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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水两相裂缝型介质孔隙流体微观分布模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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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声波速度与流体饱和度的关系已开展了大量实验工作，声波速度随饱
和度的变化规律与孔隙流体在孔隙尺度范围分布的不均匀性有关，从理论上采用
等效流体模型来定量表征通常存在着较大偏差。从弹性波动理论出发，以纵波震
源作为激发震源项，采用时间域二阶和空间域八阶的交错网格有限差分方法对气
水两相裂缝型介质的声波波场进行了数值模拟。通过计算不同孔隙流体分布模式
下和不同饱和度情况下岩样的声波速度，分析了岩样在不同孔隙流体分布模式下
声波速度随饱和度的变化规律，并对物理实验得出的声波速度随饱和度变化的规
律从孔隙流体微观分布角度给出了合理解释。数值计算方法简单且精度高，对地
震数据解释以及烃类开采过程中监测孔隙流体结构和组分变化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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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速度与饱和度关系是不同的，从而分析得出了声
波速度不完全由孔隙流体的饱和度决定，而与孔
隙流体在孔隙尺度范围内的微观分布有关的结

孔隙流体的流动会影响岩石的弹性参数。研
究声波速度随岩石孔隙流体饱和度的变化对储
层特性认识以及地震资料分析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Domenico（1974）的研究表明，含水饱和度
较低时，随着饱和度增加，样品密度的增加使声
波速度有所降低，但当含水饱和度达到较高值时，
声波速度明显增大。Shi 等（2003）测量了砂岩
样品在进水和失水实验中不同含水饱和阶段的
声波速度，结果表明进水和失水过程显示的声波

论。因此，如何表征部分饱和流体在岩石中的分
布状态及其对岩石弹性性质的影响已成为地球
物理领域的重点研究内容。Cadoret 等（1998）
通过 CT 技术呈现了石灰岩中厘米尺度的气、水
斑块状分布特征。Toms 等（2006）和 Müller 等
（2010）对部分饱和岩石中刻画孔隙流体流动诱
发频散和衰减现象的各种理论模型进行了比较
研究。Liu 等（2009）利用 X 射线 CT 获取反映
岩心微观结构的三维数字岩心，利用数学形态学


收稿日期：2017-11-22；修改稿收到日期：2018-05-13
*基金项目：本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51134004）资助。
♦通讯作者：刘向君（Email: liuxj@swpu.edu.cn）
© 2018 应用地球物理编辑部，保留所有版权。

第 15 卷

段茜和刘向君，气水两相裂缝型介质孔隙流体微观分布模式及其声学响应特性

中的开运算模拟了岩石的油驱水排驱过程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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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样声波速度的计算

同含水饱和度下油和地层水在孔隙空间中的分
布。Zhao 等（2016）采用脉冲透射式的超声传
感器对低流速高含水油水两相流持水率进行测
量。
为了对弹性波速度与流体饱和度的相关性
进行定量表征，众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
中最典型的描述是斑块饱和模型 (White, 1975;
White et al., 1975)，该模型通过将斑块状气泡加
入到流体饱和的均质体中来构建，但气泡应具有

根据岩样长度和声波透过岩样的传播时间
即可计算出岩样的声波速度( Birch, 1961)。震源
采用发射探头的激发信号，模拟其通过不同孔隙
流体分布状态下气水两相裂缝型岩心后接收探
头的波形图，再拾取接收端波形的初至来得到波
的传播时间，利用公式（1）(Zhu and Shan, 2016)
即可计算出声波速度。

V p  L / Tp

不同的位置、形状和尺寸，需要较多储层参数才
能对其实现准确细致的描绘，且介观尺度非均质

(1)

式中 L 为岩样长度，TP 为声波传播时间。

特征的描绘还需采用毫米级的空间网格(Masson
and Pride, 2007)。为此，一些学者考虑采用等效
粘弹模型来定量表征斑状饱和介质中弹性波的

一阶应力—速度弹性波动方程

传播特性。Carcione 和 Picotti（2006）考虑一种
周期性分层介质，研究了孔隙度、骨架模量、渗
透率和流体性质这些不同类型岩石性质的非均

二维非均匀各向同性介质中的弹性波，其一
阶应力—速度方程组(Levander, 1988)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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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性 所 引 起 的 衰 减 和 速 度 频 散 。 Chapman 等
（2006）对孔隙弹性模量进行扩展，引入一套定
向排列的中观尺度裂缝，基于流体喷射流动机制，
提出了一种动态等效介质模型。Rubino 等（2009）
根据由给定谱密度分布描述的一组随机岩石参
数计算出等效相速度和逆品质因子，并由此来定
义平均等效粘弹性介质。Picotti 等（2010）采用
Zener 模型近似斑块饱和模型的模量，然后求解
单相粘弹性差分方程。但是基于斑状饱和介质的
地震波传播数值模拟技术并未真正实现，其模拟
结果通常也与实验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准确刻画岩石的微观孔隙结构和流体

(2)

式（2）中，vx 和 vz 分别是质点振动速度的水平
分量和垂直分量；τxx，τzz，τxz 是应力张量；ρ是
密度；λ和μ是拉梅系数。

饱和方式，本文基于弹性波动理论，对气水两相
裂缝型介质的声波波场进行了交错网格有限差

震源

分(Virieux, 1986)数值模拟，讨论了连续流、间断
流和分散流三种不同孔隙流体分布状态下含水

对声波速度的计算采用纯纵波源激发，在正

饱和度对声波速度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通过

应力场直接配置单点震源即可产生。震源子波函

孔隙流体微观分布动态变化过程解释了声波速

数采用的是雷克子波(Ricker, 1953)，其数学表达

度随饱和度变化的实验规律。

式为(Yu,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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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1  2 2 f m2t 2  exp   2 f m2t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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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z 的初至时刻。声波波场垂直分量 vz 在 6μs 时的
波场快照如图 2 所示，其相应接收端波形如图 3

式（3）中，fm 表示子波的主频，t 为子波长度。

所示。由图 3 接收端得到的声波 vz 波形图上提取

本文采用的震源子波主频为 100kHz，震源持续

首波初至时刻即为声波的传播时间，为 8.07μs，

时间为 2μs，波形如图 1 所示。

纵波震源到接收探头距离为 50mm，由公式（1）
可计算得到声波速度为 6195.8m/s，与设定声波
速度（6200m/s）相比，误差非常小，仅为 0.067%，
远远高于实验测量精度，完全满足分析讨论需求。

图 1 震源子波

稳定性条件
采用二阶时间精度和八阶空间精度对弹性
波场进行模拟，稳定性条件可以根据董良国提出

图 2 声波波场垂直分量快照

的一阶弹性波方程交错网格高阶差分稳定性分
析条件(Dong et al., 2000)得出：
t

V2
VP2
 S 2  0.7774179
2
x
z

(4)

边界条件
图 3 接收端声波 vz 波形图

在人工边界处，本文采用了目前最常用的完
全匹配层（PML）吸收边界条件(Berenger, 1994;

Collino and Tsogka, 2001)，

声波速度计算精度评价

不同孔隙流体分布状态下含水饱和
度对声波速度的影响
以上模拟参数不变，加入裂缝流体模型。设
裂缝水平，位于岩心中心，长 50mm，宽 2.4mm；

设计一均质岩心，其尺寸为 50mm（长度）

×50mm（直径）
，密度为 2700kg/m3，设岩心中的
纵波速度为 6200m/s，横波速度为 3800m/s，采
样的空间步长为 0.2mm，时间步长为 10ns。
震源位于点（25mm，0mm）处，接收探头
位于点（25mm，50mm）处，为便于观测，对声
波传播时间的提取采用质点振动速度垂直分量

气的密度为 0.72kg/m3，水的密度为 1000kg/m3；
气相中纵波速度为 340m/s，横波速度为 0m/s；
水相中纵波速度为 1500m/s，横波速度为 0m/s。
裂缝流体的非均质性会使弹性波发生透射、反射、
绕射和转换，波型成分非常丰富。在纵波震源的
情况下，初至纵波一般要比转换横波和反射纵波
传播得快，同时其波场能量也较强，声波传播时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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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仍采用质点振动速度垂直分量 vz 的初至时刻。

0.4mm、0.8mm 、1.2mm 、1.6mm 和 2.0mm，则

裂缝孔隙中不同的流体状态会对岩样的声波速

相应的含水饱和度分别为 16.7%、33.3%、50.0%、

度产生影响，下面分别对其进行讨论。

66.7% 和 83.3% 。 其 中 含 水 饱 和 度 为 33.3% 和
66.7%时声波波场垂直分量在 8μs 时的波场快照

连续流状态下含水饱和度对声波速度的影响
在该流型中，水相和气相均以连续相形式存
在。且两相间存在光滑的分界面，由于重力影响，
呈现气上水下的流动形式。随着含水饱和度的增
加，水位高度逐渐增加。 设水位高度分别 为

如图 4 所示，声波速度随含水饱和度的变化曲线
如图 5 所示。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含水饱
和度的增加，声波速度逐渐增大。因为声波透过
裂缝的总路程一定，当含水饱和度增加，声波在
水相中传播的路程变长，在气相中传播的路程变
短，声波速度增大。

图 4 声波波场垂直分量快照

和 4.78mm，则相应的含水饱和度分别为 50.0%、

60.0%、70.0%、80.0%和 90.0%。其中含水饱和
度为 70.0%和 90.0%时声波波场垂直分量在 8μs
时的波场快照如图 6 所示，声波速度随含水饱和
度的变化曲线如图 7 所示。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
当含水饱和度低于 60%时，声波速度几乎不变，
当含水饱和度高于 60%，随着含水饱和度的增加，
图 5 声波速度随含水饱和度变化曲线

间断流状态下含水饱和度对声波速度的影响
在该流型中，水相以连续相形式存在，气相
作为间断相以气弹形式散布在水相中。随着含水
饱和度的增加，气弹长度缩短。设气弹呈椭圆形，
位于裂缝中心，短半轴一定，为 0.8mm，长半轴
分别为 23.89mm、19.10mm、14.33mm、9.55mm

314

声波速度逐渐增大。因为当含水饱和度低于 60%
时，气弹的长度相当长，这使得声波透射通过气
弹的时间小于在水相中绕射通过气弹的时间，气
弹宽度一定，声波速度不发生变化。当含水饱和
度高于 60%，随着含水饱和度的增加，气弹长度
缩短，声波在水相中绕射通过气弹的时间小于透
射通过气弹的时间，气弹长度越短，声波速度也
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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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声波波场垂直分量快照

作为离散相以大量小气泡形式散布在水相中。随
着含水饱和度的增加，气泡数量减少。设气泡呈
圆形，均匀分布，半径一定，为 0.4mm，气泡数
量分别为 80、60、40、20 和 10，则相应的含水
饱和度分别为 66.7%、75.0%、83.3%、91.7% 和

95.8%。其中含水饱和度为 66.7%和 83.3%时声波
图 7 声波速度随含水饱和度变化曲线

分散流状态下含水饱和度对声波速度的影响
在该流型中，水相以连续相形式存在，气相

波场垂直分量在 8 μs 时的波场快照如图 8 所示，
声波速度随含水饱和度的变化曲线如图 9 所示。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含水饱和度的增加，
阻碍声波传播的气泡数量减少，声波速度增大。

图 8 声波波场垂直分量快照

声波速度与饱和度关系的孔隙流体
微观分布解释
根据前人的实验研究结果（Domenico, 1974;

Shi et al., 2003），声波速度随饱和度的变化规律
可归纳成三点，并分别从孔隙流体微观分布角度
图 9 声波速度随含水饱和度变化曲线

进行解释。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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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裂缝型介质孔隙流体的三种微观分布模式及
其对声波速度的影响，对连续流、间断流和分散
流微观分布模式下不同饱和阶段的声波速度分
别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在同一孔隙流体状态下，
随着含水饱和度的增加，声波速度是逐渐增加的。
结合物理实验总结的声波速度随饱和度变化的
规律，分析得出随着含水饱和度的增加，孔隙流
图 10 声波速度随含水饱和度变化曲线

体状态先从连续流过渡到间断流，再从间断流过
渡到分散流。当孔隙流体状态从连续流过渡到间

（1）当含水饱和度较低时，随含水饱和度
的增加，声波速度会出现最低值。将以上三种不
同孔隙流体分布状态下声波速度随含水饱和度
的变化规律曲线画在同一坐标系中，如图 10 所
示，在同一孔隙流体状态下，随着含水饱和度的

断流时，声波速度会出现最低值。当孔隙流体状
态从间断流过渡到分散流时，声波速度会迅速增
加。发展气水两相流流型过程参数的声学预测方
法对生产过程的计量管理、控制和运行可靠性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

增加，声波速度是逐渐增加的。因此，在实验过
程中，随着含水饱和度增加，孔隙流体状态一定
发生了变化。在同一饱和度情况下，间断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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