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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随机孔隙结构的三维重构模型与细观渗流分析
赵延林 1, 2，曹平 3，唐劲舟 1，马文豪 1，李树清 1，王卫军 1
(1. 湖南科技大学 煤矿安全开采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南方煤矿瓦斯与顶板灾害防治安全生产重点实验室，湖南 湘潭，411201；
2. 中国矿业大学 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徐州，221008;
3. 中南大学 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摘要：将多孔岩石介质的孔隙视为具有毫米量级的随机细观结构，重构岩石三维随机孔隙结构模型，在细观力学
的层面上研究孔隙结构对多孔岩石渗流的影响。引入微管渗流模型，利用统计学原理和 FLAC3D 软件研究多孔岩
石介质随机孔隙结构的重构技术和细观渗流数值模拟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多孔岩石孔隙率越大，流体由非稳定
流过渡到稳定流的时间愈短，渗透系数和孔隙率具精度很高的线性关系，岩石介质透水性的孔隙率阈值 nλ=4.05%，
峰前多孔岩石介质的渗透系数主要受体积应力控制，且两者之间具有负指数关系。重构毫米量级的孔隙结构单元，
其数值稳定性可以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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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 pore structure and microscopic seepag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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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porous rock medium as random microscopic structure with range of millimeters, rock model with
3-dimensional random pores was reconstructed, and the influence of pore structure to porous rock seepage was studied on
the level of meso mechanics. By introducing microtubule seepage model, statistics principle and FLAC3D software were
used to develop the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porous rock medium with random pore structure produced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of meso seep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ime from unsteady flow to steady flow is
shorten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orosity. There exists high accuracy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eepage paramet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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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osity, and the porosity threshold (nλ) of permeability of porous rock medium is 4.05%. The permeability of porous
rock medium is mainly effected by volumetric stress. Furthermore, during pre–peak process the negative expon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meability and the volumetric stress is also show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stability of
porous structure unit with range of millimeters can be guaranteed.
Key words: rock mechanics; pore structure; meso-scopic seepage; fluid-solid coupling; reconstruction model

流体通过多孔介质的渗透是许多工程学科的基

等[13]应用二维图像分析岩石孔隙结构特征，提出了立

础。 岩石是一种天然的多孔介质，其内部包含着大量

方体网络的孔隙管模型，用以预测沉积岩岩芯的渗透

不规则、跨尺度的孔隙。研究孔隙结构对渗流特性的

率；OKABE 等[14]基于孔隙岩石的二维切片试验，利

影响对于揭示岩石损伤破裂、流固耦合行为的细宏观

用多点统计方法建立了三维孔隙模型，模拟研究了孔

[1−2]

。孔隙结构

隙岩石多相流问题。王金波等[15]基于改进的随机堆积

对多孔岩石介质渗透特性产生很大影响。CLAVAUD

球法，提出了岩石孔隙结构的三维重构方法以研究气

机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
[3]

等 分析了不同岩石的孔隙几何结构对渗透率的各向

体在孔隙岩石内部的渗流行为。通过构建岩石孔隙结

异性的影响，发现砂岩渗透率的各向异性与砂岩固有

构三维模型，并进行渗流分析为打开多孔岩石这个“黑

的层理密切相关，而火山岩的渗透率的各向异性则与

箱”，揭示一系列物理力学化学过程中影响多孔岩石

[4]

孔隙或者裂隙的方位有关。仵彦卿等 通过 CT 尺度

表观性质的复杂内在机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本文

砂岩渗流与应力关系试验研究，发现岩石的渗流取决

作者基于细观渗流力学尺度将多孔岩石孔隙视为具有

[5]

于其内部孔隙结构的变化。黄先伍等 基于破碎砂岩

毫米量级的细观结构，重构多孔岩石随机三维孔隙结

稳态渗透试验得到了渗透率、非 Darcy 流 β 因子与孔

构，在细观力学的层面上研究孔隙结构对多孔岩石介

隙率之间的幂函数拟合关系。岩石渗透系数受所处的

质渗流的影响。

[6]

应力环境的影响。LOUIS 根据坝基渗流实验结果提
出了渗透系数与应力的负指数耦合关系；赵阳升[7]在
大 量 试验 研究 的 基础 上， 引 入等 效孔 隙 压系 数对

1 随机岩石孔隙结构三维重构

LOUIS 耦合公式进行了合理修正；叶源新等[8]根据理
论分析和试验结果建立了孔隙型岩石的渗流应力耦合

1.1

岩石(体)渗流研究尺度

特性关系式， 指出平均有效应力是控制孔隙型岩石渗

宏观尺度的渗流研究是以岩体为研究对象，研究

透系数变化的主要因素。目前，人们对于岩石(体)渗

流体在岩体介质内的宏观流动规律及流固耦合响应。

流的宏观流固耦合响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且取得不

在进行渗流计算时，计算的尺度多在千米级，称为宏

少研究成果

[9−11]

，但对于微细层次上的渗流和流固耦

观水平，它是渗流力学服务于岩体工程的尺度。在宏

合机理的研究积累极少。由于岩石孔隙结构形态复杂

观尺度下不考虑多孔介质孔隙的形态、分布规律等微

且无序分布，再加上目前理论和试验手段的限制，还

观特性，而注重于对岩体裂隙分析、裂隙流量、岩体

无法准确地描述岩石内部孔隙结构分布特征，并难以

裂隙渗透系数等宏观渗流力学参数的描述。

从理论上建立孔隙结构与岩体渗流性质之间的关系。

微观层次的渗流关注多孔介质体系内流体的流动

孔隙岩石仍像 1 个“黑箱”，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各种

细节，考虑多相流体之间以及流体与多孔介质表面之

表观力学和渗流过程经过这个“黑箱”后的变化，无

间的相互作用，这个层次上的流动发生在微米级尺度

法定量解析孔隙连通性、流体渗流路径以及流体与孔

上，称为微观孔隙水平，它是渗流力学研究的基础。

隙相互作用等对岩体渗流性质起控制作用的内部微细

本文探讨多孔岩石介质的随机孔隙结构的重构技

观机制，难以直观、准确地描述孔隙结构并建立这种
[12]

描述与流体渗流性质之间的内在联系

。近些年来，

术，重构的孔隙结构的孔径、体积尺度在毫米量级上。
重构的孔隙结构介于宏观尺度和微观尺度之间，可以

研究者开始寻求天然岩石孔隙结构的三维数值模型即

认为一种细观尺度。

岩石孔隙结构的三维重构，并以此为基础来定量地分

1.2

析孔隙结构与岩石渗流特性之间的内在关系。LOCK

随机孔隙结构重构
多孔岩石介质中孔隙结构的分布是随机的，假定

170

第 48 卷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孔隙在多孔岩石中的位置满足均匀分布，在 FLAC3D
下三维孔隙结构的随机重构技术可按如下步骤实现。
1) 多孔岩石介质建模。确定重构模型的尺寸，设
定孔隙结构的平均孔径，并以此为依据设置模型网格
划分精度，以保证每个划分单元的尺寸与孔隙结构的
平均孔径相吻合。
2) 在 FLAC3D 下基于 FISH 语言编写[1，N]的均
匀随机整数序列的生产程序。生成 m 个 1 到 N 之间的
均匀分布随机整数序列。其中 N 为计算模型中的网格
数目。
3) 将产生的随机整数序列作为网格单元的编号
(ID)，将其视为孔隙结构单元，统计所有孔隙结构单
元的体积 Vm，则计算模型的孔隙率可由下式得到：
n=

Vm
V

(1)

式中：V 为计算模型单元的总体积。
4) 孔隙和非孔隙单元的赋值。力学分析时将孔隙
结构单元设置为 model null，将非孔隙单元设置为
model mohr；
渗流分析时将孔隙结构单元设置为 model
fl_ iso，而将非孔隙单元视为不透水边界，设置为
model fl_ null。
在试验室内岩石的强度和渗透试验大多采用直
径×高度为 50 mm×100 mm 圆柱体试件。重构出来
的多孔岩石数值试件应与试验室所用试件尺寸相一
致，以方便校核数值研究与试验结果之间的误差。因
此，重构多孔岩石试件设定直径×高度为 50 mm×
100 mm 圆柱体试件。通过设置不同的 m，获得不同孔
隙率的多孔岩石数值试件。运用三维随机孔隙结构的

(a) 孔隙率 n=3%时孔隙分布；(b) 孔隙率 n=3%时过试件轴

重构技术得到不同孔隙率下岩石孔隙的细观结构及随

线的剖面；(c) 孔隙率 n=19%时孔隙分布；(d) 孔隙率 n=19%

3

时过试件轴线的剖面

机分布。图 1 所示为在孔隙结构细观体积为 1.38 mm

条件下，孔隙率分别为 3%和 19%的多孔岩石试件孔
隙结构的数值重构图。

图1

不同孔隙率下试件的随机孔隙分布

Fig. 1 Random pore distributions of specimen with different
porosities

从图 1 可以看出：当孔隙率 n=3%时，孔隙结构
随机分布于试件中，
孔隙连通性较差。当孔隙率 n=19%
时，孔隙结构单元数目远比孔隙率 n=3%时的大，孔

动，渗径为试件长度。微管的水力梯度 Ji 根据渗透压

隙连通良好。

的变化而变化。在稳定渗流的状态下，微管中的流速
vi 可以表示为

2 多孔岩石介质细观渗流分析
2.1

微管渗流模型
设长为 L，断面积为 A 的长方体多孔岩石介质的

孔隙率为 ni，将其全部孔隙空间等效为 N 根长为 L、
直径为 di 的平行等径微管，简化后的“假想岩石”如
图 2 所示。假设多孔介质的渗流通过介质中微管流

vi =

di2 ρ g
Ji
32μ

(2)

式中： μ 为动力黏滞系数； ρ 为水的密度；g 为重力
加速度。
微管的表观渗透系数 ki 为

ki =

di2 ρ g
32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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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岩石的等效模型

Fig. 2 Equivalent model of porous rock

仵彦卿等[4,

16]

通过对 CT 尺度砂岩渗流与应力关

系的试验研究及结果分析得出：微管的表观直径的数
量为 10−6~10−7 m，若取微管的表观直径 di=6.5×10−7

m，则由式(3)得微管的表观渗透系数约为
d 2 ρ g (6.5×10−7 ) 2 ×104
=
= 1.377×10−7 m/s (4)
ki = i
−3
32μ
32×1.002×10

2.2

图3

三维随机孔隙细观渗流计算模型

Fig. 3 Calculation model of 3-dimensional mesoscopic
seepage of random pore

孔隙率对多孔岩石介质渗透系数的影响

孔隙率减小，孔隙结构单元的连通性越差，可以认为

为研究孔隙结构对多孔岩石渗透特性的影响，探

在孔隙结构单元平均细观体积为 1.38 mm3 的条件下，

讨岩石渗透系数与孔隙率的相依关系，构建不同孔隙

当孔隙率 n≤3%时，岩石不具有渗透性。

率下的多孔岩石试件的渗流数值模型。采用 FLAC3D
的渗流模块，对数值试件进行渗流分析。

1) 计算模型。数值计算模型见图 3。多孔岩石介
质计算模型的直径×高度为 50 mm×100 mm 圆柱体，
孔隙结构单元的平均细观体积设定为 1.38 mm3。试件
上表面固定水压力 p1=1 MPa ，下表面固定水压力

p2=0.1 MPa。孔隙结构单元的渗透系数等同于微管的
表观渗透系数 ki。在数值计算中，通过记录上、下表
面内全部孔隙单元的流量 Q，结合数值试件的尺寸，
不同孔隙率时多孔岩石介质的宏观渗透系数 k 为
k=

QL ρ g
( p1 − p2 ) A

(5)

式中：Q 为过上、下表面内全部孔隙单元的流量；L

图4

孔隙率 n=3%时试件孔隙压分布

Fig. 4 Pore distribution of specimen with porosity n=3%

为试件长度；p1 和 p2 分别为试件上、下表面的固定水
压；A 为试件上、下表面的面积。

图 5 所示为孔隙率 n=5%时的孔隙水压的分布。

2) 结果分析。当孔隙率为 3%~23%之间，取若干

当孔隙率 n=5%时，流体通过连通的孔隙结构通道中

不同孔隙率分别进行渗流分析。渗流计算发现当孔隙

从试件上表面渗流至下表面，孔隙连通团可将高水压

率 n=3%时，试件内孔隙结构单元无连通团，流体无

和低水压沟通，从而形成稳定的多孔介质渗流。

法从一端渗入另一端，孔隙率 n=3%的岩石试件不具

为探讨多孔岩石介质具有透水性的孔隙率阈值，

有渗透性。图 4 所示为孔隙率 n=3%时，试件的孔隙

在孔隙率 n 为 3%~5%时，采用二分法对不同孔隙率进

压分布。由于试件上、下表面之间无孔隙连通团，流

行 筛 选优 化数 值 分析 。获 得 透水 性的 孔 隙率 阈值

体无连通的渗流路径，从而无法渗透过试件。随着

nλ = 4.05 。ANSELMETTI 等[17]采用数字图像分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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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孔隙率 n=5%下试件孔隙压分布

Fig. 5 Pore distribution of specimen with porosity n=5%

n/%：1—5；2—7；3—9；4—11；5—13；6—15；7—17；
8—19；9—21；10—23。

量描述碳酸盐岩孔隙体系，发现渗透率主要受大孔隙

(孔径大于 20 μm 的孔隙)之间连通性控制，碳酸盐岩

图6

不同孔隙率下多孔岩石介质的流量—时间曲线

Fig. 6 Flow rate-time curves of porous rock with different
porosities

连通的大孔隙是流体主要流动通道。 ANSELMETTI
等[17]研究认为大孔隙率 4%是连通大孔隙控制渗流的
门槛值，当大孔隙率小于 4%时，流体无法通过大孔
隙渗流。本文采用岩石随机孔隙结构的三维重构模型，
重构的孔隙结构孔径在毫米量级(大于 20 μm)属于大
孔隙结构，其岩石透水性的孔隙率阈值 nλ = 4.05 ，这
与 ANSELMETTI 等[17]的实验研究结果基本吻合。这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用三维重构模型研究多孔岩石介质
的细观渗流规律是可行的。
随着孔隙率增大，连通孔隙结构团体积增大，通
过连通团的流量随之增加。图 6 所示为不同孔隙率下
多孔岩石试件流量随渗流时间的变化曲线。从图 6 可
图7

见：孔隙率越大，由非稳定流过渡到稳定流的时间越
短，通过断面的流量也愈大。连通孔隙结构团为水流

渗透系数随孔隙率的变化曲线

Fig. 7 Curve of seepage parameter with variation of porosity

动提供了通道，孔隙率越大，连通孔隙结构团越多，
渗流的阻力愈小，因此，流体由非稳定流过渡到稳定

2.3

多孔岩石介质渗透系数的流固耦合方程

流的时间愈短。计算得出孔隙率 n 为 23%和 5%的非

多孔岩石介质渗透系数和岩体工程所处的应力水

稳定流历时分别为 69.4 h 和 125.0 h。这一结论对于油

平密切相关，通过对重构模型施加轴向应力和环向应

气储量预测、地下水开发的抽采时间的把握具有一定

力，可得到不同应力水平下的孔隙结构单元的体积变
化；提取不同应力状态下的孔隙结构单元，并对其进

的指导作用。
将不同孔隙率试件的流量 Q 代入式(5)，得到不同
渗透率试件的渗透系数。图 7 所示为多孔岩石介质渗
流系数 k 与孔隙率 n 的关系曲线。发现在有效孔隙率
的范围内(n≥4.05%)渗透系数和孔隙率具精度很高的
线性关系。数值试验得到渗流系数 k(单位为 m/s)与孔
隙率 n 的关系式可用下式表示：
−7

k = 1.78×10 n ，n≥4.05%

行渗流分析，从而得到不同应力状态下多孔岩石介质
的渗透系数。以孔隙率 n=5%和 19%为例，从细观力
学角度研究多孔岩石介质渗透数和应力水平的关系。
图 8 所示为多孔岩石试件所处的应力状态的计算
模型。试件环向施加围压，试件上下表面施加轴压。
数值计算中采用 3 种不同的围压即 1，3 和 6 MPa，逐
步增加轴压，即增加试件的体积应力。数值计算参数

(6)

如下：岩石弹性模量 E=10 GPa；泊松比 λ = 0.3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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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角 ϕ = 40°；内聚力 c=2.5 MPa。调用 FLAC 中
3D

的 Mohr–Coulomb 模型，通过设置大变形模型，跟踪
各孔隙单元的体积变化，并其换算成孔隙率的变化，
通过对不同围压下的数值模拟，发现峰前多孔岩石介
质孔隙率主要受体积应力影响。本数值模型中体积应
力 Θ 用下式表示：

Θ =σ 1 +2σ 3

(7)

式中： σ 1 为轴向应力(轴压)； σ 3 为环向应力(围压)。

图8

(a) 初始孔隙率 n0=3%；(b) 初始孔隙率 n0=19%

计算模型及应力边界条件

1—数值计算曲线；2—拟合曲线。

Fig. 8 Calculation model and stress boundary condition

图9

孔隙率随体积应力的关系曲线

Fig. 9 Relationship between porosity and volumetric stress

图 9 所示为当初始孔隙率 n0 分别为 5%和 19%时，
孔隙率随体积应力的演化曲线。由图 9 可知：随体积

V0 =

应力增大，孔隙体积逐步变小。对于初始孔隙率为 5%
的试件，加载至体积应力为 40 MPa 时，试件孔隙率
变为 4.67%；对于初始孔隙率为 19%的试件，当加载

在体积应力作用下，导致微管体积变为 V1：
V1 =

采用幂函数对体积应力作用下孔隙率的变化进行

(11)

式中：d1 为体积应力作用下微管直径；l1 为体积应力
将式(10)和式(11)相比，得

n = 0.05 − 0.002372Θ 0.683 ，当 n0=5%时

(8)

n = 0.19 − 0.0139532Θ 0.683 ，当 n0=19%时

(9)

式中： Θ 为体积应力，MPa。
体积应力的增加使孔隙率减少，导致多孔介质的
孔渗微观通道—微管体积减少，微管直径变窄。根据
初始状态下，微管体积 V0 为

π 2
d1 l1
4

作用下微管长度。

的变化规律：

孔隙率的变化可反演出微管直径的变化。

(10)

式中：d0 为微管初始直径；l0 为微管初始长度。

至体积应力为 40 MPa 时，试件孔隙率变为 17.2%。
拟合，得到体积应力作用下峰前多孔岩石介质孔隙率

π 2
d0 l0
4

d1 =

V1l0
d0
V0 l1

(12)

微管径向变形对微管体积的影响要远大于微管轴
向变形的影响，在式(12)中可近似取 l1 = l0 。
在体积应力作用下，孔隙压缩而导致微管直径变
窄，进而影响微管的表观渗透系数，体积应力作用下
微管的表观渗透系数 k1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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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

d12 ρ g V1 d 02 ρ g V1
=
= k0
32 μ
V0 32μ
V0

力学的角度出发，使这一经典关系式得到细观数值

(13)

验证。
2.4

孔隙结构渗透特性的网格稳定性

体积应力的增加使孔隙率减少，流体的过水通道

对于多孔岩石介质孔隙结构的重构，孔隙结构的

的体积减少而导致岩石渗透性降低，而更主要的是由

细观单元必须足够小，才能使重构的孔隙单元能较准

于体积应力导致微管直径变小，从而导致微管的表观

确地在细观力学层次上揭示多孔介质的渗流特性；另

渗透系数降低。

一方面，若孔隙结构尺寸过小，则计算工作量会急剧

在数值分析中通过提取峰前不同应力状态的孔隙

增加。为研究孔隙结构单元尺寸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结构单元进行渗流分析，其中孔隙结构单元的渗透系

采用 6.51，3.43，2.15，1.38，0.69 和 0.37 mm3 6 种不

数随孔隙率的变化采用式(13)。图 10 所示为数值实验

同的孔隙结构单元体积来探讨孔隙结构渗透特性的网

获到的孔隙率 n=19%，不同围压下渗透系数随体积应

格稳定性。下面以孔隙率 n=4%和 19%为例来说明孔

力的变化曲线。由图 10 可知：在体积应力一定的条件

隙结构渗透特性的网格稳定性。

下，围压对渗透系数有一定的影响，随围压增加多孔

采用 6 个不同尺度的孔隙结构单元进行渗流分

岩石渗透系数减少，但在不同围压 σ 3 条件下，只要体

析，发现孔隙率 n=4%时，在 6 种不同的细观尺度下

积应力( Θ =σ 1 +2σ 3 )恒定，尽管随围压增加，渗透系

流体均无法透过试件，岩石不具有渗透性。图 11 所示

数减少，但这种减少趋势并不显著(见图 10)。渗透系

为在孔隙结构细观尺度为 0.37 mm3，孔隙率 n=4%时

数主要受体积应力控制，对不同围压下的渗透系数进

的孔隙水压的分布。
由图 11 可以看出：当孔隙率 n=4%

行平均化处理，得到峰前多孔岩石介质渗透系数和体

时，由于缺少足够多的连通孔隙结构团，流体无法渗

积应力之间的关系，并采用负指数函数对曲线进行拟

过试件。
当孔隙率 n=19%时，采用上述 6 种不同的细观尺

合得
k = k0 e( −0.010 77Θ )

(14)

结构细观尺寸的相依关系见图 12。由图 12 可知：孔
隙单元体积为 0.37~6.51 mm3 时，渗透系数随单元体

式中：k0 为多孔岩石介质的初始渗透系数。
结合式(6)和(14)，峰前多孔岩石介质的渗透系数

积的增大而稍有下降，但波动幅度很小，波动范围在

0.2×10−8 m/s 以内；
当孔隙单元体积小于 1.38 mm3 时，

与孔隙率、体积应力的关系可表示为
k = 1.78×10−7 ne( −0.010 77Θ )

度进行渗流分析，得到多孔岩石介质渗透系数与孔隙

(15)

式 (14) 和 (15) 表征了多孔岩石介质的渗系数和体
积应力的负指数关系。渗透系数和体积应力的负指数
关系被大量岩石的渗透试验所验证[18−19]，本文从细观

(a) 孔隙率 n=4%孔隙压分布；
(b) 孔隙率 n=4%时过试件轴线的剖面
图 11 孔隙率 n=4%时试件的孔隙压分布
(细观尺度为 0.37 mm3)
图 10

渗透系数随体积应力的变化曲线

Fig. 10 Change of seepage parameter with volumetric stress

Fig. 11 Pore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specimen with porosity
n=4%(microscopic size is 0.37 m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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