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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孔隙岩石的核磁共振扩散耦合现象

及其探测方法

田志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辽宁 盘锦　１２４０１０

摘要　油藏岩石的孔隙连通性是反映流体渗流难易程度的重要参数，对渗透率、有效孔隙度等岩石物理参数的评

价具有重要作用．连通的孔隙中，核磁共振（ＮＭＲ）弛豫的交换会产生扩散耦合现象，可作为孔隙连通性的表征和

探测方法．本文提出利用横向弛豫犜２犜２ 脉冲序列测量岩石的扩散耦合现象．运用随机游走方法模拟多孔岩石的

核磁共振响应特征，分析扩散耦合的影响因素，推导表征扩散耦合强度的弛豫交换速率计算公式．结果表明：孔隙

间的扩散耦合强度与犜２犜２ 脉冲序列的混合时间呈正相关性，基于双孔弛豫交换模型推导的弛豫交换速率计算公

式能够准确表征双尺度孔隙系统的扩散耦合强度．在孔隙尺寸不满足快扩散条件时，会出现与扩散耦合无关的非

对角峰信号．针对含多类型孔隙的碳酸盐岩模型，随混合时间的增加，扩散耦合强度变大，一维犜２ 谱的形态畸变程

度加重，在犜２犜２ 二维谱中，代表微裂缝、粒间小孔、溶蚀大孔的信号能量变化趋势不同，反映不同类型孔隙间的连

通性存在差异．本文的分析与讨论丰富了核磁共振弛豫在岩石物理性质评价中的应用方向，对利用核磁共振评价

复杂孔隙岩石的孔隙结构和连通性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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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岩石的核磁共振（ＮＭＲ）弛豫性质分析在孔隙

度、孔隙结构、渗透率、润湿性、流体饱和度及黏度等

岩石物理参数评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Ｃｏａｔｅｓ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邓克俊和谢然红，２０１０；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王迪等，２０１９；党海龙等，

２０２０；王香增等，２０２０）．核磁共振弛豫信号是由流体

的分子动力学和所处的物理化学环境共同决定．在

连通的孔隙中，流体分子的布朗运动会导致其所处

的环境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反映在核磁共振弛豫

信号上．因此，只要通过一定的脉冲序列和量子相

干，基于核磁共振技术就可以得到孔隙的连通性信

息．目前，利用核磁共振评价孔隙连通性有两种方

法：一种是Ｓｏｎｇ等（２０００）提出通过探测孔隙内部

梯度磁场的分布（ＤＤＩＦ方法）得到孔隙尺寸分布，

结合压汞实验的孔喉分布，评价孔隙连通性．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８）利用ＤＤＩＦ方法结合ＣＰＭＧ测量弛豫信

息，获取多孔介质的孔隙尺寸，评价样品的非均质

性．但是，ＤＤＩＦ方法的应用存在一定门槛．首先要

求外部磁场较高并且非常均匀；其次，该方法是基于

曲线形态的差异定性分析，无法定量评价孔隙连通

性．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探测孔隙间的扩散耦合现象，

得到孔隙中流体分子的弛豫交换速率，以此表征孔

隙的连通性．主要思路分两种：一种是分析扩散耦合

对一维犜２ 谱形态的影响．一些学者通过建立含大

孔和小孔（Ｒａｍ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或含裂缝和

基质孔（ＣｈｉａｎｄＨｅｉｄａｒｉ，２０１５）的数字岩心模型，

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得到岩石的核磁共振响应特

征，证实了不同尺度的连通孔隙间存在扩散耦合现

象．Ａｎａｎｄ和Ｈｉｒａｓａｋｉ（２００７）、Ａｎａｎｄ等（２００８）通过

实验分析发现温度升高会加剧孔隙的扩散耦合程

度，岩石内部黏土的赋存状态不同会产生不同程度

的扩散耦合现象．这类方法的缺点是无法直接得到

孔隙流体的弛豫交换速率，很难建立起与连通性的

定量关系；第二种是基于二维核磁共振方法观测扩

散耦合现象，定量计算弛豫交换速率．Ｌｅｅ等（１９９３）

最早提出利用拉普拉斯变换方法反演得到二维的横

向弛豫时间谱，观测到玻璃状聚合物的弛豫交换现

象．ＭｃＤｏｎａｌｄ等（２００５）首次设计出犜２犜２ 脉冲序

列（ＲＥＸＳＹ），用该方法成功观测到水泥的弛豫交换

现象，实验证实只要流体分子在测量期时的孔隙尺

寸环境发生变化，在二维谱上就会出现非对角峰．之

后，一些学者陆续将其应用到砂岩（Ｗａｓｈｂｕｒｎａｎｄ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２００６）、碳酸盐岩（ＦｌｅｕｒｙａｎｄＳｏｕａｌｅｍ，

２００９）、生物膜（Ｃｏｄ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等存在多尺度孔

隙特征的天然样品的扩散耦合现象的测量分析中．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等（２０１３）、Ｊｏｈｎｓｏｎ和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２０１４）基

于Ｒａｍ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等（１９９９）建立的双重孔隙数字岩

心模型，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得到了岩石的犜２犜２

二维谱，结合双孔弛豫交换模型的解析公式，分析弛

豫交换速率与混合时间的相关性．Ｓｏｎｇ等（２０１６）提

出一种基于时域的数据处理方法分析孔隙扩散耦合

现象，避免了常规反演的不确定性．Ｙｕ等（２０１９）基

于犜２犜２ 脉冲序列提出一种直接表征多孔介质平

均孔径的方法，能够有效地提取不满足快扩散条件

下的孔隙尺寸，有望提升碳酸盐岩孔径表征的准确性．

针对存在多尺度孔隙的岩石，特别是碳酸盐岩，

受到沉积环境和成岩作用的影响，储层具有强非均

质性，孔隙结构复杂多样，常常表现出微裂缝、粒间

孔、粒内孔和溶蚀孔洞同时发育的特点，孔隙的特征

尺寸从几十纳米到几厘米不等．在这种复杂的多尺

度孔隙结构背景下，流体分子在孔隙间的核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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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豫交换会产生显著的扩散耦合现象．因此，充分挖

掘岩石的核磁共振扩散耦合现象与孔隙连通性之间

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复杂孔隙结构对渗透率、有效

孔隙度等岩石物理参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利用核磁共振评价孔隙连通性还处于早期探索阶

段，一些学者尝试将非对角峰强度与混合时间狋ｓ建

立关系，给出了耦合参数或者弛豫交换速率的定义．

但是，关于非对角峰能量与混合时间狋ｓ的定量关系

仍然存在争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两点：（１）基于双

孔弛豫交换模型和多尺度孔隙数字岩石模型，分析

犜２犜２ 脉冲序列作用下非对角峰产生机制及影响因

素；（２）计算表征孔隙间扩散耦合强度的弛豫交换速

率，分析扩散耦合与孔隙连通性的相关性，为后续建

立扩散耦合参数与孔隙连通性及渗透率之间的定量

关系作铺垫工作．

１　核磁共振扩散耦合探测原理

１．１　脉冲序列及其探测原理

利用犜２犜２ 脉冲序列测量扩散耦合现象．如图

１所示，序列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及第三部分为

ＣＰＭＧ脉冲序列，第二部分为一个９０°射频脉冲．基

于ＴｏｒｒｅｙＢｌｏｃｈ方程（Ｂｌｏｃｈ，１９４６；Ｔｏｒｒｅｙ，１９５６）推

导犜２犜２ 脉冲序列的磁化矢量演化过程，说明测量

原理．

图１　犜２犜２ 脉冲序列

Ｆｉｇ．１　犜２犜２ｐｕｌｓ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磁化矢量的变化受到流体分子扩散和分子与孔

隙骨架接触面碰撞导致能量吸收的共同作用．在孔

隙流体和固体颗粒表面之间满足部分吸收边界条件

犇０狀^·

Δ

犿＋ρ犿 ＝０．其中，犇０ 是流体自由扩散系

数，狀^是法向单位向量，ρ为表面弛豫率，犿（狉，狋）代表

体积为犞 的孔隙的自旋密度，狉为空间位置，狋为时

间．当狋为０时，初始条件为犿（狉，０）＝犿０／犞．犿（狉，

狋）的通解可表示为扩散方程的特征函数与特征值

展开形式：

犿（狉，狋）＝ｅｘｐ（－μ狋）∑
!

狀＝１

犪狀φ狀ｅｘｐ －
狋

τ（ ）
狀

， （１）

其中，μ为体弛豫速率，φ狀 为特征函数，τ狀 为特征

值．根据本征模的正交性，本征模系数犪狀 可表示为：

犪狀 ＝∫犿（狉，０）φ

狀
（狉）ｄ狏， （２）

对整个孔隙空间进行积分，得到总的磁化强度为：

犕（狉，狋）＝犕（０）∑
!

狀＝１

犃狀ｅｘｐ －
狋

τ（ ）
狀

， （３）

其中，犃狀 为不同弛豫模态的相对强度．当犜２犜２ 脉

冲序列测量时，磁化矢量先后经历编辑期狋１、混合期

狋ｓ及测量期狋２ 等三个过程．假设编辑前流体分子已

经完全极化，在第一阶段编辑期狋１ 内，孔隙流体经

历横向弛豫过程，磁化强度为：

犕（狉，狋１）＝ｅ
－μ狋１∑

!

狀＝１

犪狀φ２，狀ｅ
－狋１
／τ２，狀． （４）

　　第二阶段为混合期狋ｓ，该时期施加另一个９０°

射频脉冲将磁化矢量搬转到纵向平面，在混合时间

狋ｓ内，磁化矢量经历纵向弛豫犜１ 过程．第三阶段为

测量期狋２，该部分的ＣＰＭＧ序列将采集记录回波信

号，磁化强度的演化为：

犕（狉，狋１，狋２）＝ｅ
－μ狋２∑

!

狀＝１

犫犿φ２，犿ｅ
－狋２
／τ２，犿， （５）

其中：

犫犿 ＝∫犕（狉，狋１，狋ｓ）φ

２，犿
（狉）ｄ狏， （６）

使用量子力学中的ｂｒａｋｅｔ符号〈｜〉将标量积定义为：

〈狘ψ〉＝∫φ
（狉）ψ（狉）ｄ狏， （７）

信号 犕（狋）＝∫犿（狉，狋）ｄ狏可表示为 犕（狋）＝ 〈１狘
犿（狋）〉，其中，〈１｜为标量场，在孔隙空间内等于１．例

如，当混合期狋ｓ为０时，即不发生扩散耦合作用时，

总的磁化强度可表示为：

犕（狋１，狋２）＝∑
犫

〈１狘φ２，狀〉
２ｅｘｐ（－狋１／τ２，狀－狋２／τ２，狀）．

（８）

采集二维数据时，根据样品特征，设定好混合时

间狋ｓ、回波间隔ＴＥ，以及测量期的１８０°射频脉冲个

数犿 后，通过改变编辑期ＣＰＭＧ的１８０°射频脉冲

个数狀，循环测量，得到狀个信号长度为犿 的回波串

数据．采取ＳＶＤ方法压缩数据，ＢＲＤ方法反演回波

串数据（程晶晶等，２０１４），得到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如

图２所示，当不发生扩散耦合时，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

只会出现与孔隙尺寸对应的对角峰，如果在测量过

程中，流体分子扩散进入了不同的孔隙环境，则会出

现非对角峰．在孔隙连通性确定的情况下，非对角峰

的强度与混合时间有关，因此，通过改变混合时间的

１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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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犜２犜２ 谱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犜２犜２ｓｐｅｃｔｒａ

长短，得到非对角峰能量的变化趋势，可以计算弛豫

交换速率，进而分析孔隙连通性和渗透性．

１．２　核磁共振响应模拟方法

孔隙介质中流体的横向弛豫犜２ 包括表面弛

豫、扩散弛豫和体弛豫三部分．总的磁化强度犕（狋）

随时间的变化可表示为（Ｔｏｕｍｅ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邹

友龙等，２０１５；郭江峰等，２０１６）：

犕（狋）＝犕０［犕Ｂ（狋）犕ｓ（狋）犕Ｇ（狋）］， （９）

式中犕０ 为初始磁化强度，犕Ｂ（狋）、犕Ｓ（狋）、犕Ｇ（狋）分

别代表狋时刻与体弛豫、表面弛豫和扩散弛豫相关

的磁化矢量信号强度．

采用随机游走（Ｒａｎｄｏｍ Ｗａｌｋ）方法模拟大量

自旋粒子在受限空间内的布朗运动求解扩散方程

（１）．模型假设孔隙中饱和水，背景磁场为均匀场，回

波间隔较小，可忽略扩散弛豫项 犕Ｇ（狋）的影响．由

公式（９）可知，总的磁化矢量随时间狋的变化可通过

模拟表面弛豫和体弛豫的信号衰减进行表征．

初始时，随机在孔隙空间内分布大量游走粒子，

假设所有粒子均完全极化．设定粒子的游走步长为

ε，其对应的时间步长为：

Δ狋＝
ε
２

６犇０
， （１０）

其中，犇０ 为流体的自由扩散系数，反映流体的布朗

运动．设粒子的位置坐标为犚＝（狓ｏｌｄ，狔ｏｌｄ，狕ｏｌｄ）经过

时间步长Δ狋后，粒子的新位置为：

狓ｎｅｗ ＝狓ｏｌｄ＋ε·ｓｉｎ（φ）ｃｏｓ（θ）

狔ｎｅｗ ＝狔ｏｌｄ＋ε·ｓｉｎ（φ）ｓｉｎ（θ）

狕ｎｅｗ ＝狕ｏｌｄ＋ε·ｃｏｓ（φ

烅

烄

烆 ）

， （１１）

其中，φ的取值范围为［０，π］，θ的取值范围为［０，

２π］，在范围内随机取值，确保粒子运动的随机性．

粒子在扩散过程中，会不断地和孔隙与骨架的

界面发生碰撞，磁化矢量会被界面部分吸收，该过程

造成的衰减代表公式（９）中的表面弛豫犕Ｓ（狋）的变

化，也指边界条件．磁化矢量被吸收的强度与表面弛

豫率ρ的大小有关．通常有两种模拟算法，一种是粒

子以一定的概率被“杀死”，若没被杀死，则粒径反弹

回原位置或镜像对应位置，反弹的概率可表示为：

犘＝
２ρε
３犇０

， （１２）

在数据采集过程中，通过计算时刻狋没被“杀死”的

粒子数与初始状态时的粒子总数的比值来表征表面

弛豫过程产生的磁化矢量信号的衰减．

另一种则不“杀死”，而是认为只要粒子碰到边

界，磁化矢量就会衰减，衰减速率由与表面弛豫率ρ
有关的指数函数给出，表面弛豫时间犜２ｓ可以由经

验公式给出：

１

犜２ｓ
＝
３．８４ρ
ε

， （１３）

体弛豫产生的信号衰减与孔隙结构无关，只受流体

本身性质的影响，温度一定时，水的体弛豫时间犜２Ｂ

是固定值，本文设定为３．０ｓ．模拟过程中，通过乘以一

个与犜２Ｂ相关的指数衰减项就可表征体弛豫犕Ｂ（狋）造

成的信号衰减．

１．３　扩散耦合模型建立

基于犜２犜２ 脉冲序列的探测原理，分别建立两

种模型：第一个是双孔弛豫交换模型（Ｔｗ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Ｍｏｄｅｌ），该模型由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和Ｂｒｉｔｔｉｎ（１９５７）以及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１９５８）提出，模型假

设孔隙间是孤立的，满足快扩散条件，单个孔隙只表

现出一种弛豫模态，所以，基于该模型的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模拟结果等效于理想状态下的解析解结果．

实际上，针对天然的多孔介质，受孔隙结构或者内部

磁场梯度等因素影响，单个孔隙可能会出现多种弛

豫模态，非对角峰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因此，为更

加真实地反映天然多孔介质的扩散耦合现象，使结

果更具一般性，本文引入第二种模型，即 Ｍｉｃｒｏ

Ｇｒａｉｎ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模型（简称μＧＣ模型），该模型

具有三维的孔隙结构特征，最早由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９０）、

Ｒａｍ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等（１９９９）建立，将其等效为碳酸盐岩

中大孔隙和小孔隙共存的简化的数字岩石模型，用

来研究碳酸盐岩粒间孔和粒内孔之间扩散耦合对

犜２ 谱的影响．本文通过两种模型的交叉验证，分析

非对角峰信号产生机制及影响因素，为定量评价扩

散耦合强度奠定理论基础．

μＧＣ模型如图３所示，是具有双峰孔径分布特征

的三维模型，模型大小设置为３００μｍ×３００μｍ×

３００μｍ．采用实体球的空间堆积产生，实体的球形

颗粒半径为７．５μｍ，图中白色小圆点所示．通过均

匀排列堆积实体的球形颗粒，形成一个立方体，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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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μＧＣ模型及其切片（黑色为孔隙，白色为骨架）

Ｆｉｇ．３　μＧＣ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ｔｓｓｌｉｃｅ（ｂｌａｃｋｉｓｐｏｒｅ．ｗｈｉｔｅｉｓｍａｔｒｉｘ）

球形颗粒之间产生小尺寸孔隙，图中黑色小圆点所

示．为形成另外一种大尺寸孔隙，设置８组球心在立

方体顶点，半径为１７５μｍ的大球，通过空间集合运

算，保留大球范围内的小球形颗粒，舍弃范围外的小

球形颗粒，得到立方体中心的大尺寸孔隙，图中间黑

色斑块部分．建模主要参数设置如表１所示．

表１　μ犌犆模型参数设置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犲狋狋犻狀犵狊狅犳μ犌犆犿狅犱犲犾

参数名称 参数设置

大颗粒半径／μｍ １７５

小颗粒半径／μｍ ７．５

粒间孔隙度／％ ２４．２

粒内孔隙度／％ ３３．１

总孔隙度／％ ５７．３

犇０／（μｍ
２·ｓ－１） ２．０×１０３

ρ２／（μｍ·ｓ
－１） １０

ρ１／（μｍ·ｓ
－１） ０

　　双孔介质弛豫交换模型是理论模型，只存在两

个弛豫模态，公式推导相对简单，可以用解析解方式

描述．模型假设满足快扩散条件，即认为孔隙内的磁

化矢量总是均匀分布．小孔 Ａ的磁化矢量大小为

犛Ａ，大孔Ｂ的磁化矢量大小为犛Ｂ，初始时，总磁化

矢量可表示为：

犕 ＝
犛Ａ

犛
［ ］

Ｂ

， （１４）

纵向和横向弛豫衰减速率可分别表示为犚
１（２）

Ａ ＝１／

犜
１（２）

Ａ
和犚

１（２）

Ｂ ＝１／犜
１（２）

Ｂ
，在快扩散条件下，磁化矢量

的解析表达式为（ｖａｎＬａｎｄｅｇｈｅ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ｄ犛Ａ
ｄ狋

ｄ犛Ｂ
ｄ

烄

烆

烌

烎狋

＝
－犚Ａ－犓Ａ 犓Ｂ

犓Ａ －犚Ｂ－犓

烄

烆

烌

烎Ｂ
·
犛Ａ

犛

烄

烆

烌

烎Ｂ
，（１５）

其中，犓Ａ 和犓Ｂ 表示孔隙间的等效弛豫交换速率．

假设孔隙Ａ和Ｂ的体积分别为犞Ａ 和犞Ｂ，当自

旋密度犛Ａ／犞Ａ＝犛Ｂ／犞Ｂ 时，孔隙Ａ到Ｂ的弛豫交换

量与孔隙Ｂ到Ａ的弛豫交换量相等，故可定义弛豫

交换速率为：

犓Ａ犞Ａ ＝犓Ｂ犞Ｂ ＝
ｄｅｆ

犓， （１６）

方程的特征值（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可以表示为：

λ±＝
１

２
（犚Ａ＋犚Ｂ＋犓（狌Ａ＋狌Ｂ）± （犚Ａ－犚Ｂ）

２
＋２犓（犚Ａ－犚Ｂ）（狌Ａ－狌Ｂ）＋（狌Ａ＋狌Ｂ）

２犓槡
２），（１７）

其中，狌Ａ，Ｂ＝１／犞Ａ，Ｂ ．在弱扩散耦合机制下，即弛豫

交换速率犓 趋近于０时：

ｌｉｍ
犓→０
λ±（犓）＝

犚Ａ＋犓／犞Ａ＋犗（犓
２）

犚Ｂ＋犓／犞Ｂ＋犗（犓
２

烅
烄

烆 ）
， （１８）

在强扩散耦合机制下：

　ｌｉｍ
犓→!

λ＋（犓）＝犓（狌Ａ＋狌Ｂ）＋
犚Ａ狌Ａ＋犚Ｂ狌Ｂ
（狌Ａ＋狌Ｂ）

＋犗（１／犓）， （１９）

　　ｌｉｍ
犓→!

λ－（犓）＝
犚Ａ犞Ａ＋犚Ｂ犞Ｂ

（犞Ａ＋犞Ｂ）
＋犗（１／犓）． （２０）

公式（１７）给出了特征值与弛豫交换速率之间的

理论关系．公式（１８）—（２０）分别给出了弱扩散机制

和强扩散机制的两个特征值与弛豫交换速率之间的

关系．根据特征值与弛豫交换速率之间的关系建立

解释图版，通过反演从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中得到特征

值，在图版中插值就可得到弛豫交换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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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模拟结果分析与讨论

实验方案设计：假设μＧＣ模型中所有孔隙空间

内饱和水，流体扩散系数犇０ 和表面弛豫率设置见

表１．脉冲序列测量参数设置为：回波间隔 ＴＥ为

０．４ｍｓ，测量期ＣＰＭＧ的１８０°脉冲数犿为３０００，编

辑期的１８０°脉冲数狀在１到３０００内对数取值，共

３０步，则一次实验形成的二维数据量为３０×３０００．

每次实验，通过改变混合时间狋ｓ，得到一组实验数

据，反演得到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分别对非对角峰和

对角峰信号进行积分，分析峰信号强度与混合时间

的相关性，计算弛豫交换速率．根据表１的μＧＣ模

型的相关参数，建立对应的双孔弛豫交换模型，参数

设置见表２，采用公式（１５）计算双孔弛豫交换模型

的回波串信号，反演得到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通过比

较两种模型的结果，阐明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中非对角

峰产生原因及影响因素，评价数值模拟方法表征扩散

耦合强度的可靠性及弛豫交换速率计算的准确性．

２．１　不同混合时间下的模拟结果

基于μＧＣ模型采取随机游走方法模拟犜２犜２

脉冲序列作用下的核磁共振响应，如图４所示，

表２　双孔弛豫交换模型参数设置

犜犪犫犾犲２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犲狋狋犻狀犵狊狅犳狋狑狅狊犻狋犲犿狅犱犲犾

参数名称 参数设置

犞Ａ／μｍ
３ ８．９４×１０６

犞Ｂ／μｍ
３ ６．５１×１０６

犚２Ａ／ｓ－１ ６．２０

犚２Ｂ／ｓ－１ ０．８３

犚１Ａ＝犚１Ｂ ０

犓／（μｍ
３·ｓ－１） ２．４３×１０６

图４ａ—ｆ分别代表混合时间为０ｍｓ、１００ｍｓ、３００ｍｓ、

６００ｍｓ、８００ｍｓ、１０００ｍｓ条件下的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

谱．在图中对角峰上，位于６００～１０００ｍｓ之间的长

弛豫信号来自大孔隙中水分子的贡献，位于１１０～

２２０ｍｓ之间的短弛豫信号来自小孔隙中水分子的

贡献．当混合时间为０时，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上未出

现非对角峰，此时孔隙间没有发生弛豫交换；当混合

时间增加到１００ｍｓ时，出现非对角峰，表明部分大

孔隙的水分子扩散进入小孔隙中，为保持物质平衡，

同时小孔隙中部分水分子扩散进入大孔隙，所以出

现两个对称的非对角峰信号．随着混合时间的不断增

加，孔隙间的扩散耦合逐渐增强，非对角峰的强度逐

渐增加．图５是基于双孔弛豫交换模型的犜
（Ａ）
２ 犜

（Ｂ）
２

图４　基于μＧＣ模型的六组混合时间不同的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结果

（ａ）０ｍｓ；（ｂ）１００ｍｓ；（ｃ）３００ｍｓ；（ｄ）６００ｍｓ；（ｅ）８００ｍｓ；（ｆ）１０００ｍｓ．

Ｆｉｇ．４　犜２犜２ ｍａｐｓｏｆμＧＣ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ｉｎｇ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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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基于双孔弛豫交换模型的六组混合时间不同的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结果

（ａ）０ｍｓ；（ｂ）１００ｍｓ；（ｃ）３００ｍｓ；（ｄ）６００ｍｓ；（ｅ）８００ｍｓ；（ｆ）１０００ｍｓ．

Ｆｉｇ．５　犜２犜２ ｍａｐｓｏｆｔｗｏｓｉｔｅ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ｉｎｇｔｉｍｅ

二维谱，大孔隙的信号位于７００～１０００ｍｓ之间，小

孔隙信号位于１２０～２００ｍｓ之间，处于非对角上的

峰值信号随混合时间增加逐渐增强．对比发现，两种

方法中，二维谱上大孔和小孔的对角峰所处位置基

本一致，非对角峰随混合时间的变化趋势相同，可对

比性强，表明应用双孔弛豫交换模型推导的理论公

式对比验证数值模拟数据具备可行性．

２．２　弛豫交换速率计算

通过公式（１７）—（２０）建立弛豫交换速率计算图

版，如图６所示，实线由公式（１７）计算得到，代表扩

散耦合条件下，横向弛豫犜２ 的特征值随弛豫交换

速率犓 的变化趋势；短点线代表弱扩散机制下，由

公式（１８）得到的特征值与弛豫交换速率犓 的关系；

点划线代表强扩散机制下，由公式（１９）和（２０）得到

的特征值与弛豫交换速率犓的关系．解释应用时，首先

由μＧＣ模型模拟得到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结果（图４），

计算出μＧＣ模型的大、小孔对应的横向弛豫犜２ 的特

征值λ１ 和λ２，然后在图版中纵坐标上读取相应位

置，作与横坐标平行的线，得到图中长虚线，长虚线

与实线交点位置为插值点，即图中圆点处，将其投影

到横坐标，读取μＧＣ模型中大、小孔所对应的弛豫

图６　弛豫交换速率犓的计算方法

Ｆｉｇ．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犓

交换速率分别为犓Ａ＝２．７６×１０
６

μｍ
３·ｓ－１和 犓Ｂ＝

２．０９×１０６μｍ
３·ｓ－１，为便于计算，取平均值为犓＝

２．４３×１０６μｍ
３·ｓ－１．基于图版评价，μＧＣ模型的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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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交换速率值与弱扩散耦合曲线较为接近，更偏向

于弱扩散耦合机制．

２．３　数值解与解析解对比

μＧＣ模型的弛豫交换速率犓 确定后，可基于双

孔弛豫交换模型计算出对角峰和非对角峰信号强度

随混合时间狋ｓ 变化的解析解．如图７所示，连续的

线代表解析解，其中，长虚线犕１１为对角峰上小孔隙

信号强度，实线犕２２为对角峰上大孔隙信号强度，点

划线犕１２为两个非对角峰总的信号强度．对于实际

模拟数据，将图４中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的对角峰和非

对角峰信号分别进行积分，得到对角峰和非对角峰

的信号强度，图中与线对应的点符号代表μＧＣ模型

数值模拟结果．当混合时间为０时，非对角峰信号强

度犕１２为０，小、大孔的信号强度犕１１和犕２２为０．５左

右，随着混合时间增加，犕１１和犕２２单调递减，犕１２单

调递增．数值模拟结果与解析解变化趋势一致，符合

度较高．通过解析解验证，随机游走算法能够准确模

拟多尺度孔隙数字岩心的核磁共振扩散耦合现象．

同时，也表明μＧＣ模型的弛豫交换速率计算结果准

确可靠．本文提出的弛豫交换速率计算图版简单易

用，对于评价具有双尺度孔隙特征岩石的核磁共振

扩散耦合现象时，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图７　μＧＣ模型二维峰值强度与混合时间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２Ｄｐｅａｋ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ｍｉｘ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μＧＣｍｏｄｅｌ

２．４　非对角峰影响因素分析

图７中，相比解析解，数字岩石模型的对角峰强

度偏小，非对角峰强度偏大．分析发现，这种趋势一

致性的偏差与扩散条件有关．在双孔弛豫交换模型

中，假设自旋扩散处于快扩散限制下，自旋密度处处

相等．而针对μＧＣ模型，采用随机游走算法模拟水

分子的受限扩散时，当表面弛豫率ρ２＝１０μｍ·ｓ
－１，

犇０＝２×１０
３

μｍ
２·ｓ－１时，小孔内满足快扩散条件，

自旋扩散速度快，自旋密度是均匀分布的；但是，在

大孔内，ρ２犪／犇０≈０．５（犪为孔隙的特征半径），不满

足快扩散条件，同一个孔隙内，犕（狋）包括多种衰减

模式．犜２犜２ 脉冲序列测量时，在编辑时期狋１，由于

表面弛豫的影响，大孔处的自旋密度分布不均匀，孔

隙中心处自旋密度较大，靠近固液界面处自旋密度

较小．在混合时期狋ｓ，分子通过扩散会使得自旋密度

的分布更加均匀，这种孔隙内的扩散平均效应导致

犕（狉，狋１）和犕（狉，狋１＋狋ｓ）的特征函数不同，该不同会

对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的非对角峰的信号强度产生影响．

为此，设计一组实验验证上述分析．通过实验控

制混合时期内孔隙间不连通，即不发生扩散耦合作

用．针对μＧＣ模型，给大孔和小孔界面设置一层非

渗透性的隔膜，阻止孔隙之间的分子扩散．针对双孔

弛豫交换模型，通过设置弛豫交换速率犓 的值实现

（设置犓＝０）．保持其他实验条件不变，模拟混合时

间狋ｓ为３００ｍｓ时的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结果见图８，

图８ａ是μＧＣ模型的结果，图８ｂ是双孔弛豫交换模

型的结果，从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可以发现，当混合时

期扩散耦合通道关闭时，双孔弛豫交换模型中只有

对角峰，而μＧＣ模型中仍然出现非对角峰．结果表

明，μＧＣ模型中的非对角峰与混合时期的扩散耦合

作用无关．

进一步分析μＧＣ模型中非对角峰产生原因，保

持上述实验条件不变，考察在犜２犜２ 脉冲序列作用

整个过程中磁化矢量的演化．分别模拟混合时间狋ｓ

为０ｍｓ、５０ｍｓ、３００ｍｓ的回波串信号，如果在混合

期过后，磁化矢量发生额外衰减，则证实出现与扩散

耦合不相关的扩散平均效应．图９中长虚线代表混

合时间为０的回波信号，实线代表混合时间不为０

的回波信号．横折线前为编辑期的回波信号，横折线

处为混合期，磁化强度不变．横折线后为测量期，即

犜２犜２ 脉冲序列的数据采集期．将测量期的混合时

间为０的回波信号平移，使其与混合时间不为０的

回波信号在测量期开始处重合（图中点划线），通过

对比混合时间不为０的回波信号是否发生额外衰

减，验证孔隙内部是否产生扩散平均效应．

图９ａ是狋ｓ为５０ｍｓ与０ｍｓ的对比图，图９ｂ是

３００ｍｓ与０ｍｓ对比图．在编辑期，孔隙流体发生正

常的横向弛豫过程，流体分子总的磁化强度不受混

合时间长短影响，实线与长虚线重合，衰减速率一

样；在混合时期内，由于孔隙间的通道关闭，不会发

生扩散耦合，流体分子只在孔隙内部运动，发生孔隙

内部的扩散平均效应．由于不考虑纵向弛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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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扩散耦合通道关闭时的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

（ａ）μＧＣ模型；（ｂ）双孔弛豫交换模型．

Ｆｉｇ．８　犜２犜２ ｍａｐ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ｃｌｏｓｅｄ

（ａ）μＧＣｍｏｄｅｌ；（ｂ）Ｔｗｏｓｉｔｅｍｏｄｅｌ．

图９　不同混合时间的回波串信号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ｃｈｏｔｒ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ｉｎｇｔｉｍｅ

所以该阶段总的磁化强度保持不变；进入测量期时，

孔隙流体重新开始横向弛豫过程，狋ｓ为３００ｍｓ的回波

串信号的衰减明显加快，而狋ｓ为５０ｍｓ的回波串信

号衰减不明显．这是因为，相比５０ｍｓ，混合时间为

３００ｍｓ时，自旋粒子充分扩散，导致整体上大孔内

的自旋密度分布更为平均，扩散平均效应更显著．因

此，最终导致非对角峰的信号有一部分来自于该部

分的贡献，出现对角峰信号比理论值偏小，非对角峰

偏大的现象．在孔隙尺度跨度大的岩石中，特别是碳

酸盐岩中，部分大孔隙处于慢扩散的范畴，这种情况

比较常见，在研究扩散耦合现象时需要注意．

３　碳酸盐岩实例

采用基于沉积过程的数字岩石建模方法（田志

等，２０１９）建立含多尺度孔隙特征的碳酸盐岩数字岩

石模型，探索不同尺度孔隙间的扩散耦合现象，分析

其对ＮＭＲ横向弛豫分布测量的影响，评价孔隙连

通性．该建模方法通过模拟矿物颗粒在重力、内摩擦

力及浮力等作用下发生沉积作用，建立微观尺度数

字岩石模型．建模过程中，采取粒径分布为双峰特征

的矿物颗粒模拟地层的沉积过程，粒径范围为４０～

１１０μｍ，初始沉积完成后，进行压实和随机溶蚀算

法处理，处理后部分区域发育较大尺度的溶蚀孔，同

时采取自仿射分形插值算法模拟裂缝的形成，在模

型中加入部分微裂缝，最后对数据体离散化，形成碳

酸盐岩数字岩石模型（图１０），图中浅色代表固体骨

架，黑色部分代表孔隙空间，包括微裂缝、粒间小孔、

溶蚀大孔等三种类型孔隙，总孔隙度为２０．８％．从

图１１ａ的一维犜２ 谱可以看出，孔径分布具有多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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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碳酸盐岩数字岩石模型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ｏｃｋ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ｏｃｋ

征，微裂缝的孔隙度较小，粒间孔和溶蚀孔的孔隙度

相当．

实验方案设计：假设碳酸盐岩饱和水，扩散系数

为犇０＝２×１０
３

μｍ
２·ｓ－１．回波间隔ＴＥ为０．４ｍｓ，

测量期的１８０°脉冲个数为３０００个，记录的回波个数

ＮＥ也为３０００个，为满足二维核磁谱的测量要求，第

一阶段的１８０°脉冲个数在３～３０００范围内对数采样３０

组．采用随机游走算法，依次模拟混合时间狋ｓ为０ｍｓ、

１００ｍｓ、２００ｍｓ、３００ｍｓ的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

图１１是反演结果，从一维犜２ 谱上看，微裂缝

的信号位于１２０ｍｓ附近，粒间小孔的信号位于３５０

ｍｓ附近，溶蚀大孔的信号位于２０００ｍｓ附近．当狋ｓ

为０时，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上所有的峰均位于对角线

上，不存在任何的非对角峰，说明此时不同尺度孔隙

之间未发生水分子交换；当狋ｓ为１００ｍｓ时，信号依

旧集中在对角线上，但是峰的能量表现出略微展宽

的现象，此时已经出现轻度扩散耦合现象，不同尺度

孔隙之间发生了水分子的交换，但是交换量比较小；

当狋ｓ增加到２００ｍｓ和３００ｍｓ时，对角峰的能量进

一步减弱，非对角峰的能量显著增强，表现出十分明

显的扩散耦合现象．从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的变化趋势

上看，代表微裂缝和小孔的短弛豫部分的对角峰强

度减少的十分显著，非对角峰的增加量也相对较大，

说明微裂缝和小孔隙之间的水分子的交换比较充

分，连通性更好，大孔中的对角峰的能量也存在一定

的损失，体现出大孔和小孔存在一定的连通性．另

外，对连通性较好多孔介质，扩散耦合现象会对犜２

谱的分布造成一定的影响，随着混合时间的增加，图中

碳酸盐岩的一维犜２ 谱发生畸变的程度越来越高．

由于该模型的孔径分布十分连续，所以对角峰

与非对角峰无法显著分开，给定量解释造成一定困

难．当混合时间狋ｓ为０时，不发生扩散耦合，将其作

为数据解释模板，认为处于该区域范围内的能量代

表对角峰信号．通过与之对比，当混合时间不为０

时，统计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上处于该范围外的信号

量，代表非对角峰信号强度．如图１２所示，得到非对

角峰信号强度与混合时间的关系．随混合时间增加，

非对角峰的能量逐渐增加，扩散耦合的现象比较明

显，证实该碳酸盐岩数字岩石模型不同尺度孔隙间

的连通性较好．由于碳酸盐岩孔隙尺度跨度大，存在

多个弛豫模态，应用双孔弛豫交换模型计算弛豫交

换速率适用效果一般，定量评价连通性还存在瓶颈．

针对该情况，后续研究中，探索适用于多弛豫模态的

弛豫交换速率计算模型，建立针对复杂孔隙结构的

连通性定量评价方法将是重点攻关方向．

４　结论

结果表明，犜２犜２ 脉冲序列可以定量评价多尺

度孔隙介质的扩散耦合现象．通过理论推导、数值模

拟验证得到如下结论：

（１）针对双尺度孔隙岩石模型，孔隙间的扩散耦

合强度与混合时间呈正相关性，本文提出的弛豫交

换速率计算图版评价扩散耦合强度准确可靠，具有

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２）当孔隙尺寸不满足快扩散条件时，自旋密度

分布不均匀会导致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中对角峰强度

偏小，非对角峰强度偏大，该现象来自于大孔隙内的扩

散平均效应，与扩散耦合无关，在解释应用时需要注意．

（３）针对孔隙尺寸跨度大的碳酸盐岩模型，模拟

结果表明微裂缝、小孔隙和大孔隙之间均存在扩散

耦合现象．随混合时间的增加，代表不同类型孔隙的

弛豫组分在犜２犜２ 二维谱上信号能量的变化趋势

不同，同时犜２ 谱的分布形态畸变程度加重，反映了

孔隙间的连通性．

本文提出的犜２犜２ 二维谱数据解释方法对孔

隙尺寸差异显著的双尺度孔隙岩石应用效果较好，

对孔径连续分布或孔隙尺寸差异较小的岩石，定量

计算弛豫交换速率存在一定困难．后续研究工作，将

针对实际岩心设计实验，改进数据的解释方法，有效

地提取扩散耦合信息，进一步探索弛豫交换强度与

孔隙连通性及岩心渗透率之间的定量关系．

致谢　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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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碳酸盐岩数字岩心模型的四组混合时间不同的犜
（Ａ）
２ 犜

（Ｂ）
２ 二维谱结果

（ａ）０ｍｓ；（ｂ）１００ｍｓ；（ｃ）２００ｍｓ；（ｄ）３００ｍｓ．

Ｆｉｇ．１１　犜
（Ａ）
２ 犜

（Ｂ）
２ ｍａｐ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ｏｃｋ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ｘｉｎｇｔｉｍｅ

图１２　碳酸盐岩模型二维非对角峰值强度与

混合时间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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