建筑物所需的温度。这一系统必须满足能源效率标准

（供热或制冷）和岩土结构标准（有限的附加应力和位移），这些都高度依赖于

施工现场当地的条件。 

地下能源结构完美契合能源需求不断增加，对绿色、本地和可再生能源的研

究越来越重要的当今世界，它们代表着为建筑和基础设施供暖或制冷的一种创新

的、前景光明的替代方案。 

1. 什么是地下能源结构？ 

地下结构，即与地面接触的结构，且可用于与地面进行热交换[1]。更准确地

说，“地下结构”一词涵盖用于深地基的桩、挡土墙、隧道衬砌段等。地面和这

些混凝土结构之间的热交换由布置在结构内部的管道系统保障，并且在这个管道

系统中循环着传热流体。 



地下能源结构的原理是利用浅层地热能：底土温度全年保持稳定（除近地面

5~8 米外），在冬季高于室外空气温度，在夏季则低于室外空气温度。利用这种温

差可以在冬季将热量从地面提取并输入到建筑中（用于供暖），并在夏季将热量

从建筑中释放到地层中（用于制冷）。这属于所谓的“低焓”地热系统的范畴，

即位于地下 100 米以内，温度变化范围在 10~20 摄氏度左右。为了使热交换器的

温度与建筑物供暖或制冷所需的温度相匹配，这类系统会与一个热泵（见“地热

能 ： 一 种 重 要 的 能 量 来 源 ” [https://www.encyclopedie-

environnement.org/en/soil/geothermal-energy-significant-source-energy/]）链接。 

1.1. 运行模式 

该系统既可用于建筑的供暖和制冷（双向模式），也可仅用于供暖或制冷（单

一模式）。除此之外，运行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当地地下水流动状况。 

⚫ 在地下水不流动或流动很弱的情况下，为了长期保持底土温度恒定，需要对

土壤进行热补给。在这种情况下，强烈建议系统采用双向模式，以保证系统的效

率。 

⚫ 另一方面，如果土壤具有足够高的渗透能力（砂土），并且地下水流速大于每

天 0.5~1 米，那么土壤温度就会自动重新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单一模式

[2]。 

在第一种情况下（无地下水流）, 季节性蓄热是可行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大

量地下水流），这是不可能的，提取热量与注入热量不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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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soil/geothermal-energy-significant-source-energy/


1.2. 技术渗透 

 
图 1. 地下能源结构的安装量和二氧化碳减少量的历史变化[来源：Di Donna 等人，2017

（参考[3]）] 

图 1 显示了过去十年地下能源结构安装数量的变化，以及相应减少的 CO2排放量[3]。

现有的数据或许不够全面，但该图还是反映了人们对这项技术的兴趣及这项技术的好处。

目前，能源桩仍然是最常见的应用形式。这种深层地基被广泛用于穿越力学性能差的土

层，直至达到基岩。 

 
图 2. 地下能源结构在不同国家的使用情况[来源：©Di Donna]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地下能源结构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得到了发展。

奥地利是第一批建设的国家，随后这项技术很快传播到了瑞士、德国和英国（图

2）。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社会接受程度仍然有限，发展也比较

缓慢。 

最近，美国和亚洲也引入了地下能源结构。譬如中国的上海中心大厦，它是

中国最高的摩天大楼，高 630 米，建立在 2000 根长 86 米、直径 1 米的基桩上，

其中约 100 根是能源桩。 



1.3. 一些案例 

在欧洲，很多学校、私人建筑和公共建筑中已经采用了这类技术。 

1.3.1.  能源桩 

最有据可查的例子之一可能是克洛腾机场（苏黎世）的 E 航站楼，该航站楼

自 2003 年开始运营。它由阿斯顿（Amstein）、沃尔特（Walthert AG）及 ARGE 

ZAYETA 联合设计，其建造在黏质和粉质土上，其地基位于 350 个钻孔桩之上，

它们长 27 米，直径在 90 到 150 厘米之间，其中有 306 根为能源桩，能满足航站

楼 70%的供热需求[4]。能源桩还能满足建筑物的冷却需求，自然冷却满足了 53%

的制冷需求，另外 15%的制冷由热泵完成。在这个具体的案例中，安装能源桩产

生的额外费用占建筑成本的 0.3%，在 8 年内就能收回。 

1.3.2 能源墙 

另一个经典案例是维也纳的莱恩泽隧道，这是一个采用随挖随填法构建的能

源隧道，首先进行露天挖掘，然后再用混凝土板覆盖。在这种情况下，热量通过

侧墙与地面交换，侧墙由长 20 米、直径 120 厘米的桩构成。每三个桩中就有一

个为能源桩，即共有 59 个热交换桩。 

同样在维也纳，U2 地铁线路的 4 个路段配备了能源桩、能源转换和能源墙，

总生产供热功率达 449 kW，制冷量 231 kW。 

1.3.3. 能源隧道  

能源隧道尽管具有非凡的热交换潜力，但目前还属于最不成熟的技术应用。

实际上，隧道衬砌的地热能活化（无论是通过使用隧道掘进机进行机械挖掘还是

使用机械铲进行常规挖掘）都涉及到更大体积的土壤，因此通常比桩的交换表面

更大。 

能源隧道的第一个例子是在奥地利建造的 Janbach 隧道。最近，在意大利都

灵地铁隧道进行了一项全面的实验测试。 



1.4. 优点 

1.4.1. 经济方面 

与其他传统地热系统相比，地下能源结构的主要优点是，结构元件为建筑稳

定性所必需的，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建造，同时又可以作为能源使用，这就

降低了初始安装成本。经验表明，初始投资约为工程成本的 2%至 4%，投资回收

期为 4 至 8 年。 

1.4.2. 环境问题 

 

图 3. 地下温度随深度的季节演变。[资料来源：©Di Donna] 

像其他传统的低焓地热系统（水平和垂直探测）一样，地下能源系统首先是

一种本土的、可再生的绿色能源。能量是由储存在土壤中的热量产生的，这些热

量一部分来自太阳（太阳辐射加热地球表面），另一部分来自地球本身（地核的

热流），能量则是通过地下水流动来传递的。这些因素的结合导致地下几米的温

度随外部空气温度（所谓的变温区）出现季节性波动。在更深的地方，温度则全

年保持不变，直到约 50 米深（称为恒温区）。从这里开始，温度以深度每增加

100米上升 3°C的速度变化：这被称为地热梯度。地下能源结构运作在中间区域，

即恒温区。在欧洲，该区域全年温度在 10 到 15°C 之间（图 3）。使用地下能源

结构可以使建筑物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约 320 千克/千瓦（见图 1）。 

2. 能源效率  

图 4、图 5、图 6 总结了在运行的能源地下结构中测得的热交换势，分别以

每米桩长的瓦特数、每平方米墙壁和隧道表面的瓦特数表示。 



2.1. 能源桩 

 

图 4. 能源桩的热交换[来源：Di Donna 等人，2017（参考文献[3]）] 

根据这些数据，除极少数情况外，每米桩长的功率可达 20 至 100 瓦特，与

英国标准（BS 15450）建议的数量级相同，该标准的建议功率是在细土（黏质、

粉质土壤）中为 30 到 50 瓦特每米，在粗质土（沙子, 砾石）中为 55 到 80 瓦特

每米。能源桩与传统的地温探测仪几何形状相似, 大量安装和运行的地温探测仪

使人们能够准确了解能源桩的特性，并发展出了成熟的分析方法。 

2.2. 能源墙和隧道 

 
图 5. 能源墙的热交换[来源：Di Donna 等人 2017（参考文献[3]）] 



挡土墙和隧道的案例较少。根据现有的数据，每平方米墙壁或隧道表面积交

换功率达 10 至 30 瓦特是可能的，具体数值可能会因土壤性质（特别是地下水流

量）、地基的几何形状和系统的运行条件不同而发生显著变化。 

它们与地温探测仪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而难以借鉴地温探测仪的数据直接

分析这些构造的能量交换效率。两者的主要区别体现在边界的环境条件截然不同

（例如挡土墙的一侧可能是停车场、隧道或车站），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墙体与清

空区内部空气的热交换。此外，由于监测的案例数量有限，使得分析更加困难。 

 
图 6. 能源隧道的热交换[来源：Di Donna 等人，2017（参考文献[3]）] 

近年来的数值模拟研究表明，能源墙一侧地下空间内的空气与地面的温差对

能源墙热交换有显著影响，在长时间尺度上影响更大。 

3. 岩土方面 

 
图 7. 原位测量的温度诱导应力[来源：Di Donna 等人，2017（参考文献[3]）] 



能源地下结构的构造和岩土力学性能是决定其机械支撑作用的主要因素，因

此确保其支撑强度具有根本重要性。基于此，许多研究通过施加周期性的温度变

化，分析是否会影响其结构和岩土工程性能，进而判断能否将这些结构作为地热

交换器使用。 

换言之，使用地下结构作为地热交换器，是否会引起额外的位移或减弱它们

的承载能力（即其承受建筑物的重量等荷载的能力）?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现有

的实验和数值模拟都主要针对基桩结构。 

 

图 8. 原位测量的温度诱发位移[来源：Di Donna 等人，2017（参考文献[3]）] 

作为一级近似处理，一根桩可以当作一个均匀的直杆。我们想象对它加热，

若它能完全自由形变，它就会基于其热膨胀系数相对于其中心膨胀。为了有一个

数量级的概念，让我们设想一根 30 米长、可自由形变的混凝土桩，其热膨胀系

数约为 10-5 °C-1，30°C 的温度变化将从桩顶到桩底均匀地（因此特别是在桩头）

引起 4.5 mm（0.15 mm/°C）的位移。 

而在现实中，桩体不能自由膨胀，其形变至少部分受到周围土壤和上部结构

的阻碍，这减弱了其自由形变以及其顶部的位移，但会引起额外的热应力（在桩

加热的情况下为压缩应力）。附加应力可以用混凝土弹性模量（见“物质如何变

形：流体和固体”（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physics/how-

matter-deforms-fluids-and-solids/））和形变减少量的乘积的一阶近似来计算。若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为 30 GPa，假设桩被完全禁锢（不能发生任何热变形），则桩

的内部会承受附加应力为 9 MPa，即为 300 kPa/℃。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physique-zh/how-matter-deforms-fluids-and-sol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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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两个极端的例子。实际情况介于两者之间，但总体而言，可以认

为，桩自由膨胀的程度越大，就会在顶部产生更为显著的位移以及更小的热应力，

反之亦然。冷却时也可以做类似的推测。 

图 7 和图 8 显示了在实物试验中，温度变化时能源桩上产生的应力和位移

值。该类实验中可测试一个数量级的温度变化对真实能源桩的岩土工程性能的影

响大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热应力看似很大，但实际上远低于混凝土强度。 

4. 需记忆的要点 

⚫ 地下能源结构是一种绿色、可再生的本地能源，用于建筑物供暖和制冷。 

⚫ 由于直接利用了建筑本身需要建造的支撑结构，因而与其他传统的封闭式

地热系统（探测器）相比，地下能源结构的主要优势是显著降低了初始安装成

本。 

⚫ 这项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但在欧洲，应用热交换桩的结构和建筑数量呈

指数增长，目前尚未出现增长减缓的迹象。 

⚫ 能源墙和能源隧道的应用仍不太成熟，但已经有许多项目正在测试这类结

构，以便更好地了解它们的性能和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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