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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毯式海底热流原位探测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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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针对海底热流探针无法对基岩海底或其他硬质海底进行热流探测的难题袁基于傅里叶热
力学第一定律提出了非插入式海底热毯原位探测方法袁 介绍了热毯式热流原位探测系统的设计遥
通过试验选择了合适的热毯盖层材料尧对热毯的形状和设计尺寸等参数进行了设计优化袁分析了
热毯的工作方式并对布放技术进行了评价遥 热毯式海底热流探测系统为大洋中脊区域海底的热
流探测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袁对于研究板块的热状态及板块的构造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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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热流是来自地球内部通过海底的热通量，
是反映大洋地壳和上地幔热状态的重要指标[1-2]。海
底热流值能为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和海底地质灾害
预警提供基础数据支持[3]。与海底地震、地磁、地形
等地质数据一起，海底热流数据还可以用来研究板
块构造、地球内部热传输、大洋岩石圈及海底盆地
演化、大陆边缘形成过程等[4]。
目前，获取海底热流数据的主要手段是海底热
流探针。海底热流探针靠插入海底沉积物中实现热
流测量，导致海底热流研究局限于存在大量沉积物
的海底区域，不能用于岩石海底及其他硬质海底[5]。
而海底热活动最为活跃的大洋中脊系统存在相当
数量的岩石海底，这些岩石海底的热流数据对于研
究板块构造、地球内部热传输、大洋岩石圈过程等
尤其重要[6-8]。本文设计了一种非插入式的海底热毯
热流探测系统，有望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海底热流提
供有效手段。

1

热毯式海底热流原位探测原理

海底热流探针技术通过插入沉积物中，测量海
底表层沉积物两点间的温度梯度和沉积物的热导

系数，由傅里叶公式计算得到通过海底表层的传导
热通量，其理论依据是傅里叶定律的一维稳态热传
导方程：
Q=-k 驻T
（1）
驻Z
式中：Q 为通过表层的热流密度；K 为沉积物的
热导系数；驻T 为两个测点间的温度差；
驻Z 为两个测
点间的垂直距离。
由方程（1）可知，海底热流测量问题可以转化
为测量沉积物热导系数和垂直方向上的温度梯度
塄T（塄T= 驻T ）问题。
驻Z
本文在热流探针测量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热
毯式探测海底热流的构想，选择厚度已知的热毯盖
层模拟海底沉积物，通过测量热毯盖层两端的温度
得到温度梯度，最后运用傅里叶热力学公式计算热
流密度值，其测量原理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T顶

驻z

T底

图 1 热毯式热流原位探测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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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采用热毯覆盖在岩石上模拟沉积物，经
过温度场重构后达到热平衡。由于地球内部散热，
所
以热毯的底部和顶部存在一个温度差 驻T=T 底-T 顶。热
毯材料的热导系数可以在实验室内测定，
并且热毯的
厚度已知，
因此可以通过傅里叶公式求得热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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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的实验研究

分析热毯测量海底热流的原理，热毯式海底热
流原位测量系统设计的关键是解决热导系数和热
毯两侧温度梯度的准确测量问题。为此，在选择合
适热毯材料的基础上，开展了热导系数实验室测定
和热毯两侧温度梯度测量影响因素的实验研究。
选择热毯材料时，首先考虑为获得明显的温度
梯度，
热毯材料应该具有良好的隔热效果。其次，热
毯材料应能够满足在海水压力作用下其厚度没有
变化或者变化很小的条件。另外，温度梯度测量的
是竖直方向的温度差，应尽量避免或减少热毯系统
中热在侧向的散失。因此，为了保证热毯与海底很
好的贴合，所选热毯材料还应该具有良好的柔性。
设计中对十余种材料进行了实验筛选，综合热导系
数、开孔率、柔韧性等参数，选择柔性聚氨酯开孔发
泡材料作为热毯盖层材料。
技术实现上，先在实验室内模拟海底环境，准
确测定材料热导系数，然后运用结构设计等措施保
证其与海底很好地贴合，解决其在侧向的热散失问
题，最终实现热毯式海底热流原位探测。
2.1 热毯热导系数测定
传导介质的热导系数与温度、压力、含水量有
[9]
关 。实际测量中，环境的温度和压力变化是否会导
致热毯的热导系数细微变化，进而影响热流值测
量，需要通过实验验证。热毯材料孔隙率对热导系
数测定的影响也应该通过实验予以确认。
2.1.1 热导系数随温度变化实验 热毯热导系数
测定实验主要分析所选的热毯泡沫材料在海水饱
和状态下（浸满海水）随温度和压力的变化。根据海
底实际调查结果，热液喷口之外的海底区域温度变
化范围通常约在 0 益~50 益之间。实验中，
1 个大气
压条件下分别在 0 益，
10 益，
20 益，
30 益，40 益，50
益对海水饱和状态的热毯材料进行热导系数测定。
实验时，将热毯置于底部为铝板、周壁为 PVC
的海水浴水槽中，铝板底部安装可调节恒流热源
（如图 2 所示）。可调节恒流热源以恒定温度 T（0~
2

50 益）加热，热毯顶部温度 T1 稳定在 2 益。恒流热
源的热流 Q 通过计算获得，
热毯厚度 驻Z 由高精度测
厚仪测得，
热毯两侧的温度通过高精度（依0.001 益）测
温传感器测得。最后，由傅里叶公式 Q=-k 驻T 求得
驻Z
热毯的热导系数 k。这样，通过调节恒流热源就可以
测得不同温度梯度下的热毯热导系数。

海水

T1
T2

水槽
热毯
可调节恒
定热源
保温层

图 2 热导系数与温度梯度关系试验示意图

试验结果表明，在 0益~50 益温度范围内，相同
材料的热毯盖层在相同的压力条件下测得的热导
系数没有明显变化，
可以认定为固定值。
2.1.2 热导系数随压力变化实验 根据海底原位
环境条件，设定热毯温度梯度为 0.2 益。 由于热导
系数随压力变化较小，将压力间隔设为 10 MPa，将
恒流热源经过耐压处理后和热毯一起置于压力罐中，
分 别 在 1 个 大 气 压 和 10 MPa，
20 MPa，
30 MPa，
40
MPa，
50 MPa 的水压下测量热导系数。由于所选材
料为相互连通的开泡结构，水饱和状态下受压厚度
几乎不变，即热毯厚度 驻Z 已知，可根据傅里叶公式
测得热毯热导系数。
试验结果表明，热毯材料的热导系数在不同的
压力条件下无明显变化，可以取 1 个大气压条件下
的测定值用于热流值的计算。
2.1.3 热 导 系 数 与 热 毯 材 料 孔 隙 率 的 关 系 实 验
海底原位测量时热毯处于海水饱和状态，属于固液混合的复杂介质。热毯材料海水饱和状态下的含
水量与孔隙率有关，如果热毯的孔隙率过大，热毯
内部会发生对流传热现象，造成传导热流测量值偏
小。孔隙率太小的热毯的柔软性差，不能与海底很
好地贴合，造成热毯底部的温度测量误差较大，影
响温度梯度的测量。设计中采用努塞尔数（Nusselt
Number）评价海水饱和热毯内部的对流传热强弱，
并据此进行热毯材料的筛选。
热毯的孔隙率由下式计算：
籽
P=(1- t )伊100%
（2）
籽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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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 是热毯材料的孔隙率；籽t 是热毯材料的
密度，
根据热毯材料的质量和体积由公式 籽t = m 求得；
v
籽r 是热毯材料的真密度，可以通过查热毯材料密度
表得到。
努塞尔数由下式求得：
（3）
Nu= 琢伊L =琢/琢*
k
式中：Nu 为努塞尔数，是无量纲，反映传热介质
对流传热强度，Nu 越大对流传热也越大；琢 是传热
膜系数，单位为 W/(m2K)；L 为传热面的几何特征长
度,等于热毯厚度 驻Z；琢*= k , 相当于传热过程仅以
L
热传导方式进行时的传热分系数。
试验结果表明，热毯材料孔隙率越大努塞尔数
越大，说明热毯材料孔泡内发生对流热传导的可能
性越大。但是，在运用傅里叶方程计算热流值时，对
流传热是应该尽量避免的。设计过程中对于热毯材
料的选择，研究者充分考虑了其孔隙率对热导系数
测定的影响，将孔隙率（根据不同材料的孔隙率）控
制在 65%~80%的水平，尽量避免对流传热发生，从
而确保热导系数测定的准确性。
2.2 热毯温度梯度原位测量影响因素分析实验
热毯温度梯度塄T 在海底原位测量，由塄T=
驻T = T底-T顶 可知热毯顶部的测量温度 T 、热毯底
顶
驻Z
驻Z
部的测量温度 T 底 以及热毯的厚度 驻Z 3 个参数是
影响温度梯度测量的因素。实验分析了 T 顶、T 底、驻Z
的影响因素。
2.2.1 热毯直径和厚度设计 理想情况下，为了减
小对热毯温度场的干扰，保证热流测量的准确性，
测温元件应处于无限空间体，即热毯直径无限大且
足够厚。但是在实际设计中，考虑到可实现性、成本
以及布放回收的便捷性等，热毯大小和厚度不可能
无限大。为了保证热毯具有可辨识的温度梯度，设
计了调整热毯厚径比的实验，通过研究热毯在恒定
热流条件下的测量误差进行径厚比设计优化。热流
测量误差越小，
表明热毯热流的测量值越接近真值，
此时厚径比也应该最小。
径厚比公式为：
Ra = D
（4）
T
式中：R a 为热毯的径厚比；D 为热毯的直径；T
为热毯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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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毯热流测量误差由下式获得：
Qe =Qf -Qm

（5）

式中：
Qe 为热流测量误差；Qf 为已知的恒定热
流；Qm 为热毯测量热流。
通过实验，可确定热毯的最小厚径比为 1：10，
热毯盖层厚度为 5 cm，热毯直径不小于 50 cm。在
侧向隔热措施适当的条件下，此设计可以保证热毯
两侧温度梯度不小于 0.08 益。
2.2.2 热毯侧向隔热设计与热散失实验 为了提
高热毯两侧温度梯度的可辨识度，最有效的方法是
对热毯进行侧向隔热设计，减少热量在侧向的散
失。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热毯在侧向的热量损
失都不可能完全避免。设计中通过实验测量热毯在
侧向的热量损失，建立不同环境条件下热流与侧向
热损失之间的经验公式，在数据处理阶段对热流值
进行修正。
热毯的侧向隔热设计一是要提高热毯与海底
的耦合度，二是通过设计热毯边裙以及在边裙上设
置耦合圈提高侧向隔热效果。热毯与海底的耦合度
是热毯与海底贴合的紧密程度，热毯耦合度与热毯
材料的柔性、热毯孔隙率及海底表面的粗糙程度有
关。由于海底表面的粗糙程度不易测量，因此无法
量化热毯与海底表面的耦合度并将其输入到热流
校正函数中。本文通过设计耦合圈给柔性热毯外周
施加向下的变形力，
从而增加热毯与海底的耦合度。
实验时，
在热毯底部设置热流已知的恒流热源，
对热源的侧向和下方进行绝热处理，在实验室水槽

内进行热毯侧向散热定量化试验，
如图 3 所示。本实
q 侧越小热毯的侧向散热越小。
验中 q 侧=q 恒-q 测，

q侧

q测

T顶
T底
q恒

q侧

图 3 热毯侧向传热测量试验示意图

试验结果表明，热毯边裙的设计有利于减少热
量在侧向的散失，进一步在热毯边裙上增加耦合圈
可以很好地改善热毯与底面的贴合程度，从而进一
步减少热量的侧向散失。

3

热毯系统设计
热毯系统设计包括机械结构设计和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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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设计。
3.1 机械结构设计

T -T
由傅里叶定律 Q=-k 驻T =-k 底 顶 可知，影响
驻Z
驻Z
海底热流测量的共有 4 个参数：热毯的热导系数 k、
热毯底部的测量温度 T 底、热毯顶部的测量温度 T 顶
以及热毯的厚度 驻Z。热毯的热导系数通过实验室准
确测定，其他 3 个参数均受海底环境的影响，在机
械机构设计过程中考虑以下原则和措施来消除：
（1）减少海底底流对热毯顶部温度 T 顶 测量的影
响；
（2）提高热毯与海底的耦合度，避免热毯底部侧
向水平传热，以保证热毯底部测量温度 T 底 的准确
性；
（3）消除地形坡度对测量的影响；
（4）考虑系统
的整体性和轻便设计。
3.1.1 热毯盖层结构设计 根据热分布规律和操
作简便性要求，将热毯设计成圆形。热毯的直径和
厚度根据实验结果优化确定。为保证热毯的整体
性，在热毯材料外包裹一层低孔隙率、高强度的纤
维织物。热毯盖层上部设置倾角传感器，记录热毯
受地形坡度的影响，以便数据处理时剔除坡度对测
量结果的影响。
3.1.2 内外耦合圈及贴合边裙设计 热毯与海底
的贴合程度及热毯的侧向水平隔热效果直接影响
热毯底部温度 T 底测量的准确度。通过设计内外隔
热耦合圈及贴合边裙增加热毯与海底的耦合度，消
减热毯侧向水平传热。
3.1.3 热毯塔架和水密舱设计 热毯顶部设计塔
架用以安装海底环境测量传感器及水密舱，塔架材
料选择重量轻、强度大的工程塑料 POM。水密舱容
纳数据采集系统和锂电池。塔架顶部安装 ADCP 剖
面流速仪，架体上安装精度为依0.001 益的温度探头
和微型压力传感器。ADCP 监测海底海水流速变化，
温度探头记录海底水温的变化，
以便分析消除流速和
水温变化对热毯顶层测量温度 T 顶的影响。压力传感
器测量海底压力用于修正热毯的热导系数。热毯部分
结构的设计参见图 4~图 5。

图 4 热毯盖层及边裙设计实物图

图 5 热毯塔架和水密舱设计效果图

3.2 数据采集单元设计
图 6 为热毯数据采集单元设计原理框图。依据
总体设计，电路包括电源、热毯温度差测量、海底环
境参数记录、数据输出、时间同步 5 个部分。热毯
温度差测量包括热毯顶层测温元件和热毯底层测
温元件。为了保证高的温度测量精度，选择精度
为依0.001 益的热敏电阻元件。

图 6 热毯数据采集电路设计原理框图

根据海底环境温度的实际调查资料，设定测温
元件的工作范围为-2益~50 益。相应选择 16 位的 A/
D 转换芯片，以保证热毯的动态测量范围。环境参
数记录部分，温度传感器的精度为依0.001 益，测
量范围为-2 益~50 益；压力传感器的最大测量值
为 40 MPa；
倾角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为 0毅~30毅。

4

热毯原位探测系统布放技术设计

热毯海底热流原位测量系统拟采取船上投放
使其自由下落的布放方式。本文进行了热毯布放下
落过程的受力状态、稳定性和运动特性的分析。其
计算分析过程如下。
（1） 热毯下落过程的受力状态
热毯受力示意图如图 7 所示。其中，FC 为热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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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没水中后所受的浮力；
G 为热毯重力；FL 为波流
对热毯的作用力；FC 为热毯下落过程所受的水阻
力；FN 为热毯接触海底所受的冲击力。
浮心位置：

FC

撞Mx
撞W
撞My
Yc =
撞W
撞My
Zc =
撞W

Xc =

FN
FL

稳心位置：

G

h=Zc -Zg

图 7 热毯下落过程受力示意图

淤 作用在热毯上的波浪力和海流力通过
Morison 方程计算：
F=籽W V (CM u觶 -CA x咬 )+ 1 CD 籽W A u-x觶 (u-x觶 ) （6）
2
式中：籽W 为海水密度（kg/m3）；V 为单位长度构
件体积；CM 为惯性力系数，CA 为附连水质量系数；CD
为拖曳力系数，由试验确定；A 为构件截面积；u 为
垂直于构件轴线的水质点相对于构件的速度分量
(m/s)；u觶 为垂直于构件轴线的水质点相对于构建的速

度分量(m/s2)；x觶 为垂直于构件轴线的水质点相对于

构件的速度分量(m/s)；x咬 为垂直于构件轴线的水质点
相对于构件的速度分量(m/s2)。
于 热毯下落过程所受的水阻由下式计算：
2
FD = 1 籽v A CD
（7）
2
式中：v 为热毯下落的速度；A 为热毯的迎流面
积；籽 为热毯的水阻力系数。
盂 热毯落地时所受的阻力（冲击力）
FR =80伊10 伊(A Z +A T )

（8）

撞Mx
撞W

（9）

式中：A Z 为塔架的截面积；A T 为热毯的截面积。
（2） 热毯下落的稳定性分析
浅层海流会造成热毯倾斜，导致热毯下落时稳
定性不高，影响落地姿态。而热毯下落过程的稳定
性与热毯恢复力矩有关，为了保证热毯下落姿态，
设计过程中要使热毯有足够的恢复力矩。由下列公
式计算重心、
浮心和稳心。
重心位置：
Xg =

撞My
撞W
撞Mz
Zg =
撞W
Yg=

F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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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3） 热毯的运动特性分析
热毯下落时，所受重力大于浮力和水阻力之
和，即 G>FB+FD，此时热毯将加速下落。由于水阻为
2
FD = 1 籽v A CD 随速度的增大迅速增大，热毯的加速
2
度逐渐减小，做变加速运动，直到达到速度 v 0 时，G=
FB+FD，热毯开始做匀速下落运动[10]。布放时热毯以
此速度自由降落到海底上。
为避免对热毯和测温传感器造成损坏，热毯的
着地速度不宜过大。设计中采用 Matlab 编程软件计
算优化着地速度 v 0 和所需要的下落时间 t0，选步长
驻t，初始平衡时间 t=0。当 t+驻t>>t0 时，停止迭代得到
热毯的着地速度。

5

结束语

热毯式海底热流原位探测系统可以针对基岩、
沉积物等不同的海底底质条件开展热流原位探测。
开泡结构聚氨酯泡沫满足隔热性好、耐压、柔韧性
好等要求，是理想的热毯盖层材料。实验表明，
所选
热毯材料的热导系数随温度和压力的变化很小，可
以忽略不计。边裙的设计、热毯厚径比的设计以及
耦合圈的设计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热量在热毯
侧向的散失。热毯塔架可以搭载不同的海底环境监
测传感器以获取探测海底区域的环境参数，为后续
的数据处理和修正提供数据支持。
本文在试验基础上完成了材料选择、热毯盖层
设计、测量电路设计、布放技术等设计，形成了原理
样机。进一步的工作是要通过海上的现场试验，验
证设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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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 Thermal Blanket Seafloor Heat Flow In-Situ Expl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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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heat flow probe can't detect the heat flow in bedrock or other hard
seafloor, a method of non-insertion thermal blanket in-situ detection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First Law of
Fourier Thermodynamics, and the design of the thermal blanket in -situ detection system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suitable material of thermal blanket was selected through experiments,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shape and design size of thermal blanket were carried out, the working mode of the thermal blanket was
analyzed, and the technology of laying was evaluated. The thermal blanket seafloor heat flow detection system
proposed i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effective means for the detection of submarine heat flow in the mid -ocean
ridge region and provides a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 for the study of plate thermal state and plate tectonic
activities.
Key words院heat flow of the seafloor曰probe曰thermal blanket曰in-situ explo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