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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孔隙纵横比是描述多孔岩石微观孔隙结构特征的重要参数，目前用于获取岩石完整孔隙纵横比分布的经典

模型为Ｄａｖｉ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ＤＺ）孔隙结构模型，该模型假设岩石由固体矿物基质、一组纵横比相等的硬孔隙以及多

组纵横比不等的微裂隙构成，并认为固体矿物基质和硬孔隙均不受压力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超声纵横波速度的

压力依赖性反演岩石硬孔隙和各组微裂隙的孔隙纵横比及孔隙度．该方法的关键点在于以累积裂隙密度为桥梁，

借助等效介质理论建立了岩石弹性模量和孔隙纵横比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在ＤＺ模型中，多重孔隙岩石累积裂隙

密度的计算直接由单重孔隙裂隙密度公式实现，这种近似导致该模型在许多情况下难以获得良好的反演精度．为

了完善经典ＤＺ模型，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虚拟降压的孔隙纵横比分布反演策略，通过多个假想降压过程实现累

积裂隙密度的准确计算，并将基于ＤＥＭ和 ＭＴ的经典ＤＺ模型推广到ＫＴ和ＳＣＡ中，结合四种等效介质理论建

立了一套完整的反演流程．采用一系列砂岩和碳酸盐岩样品，测试了反演流程在实际岩芯孔隙纵横比提取中的应

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与ＤＺ模型相比，本文方法的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吻合更好，并同时适用于砂岩和碳酸盐

岩；此外，通过分析四种等效介质理论的模拟结果发现，本文方法并不十分依赖于等效介质理论的选择，这些理论

获得的孔隙结构参数随压力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数值上仅存在略微差异，且这种差异随着压力的增大逐渐消失．

本文方法是经典ＤＺ孔隙结构模型的重要补充，对岩石孔隙结构表征、流体饱和岩石速度预测以及孔间喷射流效

应的模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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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岩石的弹性性质受孔隙度、孔隙结构、矿物成

分、及流体性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孔隙结

构是影响岩石特性的重要因素．由于岩石孔隙空间

分布十分复杂，孔隙结构难以定量表征，因此需要借

助理想的几何形状对复杂的孔隙结构进行近似处

理．目前，最常用的孔隙结构表征方法是将岩石中的

孔隙包含物近似为椭球体，并采用椭球体的短长轴

之比（即孔隙纵横比）作为描述孔隙结构特征的主要

参数．为了研究椭球状孔隙包含物的弹性性质，

Ｅｓｈｅｌｂｙ（１９５７）基于弹性理论和假想实验建立了椭

球包含物弹性质及其几何形状与岩石基质弹性模量

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给出了椭球包含物的弹性场表

达式．在Ｅｓｈｅｌｂｙ理论的基础上，Ｗｕ（１９６６）与Ｄｕｎｎ

和Ｌｅｄｂｅｔｔｅｒ（１９９５）进一步推导了椭球孔隙压缩系

数犘和剪切柔度犙 的解析表达式，其中犘 和犙 又

称为孔隙几何因数（Ｍａｖｋ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它们均为

孔隙包含物弹性模量、孔隙纵横比、以及其所在背景

基质弹性模量的函数，是描述椭球孔隙结构特征的

重要参数．这一系列工作为基于椭球孔隙包含物假

设的各种岩石物理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理

论基础．

等效介质理论是联系岩石微观孔隙结构与岩石

等效弹性性质的重要桥梁．目前，运用较为广泛的等

效介质理论包括：ＫｕｓｔｅｒＴｏｋｓｚ（ＫＴ）模型（Ｋｕｓｔｅｒ

ａｎｄＴｏｋｓｚ，１９７４）、ＭｏｒｉＴａｎａｋａ（ＭＴ）模型（Ｍｏｒｉ

ａｎｄＴａｎａｋａ，１９７３；Ｂｅｎｖｅｎｉｓｔｅ，１９８７；Ｆｅｒｒａｒｉ，１９９４）、自

相容近似（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Ａ）模

型（Ｂｕｄｉａｎｓｋｙ，１９６５；Ｂｅｒｒｙｍａｎ，１９８０；Ｂｅｒｒｙｍａｎａｎｄ

Ｗａｎｇ，１９９５；Ｗｕ，１９６６）和微分等效介质（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ｕｍ，ＤＥＭ）模型（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４；

Ｎｏｒｒｉｓ，１９８５；Ｂｅｒｒｙ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李宏兵和张佳

佳，２０１４）．ＫＴ模型由Ｋｕｓｔｅｒ和Ｔｏｋｓｚ（１９７４）在长

波长假设条件下基于散射理论推导得到，具有计算

岩石等效弹性性质的显式表达式．与ＫＴ模型类似，

ＭＴ模型也具有显式的解析理论公式，因此 ＫＴ模

型和 ＭＴ模型的数值实现十分简单，且更便于实际

应用．但已有研究表明，ＫＴ模型和 ＭＴ模型仅适用

于包含物稀疏分布的情形（ＫｕｓｔｅｒａｎｄＴｏｋｓｚ，１９７４；

ＢｅｒｒｙｍａｎａｎｄＢｅｒｇｒ，１９９６；Ｍａｖｋ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并且

在某些条件下，ＫＴ模型和 ＭＴ模型的等效弹性模

量可能会超出 ＨａｓｈｉｎＳｈｔｒｉｋｍａｎ界限（Ｂｅｒｒｙ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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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Ｎｏｒｒｉｓ，１９８９；Ｆｅｒｒａｒｉ，１９９１）．Ｂｅｒｒｙｍａｎ和Ｂｅｒｇｒ

（１９９６）指出，只有当岩石基质占岩石总体积的比例

高于７０～８０％时，ＫＴ模型和 ＭＴ模型才能得到比

较合理的结果．因此，在运用 ＫＴ和 ＭＴ模型时需

十分谨慎．与显式的 ＫＴ 模型和 ＭＴ 模型不同，

ＳＣＡ模型和ＤＥＭ 模型属于隐式耦合模型，这些模

型均涉及一系列迭代或微分运算．尽管ＳＣＡ模型和

ＤＥＭ模型的计算相对复杂，但它们考虑了包含物之

间的弹性相互作用，从而可以将孔隙包含物推广到

含量稍高的情况（Ｍａｖｋ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在上述等效

介质模型中，岩石等效弹性模量均为孔隙纵横比和

孔隙度的非线性复杂函数．由此可见，孔隙结构参数

的获取对等效介质理论的有效运用十分重要．

一直以来，许多学者尝试采用各种方式从实际

数据中提取孔隙纵横比，根据这些方法的反演结果，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等效纵横比反演法和纵横比分

布反演法．等效纵横比反演法通常假设岩石仅含一

组或两组孔隙，并利用实际数据（如岩芯数据、测井

数据等）反演计算各组孔隙的等效纵横比，比如：

Ｋｕｍａｒ和Ｈａｎ（２００５）假设岩石孔隙空间仅由两种

孔隙构成，即背景孔和球形孔或背景孔和微裂隙，利

用 Ｗｙｌｌｉｅ时间平均方程和ＤＥＭ 模型，由含水饱和

碳酸盐岩的实测速度反演计算两种孔隙的等效孔隙

纵横比及体积含量；之后，Ｘｕ和Ｐａｙｎｅ（２００９）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碳酸盐岩的 ＸｕＰａｙｎｅ模型；

Ｚｈａｏ等（２０１３）进一步将该建模思路应用于测井和

地震数据的孔隙纵横比反演；Ｆｏｒｔｉｎ等（２００７）与

Ａｄｅｌｉｎｅｔ等（２０１１）假设岩石由球形硬孔和单一纵横

比的微裂隙构成，在各个压力下分别对砂岩和玄武

岩进行了孔隙纵横比反演；ＤｅＰａｕｌａ等（２０１２）提出

了一种由干燥岩石纵横波速度压力数据获取中孔

（即纵横比介于０．０１和０．２之间的孔隙）和软孔（即

纵横比小于０．０１的孔隙）等效孔隙纵横比的反演方

法；郭继亮等（２０１７）采用单重孔隙岩石物理模型对

碳酸盐岩孔隙形态参数（或孔隙纵横比）和孔隙度进

行了反演；李宏兵等（２０１９）基于单一孔隙纵横比的

ＤＥＭ模型建立了复杂孔隙储层的三维岩石物理量版．

尽管等效纵横比法实现简单且容易应用，但球

状硬孔隙的假设通常难以满足实际情形；此外，微裂

隙对压力的变化十分敏感，假设所有微裂隙仅具有

一个“等效纵横比”而不考虑压力对孔隙形态的影响

往往是不够的．与等效纵横比反演不同，纵横比分布

反演法认为岩石的孔隙空间是由一系列纵横比不同

的孔隙构成的，因而更符合实际条件．早在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Ｗａｌｓｈ（１９６５）便指出，岩石纵横波速度的压

力依赖性是由岩石中孔隙的闭合引起的；不久，

Ｍｏｒｌｉｅｒ（１９７１）和Ｔｏｋｓｚ等（１９７６）根据速度与压力

之间的变化关系，提出了孔隙纵横比分布的反演思路；

之后，Ｃｈｅｎｇ和Ｔｏｋｓｚ（１９７９）、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１）与

Ｄａｖｉｄ和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２）进一步将孔隙纵横比分

布反演法与等效介质理论结合起来．在这些孔隙纵

横比反演方法中，Ｄａｖｉｄ和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２）的孔

隙结构模型（简称ＤＺ模型）最为经典，该模型假设

岩石由固体矿物基质、一组纵横比相等的硬孔隙以

及多组纵横比不等的微裂隙构成，并认为固体矿物

基质和硬孔隙均不受压力影响，然后以累积裂隙密

度为桥梁，借助等效介质理论将岩石弹性模量和孔

隙纵横比联系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超声纵横波

速度的压力依赖性反演岩石硬孔隙和各组微裂隙的

孔隙纵横比及孔隙度．尽管ＤＺ模型能够获得岩石

的完整孔隙纵横比分布，但在该模型中，多重孔隙岩

石的累积裂隙密度是由单重孔隙条件下的裂隙密度

公式近似计算得到的，而这种近似处理导致ＤＺ模

型在许多情况下无法获得良好的反演精度．此外，Ｄ

Ｚ模型仅考虑了ＤＥＭ 和 ＭＴ理论，而在许多情况

下，ＫＴ和ＳＣＡ等其他等效介质理论的应用也十分

广泛．

为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虚拟降压的孔隙纵横

比分布反演方法，将基于ＤＥＭ 和 ＭＴ的经典ＤＺ

模型推广到ＫＴ和ＳＣＡ中，结合四种等效介质理论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反演流程，该流程通过模拟假想

降压过程实现累积裂隙密度的准确反演，从而有效

克服经典ＤＺ模型的精度不足．本文首先简要回顾

了四种等效介质模型的基本理论；然后，根据压力对

孔隙形态的影响规律，推导了微裂隙孔隙纵横比和

裂隙密度的计算公式；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基于虚拟

降压的孔隙纵横比分布反演流程；最后，应用实际岩

芯数据对该反演方法进行了测试和分析．

１　等效介质理论的基本公式

等效介质理论是联系微观孔隙结构与岩石弹性

性质的重要工具．本文假设岩石孔隙形状均为扁圆

椭球体状（见图１，图中α表示孔隙纵横比，犪和犮分

别为椭球孔的长轴和短轴），并利用 ＫＴ模型、ＭＴ

模型、ＤＥＭ模型和ＳＣＡ模型四种不同的等效介质

理论实现硬孔隙和微裂隙孔隙纵横比的反演计算．

这里我们首先回顾四种等效介质理论的基本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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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扁圆椭球状孔隙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ｏｂｌａｔｅ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ｐｏｒｅ

１．１　犓犜模型

基于散射理论，Ｋｕｓｔｅｒ和Ｔｏｋｓｚ（１９７４）推导了

多重孔隙岩石的 ＫｕｓｔｅｒＴｏｋｓｏｚ表达式，其一种推

广形式可以表示为

（犓
ＫＴ－犓ｍ）

犓ｍ＋４犌ｍ／３

犓

ＫＴ＋４犌ｍ／３

＝∑
犖

犻＝１

狏犻（犓犻－犓ｍ）犘
ｍ犻，

（犌
ＫＴ－犌ｍ）

犌ｍ＋４ζｍ／３

犌

ＫＴ＋４ζｍ／３

＝∑
犖

犻＝１

狏犻（犌犻－犌ｍ）犙
ｍ犻

（１）

以及

ζｍ ＝
犌ｍ
８

９犓ｍ＋８犌ｍ
犓ｍ＋２犌ｍ

， （２）

式中，（犓
ＫＴ
，犌

ＫＴ
）为岩石的ＫＴ等效体积模量和剪

切模量；（犓ｍ，犌ｍ）为岩石矿物基质的体积模量和剪

切模量，通常由 ＶｏｉｇｈｔＲｅｕｓｓＨｉｌｌ平均公式得到

（Ｍａｖｋ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犓犻，犌犻）为第犻种孔隙包含

物的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其中犻＝１，２，…，犖；在

干燥条件下，岩石孔隙不充填任何流体，此时犓犻 ＝

犌犻＝０；狏犻表示第犻种孔隙包含物在总孔隙度中所

占的体积百分比；（犘ｍ犻，犙ｍ犻）为几何因数，其上标

“ｍ犻”表示以岩石矿物基质 ｍ作为背景介质并在其

中加入第犻种孔隙包含物；对于椭球状孔隙，犘和犙

是背景介质弹性模量、孔隙包含物弹性模量及其孔

隙纵横比的复杂函数，其具体表达式参见附录Ａ．

对于单重孔隙的干燥岩石，即犖＝１且犓犻＝犌犻＝

０，式（１）可以简化为

１－
犓

ＫＴ

犓（ ）
ｍ

犓ｍ＋４犌ｍ／３

犓

ＫＴ＋４犌ｍ／３

＝犘
ｍ犻，

１－
犌

ＫＴ

犌（ ）
ｍ

犌ｍ＋４ζｍ／３

犌

ＫＴ＋４ζｍ／３

＝犙
ｍ犻， （３）

由式（１）和式（３）可见，ＫＴ模型的理论公式是显式

且非耦合的，因此由上述公式可以直接计算出岩石

的ＫＴ等效弹性模量 （犓
ＫＴ
，犌

ＫＴ
）．

１．２　犕犜模型

根据ＭｏｒｉＴａｎａｋａ理论（ＭｏｒｉａｎｄＴａｎａｋａ，１９７３），

多重孔隙岩石的等效弹性模量满足如下方程（Ｂｅｒｒｙｍａｎ

ａｎｄＢｅｒｇｅ，１９９６）：

∑
犖

犻＝１

犳犻（犓犻－犓

ＭＴ
）犘ｍ犻 ＝０，

∑
犖

犻＝１

犳犻（犌犻－犌

ＭＴ
）犙ｍ犻 ＝０， （４）

式中，（犓
ＭＴ
，犌

ＭＴ
）为岩石的ＭＴ等效体积模量和剪

切模量；（犓犻，犌犻）为第犻相材料的体积模量和剪切

模量；犳犻表示第犻相材料在岩石中所占的体积百分

比；几何因数 （犘ｍ犻，犙ｍ犻）的上标“ｍ犻”表示以岩石的

主相材料作为背景介质并在其中加入第犻种材料．

如果岩石仅由体积百分比分别为１－和的

矿物基质和单重孔隙构成，则式（４）可以退化为

犓ｍ

犓

ＭＴ

＝１＋ １－犓犻／犓（ ）ｍ 犘
ｍ犻

１－１－犓犻／犓ｍ犘
ｍ（ ）犻
，

犌ｍ

犌

ＭＴ

＝１＋ （１－犌犻／犌ｍ）犙
ｍ犻

１－（１－犌犻／犌ｍ犙
ｍ犻）
，

（５）

式中，（犓ｍ，犌ｍ）为岩石矿物基质的体积模量和剪切

模量；（犓犻，犌犻）为孔隙包含物的体积模量和剪切模

量．上述过程运用了关系犘ｍｍ＝犙
ｍｍ
＝１，此式表明

当孔隙包含物材料与主相材料相同时，几何因数为

１．在干燥条件下，式（５）还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犓ｍ

犓

ＭＴ

＝１＋ 
１－

犘ｍ犻，

犌ｍ

犌

ＭＴ

＝１＋ 
１－

犙ｍ犻，

（６）

从式（４）—（６）可以看出，ＭＴ公式中的 （犘ｍ犻，犙ｍ犻）

与等效模量 （犓
ＭＴ
，犌

ＭＴ
）无关，因此，与ＫＴ模型类

似，ＭＴ模型公式也是显式且非耦合的．

１．３　犇犈犕模型

在多重孔隙情形下，Ｎｏｒｒｉｓ形式的ＤＥＭ 公式

可以写成（Ｎｏｒｒｉｓ，１９８５；李宏兵和张佳佳，２０１４）

（１－）
ｄ犓


ＤＥＭ

ｄ
＝∑

犖

犻＝１

狏犻（犓犻－犓

ＤＥＭ
）犘犻，

（１－）
ｄ犌


ＤＥＭ

ｄ
＝∑

犖

犻＝１

狏犻（犌犻－犌

ＤＥＭ
）犙犻．

（７）

上述微分方程满足初始条件：

犓

ＤＥＭ
（＝０）＝犓ｍ，犌


ＤＥＭ
（＝０）＝犌ｍ，（８）

式中，（犓
ＤＥＭ
，犌

ＤＥＭ
）为岩石的ＤＥＭ 等效体积模量

和剪切模量；几何因数 （犘犻，犙犻）的上标“犻”表示

以ＤＥＭ等效材料作为背景介质并在其中加入第犻

种孔隙包含物．当 犖＝１时，式（７）退化为经典的

ＤＥＭ模型（Ｍａｖｋ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在干燥条件下，上述耦合微分方程具有解析近

似式，即（李宏兵和张佳佳，２０１４）

犓

ＤＥＭ ＝犓ｍ

（１－）
∑
犖

犻＝１

狏犻犛０犻 犛
１犻＋犛２犻－犛３犻＋

（犛
１犻－
犛
３犻
）（犛
２犻－
犛
３犻
）

犛
３犻＋

犓
ｍ
／犌

（ ）
ｍ

１＋
犫犓ｍ

犪犌ｍ

－
犫犓ｍ

犪犌ｍ

（１－）［ ］ａ
１
犫∑
犖

犻＝１

狏犻犛０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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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

ＤＥＭ ＝犌ｍ

（１－）
－犪＋∑

犖

犻＝１

狏犻犛０犻 犛
１犻＋犛２犻－犛３犻＋

（犛
１犻－
犛
３犻
）（犛
２犻－
犛
３犻
）

犛
３犻＋

犓
ｍ
／犌

（ ）
ｍ

１＋
犫犓ｍ

犪犌ｍ

－
犫犓ｍ

犪犌ｍ

（１－）［ ］ａ
－１＋

１
犫∑
犖

犻＝１

狏犻犛０犻

，

（９）

式中，犪，犫，犛０犻，犛１犻，犛２犻和犛３犻的具体表达式详见附录Ｂ．

１．４　犛犆犃模型

Ｂｅｒｒｙｍａｎ（１９８０；ＢｅｒｒｙｍａｎａｎｄＷａｎｇ，１９９５）

给出了Ｎ相混合物的自相容近似（ＳＣＡ或ＣＰＡ）的

一般形式：

∑
犖

犻＝１

犳犻（犓犻－犓

ＳＣＡ
）犘犻

＝０，

∑
犖

犻＝１

犳犻（犌犻－犌

ＳＣＡ
）犙犻

＝０，

（１０）

式中，（犓
ＳＣＡ
，犌

ＳＣＡ
）为岩石的ＳＣＡ等效弹性模量；

（犓犻，犌犻）为第犻相材料的弹性模量，其中犻＝１，２，

…，犖；犳犻表示第犻相材料在岩石中所占的体积百分

比．与前面３种等效介质模型不同，ＳＣＡ模型可以

由各相材料直接构造等效介质，而无需给定主相材料．

对于由矿物基质和单重孔隙构成的两相混合

物，Ｗｕ（１９６６）给出了如下自相容模量的计算公式：

犓

ＳＣＡ ＝犓ｍ＋（犓犻－犓ｍ）犘

犻，

犌

ＳＣＡ ＝犌ｍ＋（犌犻－犌ｍ）犙

犻．
（１１）

在干燥条件下，上式变为

１－
犓

ＳＣＡ

犓ｍ

＝犘
犻，

１－
犌

ＳＣＡ

犌ｍ
＝犙

犻．

（１２）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式（１０）和式（１１）均为ＳＣＡ

模型公式，但两者来源却完全不同．通常，如果一个

模型既能由准静态分析得到，也能通过散射近似获

得，则称该模型为“物理可实现”，否则称“物理不可

实现”．在上述公式中，Ｂｅｒｒｙｍａｎ提出的ＳＣＡ模型

为“物理可实现”模型，而 Ｗｕ提出的ＳＣＡ模型为

“物理不可实现”模型．事实上，ＫＴ模型和 ＭＴ模型

均为“物理不可实现”模型，而ＤＥＭ 模型为“物理可

实现”模型（ＢｅｒｒｙｍａｎａｎｄＢｅｒｇｒ，１９９６）．虽然“物理

不可实现”模型无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孔隙形状，但

对于许多形状（如球形），它们仍能给出十分准确的

估计结果．

２　微裂隙孔隙纵横比及裂隙密度

已有研究表明，在不考虑孔隙弹性相互作用的

情况下，孔隙的闭合压力与孔隙纵横比近似成正比，

即狆≈α犈０，其中犈０ 为岩石基质的杨氏模量（Ｄａｖｉｄ

ａｎ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２；邓继新等，２０１５）．这意味

着，若岩石为典型砂岩（犈０～５０ＧＰａ），则需要施加

５００ＭＰａ的压力才能使纵横比为０．０１的孔隙完全

闭合，而此闭合压力远高于实验测量压力．由此可

见，在实验条件下，α≥０．０１的孔隙几乎不受压力影

响．为此，我们将最高实验压力下无法闭合的孔隙统

称为硬孔．在本文中，我们假设岩石由一组纵横比为

αｓ的硬孔和多组纵横比不同的硬币形微裂隙构成，

其中微裂隙的总孔隙度为ｃ，硬孔的孔隙度为ｓ＝

－ｃ，为岩石的总孔隙度．由于硬孔几乎不受实

验压力的影响，故纵横波速度的压力依赖性完全可

以归因于微裂隙的闭合．一般而言，纵横比越小的微

裂隙越容易被压缩（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０３），所以随着有效

压力的增大，岩石中越“扁”的微裂隙越先闭合；当压

力达到某一临界值犘ｃ 后，岩石内部的所有微裂隙

全部闭合，此时岩石的纵横波速度几乎不再变化，且

干燥岩石可以视为由等效矿物基质和单重硬孔构成

的两相混合物（见图２ｄ），而其弹性模量（犓
ｈ

Ｄ
，犌

ｈ

Ｄ
）可

以利用如下经验关系拟合得到（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０３）：

图２　受压后岩石内部硬孔隙和微裂隙的形态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ｔｉｆｆｐｏｒｅｓ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ｃｒａｃｋｓｉｎｒｏｃｋ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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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期 欧阳芳等：基于等效介质理论的孔隙纵横比分布反演

　

１／犓Ｄ（犘）＝ （１／犓
ｉ

Ｄ－１／犓
ｈ

Ｄ
）ｅ－犘

／犘^
＋１／犓

ｈ

Ｄ
，

１／犌Ｄ（犘）＝ （１／犌
ｉ

Ｄ－１／犌
ｈ

Ｄ
）ｅ－犘

／犘^
＋１／犌

ｈ

Ｄ
，
（１３）

式中，（犓Ｄ，犌Ｄ）表示干燥岩石的弹性模量，由实测

超声速度犞Ｐ，Ｄ（犘），犞Ｓ，Ｄ（犘）和密度ρＤ 计算得到；

（犓
ｉ

Ｄ
，犌
ｉ

Ｄ
）为零压力下干燥岩石的初始模量；（犓

ｈ

Ｄ
，

犌
ｈ

Ｄ
）为干燥岩石的高压模量；犘^为拟合参数．如果实

验压力足够高并能使岩石内部的所有微裂隙全部闭

合，则可直接由犞
ｈ

Ｐ，Ｄ＝犞Ｐ，Ｄ（犘ｍａｘ）和犞
ｈ

Ｐ，Ｄ＝犞Ｓ，Ｄ（犘ｍａｘ）

获得高压速度，进而计算出高压模量 （犓
ｈ

Ｄ
，犌

ｈ

Ｄ
）．

尽管硬孔隙不引入任何压力效应，但硬孔隙的

存在仍会影响岩石的弹性性质．因此，在后续微裂隙

孔隙纵横比的反演计算中，我们将硬孔隙和矿物基

质构成的两相混合物作为背景介质（即弹性模量为

（犓
ｈ

Ｄ
，犌

ｈ

Ｄ
）的材料），通过在其中逐渐加入微裂隙以

引入压力对岩石弹性性质的影响．

２．１　孔隙纵横比的理论公式

下面我们从微裂隙随有效压力的变化规律出

发，推导微裂隙孔隙纵横比的计算公式．考虑压力犘

下某一个纵横比为α的干燥硬币形微裂隙（即近似

于孔隙纵横比很小的扁椭球孔隙），由压缩定律可

知，其相对体积变化为

ｄ犞ｃ（犘）／犞ｃ（犘）＝－犆ｃ（犘，α）ｄ犘， （１４）

式中，犆ｃ（犘，α）表示压力犘下纵横比为α的微裂隙

的压缩系数；犞ｃ（犘）表示压力犘下微裂隙的体积，

ｄ犞ｃ（犘）为相应的体积变化量．在微裂隙的闭合过程

中，通常假设其长轴犪保持不变，即ｄ犞ｃ／犞ｃ＝ｄα／α．

因此，式（１４）变为

ｄα＝－［α犆ｃ（犘，α）］ｄ犘， （１５）

当α很小（即α→０）时，有（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１）

α犆ｃ（犘，α）≈
４（１－ν

２）

３π犓（１－２ν）
， （１６）

即α犆ｃ（犘，α）与α无关．式中，犓 和ν分别为体积模

量和泊松比．

将式（１５）从０到犘进行积分，得到

α（犘）＝α
０
－∫

犘

０

［α犆ｃ（犘′，α）］ｄ犘′， （１７）

式中，α
０ 表示零压力下的微裂隙初始纵横比；第二

项表示压力由０变化至犘 的过程中微裂隙纵横比

的变化量．此外，硬币形微裂隙的纵横比通常较小

（＜０．０１），因此第二项几乎是与α无关的（参见式

（１６）），这便意味着，在相同的压力变化区间内，所有

微裂隙的纵横比变化量是相同的．

假设该微裂隙的闭合压力狆等于犘，即α（犘）＝

０，则式（１７）变为

α
０（狆）＝∫

狆

０

［α犆ｃ（犘′，α）］ｄ犘′， （１８）

式中，α
０（狆）表示闭合压力为狆的微裂隙的初始孔

隙纵横比，在后文中，闭合压力均用狆表示，以与犘

相区分．上式表明，当压力由０增至该微裂隙的闭合

压力狆时，其纵横比变化量刚好等于其初始纵横比

大小，即当施加的有效压力犘等于微裂隙的闭合压

力狆时，微裂隙刚好完全闭合．注意，利用式（１８）为

计算单一微裂隙的孔隙纵横比公式，需要已知该微

裂隙的压缩系数犆ｃ，而此参数通常难以测量，因此，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将式（１８）与实验可测量的物理量

（如岩石压缩系数）联系起来．

设岩石的总孔隙空间Ω狆 由犖 组纵横比为α犻

的微裂隙组成，其中犻＝１，２，…，犖，取犆ｐ（犘）为压力

犘下总孔隙空间的压缩系数，于是有

ｄΩ狆（犘）／Ω狆（犘）＝－犆狆（犘）ｄ犘，

Ω狆（犘）＝∑犻
ｄ犞ｃ（犘，α犻）．

（１９）

联立式（１４）和式（１９），得到

ｃ（犘）犆狆（犘）＝∑犻犻
（犘）犆ｃ（犘，α犻）， （２０）

式中，ｃ ＝ Ω狆／Ω 为微裂隙的总孔隙度，犻 ＝

犞ｃ（α犻）／Ω为第犻组微裂隙的孔隙度，其中Ω表示岩

石体积．由于岩石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孔隙纵横比的

微裂隙，因此，式（２０）中的求和符号可以转换为积分

符号，且积分区间应包含压力犘下保持开孔的所有

微裂隙的孔隙纵横比．为此，不妨令

犻 ＝犮（α）ｄα， （２１）

则式（２０）变为

ｃ（犘）犆狆（犘）＝∫
１

α
犆ｃ（犘，α′）犮（α′）ｄα′， （２２）

式中，α表示保持张开状态微裂隙的最小纵横比；

犮（α）称为孔隙度分布函数，根据孔隙度与裂隙密度

Γ之间的关系，即＝４παΓ／３，犮（α）可以类似地表

示为

犮（α）＝
４πα
３
γ（α）， （２３）

式中，γ（α）＝－ｄ珚Γ（α）／ｄα称为裂隙密度分布函数，

其中珚Γ（α）表示纵横比大于α的所有微裂隙的累积

裂隙密度（Ｄａｖｉｄａｎ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２）．联立式

（２２）—（２３），得到

　　ｃ（犘）犆狆（犘）＝
４π
３∫

１

α

［α′犆ｃ（犘，α′）］γ（α′）ｄα′

≈
４π
３
［α′犆ｃ（犘，α′）］珚Γ． （２４）

当微裂隙纵横比较小时，α犆ｃ（犘，α）与α几乎无关，

１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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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到积分符号之外．于是，有

珚Γ＝∫
１

α
γ（α′）ｄα′． （２５）

由此可见，累积裂隙密度珚Γ表示的是压力犘 下所有

开孔微裂隙的裂隙密度总和．

利用式（２４），式（１８）可以重新写成

α
０（狆）＝

３

４π∫
狆

０

ｃ（犘′）犆狆（犘′）ｄ犘′， （２６）

此外，ｃ犆狆 ＝１／犓Ｄ－１／犓
ｈ

Ｄ
，于是有

α
０（狆）＝

３

４π∫
狆

０

１／犓Ｄ（犘′）－１／犓
ｈ

Ｄ

珚Γ（犘′）
ｄ犘′， （２７）

显然，相较于式（１８），上式中的犓Ｄ 和犓
ｈ

Ｄ
均可以与

实验数据联系起来．因此，一旦获得累积裂隙密度

珚Γ，我们便能利用式（２７）反演获得各组微裂隙的初

始纵横比α
０（狆１），α

０（狆２），…，α
０（狆犖），其中狆１，狆２，

…，狆犖 表示各组微裂隙对应的闭合压力．

２．２　裂隙密度的理论公式

由式（２７）可见，微裂隙初始纵横比α
０ 的计算主

要涉及３个参数：干燥岩石的体积模量犓Ｄ、高压体

积模量犓
ｈ

Ｄ
以及累积裂隙密度珚Γ，其中犓

ｈ

Ｄ
可以直接

由超声数据和拟合关系式（１３）得到，而体积模量

犓Ｄ 和累积裂隙密度珚Γ的计算则需借助等效介质理

论．为了建立岩石弹性模量和累积裂隙密度之间的

关系，这里主要考虑４种常用的等效介质模型，即

ＫＴ模型、ＭＴ模型、ＤＥＭ模型和ＳＣＡ模型．

假设岩石仅包含一组纵横比为α＝犮／犪的硬币

形微裂隙，其中犪和犮分别为微裂隙的长轴和短轴，

则该组微裂隙的裂隙密度Γ可以表示为

Γ＝
犔犪３

Ω
， （２８）

式中，Ω为岩石体积；犔为岩石中微裂隙的数量．于

是，微裂隙的总孔隙度ｃ可以写成

ｃ＝
４πα
３
Γ． （２９）

对于纵横比较小的硬币形微裂隙，其几何因数犘和

犙 具有显式解析表达式（Ｄａｖｉｄａｎ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２０１１）：

犘＝
４（１－ν）（１＋ν）

３πα（１－２ν）
， （３０）

犙＝
８（１－ν）（５－ν）

１５πα（２－ν）
， （３１）

式中，ν为岩石基质的泊松比，而岩石基质的选取与

等效介质理论有关，比如，对于 ＫＴ模型和 ＭＴ模

型，ν表示背景基质的泊松比，而对于ＤＥＭ 模型和

ＳＣＡ模型，ν则表示ＤＥＭ或ＳＣＡ等效介质的泊松

比．另外，由式（２９）—（３１）可以发现，犘 和犙 与α

无关，且均为裂隙密度Γ的函数．由此可见，将犘

和犙 引入等效介质模型中便可以将岩石弹性模量

与裂隙密度Γ联系起来．

对于ＫＴ模型，我们可以将犘 和犙 代入式

（３）中得到裂隙密度的计算公式：

１－
犓

ＫＴ

犓（ ）
ｂ

犓ｂ＋４犌ｂ／３

犓

ＫＴ＋４犌ｂ／３

＝
１６（１－νｂ）（１＋νｂ）

９（１－２νｂ）
Γ，

１－
犌

ＫＴ

犌（ ）
ｂ

犌ｂ＋４ζｂ／３

犌

ＫＴ＋４ζｂ／３

＝
３２（１－νｂ）（５－νｂ）

４５（２－νｂ）
Γ，

（３２）

式中，犓ｂ，犌ｂ和νｂ分别表示背景基质的体积模量、

剪切模量和泊松比．注意，这里的背景基质可以是等

效矿物基质ｍ，也可以是其它等效介质，其选择视具

体问题而定．

对于 ＭＴ模型，将犘 和犙 代入式（６）中得到

犓ｂ

犓

ＭＴ

－１＝
１６（１－νｂ）（１＋νｂ）

９（１－２νｂ）
Γ，

犌ｂ

犌

ＭＴ

－１＝
３２（１－νｂ）（５－νｂ）

４５（２－νｂ）
Γ．

（３３）

考虑到微裂隙孔隙度ｃ１，我们在上述公式中运

用了近似关系１－ｃ≈１．

对于ＤＥＭ 模型，Ｄａｖｉｄ和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１）

推导了如下裂隙密度的解析近似式：

ν

ＤＥＭ

狏ｂ
＝ｅ

－８Γ／５，

犓

ＤＥＭ

犓ｂ
＝
（１－２狏ｂ）ｅ

－１６Γ／９

１－２狏ｂｅ
－８Γ／５

，

（３４）

此近似式的精度略依赖于泊松比狏ｂ，但在裂缝密度

很高的情况下，其计算误差仍小于２％（Ｄａｖｉｄａｎｄ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１）．

对于ＳＣＡ模型，将犘 和犙 代入式（１２）中有

１－
犓

ＳＣＡ

犓ｂ
＝
１６（１－ν


ＳＣＡ
）（１＋ν


ＳＣＡ
）

９（１－２ν

ＳＣＡ
）

Γ，

１－
犌

ＳＣＡ

犌ｂ
＝
３２（１－ν


ＳＣＡ
）（５－ν


ＳＣＡ
）

４５（２－ν

ＳＣＡ
）

Γ．

（３５）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等效介质理论的裂隙

密度公式均是在假设岩石仅含一组微裂隙的情况下

推导得到的，因此理论上仅适用于单重孔隙岩石．然

而，在前人的诸多研究中，这些公式被直接用来近似

计算多重孔隙岩石的累积裂隙密度珚Γ（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１；Ｄａｖｉｄａｎ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２；邓继新等，

２０１５）．尽管这种做法可以很方便地获得累积裂隙密

度，但在许多情况下该方法并不能很好地拟合实验

数据，见“模型算例”部分．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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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降压的反演策略来实现微裂隙累积裂隙密度和

孔隙纵横比的计算．

３　基于虚拟降压的反演策略

３．１　微裂隙的压力响应描述

我们将实际干燥岩石视为矿物基质 （犓ｍ，犌ｍ）、

硬孔ｓ和微裂隙ｃ的多相混合物，其中硬孔和微裂

隙的方向均是随机的（如图２ａ）．由于岩石矿物基质

与硬孔几乎不受实验压力的影响，因此可将两者的

混合物（如图２ｄ）作为新的等效基质处理．如此，硬

孔的贡献全部包含在新的等效基质中，而微裂隙所

在的背景介质变为由硬孔和矿物基质构成的新材

料，其弹性模量为 （犓
ｈ

Ｄ
，犌

ｈ

Ｄ
）．在这种情况下，岩石仅

由弹性模量为 （犓
ｈ

Ｄ
，犌

ｈ

Ｄ
）的等效基质与总孔隙度为

ｃ的犖 组微裂隙构成（如图３ａ所示）．下面我们将

在此基础上运用假想降压过程反演微裂隙的累积裂

隙密度和孔隙纵横比分布．

设岩石中所有的微裂隙在压力犘ｃ下刚好全部

闭合，且压力区间 ［０，犘ｃ］由相等的犖 个子区间和

犖＋１个压力点构成，其中压力点包括０，Δ犘，２Δ犘，…，

犖Δ犘，此处Δ犘＝犘ｃ／犖 表示压力增量．假设岩石中

犖 组微裂隙的闭合压力刚好为狆１ ＝ Δ犘，狆２ ＝

２Δ犘，…，狆犖 ＝犖Δ犘，且Δ犘足够小时，各压力子区

间内的孔隙纵横比可以认为是恒定的．当有效压力

犘ｅ∈ ［狆犻，狆犻＋１）时，岩石中初始孔隙纵横比小于

α
０（狆犻＋１）的所有微裂隙全部闭合，而α

０
＞α

０（狆犻）的

微裂隙仍处于张开状态．由式（１６）—（１７）可知，当压

力增加Δ犘时，所有微裂隙的纵横比变化量是相同

的，这意味着，在压力犘ｅ下岩石中仍处于开孔状态

的各组微裂隙的孔隙纵横比均应相对于其初始值减

小α
０（狆犻）．此时，各组开孔微裂隙的孔隙纵横比应为

　α
０（狆犻＋１）－α

０（狆犻），α
０（狆犻＋２）－α

０（狆犻），…，α
０（狆犖）

　－α
０（狆犻）， （３６）

　　图３展示了不同压力下岩石中各组微裂隙的开

孔情况：当实验压力为０时，所有微裂隙均处于初始

状态；当实验压力增至狆１，初始纵横比小于或等于

α
０（狆１）的微裂隙闭合，而其它微裂隙的纵横比均减小

α
０（狆１）；当实验压力继续增至狆２，满足α

０
≤α

０（狆２）的

微裂隙全部闭合，而仍处于开孔状态微裂隙的纵横

比相对于其初始值减小α
０（狆２）；以此类推下去，当

实验压力增至压力犘ｃ＝犖Δ犘时，岩石中的所有微

裂隙全部闭合．由此可见，一旦获得各组微裂隙的初

始纵横比（即微裂隙的初始纵横比分布），利用上述

过程便能求出不同压力下岩石的微裂隙纵横比分布．

３．２　孔隙纵横比反演流程

为了获得微裂隙的初始纵横比，首先需要求解

微裂隙的累积裂隙密度（见式（２７）），这里我们借助

假想降压过程进行计算．注意，这里的假想降压过程

是指增压逆过程，即对应于图３中由右往左、由下至

上的过程，而并不等同于实际降压过程．事实上，吴

春燕等（２０１６）的实验研究表明，在实际降压过程中

岩石孔隙空间通常难以恢复到原始状态．

基于虚拟降压的反演流程主要包括三部分，即

微裂隙的累积裂隙密度反演、微裂隙孔隙纵横比分

布计算以及硬孔纵横比反演，工作流程见图４．

（１）累积裂隙密度反演

根据假想降压思路，我们将降压过程分为犖个

图３　增压过程中岩石内各组微裂隙的形态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ｏｆｍｉｃｒｏｃｒａｃｋｓｉｎｒｏｃｋ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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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基于虚拟降压的孔隙纵横比反演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ｔｈｏｕｇｈｔ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变化状态，即狆犖 →狆犖－１，…，狆２ →狆１，狆１ →０，其中

狆犖 等于最高实验压力犘ｃ．在每个变化状态，干燥岩

石均可以视为单重孔隙结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直

接运用第２．２节推导的单重孔隙岩石的等效介质理

论公式（３２）—（３５）计算微裂隙的裂隙密度，具体过

程如下：

① 当狆犖→狆犖－１时，我们分别将压力狆犖和狆犖－１

下的弹性模量作为岩石背景基质和岩石等效介质的

弹性参数，即用高压模量（犓
ｈ

Ｄ
，犌

ｈ

Ｄ
）和压力狆犖－１下的

（犓Ｄ，犌Ｄ）替换式（３２）—（３５）中 （犓ｂ，犌ｂ）和（犓
，

犌）；然后，利用非线性最小二乘反演算法，得到初

始纵横比为α
０（狆犖）的微裂隙的裂隙密度Γ（α

０

犖
），其

中α
０

犖 ＝α
０（狆犖）；

② 当狆犻→狆犻－１（犻＝犖－１，…，２，１）时，分别用

压力狆犻和狆犻－１ 下的 （犓Ｄ，犌Ｄ）替换式（３２）—（３５）中

的基质模量 （犓ｂ，犌ｂ）和等效模量 （犓
，犌），并结

合非线性最小二乘反演算法计算初始纵横比为

α
０（狆犻）的微裂隙的裂隙密度Γ（α

０

犻
）；

③ 依此类推，直至获得犖 组微裂隙的裂隙密

度Γ（α
０

１
），Γ（α

０

２
），…，Γ（α

０

犖
）；

④ 利用各组微裂隙的裂隙密度计算累积裂隙

密度：

珚Γ（α
０

犽
）＝∑

犖

犻＝犽

Γ（α
０

犻
），（犽＝１，２，…，犖）， （３７）

式中，珚Γ（α
０

犽
）表示α

０
≥α

０

犽
的所有微裂隙的裂隙密度

之和，珚Γ（α
０

犽
）也可以写成闭合压力狆犽 的函数，即

珚Γ（狆犽），表示压力狆犽 下所有开孔微裂隙的裂隙密度

之和．

在上述过程中，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实验压力

点是等间隔分布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实际数据

并不满足这些要求，此时我们可以利用关系式（１３）

对实验数据点进行拟合，然后利用扩展后的数据完

成上述过程．

另外，我们还可以结合如下公式将累计裂隙密

度珚Γ扩展到更高的压力：

珚Γ（狆）＝珚Γ
犻ｅ－狆

／狆^， （３８）

式中，珚Γ
犻为初始累积裂隙密度；狆^为与压力量纲相

同的参数．尽管上述公式并不具有任何物理含义，但

是可以为累积裂隙密度珚Γ提供很好的拟合关系．

（２）孔隙纵横比分布函数计算

将已获得的累积裂隙密度珚Γ代入式（３６）中，便

能计算出微裂隙的初始纵横比分布α
０（狆），结合式

（３６），还可以进一步给出任意非零有效压力下的孔

隙纵横比分布α（狆）．除微裂隙的孔隙纵横比分布之

外，根据如下关系还可以获得微裂隙的初始裂隙密

度分布函数γ（α
０）、初始孔隙度分布函数犮（α

０）、初始

累积孔隙度分布函数犆（α
０）以及初始孔隙度犻（α

０）：

γ（α
０）＝－ｄ珚Γ／ｄα

０， （３９）

犮（α
０）＝

４πα
０

３
γ（α

０）， （４０）

犆（α
０）＝∫犮（α

０）ｄα
０， （４１）

犻（α
０）＝犮（α

０）ｄα
０． （４２）

　　利用上述初始分布函数，可以进一步计算任意

非零有效压力下的分布函数γ（α）、犮（α）、犆（α）以及

犻（α）．根据第４．１节知，当有效压力犘ｅ∈［狆犻，狆犻＋１）

时，岩石中仅存在初始纵横比大于α
０（狆犻）的微裂

隙，而α
０
≤α

０

犻 ＝α
０（狆犻）的微裂隙已全部闭合．由于

闭合的微裂隙对裂隙密度没有任何贡献，因此有效

压力犘ｅ下的裂隙密度分布函数γ（α）应为

γ（α
０

犻＋１
），γ（α

０

犻＋２
），…，γ（α

０

犖
）． （４３）

由此可见，对于α
０
＞α

０（狆犻）的微裂隙，其压力犘ｅ下

的裂隙密度分布函数与初始分布函数γ（α
０）相同，

其原因在于：裂隙密度只与长轴犪有关（见式（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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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犪不随压力变化，这意味着在微裂隙没有完全闭

合的情况下，其裂隙密度不随外部压力而改变，而只

有当微裂隙完全闭合后，该微裂隙对岩石裂隙密度

的贡献方降为零．

一般而言，压力对岩石体积Ω的影响可以忽略

不计，因此由微裂隙孔隙度的定义犻＝４π犪
３
α／（３Ω）

可知，孔隙度犻与纵横比α的比值等于常量．于是，

在有效压力犘ｅ下，犻（α）可由初始孔隙纵横比α
０ 和

初始孔隙度分布函数犻（α
０）表示为

犻（α）＝犻（α
０）α／α

０， （４４）

此外，联立式（４１）、式（４２）和式（４４）还可以求出有效

压力犘ｅ下的孔隙度分布函数犮（α）以及累积孔隙度

分布函数犆（α）．

（３）硬孔纵横比反演

硬孔纵横比反演是基于高压状态下的实验数据

实现的．在高压条件下，干燥岩石可以视为由等效矿

物基质和单重硬孔构成的两相混合物（见图２ｄ），此

时利用等效介质理论便可以从高压数据中提取出硬

孔纵横比．图５给出了硬孔纵横比的反演流程，具体

步骤如下：

图５　硬孔纵横比反演流程图

Ｆｉｇ．５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ｆｏｒ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ｓｔｉｆｆｐｏｒｅｓ

① 获取岩芯样品的基本信息，包括样品的总孔

隙度、矿物组分及其含量、干燥岩石的密度ρＤ 以

及各有效压力下的超声纵横波速度犞Ｐ，Ｄ（犘）和

犞Ｓ，Ｄ（犘），并根据反演得到的微裂隙的总孔隙度ｃ，

计算硬孔的孔隙度狊 ＝－ｃ．对于ｃｓ的情

况，也可以由ｓ≈来估算硬孔的孔隙度；

② 利用ＶｏｉｇｔＲｅｕｓｓＨｉｌｌ平均公式（简称ＶＲＨ

平均）计算等效矿物基质模量 （犓ｍ，犌ｍ），即（Ｍａｖｋ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犕 ＝
１

２
［∑
犖

犻＝１

犳犻犕犻＋（∑
犖

犻＝１

犳犻／犕犻）
－１

］， （４５）

式中，犳犻为各矿物组分的体积含量；犕犻 表示各矿物

组分的体积模量或剪切模量．

③ 基于单重孔隙干燥岩石的等效介质理论公

式（式（３）、式（６）、式（９）或式（１２）），结合高压速度

（犞
ｈ

Ｐ，Ｄ
，犞

ｈ

Ｓ，Ｄ
）反演计算硬孔纵横比αｓ．本文采用非线

性最小二乘方法在孔隙纵横比区间［０．０１，１］内寻找

最优的αｓ，使其同时满足纵波速度和横波速度的相

对误差最小，即

犞
ｈ

Ｐ，ＥＭＴ
／犞

ｈ

Ｐ，Ｄ－１ ×１００％ ＜ε，

犞
ｈ

Ｓ，ＥＭＴ
／犞

ｈ

Ｓ，Ｄ－１ ×１００％ ＜ε，
（４６）

式中，（犞
ｈ

Ｐ，ＥＭＴ
，犞

ｈ

Ｓ，ＥＭＴ
）表示由等效介质理论模拟的

高压速度；ε表示可容许的最小相对误差．

４　实际应用分析

为了分析上述反演流程的可靠性和适用性，我

们分别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２块砂岩样品Ｓ１和Ｓ２

与２块致密碳酸盐岩样品Ｃ１和Ｃ２，并采用基于虚

拟降压的反演方法对其孔隙结构参数进行了提取．

表１列出了这些岩芯样品的基本参数和数据来源，

其中样品Ｓ１为纯石英砂岩，孔隙度为４％，岩芯数

据来自于文献Ｄａｖｉｄ（２０１２）；样品Ｓ２为泥质砂岩，

孔隙度为２３．９％，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６６％）、长

石（１７％）、粘土（１５％）以及极少量的黄铁矿和菱铁

矿，其孔隙结构特征见图６（ａ—ｂ）；样品Ｃ１和Ｃ２为

纯净的致密碳酸盐岩，孔隙度分别为３％和０．６％，

其矿物基质均由１００％的方解石构成，两块碳酸盐

岩样品均为致密灰岩，其中样品Ｃ１主要发育晶间

孔和粒内孔，而样品Ｃ２具有较强的非均质特征，孔

隙以局部发育的平直微裂缝为主，孔隙结构特征见

图６（ｃ—ｆ）．

表１　砂岩和碳酸盐岩样品的基本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犺狔狊犻犮犪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狅犳狋犺犲狊犪狀犱狊狋狅狀犲犪狀犱

犮犪狉犫狅狀犪狋犲狊犪犿狆犾犲狊

编号 岩石类型 孔隙度 干燥密度 矿物成分

Ｓ１ 纯净砂岩 ４％ ２．５４ｇ·ｃｍ－３ 石英（１００％）

Ｓ２ 泥质砂岩 ２３．９％ ２．０２ｇ·ｃｍ－３

石英（６６％），
长石（１７％），
粘土（１５％），
黄铁矿（１％），
菱铁矿（１％）

Ｃ１ 孔洞型碳酸盐岩 ３％ ２．５９ｇ·ｃｍ－３ 方解石（１００％）

Ｃ２ 裂缝型碳酸盐岩 ０．６％ ２．６６ｇ·ｃｍ－３ 方解石（１００％）

５２０１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４卷　

图６　砂岩样品（ａ—ｂ）和碳酸盐岩样品（ｃ—ｆ）的孔隙结构特征

Ｆｉｇ．６　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ａ—ｂ）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ｃ—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７给出了不同实验压力下干燥砂岩样品Ｓ１，

Ｓ２与碳酸盐岩样品Ｃ１，Ｃ２的纵横波速度超声实验

测量结果．由图７可见，砂岩样品和碳酸盐岩样品对

压力的弹性响应存在显著差异．当有效压力由

０ＭＰａ增至２０ＭＰａ时，砂岩样品的纵横波速度迅

速增大；但随着有效压力的继续增大，其纵横波速度

的增长趋势逐渐减缓，达到最大值后趋于平稳．这表

明砂岩样品中存在大量小纵横比的微裂隙（如粒间

孔）以及少量纵横比较大的微裂隙，由于小纵横比微

裂隙的闭合压力较小且数量极多，所以当压力略微

增加时大量的微裂隙闭合，从而使岩石的纵横波速

度迅速增加．从图７ａ—ｂ可以推测出，砂岩样品中的

大部分微裂隙在有效压力到达２０ＭＰａ时便已全部

闭合，而仅剩余少数纵横比较大的微孔处于开孔状

态；当压力继续增大并超过剩余微孔的闭合压力后，

这些纵横比较大的孔隙才相继闭合，但由于其数量

较少，岩石速度随压力的增加趋势也逐渐减缓．对于

致密碳酸盐岩样品而言，纵横波速度随压力的变化

则相对平缓（见图７ｃ—ｄ）．这意味着，与小纵横比微

裂隙占主导的砂岩样品相比，碳酸盐岩样品中各种

微裂隙的数量差异相对较小．因此，在有效压力较低

的范围内，其纵横波速度随压力的增加趋势也相对

平缓．

此外，图７还给出了由经验关系式（１３）得到的

实验数据拟合曲线（图中虚线），其中黑色箭头指示

的是岩芯样品的高压速度（犞
ｃ

Ｐ，Ｄ
，犞

ｃ

Ｓ，Ｄ
），该值由拟合

参数 （犓
ｃ

Ｄ
，犌

ｃ

Ｄ
）计算得到．泥质砂岩样品Ｓ２的等效

矿物基质模量通过对其所有矿物组分进行 ＶＲＨ

平均（式（４５））计算得到，模量大小分别为 犓ｍ ＝

３６．５ＧＰａ和犌ｍ＝２８．１ＧＰａ．将岩石的高压速度和

矿物基质模量代入单重孔隙干燥岩石的等效介质理

论公式（式（３）、式（６）、式（９）或式（１２））中，我们便能

６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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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干燥岩芯样品的纵横波速度压力曲线

（ａ）纯净砂岩样品Ｓ１；（ｂ）泥质砂岩样品Ｓ２；（ｃ）孔洞型致密碳酸盐岩样品Ｃ１；（ｄ）裂缝型致密碳酸盐岩样品Ｃ２．

Ｆｉｇ．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ｒｓｕｓ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ｏｒｄｒｙｒｏｃｋ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Ｐ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１；（ｂ）Ｓｈａｌｅｙ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２；（ｃ）Ｔｉｇｈｔ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ａｍｐｌｅＣ１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ｐｏｒｅｓ；

（ｄ）Ｔｉｇｈｔ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ａｍｐｌｅＣ２ｗｉｔｈｃｒａｃｋｓ．

得到由不同等效介质理论反演的硬孔纵横比．表２

列出了基于ＫＴ、ＭＴ、ＤＥＭ 和ＳＣＡ模型计算的硬

孔纵横比αｓ及其误差ε，其中ε定义为纵波速度相

对误差和横波速度相对误差的平均值，即

　　ε＝
１

２

犞
ｈ

Ｐ，ＥＭＴ
／犞

ｈ

Ｐ，Ｄ－１ ×１００％

＋ 犞
ｈ

Ｓ，ＥＭＴ
／犞

ｈ

Ｓ，Ｄ－１ ×

烄

烆

烌

烎１００％
． （４７）

　　由表２可见，对于纯净砂岩样品Ｓ１和非均质程

度较低的孔洞型碳酸盐岩样品Ｃ１，ＫＴ、ＭＴ、ＤＥＭ

和ＳＣＡ模型均能取得很好的反演效果，其反演误差

均小于０．５％，且这些模型估计的硬孔隙纵横比十

分接近（样品Ｓ１：～０．４，样品Ｃ１：～０．１８）．对于泥质

砂岩样品Ｓ２，四种模型的反演精度略低，其中ＤＥＭ

模型的效果最佳，其反演误差为２．０５％，ＫＴ模型的

效果最差，其反演误差为４．３１％．由此可见，泥质及

其他掺杂矿物对砂岩硬孔纵横比的反演精度影响较

大，其原因在于：岩石弹性模量的主要贡献来源于矿

物成分，而对于包含有多种矿物组分的非纯净砂岩，

ＶＲＨ平均仅能提供一个粗略的等效矿物基质模

量估计值，因此存在一定的误差．另外，对于裂缝型

表２　基于不同等效介质理论反演的硬孔隙纵横比

犜犪犫犾犲２　犐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

犪狊狆犲犮狋狉犪狋犻狅犳狅狉狋犺犲狊狋犻犳犳狆狅狉犲狅犫狋犪犻狀犲犱犳狉狅犿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犿犲犱犻狌犿狋犺犲狅狉犻犲狊

岩芯样品 ＫＴ ＳＣＡ ＭＴ ＤＥＭ

Ｓ１

硬孔纵横比αｓ ０．３９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４２

平均误差ε ０．１８％ ０．３４％ ０．１８％ ０．１９％

Ｓ２

硬孔纵横比αｓ ０．１４ ０．２９ ０．１０ ０．１５

平均误差ε ４．３１％ ３．３６％ ２．７４％ ２．０５％

Ｃ１

硬孔纵横比αｓ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１７ ０．１８

平均误差ε ０．１７％ ０．２７％ ０．１９％ ０．２１％

Ｃ２

硬孔纵横比αｓ ０．９５ １．００ ０．９６ ０．９５

平均误差ε ４．９６％ ４．６０％ ４．９６％ ４．９７％

碳酸盐岩样品Ｃ２，四种等效介质理论的反演结果均

不理想，最大反演误差接近５％．由于Ｃ２为纯净碳

酸盐岩样品，矿物组分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因此，

该误差主要来源于碳酸盐岩的复杂孔隙结构分布．

由图６ｆ可见，样品Ｃ２存在局部发育的裂缝，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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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非均质性，而本文采用的反演算法理论上更适

合非均质性较弱的岩石．

利用第３．２节的孔隙纵横比反演流程，我们可

以进一步提取岩芯样品的微裂隙纵横比分布．图８

展示了４块样品在有效压力０ＭＰａ、１０ＭＰａ、３０ＭＰａ和

５０ＭＰａ下的累积裂隙密度分布珚Γ（α）．从图８中可

以看出，累积裂隙密度随孔隙纵横比的增大而减小，

这是因为珚Γ（α）表示的是孔隙纵横比大于α的所有

开孔微裂隙的裂隙密度之和，因此α越小意味着岩

石中纵横比大于α的微裂隙越多，故累积裂隙密度

越高．此外，由图可见，随着有效压力的增大，累积裂

隙密度逐渐降低，珚Γ（α）曲线向低孔隙纵横比方向移

动，且覆盖的孔隙纵横比范围变窄，其原因在于：压

力增大后，岩石中纵横比较小的微裂隙先闭合，而纵

横比较大的微裂隙逐渐被压缩，从而导致开孔微裂

隙的孔隙纵横比减小且分布范围变窄．从图中还可

以看到，在低有效压力下，由不同等效介质理论计算

的珚Γ（α）趋势基本一致，但数值上存在略微差异，且

这种差异随着有效压力的增大逐渐消失．总体而言，

等效介质理论的选择对孔隙纵横比的反演结果影响

较小．

图９给出了不同有效压力下岩石微裂隙的孔隙

度曲线犻（α）．由图９可见，孔隙度犻（α）随孔隙纵横

比和有效压力的变化规律特征与累积裂隙密度函数

珚Γ（α）类似，即随着有效压力的增大，微裂隙的孔隙

纵横比分布区间变窄，曲线向低纵横比移动，且四种

模型的反演结果逐渐趋于相同．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砂岩样品Ｓ１中，纵横比为０．２×１０－３的微裂隙占主

导，其孔隙度为０．８５×１０－３％，微裂隙的孔隙纵横

比主要集中在区间０～０．７×１０
－３；在砂岩样品Ｓ２

中，纵横比为０．６５×１０－３的微裂隙占主导，其孔隙

度约为８×１０－３％，微裂隙的孔隙纵横比主要集中

在区间０～２×１０
－３；当有效压力为５０ＭＰａ时，两块

砂岩样品中的微裂隙几乎完全闭合，微裂隙孔隙度

趋近于零．由图９ｃ—ｄ可见，在有效压力５０ＭＰａ

下，碳酸盐岩样品Ｃ２中的微裂隙也基本完全闭合，

而样品Ｃ１中则还存在少量的开孔孔隙．这个现象

与岩芯实际情况是完全相符的，因为样品Ｃ１为孔

洞型碳酸盐岩，而样品Ｃ２为裂缝型碳酸盐岩，裂缝

的孔隙纵横比更小更容易闭合，故样品Ｃ２比样品

Ｃ１更容易被压缩．此外，相较于裂缝型碳酸盐岩样

品Ｃ２，孔洞型碳酸盐岩样品Ｃ１具有更宽的纵横比

分布范围（０～１．７×１０
－３），并且其孔隙度曲线与横

坐标轴之间并不是完全闭合的，这意味着该岩芯中

图８　基于４种等效介质理论反演的不同有效压力下砂岩（ａ—ｂ）和碳酸盐岩（ｃ—ｄ）样品的累积裂隙密度分布

Ｆｉｇ．８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ｃｒａｃｋ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ｕｍ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ａ—ｂ）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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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基于４种等效介质理论反演的不同有效压力下砂岩（ａ—ｂ）和碳酸盐岩（ｃ—ｄ）样品的微裂隙孔隙度

Ｆｉｇ．９　Ｃｒａｃｋ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ｒａｔｉ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ｕｍ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ａ—ｂ）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ｃ—ｄ）

还存在更大纵横比（＞１．７×１０
－３）的微裂隙．

下面我们从数据统计的角度分析四种等效介质

理论的反演效果．我们以３１块干燥泥质砂岩和４０

块干燥碳酸盐岩的超声纵横波速度作为输入数据，

其中砂岩样品的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方解石、

白云石和粘土，孔隙度分布范围为３．５％～３０％；碳

酸盐岩样品主要由方解石构成，其孔隙度分布范围

为０．３％～３％ ．图１０给出了四种理论的模拟结果

及超声实验数据．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泥质砂岩

还是碳酸盐岩，四种等效介质理论的模拟速度与实

测速度均具有很好的一致性．结合图８和图９可见，

这些理论的反演精度和反演结果均十分接近．由此

可见，本文提出的孔隙结构反演方法并不十分依赖

于等效介质理论的选择，四种等效介质理论均能作

为反演孔隙结构参数的有效工具．但是，在计算效率

方面，由于 ＫＴ和 ＭＴ模型具有显式的理论表达

式，其计算速度比隐式的ＤＥＭ和ＳＣＡ模型更快．

为了对比本文方法与现有方法，我们采用基于

虚拟降压的反演方法（见第４．２节）和 ＤＺ方法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９；Ｄａｖｉｄａｎ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２；

邓继新等，２０１５）计算了不同有效压力下干燥岩石

的弹性模量，以此评估两种方法的反演精度．本文方

法与ＤＺ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ＤＺ方法直接采用

单重孔隙岩石的裂隙密度公式（式（３３）和式（３４））近

似反演多重孔隙岩石的累积裂隙密度；而本文方法

则借助假想降压过程实现多重孔隙岩石的累积裂隙

密度计算．以ＤＥＭ模型为例，图１１和图１２分别从

单块岩芯与统计分析的角度对比了两种方法的反演

结果．由图１１可见，对于纯净砂岩样品Ｓ１，本文方

法和ＤＺ方法均能取得很好的反演效果；但对于泥

质砂岩和碳酸盐岩，由ＤＺ方法计算的体积模量与

实测数据存在较大误差，且计算误差随着有效压力

的减小而增大，这表明ＤＺ模型所采用的近似做法

（即直接利用单重孔隙公式（３３）—（３４）近似计算多

重孔隙岩石的累积裂隙密度）存在一定局限性．另一

方面，从图１１—１２中可以看出，本文方法相较于Ｄ

Ｚ方法具有更高的精度，无论是砂岩还是碳酸盐岩，

由本文方法计算得到的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与实际

数据吻合更好．由此可见，本文方法比ＤＺ方法更具

优势，能够有效克服经典ＤＺ反演方法的精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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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基于不同等效介质理论的模型反演结果与实际测量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ｕｍ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５　结论

本文对经典ＤＺ方法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并将

其推广至ＫＴ、ＭＴ、ＤＥＭ 和ＳＣＡ四种等效介质模

型的情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孔隙纵横比反演流程．

以一系列砂岩样品和碳酸盐岩样品为例，分析了本

文方法在实际岩芯孔隙纵横比提取中的应用效果，

数值分析结果表明：基于本文方法从干燥岩芯速度

压力数据中提取的孔隙纵横比分布、累积裂隙密度

分布和微裂隙孔隙度分布可以很好地解释实际岩芯

中微裂隙的压力响应规律；此外，本文方法并不十分

依赖于等效介质理论的选择，即四种理论均能取得

十分好的反演精度，且反演的孔隙结构参数差异很

小；与经典ＤＺ方法相比，本文方法有效改善了ＤＺ

方法中利用单重孔隙公式近似计算多重孔隙岩石累

积裂隙密度所引起的精度不足．在实际应用方面，本

文所建立的反演流程可以为岩石物理实验和理论研

究提供重要的孔隙结构参数提取工具；另外，结合深

度和压力的对应关系，此方法也有望应用于测井数

据的岩石孔隙结构参数反演中．

附录犃　椭球状孔隙的几何因数

对于纵横比小于１的椭球状孔隙，其几何因数

犘和犙 可以表示为（Ｍａｖｋ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犘＝犉１犉
－１
２ ，

犙＝０．２［２犉
－１

３ ＋犉
－１

４ ＋（犉４犉５＋犉６犉７－犉８犉９）

×（犉２犉４）
－１］，

式中，

犉１＝１＋犃［１．５（犳犻＋θ犻）－犚（１．５犳犻＋２．５θ犻－４／３）］，

犉２ ＝１＋犃［１＋１．５（犳犻＋θ犻）－０．５犚（３犳犻＋５θ犻）］

＋犅（３－４犚）＋０．５犃（犃＋３犅）（３－４犚）［犳犻＋

θ犻－犚（犳犻－θ犻＋２θ
２
犻）］，

犉３ ＝１＋犃［１－（犳犻＋１．５θ犻）＋犚（犳犻＋θ犻）］，

犉４ ＝１＋０．２５犃［犳犻＋３θ犻－犚（犳犻－θ犻）］，

犉５ ＝犃［－犳犻＋犚（犳犻＋θ犻－４／３）］＋犅θ犻（３－４犚），

犉６ ＝１＋犃［１＋犳犻－犚（犳犻＋θ犻）］

＋犅（１－θ犻）（３－４犚），

犉７ ＝２＋０．２５犃［３犳犻＋９θ犻－犚（３犳犻＋５θ犻）］

＋犅θ犻（３－４犚），

犉８ ＝犃［１－２犚＋０．５犳犻（犚－１）＋０．５θ犻（５犚－３）］

＋犅（１－θ犻）（３－４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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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期 欧阳芳等：基于等效介质理论的孔隙纵横比分布反演

图１１　本文方法和ＤＺ方法基于ＤＥＭ理论反演的干燥岩石弹性模量对比

（ａ）纯净砂岩样品Ｓ１；（ｂ）泥质砂岩样品Ｓ２；（ｃ）孔洞型致密碳酸盐岩样品Ｃ１；（ｄ）裂缝型致密碳酸盐岩样品Ｃ２．

Ｆｉｇ．１１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ｉｏｆｄｒｙｒｏｃｋ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ＥＭｂｙｕｓｉｎｇ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ＤＺｍｅｔｈｏｄ

（ａ）Ｐ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１；（ｂ）Ｓｈａｌｅｙ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２；（ｃ）Ｔｉｇｈｔ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ａｍｐｌｅＣ１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ｐｏｒｅｓ；

（ｄ）Ｔｉｇｈｔ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ａｍｐｌｅＣ２ｗｉｔｈｃｒａｃｋｓ．

图１２　本文方法和ＤＺ模型反演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ＤＺ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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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９ ＝犃［（犚－１）犳犻－犚θ犻］＋犅θ犻（３－４犚），

其中：

犃＝犌犻／犌ｍ－１，

犅＝
１

３
（犓犻／犓ｍ－犌犻／犌ｍ），

犚＝ （犓ｍ／犌ｍ＋４／３）－１

犳犻＝α
２

犻
（３θ犻－２）／（１－α

２

犻
），

θ犻 ＝α犻（ｃｏｓ
－１（α犻）－α犻 １－α

２

槡 犻
）／（１－α

２
犻）
３／２．

附录犅　犇犈犕解析近似式的系数

在ＤＥＭ 的解析近似式中，犪，犫，犛０犻，犛１犻，犛２犻 和

犛３犻的具体表达式分别为

犛０犻 ＝ （２－３犳犻－３θ犻）／（４θ犻－６θ
２
犻 －４犳犻），

犛１犻 ＝ （θ犻－犳犻）／（２－３犳犻－３θ犻），

犛２犻 ＝４／３，

犛３犻 ＝ （２θ犻－２犳犻）／［３（２θ犻－３θ
２
犻 －２犳犻）］，

犫＝∑
犖

犻＝１

狏犻犫犻，　犫犻＝犘′－犙′，

犪＝∑
犖

犻＝１

狏犻犪犻，　犪犻＝犘－犙－犫犻犓ｍ／犌ｍ

式中，

犘′－犙′＝（犉′１犉２－犉１犉′２）犉
－２

２ ＋
１

５
（２犉′３犉

－２

３ ＋犉′４犉
－２

４
）

－０．２犉２犉４（犉′４犉５＋犉４犉′５＋犉′６犉７＋犉６犉′７

－犉′８犉９－犉８犉′９）犉
－２

２犉
－２

４ ＋０．２（犉４犉５

＋犉６犉７－犉８犉９）（犉′２犉４＋犉２犉′４）犉
－２
２犉

－２
４

犉′１＝－犃（１．５犳犻＋２．５θ犻－４／３）犚′，

犉′２＝ ｛－０．５犃（３犳犻＋５θ犻）－４犅－０．５犃（犃＋３犅）

×［７犳犻＋θ犻＋６θ
２

犻 －８犚（犳犻－θ犻＋２θ
２

犻
）］｝犚′，

犉′３＝犃（犳犻＋θ犻）犚′，

犉′４＝－０．２５犃（犳犻－θ犻）犚′，

犉′５＝ ［犃（犳犻＋θ犻－４／３）－４犅θ犻］犚′，

犉′６＝ ［－犃（犳犻＋θ犻）－４犅（１－θ犻）］犚′，

犉′７＝ ［－０．２５犃（３犳犻＋５θ犻）－４犅θ犻］犚′，

犉′８＝ ［犃（－２＋０．５犳犻＋２．５θ犻）－４犅（１－θ犻）］犚′，

犉′９＝ ［犃（犳犻－θ犻）－４犅θ犻］犚′，

犚′＝－犚
２．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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