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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表征岩体渗透性的单位吸水量 为参数, 有效地分析了砂泥岩裂隙岩体中相对埋深和岩性对渗透性空

间分布规律的影响。研究区内, 在不同深度单位吸水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 3- 4个数量级, 渗透性表现出显著

的随机特征。通过将压水试验数据离散化并在不同深度上取 log 的平均值, 凸现了渗透性的结构特征。 均值在

一定范围内随相对深度表现出负指数分布规律; 剔除 log 的线性趋势项后, log 残差表现出与地层内部岩性相对

应的规律。此外, 研究还发现, 渗透性参数随相对深度呈负指数分布规律是由含裂隙的砂岩介质引起的。这些规律

为裂隙岩体的渗流计算和模拟奠定了基础。文章所提出的对压水试验数据离散化并在不同深度取均值以找出渗透

性和深度关系, 以及去除线性趋势项研究渗透性和岩性之间关系等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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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质性是裂隙岩体渗透性参数的普遍特征。研究渗透性参数的非均质特征以及由此引起的空间变异性是

研究地下流体流动和溶质运移的基础, 在水文地质、工程渗流与石油地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也一直

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例如, 陈彦和吴吉春研究了渗透系数空间变异性对地下水数值模拟的影响[ 1]
; 阎婷婷和

吴剑锋研究了渗透系数的空间变异性对污染物运移的影响[ 2]。

裂隙岩体渗透性的空间分布具有随机性和结构性双重特征[ 3]
, 即参数在特定点上的取值具有不确定性, 但

参数总体取值服从一定概率分布规律, 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确定性、有规律性。研究岩体渗透性空间分布规律

的核心是从研究区的水文地质资料中找出渗透性空间分布的结构特征。但是, 以往很多研究都是用实测渗透系

数的变异函数来表征结构特征, 在此基础上用克里格估值或条件模拟方法来表征渗透性的空间变异性[ 4~ 6]
, 却

忽视了从地质结构角度来分析渗透性参数的结构特征[ 7]
, 从而无法揭示出渗透性的本质规律。

渗透性的野外实测数据是研究渗透性空间分布规律的基础。以往受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 野外实测数据

往往很少, 制约了该领域的研究。钻孔压水试验是获取裂隙岩体原位渗透性的最基本、最普遍的方法[ 8]。在我

国的水利水电工程中, 钻孔压水试验是常规勘察要求, 用单位吸水量来表征岩体的渗透性。大量的压水试验数

据为研究裂隙岩体的渗透性空间分布规律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来源, 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料探明裂隙岩体渗透性

空间分布的结构特征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

关于渗透性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较早。Snow
[ 9]
认为, 渗透性随深度的分布规律是非均质性的反映。岩体

中, 受自重应力的影响, 裂隙的发育和张开程度和埋深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从而引起渗透性和埋深之间存在对

应关系。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 8~ 14]。尽管学者们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表征渗透性和埋深关系的公

式, 但是一致认为, 随着埋深的增大, 渗透性减小。

裂隙的发育程度控制着渗透性的空间分布, 而裂隙的发育程度与岩性密切相关。在砂泥岩地层中, 受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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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物理力学性质的控制, 在相同的构造应力作用下, 砂岩容易发生破碎变形, 泥岩容易产生塑性变形, 因此

裂隙的发育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实际上, 岩体自重应力、岩性等诸多因素往往同时控制渗透性的空间分布, 很难直接找出渗透性的结构特

征。如何通过恰当的数学方法确定各种因素分别引起的渗透性空间分布的结构特征又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

Dagan[ 15]指出, 研究渗透性的分布和地质特征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Lee 和 Farmer[ 12]提出, 为了排除岩性对

渗透性的影响, 有必要针对特定场址的单一地层开展渗透性和埋深关系的研究。

本文采用压水试验数据, 研究了小浪底水库左岸裂隙岩体 T
4
1 地层内部渗透性的影响因素, 提出了一套定

量研究砂泥岩地层中渗透性和深度的关系以及渗透性和岩性关系的方法。

1 压水试验及单位吸水量

如图 1所示, 压水试验是把具有一定洁净性的水, 通过机具和特设的钻孔, 利用外加压力或借水的自重作

图 1 压水试验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map of packer test

用, 使水通过孔壁向孔段四周岩石裂隙中扩散, 根据在一定时间内压入的水

量和施加压力之间关系, 反映该岩层的渗透性
[ 16]
。压水试验具有可以模拟

大坝地基实际承受的外水压力、不受岩层中有无地下水的限制等优点, 在水

电工程中取得了广泛应用。

该区压水试验于 20世纪 70、80年代小浪底水库施工前进行。压水试验

结果通常用单位吸水量来表示。单位吸水量是相当于在单位水柱压力(用 m

表示)下, 1m试验段长的孔段内, 每分钟渗入岩层中的水量(用 L 表示) , 通

常用 表示, 单位为L min- 1 m- 1 m- 1。在小浪底水库收集到压水试验孔72

个, 共 895段, 基本都为 5m一段, 少数 10m、7 5m、6m、2 5m一段。

2 地层特征

小浪底水库左岸基岩主要由三叠系下统地层组成, 其中的刘家沟组 T1
1- T5

1 岩组为厚层钙质、硅质细砂岩

图 2 T4
1地层的位置分布及压水试验孔的分布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map of distribution of T4
1 formation and packer

test wells

夹薄层泥质粉砂岩与粘土岩, 是一个统一的裂隙透水岩

体。由于各地层中砂岩和泥岩相对百分含量不同, 故透

水性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17]。

T4
1地层的单位吸水量数据相对丰富(共 178段) , 大量

钻孔揭露了该地层与上覆地层的界面, 少量钻孔也揭露了

该地层与下伏地层的界面(图 2)。也就是说, T4
1 地层上部

的数据较全, 下部的数据较少。数据的这种分布特征, 为

研究该地层内部渗透性随相对深度的变化规律提供了很好

的条件。考虑到下部数据的稀少, 本文仅对相对埋深50m

以内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T 4
1地层的岩性特征为: 紫红色厚层、巨厚层状硅质、钙

硅质石英细砂岩,有少量钙质细砂岩夹薄层泥质粉砂岩或粉砂质泥岩(相变较大, 局部呈中厚层状, 并出现尖

灭)。石英砂岩中石英含量达 90%以上, 是坝址区坚硬岩石占比例最高的地层, 软岩仅占 1 6%左右[ 18]。图 3

给出了T499 1孔T4
1 地层的岩性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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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图由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提供,王清和制图。本图由

蒋小伟清绘)

图 3 T499 1 号钻孔柱状图( T
4
1地层)

Fig 3 Borehole data of well T499 1( T4
1 Formation)

3 单位吸水量垂向变化规律

根据野外压水实验的实际情况, 单位吸水量小于

0 001 L min- 1 m- 1 m- 1时, 流量已很难观测。这些极小

值通常为异常值, 对渗透性参数的统计规律有较大影

响
[ 19]
。因此, 本文仅取 大于0 001 L min

- 1
m

- 1
m

- 1
的

孔段进行统计分析。蒋小伟等[ 20]用概率图研究发现, 该

区表征渗透性的参数 服从对数正态分布规律。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渗透性和埋深的关系时, 一般采用

绝对埋深。由于本研究区内地层的倾斜分布特征以及表层

不同程度的剥蚀(图 2) , 采用绝对埋深的研究方法无法反

映沉积岩的层状分布特征。本文以 T4
1的顶板作为参考面,

每一点的绝对深度减去 T4
1 的顶板绝对深度即为该点的相

对深度, 这样T 4
1的顶板的相对深度为 0(图 1、图 3)。

图4给出了每一压水试验段的单位吸水量值和对应深

度的散点图。从该图可以看出, 渗透性的随机特征很明

显, 每一深度的 值都相差 3~ 4个数量级, 空间变异性

很大, 很难从中发现渗透性的结构特征。如何从这些  杂
乱无章! 的数据找出渗透性的结构特征?

图 4 压水试验段单位吸水量和相对深度散点图

Fig 4 Scatter plot of in each test section versus depth

计算渗透性参数的平均值应该采用几何均值[ 21, 22]。

根据公式 logA + logB= logAB 可知, 对数正态分布的算术

平均值就是该分布的几何平均值。

笔者提出了如下的处理方法: 以 1m为单位将所有压

水试验段离散化, 计算不同深度处的 log 均值, 即分别对每一深度处的 log 取算术加权平均, 得到 log 随相

对深度的变化规律(图 5)。图 5同时给出了每一深度处压

水试验段的数量。

在 log 随相对深度变化图上, 单位吸水量随深度表

现出了结构性和随机性的双重特征。结构性表现为, log

线性减小的规律明显。可以认为 log 随相对埋深线性减

小是由于自重应力对渗透性的影响造成的。这是因为, 对

于裂隙岩体, 渗流主要发生在裂隙中, 裂隙的宽度随着自

重应力的增加而减小, 同时自重应力和深度存在线性关

系, 从而引起渗透性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减小。

之后, 笔者对 log 随深度取滑动平均并拟合线性趋

势(图 6) , 得到线性趋势项

log = - 0 010 2d - 1 093 7, R
2
= 0 488 3 (1)

式中 d 为相对深度, 0< d ∀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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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1)进行数学变换, 得到

= 0 080 6exp(- 0 023 5d ) (2)

式(2)表明单位吸水量和相对埋深之间呈负指数关系。

Louis
[ 14]
提出了渗透性和应力之间关系的经验公式

K f = K 0exp(-  ) ,  # !h (3)

式中 h 为深度; !为岩体容重; K 0表示地表的渗透系数; Kf 表示应力  对应的渗透系数; 为系数。

可见, 式(2)和式(3)在形式上是一致的。

图 6 log 随相对深度变化曲线及线性拟合线

Fig 6 Plot of log versus relative depth and the trend

(左线表示数据段数, 右线表示随深度变化关系)

图 5 log 随相对深度变化规律及压水试验段数

Fig 5 Plot of log versus relative depth and number of test sections

根据图6, 剔除线性趋势得到每一深度的 log 残差随相对深度的变化关系(图 7)。通过剔除 log 和深度的

线性趋势, 自重应力对渗透性的影响就消除了。

从图 7可以看出一个有意义的规律, log 的残差也表现出了结构特征, 呈现类似正弦曲线的左偏 右偏 左

偏 右偏的特征。这种单一地层内部 log 残差的波动性, 我们推测, 是由于地层的沉积特征引起岩性差异对渗

透性的影响。

4 渗透性和岩性的对应关系

以上分析认为, 地层内部 log 的残差也存在结构特征, 因此有必要和该地层的内部岩性特征相结合进行

分析。对照压水试验孔的岩芯描述, 我们发现, 渗透性偏大的埋深范围内, 往往对应硅质细砂岩, 因裂隙发育

而岩芯破碎; 渗透性偏小的埋深范围内, 往往是钙质细砂岩、钙硅质细砂岩夹有泥质粉砂岩或粘土岩。

以图 3所示的 T499 1钻孔为例, 深 47 22 m 处的一层夹泥引起 45~ 50 m 处的 明显偏低; 深 57 68~

59 70m 处的含粉砂岩条带的钙质细砂岩引起 55~ 60m 的 明显偏低; 深 79 37m 处厚 20 cm的泥质粉砂岩和

粘土岩引起75~ 80 m处的 明显偏低; 深 83 25~ 83 68 m处含薄层夹泥的钙质粉细砂岩也引起 80~ 85m处的

明显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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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虽然软岩所占比例很小(仅为 1 6%)
[ 18]

, 但是它们对渗透性的空间分布产生了很大影响。原因是,

软岩往往会阻碍裂隙的连通性。田开铭、万力等∃ 引入了切穿率来反映本研究区内裂隙穿过层面的概率。他们

发现, 当软岩层厚度小于 0 1 m 时, 裂隙切穿率为 0 76; 当软岩厚度大于 0 1 m 时, 裂隙切穿率仅为 0 14。

图3中, 深74 11m处厚仅为 0 7 cm的泥质粉砂岩并没有引起 70~ 75m的单位吸水量偏低; 深 79 37m 处厚 20

cm 的泥质粉砂岩和粘土岩引起 75~ 80m的单位吸水量明显偏低。

为了分析软岩位置和出现概率与渗透性的对应关系, 我们绘制了压水试验孔中厚度大于 0 1m的软岩在不

同相对深度的出现概率(图 7)。

从图 7可以看出, log 的残差波动幅度最大的 3个位置和岩性分布存在很好的对应关系。软岩在相对深度

20m 左右频率很大, 这与 21m 左右渗透性偏低存在很好的对应关系; 软岩在相对深度 31 m左右的频率数低,

对应该深度的渗透性偏高; 软岩在相对深度 40m左右频率分布相对较高, 与此深度渗透性偏低有较好的对应

关系。另外, 在相对深度 10m 左右和44 m左右也存在较好的对应关系。具体深度的对应有偏差, 原因是压水

试验的分辨率为 5 m, 每一试段的单位吸水量反映的是 5m范围内的平均单位吸水量。

在相对深度较浅区域( 5 m以内) , 地层岩性与渗透性并没有表现出对应关系。笔者认为, 原因可能为地层

分界线附近, 风化作用强烈, 存在很多薄层粘土或粘土岩, 从而引起部分单位吸水量值偏低。

总体上说, 图 7表现出了渗透性大小和岩性之间较好的对应关系。

作为裂隙岩体, 起导水作用的主要是相互连通的裂隙, 不含裂隙的基岩对渗透性的贡献相对较小。笔者将

不含泥岩的压水试验段数据, 以岩性描述中是否含有裂隙为标准, 分为裂隙介质和非裂隙介质两组。按照前面

的方法, 分别作出 log 随相对深度的变化规律图(图 8)。

图 8 裂隙砂岩(右)和非裂隙砂岩(左)的 log 随相对深

度变化规律图

Fig 8 Plot of log versus relative depth in fractured and non

fractured sandstone

(横方格: 软岩的垂向分布频率; 虚线: log 残差为 0; 曲线: log

残差随相对深度变化规律)

图 7 log 残差随相对深度变化规律及软岩的垂向分布

频率

Fig 7 Plot of log residual versus relative depth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mud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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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8可以看出,裂隙介质的 log 随相对深度表现出了线性减小的趋势, 拟合公式为

log = - 0 0124d - 0 2802, R
2
= 0 4811 (4)

对式(4)进行数学变换, 得到

= 0 524 6exp(- 0 028 6d ) (5)

非裂隙介质的 log 随相对深度没有明显趋势, 拟合公式为

log = 0 0015d - 1 8364, R
2
= 0 0093 (6)

式(4)和式(6)的差异表明 log 随相对深度减小主要是由于裂隙介质引起的。但是, 两条曲线在相对深度 20 m

和40 m左右的偏小趋势和 32m左右的偏大趋势与前文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即裂隙介质和非裂隙介质的渗透

性空间分布都受岩性的影响。

5 结 论

(1) 砂泥岩裂隙岩体中, 表征渗透性大小的单位吸水量随相对埋深呈负指数变化规律, 这种变化规律主要

是由裂隙砂岩介质引起, 非裂隙砂岩介质对这种规律没有贡献。

(2) 砂泥岩地层中, 岩性和渗透性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泥岩对应的深度渗透性通常偏小。

(3) 在非水平地层区域, 宜采用相对深度来研究裂隙岩体的渗透性分布规律。对压水试验数据离散化后在

不同相对深度取均值可以有效地找出渗透性和深度的关系; 剔除 log 和相对深度的线性趋势后, log 残差和

相对深度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岩性对渗透性的影响。从表面上呈随机性的原始数据中挖掘渗透性的结构特征的分

析方法可以推广到其它砂泥岩地层地区渗透性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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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of permeability with depth and lithology in a formation

of fractured sandstone mudston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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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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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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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 Beijing 100083,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ological Sciences ,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 Tallahassee, Florida 32306, USA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permeability with depth in a formation of the fractured sandstone mudstone

media is analyzed The permeability value is represented by unit absorption obtained from the packer permeability test The

variability of permeability is so significant that the value of spans 3 to 4 orders of magnitude at different depths By taking

mean value of log at different depths, the pattern of permeability versus relative depth is easy to discover We found that the

variation of permeability with relative depth obey the exponent ial law; After subtract ing the linear trend of log with depth,

the residual of log can be well correlat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mudstones In addition, the linear trend of log with depth

is caused by the fractured sandstone The spat ial structure of permeability in the study area is clearly and quant itatively charac

terized by the method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which can be utilized for researches on similar studies areas

Key words: fractured rock; permeability; exponential law; distribut ion of mudstone

580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19 卷

The study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05280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