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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碳酸盐岩、致密砂岩和页岩等储层具有孔隙类型多样、孔隙结构复杂和非均质性强等特征，属于典型的多重

孔隙储层，孔隙结构表征是多重孔隙储层预测和流体识别的关键．现有的孔隙结构表征方法大多利用孔隙纵横比

或者构建一种新参数来描述孔隙结构．岩石临界孔隙度模型是一种常用的岩石物理模型，具有一定的物理意义和

地质含义．本文推导了岩石临界孔隙度与岩石孔隙结构（孔隙纵横比）之间的关系，进而利用极化（形状）因子建立

临界孔隙度与弹性参数之间的关系，构建了能够包含多种孔隙类型的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利用多孔可变临

界孔隙度模型由储层的弹性参数反演不同孔隙类型的体积含量．实验室测量数据和实际测井数据表明，多孔可变

临界孔隙度模型能够适用于多重孔隙储层岩石物理建模和孔隙结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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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油气勘探开发程度的不断提高，碳酸盐岩、

致密砂岩和页岩等储层已经成为油气增储上产的重

点领域．这些储层孔隙类型多样，孔隙结构复杂，非

均质性很强，属于典型的多重孔隙储层（含有多种孔

隙类型，如孔隙、裂缝和溶洞等）．多重孔隙储层预测

的难点就是寻找高可采储量和高经济价值的优质储

层，而岩石孔隙结构是影响多重孔隙储层油气储量

和产能的重要因素（ＡｎｓｅｌｍｅｔｔｉａｎｄＥｂｅｒｌｉ，１９９３；

Ｌｕｃｉａ，１９９５；Ｂａｅｃｈ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ＬｉａｎｄＣｈｅｎ，

２０１３）．因此，岩石孔隙结构表征是多重孔隙储层预

测和流体识别的关键．

实验室测量或者测井数据都有丰富的数据或直

观的手段来表征储层孔隙结构，例如岩石薄片分析、

成像测井等，但是实验室测量或者测井数据很难进

行横向预测．而善于进行横向预测的地震数据只有

纵波速度、横波速度以及密度三种弹性参数，无法直

观的描述储层孔隙结构．更重要的是，多重孔隙储层

的弹性参数与孔隙结构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例如

相同孔隙度和流体成分、不同孔隙结构的碳酸盐岩

之间的速度差异可以达到２５００ｍ·ｓ－１（Ｌｎｙ，

２００６；Ｓａｙｅｒｓ，２００８；Ｂａｅｃｈ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利用地震数据表征储层孔隙结构存在两个核

心问题：一个是如何描述储层孔隙结构，另一个是如

何建立孔隙结构与弹性参数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

在这两方面做了尝试和探索．

岩石物理中多利用孔隙纵横比（等效椭圆的短

轴与长轴之比）描述储层孔隙形状，因此最常见的方

法是利用孔隙纵横比表征储层孔隙结构，再利用岩

石物理模型建立弹性参数与孔隙纵横比之间的关

系．其中一类方法是利用总的等效孔隙纵横比定性

的描述储层孔隙结构，例如总的等效孔隙纵横比偏

大，认为铸模孔等硬孔隙较多，反之偏小则认为裂缝

等软孔隙较多．例如Ｓｕｎ等（２０１２）根据实际测量的

纵波速度反演碳酸盐岩储层的平均孔隙纵横比，再

对平均孔隙纵横比进行剖分表征储层孔隙结构．李

宏兵等（２０１３）提出了利用Ｇａｓｓｍａｎｎ方程（Ｇａｓｓｍａｎｎ，

１９５１）和ＤＥＭ解析模型（Ｌｉ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由纵波速度反演等效孔隙纵横比预测横波速

度以及描述储层孔隙结构．

另一类方法是利用不同的孔隙纵横比来表征不

同的孔隙类型（如裂缝的孔隙纵横比值偏小，为

０．０１左右，基质孔隙的孔隙纵横比值居中，往往在

０．１０左右，铸模孔的孔隙纵横比偏大，往往在０．６０

左右），再由弹性参数等反演不同孔隙类型的体积含

量，相比于总的等效纵横比方法来说更加定量化表

征储层孔隙结构．例如Ｋｕｍａｒ和Ｈａｎ（２００５）提出了

利用ＤＥＭ 模型（Ｂｅｒｒｙｍａｎ，１９８０）和 Ｇａｓｓｍａｎｎ方

程估算岩石不同孔隙类型的孔隙纵横比以及它们各

自体积含量的方法．Ｘｕ和Ｐａｙｎｅ（２００９）将适用于砂

泥岩的Ｘｕ和 Ｗｈｉｔｅ模型（１９９５）推广到碳酸盐岩，

提出了一种适用于碳酸盐岩的 ＸｕＰａｙｎｅ模型，然

后建立岩石纵波速度与岩石不同孔隙类型的孔隙纵

横比以及体积含量之间的关系图版．Ｚｈａｏ等（２０１３）

参照Ｋｕｍａｒ和Ｈａｎ（２００５）以及Ｘｕ和Ｐａｙｎｅ（２００９）

的方法，提出了利用地震数据进行岩石物理反演表

征岩石的孔隙结构的方法，以此推测碳酸盐岩储层

的地质演化历史．

除了利用孔隙纵横比描述孔隙结构之外，很多

学者还提出了构建一个新参数表征储层孔隙结构，

实际上这些构建的新的孔隙结构参数往往都是与孔

隙纵横比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例如蒋炼等

（２０１１）运用 Ｅｓｈｅｌｂｙ（１９５７）椭球包体裂缝理论和

Ｇａｓｓｍａｎｎ方程，推导了碳酸盐岩孔隙度与岩石孔

隙纵横比以及岩石弹性参数之间的关系式，用来模

拟非均质性较强的生物礁滩储层的孔隙结构，该关

系式包含了孔隙纵横比的影响．Ｓｕｎ（２００４）提出了

一种孔隙结构参数用来描述岩石孔隙结构和孔隙大

小对其弹性参数的影响，该孔隙结构参数与孔隙纵

横比也存在间接的关系．

在岩石物理模型除了传统的经验模型、理论模

型之外，还有一类综合经验模型和理论模型的启发

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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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模型（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在行业中应用广泛（Ｚｈ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因为启发式模型综合了二者的优点．

临界孔隙度模型（Ｎｕｒ，１９９２）是一种常见的经验模

型，因为其具有一定的物理意义和地质含义，并且简

单实用，所以在岩石物理建模过程经常使用．很多专

家学者也对该模型进行了发展，Ｍａｒｋｏｖ等（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提出的ＧＤＥＭ（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ｕｍ）模型，在传统的ＤＥＭ 模型的基础上，考虑

了岩石的临界孔隙度对岩石弹性特征的影响．临界

孔隙度可以用来建立岩石骨架与岩石基质之间的关

系，那么能否利用岩石的临界孔隙度来描述储层孔

隙结构，是需要解答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利用临界孔隙度模型和等效

介质理论的ＫｕｓｔｅｒＴｏｋｓｚ方程（ＫｕｓｔｅｒａｎｄＴｏｋｓｚ，

１９７４）推导了临界孔隙度与孔隙纵横比之间的关系，

进而利用极化（形状）因子建立临界孔隙度与弹性参

数之间的关系，构建了能够包含多种孔隙类型的临

界孔隙度模型———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基于

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储

层的弹性参数反演储层不同孔隙类型的体积含量的

方法．

１　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

１．１　临界孔隙度与孔隙纵横比之间的关系

等效介质理论或者经验模型通常用来描述复杂

储层的孔隙结构与弹性参数之间的关系．Ｋｕｓｔｅｒ和

Ｔｏｋｓｚ（１９７４）基于长波长一阶散射理论，使得弹性

波通过等效介质产生位移场和波经每个包含物（孔

隙）散射引起的位移场相同，从而推导出包含犖 种

孔隙类型的岩石的等效弹性模量的表达式．

（犓
ＫＴ－犓ｍ）

犓ｍ＋
４

３μ
ｍ

犓

ＫＴ＋

４

３μ
ｍ

＝∑
犖

犻＝１

狓犻（犓犻－犓ｍ）犘
ｍ犻（α犻），

（１）

（μ

ＫＴ－μｍ）

μｍ＋ξｍ

μ

ＫＴ＋ξｍ

＝∑
犖

犻＝１

狓犻（μ犻－μｍ）犙
ｍ犻（α犻）， （２）

其中，ξｍ＝
μｍ
６

９犓ｍ＋８μｍ
犓ｍ＋２μｍ

．式中，犓
ＫＴ和μ


ＫＴ分别为

等效岩石的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犓ｍ 和μｍ 分别为

岩石基质的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犓犻 和μ犻 分别为

第犻（１≤犻≤犖）种孔隙类型的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

狓犻为第犻种孔隙类型的体积含量；α犻 为第犻种孔隙

类型的孔隙纵横比；犘ｍ犻（α犻）和犙
ｍ犻（α犻）分别为极化

因子，描述了在背景介质 ｍ中加入第犻种孔隙类型

之后的效果，是孔隙纵横比和岩石基质体积模量和

剪切模量的函数，具体表达式见附录Ａ．

Ｎｕｒ（１９９２）提出了临界孔隙度的概念，所谓临

界孔隙度就是当岩石的孔隙度超过一定临界值时，

岩石的组成矿物之间相互分散就不再是岩石了，这

时候对应的孔隙度就是临界孔隙度，如图１所示，利

用临界孔隙度建立了岩石骨架和岩石基质弹性模量

之间的关系：

犓ｄｒｙ＝犓ｍ １－
（ ）
ｃ

， （３）

μｄｒｙ＝μｍ １－

（ ）
ｃ

， （４）

式中，犓ｄｒｙ和μｄｒｙ分别是岩石骨架的体积模量和剪

切模量， 为岩石的孔隙度，ｃ 为岩石的临界孔

隙度．

图１　岩石临界孔隙度示意图（据Ｎｕｒ，１９９２）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ｏｆｒｏｃｋ

（ｆｒｏｍＮｕｒ，１９９２）

Ｎｕｒ（１９９２）认为同一岩性岩石的临界孔隙度都

是相同的，譬如说砂岩取４０％，灰岩６０％等，岩石的

临界孔隙度大小取决于岩石内部结构，它对于颗粒

岩石可能居中，对于裂缝岩石可能非常小，而对于泡

沫状的岩石可能非常能够大．

岩石孔隙结构通常用孔隙纵横比来表征，即模

拟孔隙的等效椭圆的短轴与长轴之比，如图２所示．

图２　岩石孔隙纵横比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ｏｒｅ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ｏｏｆｒｏｃｋ

结合临界孔隙度模型和ＫｕｓｔｅｒＴｏｋｓｚ方程可

以推导出岩石的临界孔隙度与岩石孔隙结构（孔隙

纵横比）之间的关系，具体推导过程详见附录Ｂ．

ｃＫ ＝
３犓ｍ＋４μｍ
４μｍ

１

犘ｍ犻（α）
， （５）

ｃμ＝
μｍ＋ξｍ

ξｍ

１

犙ｍ犻（α）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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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ｃＫ 为体积模量的临界孔隙度值，ｃμ 为剪切

模量的临界孔隙度值，由式（５）和（６）可以看到岩石

的临界孔隙度值是岩石孔隙结构（孔隙纵横比）以及

岩石基质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的函数．

假设纯净砂岩（岩石基质体积模量 犓ｍ＝

３８ＧＰａ和剪切模量μｍ＝４４ＧＰａ）含有单一孔隙

类型的孔隙，孔隙纵横比分别为α＝０．１２，孔隙度

为＝０．３０，那么岩石的临界孔隙度可以利用式

（５）和（６）计算可得到：ｃＫ ＝０．３６，ｃμ ＝０．４５，如

图３所示．

图３　单一孔隙类型砂岩的临界孔隙度值

Ｆｉｇ．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ｒｅｔｙｐｅ

假设纯净碳酸盐岩（岩石基质体积模量犓ｍ＝

７７ＧＰａ和剪切模量μｍ＝３２ＧＰａ）含有三种不同类

型的孔隙，孔隙纵横比分别为α１＝０．０１，α２＝０．１２

和α３＝０．８，对应为裂缝、基质孔隙、铸模孔，各自

的孔隙体积含量分别为狓１＝０．０４，狓２＝０．２和狓３＝

０．０６，那么岩石的临界孔隙度可以利用式（５）和（６）计

算可得到：ｃＫ１＝０．０３，ｃＫ２＝０．３６和ｃＫ３＝０．９９，

ｃμ１ ＝０．０５，ｃμ２ ＝０．４５和ｃμ３ ＝０．９９，如图４

所示．

１．２　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

建立岩石临界孔隙度与孔隙结构之间的关系，

再将其代入到ＫｕｓｔｅｒＴｏｋｓｚ理论模型中就可以获

得包含多种孔隙类型的临界孔隙度模型表达式．如

果考虑包含多种孔隙类型的岩石，各种孔隙类型的

体积含量为狓犻，ｃＫ犻分别为各种孔隙的体积含量的

临界孔隙度值，ｃμ犻 分别为各种孔隙的剪切含量的

临界孔隙度值，那么就可以得到包含多种孔隙类型

的临界孔隙度模型的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表达式

（具体推导过程见附录Ｃ）：

图４　三种孔隙类型碳酸盐岩的临界孔隙度值

Ｆｉｇ．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ｐｏｒｅｔｙｐｅｓ

犓ｄｒｙ＝犓ｍ

１－∑
犖

犻＝１

狓犻

ｃＫ犻

１＋
３犓ｍ

４μｍ∑
犖

犻＝１

狓犻

ｃＫ犻

， （７）

μｄｒｙ＝μｍ

１－∑
犖

犻＝１

狓犻

ｃμ犻

１＋μ
ｍ

ξｍ∑
犖

犻＝１

狓犻

ｃμ犻

， （８）

其中求和是对多种孔隙类型，犖 为岩石包含的孔隙

类型的数目．

式（７）和（８）可以称为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

型，新模型可以包含多种孔隙类型，孔隙类型可以用

该孔隙类型对应的临界孔隙度表征．不同孔隙类型

的临界孔隙度值是不同的，取决于孔隙纵横比以及

岩石基质体积模量与剪切模量之比．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要满足临界孔隙度的物理意义，即岩石的孔隙

度要小于临界孔隙度，所以对于多重孔隙储层来说，

每种孔隙类型的体积含量要小于其对应的临界孔隙

度，即狓犻＜ｃ犻，因此计算过程中需要进行迭代求解，

具体迭代过程同与Ｘｕ和 Ｗｈｉｔｅ模型（ＸｕａｎｄＷｈｉｔｅ，

１９９５）一样．

选取 Ｈａｎ（１９８６）７５个干燥砂岩中的１０个纯净

砂岩，利用单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即式（７）和（８）

中的孔隙类型犖＝１）进行岩石物理建模，其中岩石

基质体积模量犓ｍ＝３８ＧＰａ和剪切模量μｍ＝４４ＧＰａ，

见图５（ａ和ｂ）．从图中可以看，单孔可变临界孔隙

度模型只能用单一的孔隙纵横比表征储层孔隙结

构，对于储层孔隙结构变化则需要选取不同的孔隙

纵横比值，才能够模拟得到较好的岩石弹性模量，并

且只是定性描述孔隙结构，无法定量描述孔隙类型

的体积含量等参数．

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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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Ａｎｓｅｌｍｅｔｔｉ和Ｅｂｅｒｌｉ（１９９３）７７个碳酸盐

岩样品，利用双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进行岩石物

理建模，即式（７）和（８）中的孔隙类型犖＝２．这些碳

酸盐岩岩石样品的孔隙类型包括致密岩石、粒内孔、

粒间孔、铸模孔（＞３００μｍ）、铸模孔（＜３００μｍ）和

微孔隙等六种，如图５所示．这里假设有三种孔隙类

型在这些碳酸盐岩样品中，硬孔隙、基质孔隙和软孔

隙，它们的孔隙纵横比分别为０．６、０．１５和０．０３，

岩石基质体积模量犓ｍ＝７７ＧＰａ和剪切模量μｍ＝

３２ＧＰａ．这里虽然划分为三种孔隙类型，但是仍然

要利用双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主要原因是目前

实际岩石物理模拟过程大多数都假设岩石中包含两

种孔隙类型，即同时包含硬孔隙和基质孔隙，或者同

时包含基质孔隙和软孔隙（ＫｕｍａｒａｎｄＨａｎ，２００５；

ＸｕａｎｄＰａｙｎｅ，２００９）．孔隙类型确定好以后，就需要

模拟不同孔隙类型的体积含量的变化，图６显示了

７７个碳酸盐岩样品的纵波速度随孔隙度以及硬孔

体积含量或软孔体积含量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

到碳酸盐岩的纵波速度随着孔隙度增加以及软孔含

量增加或者硬孔含量减小而减小．这就表明利用双

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同时包含两种孔隙类型（软

孔隙与基质孔隙组合或者硬孔隙与基质孔隙组合），

改变不同孔隙类型的体积含量，就能够模拟得到准

确的碳酸盐岩速度．相对于单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

型，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可以定量描述储层孔

隙类型的体积含量等．

图５　利用单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模拟砂岩弹性模量

（ａ）体积模量；（ｂ）剪切模量．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ｕｓ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ａ）Ｂｕｌｋｍｏｄｕｌｕｓ；（ｂ）Ｓｈｅａｒｍｏｄｕｌｕｓ．

图６　利用双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模拟碳酸盐岩纵波速度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ｏｃｋ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ｕａｌ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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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的储

层孔隙结构表征

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可以包含多种孔隙类

型，如孔隙、裂缝和溶洞等，不同的孔隙类型的孔隙

结构不相同，临界孔隙度值也不相同．因此，可以利

用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进行孔隙结构表征．当

储层岩石含有多种孔隙类型的时候，如碳酸盐岩，可

以仿照Ｋｕｍａｒ和 Ｈａｎ的思想，利用多孔可变临界

孔隙度模型反演不同孔隙类型的体积含量．具体实

现步骤为：

（１）选取岩石基质矿物组分的弹性模量和孔隙

流体组成成分的弹性模量和密度，计算岩石基质的

体积模量犓ｍ、剪切模量μｍ 和纵波速度犞Ｐｍ 和孔隙

流体的体积模量犓ｆｌ和纵波速度犞Ｐｆｌ：

犓ｍ ＝ ∑
犖

犻＝１

犳犻犓犻＋１／∑
犖

犻＝１

犳犻
犓

烄

烆

烌

烎犻
／２， （９）

μｍ ＝ ∑
犖

犻＝１

犳犻μ犻＋１／∑
犖

犻＝１

犳犻

μ

烄

烆

烌

烎犻
／２， （１０）

ρｍ ＝∑
犖

犻＝１

犳犻ρ犻， （１１）

犞Ｐｍ ＝

犓ｍ＋
４

３
犓ｍ

ρ槡 ｍ

， （１２）

１

犓ｆｌ
＝
犛ｏｉｌ
犓ｏｉｌ
＋
犛ｇａｓ
犓ｇａｓ

＋
犛ｗａｔｅｒ
犓ｗａｔｅｒ

， （１３）

ρｆｌ＝犛ｏｉｌρｏｉｌ＋犛ｇａｓρｇａｓ＋犛ｗａｔｅｒρｗａｔｅｒ， （１４）

犞Ｐｆｌ＝

犓ｆｌ＋
４

３
犓ｆｌ

ρ槡 ｆｌ

， （１５）

式中，犓犻是第犻种矿物组分的体积模量，μ犻 是第犻

种矿物组分的剪切模量，ρ犻是第犻种矿物组分的密

度，犳犻是第犻种矿物组分的体积含量，满足∑
犖

犻＝１

犳犻＝

１，犓ｏｉｌ，犓ｇａｓ和犓ｗａｔｅｒ分别为油、气和水的体积模量，

ρｏｉｌ，ρｇａｓ，ρｗａｔｅｒ分别为油、气和水的密度，犛ｏｉｌ，犛ｇａｓ 和

犛ｗａｔｅｒ分别为油、气和水的饱和度，且满足犛ｏｉｌ＋犛ｇａｓ＋

犛ｗａｔｅｒ＝１．

（２）利用 Ｗｙｌｌｉｅ时间平均方程（Ｗｙｌｌｉｅｅｔａｌ．，

１９５６）计算岩石的纵波速度犞Ｗｙｌｌｉｅ
Ｐ ，此时计算得到速

度为仅含有基质孔隙（如粒间孔隙）的岩石速度：

１

犞Ｗｙｌｌｉｅ
Ｐ

＝
１－
犞Ｐｍ

＋ 
犞Ｐｆｌ

， （１６）

　　（３）比较实际岩石速度犞Ｐ与步骤（２）计算得到岩

石的纵波速度犞Ｗｙｌｌｉｅ
Ｐ 之间的大小，如果犞Ｐ＞犞

Ｗｙｌｌｉｅ
Ｐ ，那

么岩石包含基质孔隙和硬孔隙（如铸模孔等）两种孔

隙类型，不同孔隙类型可以用不同的孔隙纵横比参

数来表征（如基质孔隙的孔隙纵横比α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１２，

硬孔隙的孔隙纵横比αｓｔｉｆｆ＝０．６０等），利用多孔可

变临界孔隙度模型计算岩石骨架的弹性模量：

犓ｄｒｙ＝犓ｍ

１－∑
２

犻＝１

狓犻

φｃＫ犻（α犻）

１＋
３犓ｍ

４μｍ∑
犖

犻＝１

狓犻

ｃＫ犻（α犻）

， （１７）

μｄｒｙ＝μｍ

１－∑
２

犻＝１

狓犻

ｃμ犻（α犻）

１＋μ
ｍ

ξｍ∑
２

犻＝１

狓犻

ｃμ犻（α犻）

， （１８）

其中ξｍ ＝
μｍ
６

９犓ｍ＋８μｍ
犓ｍ＋２μｍ

．式中，犻＝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或

ｓｔｉｆｆ表示含有基质孔隙和硬孔隙，基质孔隙的孔隙

度为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硬孔隙的孔隙度为狓ｓｔｉｆｆ，满足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狓ｓｔｉｆｆ＝．

如果犞Ｐ ＜犞
Ｗｙｌｌｉｅ
Ｐ ，那么岩石包含基质孔隙和软

孔隙（如裂缝等）两种孔隙类型．不同孔隙类型可以

用不同的孔隙纵横比参数来表征（如基质孔隙

α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０．１２，软孔隙αｓｏｆｔ＝０．０１等），同样利用多

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１７）和（１８）计算岩石骨架的

弹性模量，只是这里犻＝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或ｓｏｆｔ表示含有

基质孔隙和软孔隙，不同孔隙类型的孔隙度为狓犻，

基质孔隙的孔隙度为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软孔隙的孔隙度为

狓ｓｏｆｔ，满足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狓ｓｏｆｔ＝．

（４）利用Ｇａｓｓｍａｎｎ方程，计算饱和岩石的体积

模量犓ｃａｌｓａｔ和剪切模量μ
ｃａｌ
ｓａｔ．

犓ｃａｌｓａｔ＝犓ｄｒｙ＋

１－
犓ｄｒｙ
犓（ ）
ｍ

２


犓ｆｌ

＋
１－
犓ｍ

－
犓ｄｒｙ

犓
２

ｍ

， （１９）

μ
ｃａｌ
ｓａｔ＝μｄｒｙ， （２０）

　　（５）根据实际岩石的纵波速度犞Ｐ、横波速度犞Ｓ

和密度ρ计算实际饱和岩石体积模量犓
ｍｅａｓ
ｓａｔ 和剪切

模量μ
ｍｅａｓ
ｓａｔ ：

犓ｍｅａｓ
ｓａｔ ＝ρ（犞

２

Ｐ－
４

３
犞
２

Ｓ
）， （２１）

μ
ｍｅａｓ
ｓａｔ ＝ρ犞

２

Ｓ． （２２）

　　（６）把正演计算得到的饱和岩石的体积模量

犓ｃａｌｓａｔ和剪切模量μ
ｃａｌ
ｓａｔ（即根据上述步骤（２）—（４）得到

的）与实际测量的饱和岩石体积模量犓ｍｅａｓ
ｓａｔ 和剪切模

量μ
ｍｅａｓ
ｓａｔ （即为根据步骤（５）得到的）进行比较，计算

它们之间的差值：

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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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犓ｍｅａｓ
ｓａｔ －犓

ｃａｌ（ ）ｓａｔ
２
＋ μ

ｍｅａｓ
ｓａｔ －μ

ｃａｌ（ ）ｓａｔ
２，（２３）

　　（７）采用非线性全局寻优算法修改步骤（３）给定

的不同孔隙类型的体积含量，计算新的碳酸盐岩储

层岩石骨架的弹性模量，重复步骤（３）—（６），计算相

应的误差，比较误差之间的大小，最后得到最优的不

同孔隙类型的体积含量．

图７为利用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对某碳酸

盐岩储层不同孔隙类型体积含量反演的结果．这里

假设有三种孔隙类型，硬孔、基质孔隙和软孔，它们

的孔隙纵横比α分别为０．８、０．１２和０．０１．利用多孔

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反演得到三种不同孔隙类型的体

积含量，图７ｆ为硬孔孔隙度，图７ｇ为软孔孔隙度．

图８为利用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对某致密

砂岩储层软孔隙体积含量反演的结果．这里假设有

两种孔隙类型，基质孔隙和软孔，它们的孔隙纵横比

α分别为０．１２和０．０１．利用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

型反演得到两种不同孔隙类型的体积含量，图８ｇ为

软孔隙的体积含量，可以看到在３７７５～３８８０ｍ软

孔隙的体积含量占总的孔隙度的５％以上，指示了

软孔隙含量较多，实际钻井表明该层段裂缝含量较

多，渗透性很好，是非常好的“甜点”储层．

３　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提出的多孔可变临界孔

隙度模型对传统的临界孔隙度模型的发展和修正，

图７　利用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反演碳酸盐岩储层硬孔孔隙度和软孔孔隙度

（ａ）密度；（ｂ）泥质含量；（ｃ）孔隙度；（ｄ）含水饱和度；（ｅ）纵波速度；

（ｆ）反演得到的硬孔孔隙度；（ｇ）反演得到的软孔孔隙度．

Ｆｉｇ．７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ｒ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ａ）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Ｓｈａｌｅ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ｄ）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ｅ）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ｏｆｓｔｉｆｆｐｏｒｅ；（ｇ）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ｏｆｓｏｆｔｐ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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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利用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反演致密砂岩软孔隙的体积含量

（ａ）密度；（ｂ）泥质含量；（ｃ）孔隙度；（ｄ）含水饱和度；（ｅ）纵波速度；（ｆ）横波速度；（ｇ）反演得到的软孔体积含量．

Ｆｉｇ．８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ｏｆｔｐｏｒｅｏｆｔ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ａ）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Ｓｈａｌｅ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ｄ）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ｅ）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ｇ）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ｏｆｔｐｏｒｅ．

建立了岩石临界孔隙度与储层孔隙结构（孔隙纵横

比）之间的理论关系，是一种综合经验模型和理论模

型的启发式模型（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多孔可变临界

孔隙度模型是基于等效介质理论ＫｕｓｔｅｒＴｏｋｓｚ方

程推导出来的，虽然 ＫｕｓｔｅｒＴｏｋｓｚ方程要求孔隙

彼此之间是孤立的，近似高频假设条件，但是多孔可

变临界孔隙度模型计算过程中采用了类似 Ｘｕ

Ｗｈｉｔｅ模型的计算过程，每一步计算得到的等效介

质又被作为新的背景介质，因此这种迭代计算方法

既考虑了岩石孔隙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也可以一

定程度上解决岩石物理中不同的尺度问题（频率问

题）．另外，针对岩石不同频率（超声波高频与地震低

频）的弹性特征差异还可以利用临界孔隙度值差异

来进行等效模拟．

４　结论

本文结合经验模型临界孔隙度模型和等效介质

理论ＫｕｓｔｅｒＴｏｋｓｚ方程，推导了岩石的临界孔隙

度与岩石孔隙结构的关系，并且推导了能够包含多

种孔隙类型的临界孔隙度模型，并将之定义为多孔

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基于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

型可以利用储层的弹性参数反演不同孔隙类型的体

积含量．实验室测量数据和实际测井数据表明，多孔

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能够适用于多重孔隙储层岩石

物理建模和孔隙结构表征．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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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极化因子犘和犙表达式

具有任意孔隙纵横比的椭球状包含物的犘 和

犙 系数可写为（Ｋｕｓｔｅｒ和Ｔｏｋｓｚ，１９７４）：

犘＝
１

３
犜犻犻犼犼， （Ａ１）

犙＝
１

５
犜犻犼犻犼－

１

３
犜犻犻（ ）犼犼 ， （Ａ２）

其中的张量犜犻犼犽犾 将均匀远场应变场与椭球包含物

的应变相联系（Ｗｕ，１９６６），Ｂｅｒｙｍａｎ（１９８０）给出了

计算犘和犙 所需要的相关的标量：

犜犻犻犼犼 ＝３犉１／犉２， （Ａ３）

犜犻犼犻犼－
１

３
犜犻犻犼犼 ＝

２

犉３
＋
１

犉４
＋
犉４犉５＋犉６犉７－犉８犉９

犉２犉４
，

（Ａ４）

其中

犉１ ＝１＋犃
３

２
（犳＋θ）－犚

３

２
犳＋

５

２
θ－（ ）［ ］４

３
，

犉２ ＝１＋犃 １＋
３

２
（犳＋θ）－（犚／２）（３犳＋５θ［ ］）

＋犅（３－４犚）＋（犃／２）（犃＋３犅）（３－４犚）

×［犳＋θ－犚（犳－θ＋２θ
２）］，

犉３ ＝１＋犃 １－ 犳＋
３

２（ ）θ ＋犚（犳＋θ［ ］），
犉４ ＝１＋（犃／４）［犳＋３θ－犚（犳－θ）］，

犉５ ＝犃 －犳＋犚 犳＋θ－（ ）［ ］４

３
＋犅θ（３－４犚），

犉６ ＝１＋犃［１＋犳－犚（犳＋θ）］＋犅（１－θ）（３－４犚）

犉７ ＝２＋（犃／４）［３犳＋９θ－犚（３犳＋５θ）］

＋犅θ（３－４犚）

犉８ ＝犃［１－２犚＋（犳／２）（犚－１）＋（θ／２）（５犚－３）］

＋犅（１－θ）（３－４犚）

犉９ ＝犃［（犚－１）犳－犚θ）］＋犅θ（３－４犚），

其中犃，犅和犚 为

　　　　犃＝μ犻／μｍ－１

　　　　犅＝
１

３
（犓犻／犓ｍ－μ犻／μｍ）

且

　　　　犚＝ （１－２νｍ）／２（１－νｍ）

函数θ为

　　θ＝

α
（α
２
－１）

３／２
［α（α

２
－１）

１／２
－ａｒｃｃｏｓｈα］

α
（１－α

２）３／２
［ａｒｃｃｏｓα－α（α

２
－１）

１／２］
烅

烄

烆
．

以上分别针对扁长和扁圆椭球体，且

犳＝
α
２

１－α
２
（３θ－２）

注意：对扁圆椭球体α＜１，对扁长椭球体α＞１．

附录犅　临界孔隙度与孔隙纵横比之间的关系

当岩石孔隙为空时，即体积模量犓犻＝０，Ｋｕｓｔｅｒ

Ｔｏｋｓｚ理论的等效岩石的体积模量犓
ＫＴ 就变成岩

石骨架（干燥岩石）的体积模量犓ｄｒｙ：

犓ｄｒｙ＝犓ｍ １－
∑
犖

犻＝１

狓犻犘
ｍ犻（α）

１＋
３犓ｍ

３犓ｍ＋４μｍ∑
犖

犻＝１

狓犻犘
ｍ犻（α

烄

烆

烌

烎
）
， （Ｂ１）

当岩石包含单一孔隙类型的时候，则孔隙的体

积含量就等于岩石的孔隙度，即狓＝，那么式（Ｂ１）

变为

　犓ｄｒｙ＝犓ｍ

１－ 犘
ｍ犻（α）

１＋
３犓ｍ

３犓ｍ＋４μｍ
犘

ｍ犻（α

烄

烆

烌

烎
）．

（Ｂ２）

对比临界孔隙度模型体积模量的计算公式，

犓ｄｒｙ＝犓ｍ １－
（ ）
ｃ

，当＝ｃ时，犓ｄｒｙ＝０．那么，对

于式（Ｂ２），同样有当＝ｃ时，犓ｄｒｙ＝０．

因此，当＝ｃＫ时，ｃＫ定义为体积模量的临界

孔隙度值，可以得到：

１－ ｃＫ犘
ｍ犻（α）

１＋
３犓ｍ

３犓ｍ＋４μｍ
ｃＫ犘

ｍ犻（α）
＝０， （Ｂ３）

式（Ｂ３）可改写为

ｃＫ ＝
３犓ｍ＋４μｍ
４μｍ

１

犘ｍ犻（α）
． （Ｂ４）

　　这就是体积模量的临界孔隙度值ｃＫ 与岩石孔

隙结构α之间的关系表达式．

同样的，当岩石孔隙为空时，即剪切模量μ犻＝

０，ＫｕｓｔｅｒＴｏｋｓｚ理论的等效岩石的体积模量μ

ＫＴ

就变成岩石骨架（干燥岩石）的体积模量μｄｒｙ：

　μｄｒｙ＝μｍ １－
∑
犖

犻＝１

狓犻犙
ｍ犻（α）

１＋ μｍ

μｍ＋ξｍ∑
犖

犻＝１

狓犻犙
ｍ犻（α

烄

烆

烌

烎
）
． （Ｂ５）

当岩石包含单一孔隙类型时，孔隙的体积含量就

等于岩石的孔隙度，即狓＝，那么式（Ｂ５）变为

μｄｒｙ＝μｍ
１－ 犙

ｍ犻（α）

１＋ μｍ

μｍ＋ξｍ
犙

ｍ犻（α

烄

烆

烌

烎
）．

（Ｂ６）

　　对比临界孔隙度模型体积模量的计算公式，

μｄｒｙ＝μｍ １－

（ ）
ｃ

，当＝ｃ时，μｄｒｙ＝０．那么，对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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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式（Ｂ６），同样有当＝ｃ时，μｄｒｙ＝０．

因此，当＝ｃμ时，ｃμ定义为剪切模量的临界

孔隙度值，可以得到：

１－ ｃμ犙
ｍ犻（α）

１＋ μｍ

μｍ＋ξｍ
ｃμ犙

ｍ犻（α）
＝０， （Ｂ７）

式（Ｂ７）可以改写为

ｃμ＝
μｍ＋ξｍ

ξｍ

１

犙ｍ犻（α）
， （Ｂ８）

　　这就是剪切模量的临界孔隙度值ｃμ 与岩石孔

隙结构α之间的关系表达式．

附录犆　多孔可变临界孔隙度模型

如果考虑包含多种孔隙类型的岩石，各种孔隙

类型的体积含量为狓犻，ｃＫ犻 分别为各种孔隙的体积

含量的临界孔隙度值，那么有

ｃＫ犻 ＝
３犓ｍ＋４μｍ
４μｍ

１

犘ｍ犻（α犻）
， （Ｃ１）

因此

犘ｍ犻（α犻）＝
３犓ｍ＋４μｍ
４μｍ

１

ｃＫ犻
． （Ｃ２）

　　那么式（Ｂ１）中的∑
犖

犻＝１

狓犻犘
ｍ犻（α犻）就可以改写为

∑
犖

犻＝１

狓犻犘
ｍ犻（α）＝

３犓ｍ＋４μｍ
４μｍ ∑

犖

犻＝１

狓犻

ｃＫ犻
． （Ｃ３）

　　再将式（Ｃ３）代入式（Ｂ１）中，就可以得到包含多

种孔隙类型的临界孔隙度模型的体积模量表达式

犓ｄｒｙ＝犓ｍ

１－∑
犖

犻＝１

狓犻

ｃＫ犻

１＋
３犓ｍ

４μｍ∑
犖

犻＝１

狓犻

ｃＫ犻

， （Ｃ４）

其中求和是对多种孔隙类型，犖 为岩石包含的孔隙

类型的数目．

同样的，如果考虑包含多种孔隙类型的岩石，各

种孔隙类型的体积含量为狓犻，ｃμ犻 分别为各种孔隙

的剪切含量的临界孔隙度值，那么有

ｃμ犻 ＝
μｍ＋ξｍ

ξｍ

１

犙ｍ犻（α犻）
， （Ｃ５）

其中ξｍ ＝
μｍ
６

９犓ｍ＋８μｍ
犓ｍ＋２μｍ

．

因此

犙ｍ犻（α犻）＝μ
ｍ＋ξｍ

ξｍ

１

ｃμ犻
． （Ｃ６）

　　那么式（Ｂ５）中∑
犖

犻＝１

狓犻犙
ｍ犻（α犻）就可以改写为

∑
犖

犻＝１

狓犻犙
ｍ犻（α犻）＝μ

ｍ＋ξｍ

ξｍ ∑
犖

犻＝１

狓犻

ｃμ犻
， （Ｃ７）

　　再将式（Ｃ７）代入式（Ｂ５）中，就可以得到包含多

种孔隙类型的临界孔隙度模型的剪切模量表达式

μｄｒｙ＝μｍ

１－∑
犖

犻＝１

狓犻

ｃμ犻

１＋μ
ｍ

ξｍ∑
犖

犻＝１

狓犻

ｃμ犻

， （Ｃ８）

其中求和是对多种孔隙类型，犖 为岩石包含的孔隙

类型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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