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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深入研究超声波速度测试中超声波在岩石样品
中的传播规律，对岩石超声波速度实验采用交错网格有限差分
算法进行了数值模拟．选取了适合于超声波震源的差分精度、
稳定性条件和吸收边界．通过模拟波形与实验记录波形的对比
分析，结果表明：激发器和接收器直接位于岩心与探头接触面
时，接收到的波形中干扰波较少，合成记录波形特征明显，易于
分析；使用雷克子波作为超声波数值模拟的震源子波，计算得
到实际首波初至时间为２１ ５５ μｓ，而波形图中首波初至时间为
２３ ９０ μｓ，这是由于子波自身的长度使得波初至时间比实际波
初至的时间晚；相对于岩心与探头接触面的反射波，岩心柱体
与空气接触面的反射波对有效波形信号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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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超声波在能源勘探领域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尤其在岩石
样品的速度测试以及波的传播规律等方面（成林等，２０１３）．
岩石超声实验是通过记录超声波在岩石中传播的声学特性，
间接地得到岩石的其他力学参数和结构特征（赵明阶和徐
蓉，２０００）．利用数值模拟技术，可以模拟超声波在岩石样品
中的传播过程，从而可以检验样品测试和数据处理解释的合
理性．

有限差分是一种最常用的数值模拟方法． Ａｌｔｅｒｍａｎ和
Ｌｏｅｗｅｎｔｈａｌ（２０１０）首先将有限差分法用于求解波动方程，利

用有限差分法模拟了弹性波在一个弹性四分平面的完全运
动，以及由爆炸点震源引起的自由边界的四分之三平面的运
动；Ａｌｆｏｒｄ等（１９７４）研究了有限差分的时间二阶和空间四阶
精度；董良国等（２０００）通过将速度对时间的奇数阶高阶导
数转化为应力对空间的导数，运用时间和空间差分精度可达
任意阶高阶差分法，通过交错网格技术，对一阶速度应力弹
性波方程进行数值求解． Ｒｅｎ和Ｌｉｕ（２０１５）提出了一种新的
时空域交错网格有限差分方法，用于声波和弹性波正演，该
方法可以用较短的空间算子长度获得相同的建模精度，提高
了运算效率．

在超声波实验中，由于转换波和边界反射的影响，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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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复杂，难以识别．通常只利用波形的起跳点测岩心速度，
对波形的利用并不好（魏建新和狄帮让，２０１３）．针对此问题，
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４）讨论了波形尾波对于衰减和频散的影响；张
建利等（２０１３）提出一种利用偏振特性拾取横波初至的方
法，并通过宽带滤波提取横波波形，提高了横波波速与品质
因子测量的精度．魏建新和狄帮让（２０１１）通过不同振动特
性和直径的纵横波换能器，利用３种超声波速度测试方法对
不同内部结构的大样品进行测试精度研究．

笔者从有限差分数值模拟基本理论出发，提出了适用于
超声波岩石物理数值模拟的差分精度及稳定性条件．采用交
错网格有限差分方法，模拟了震源和检波器在不同位置，以
及在岩心、探头周围采用不同边界条件时，超声波在探头岩
心探头中的传播情况．本文对模拟波场进行了详细分析，为
实际样品的测试和数据处理解释提供有效依据．
１　 超声波岩石物理实验

实验仪器ＲＴＲ高温高压岩石综合测试系统是一套闭环
数字伺服控制装置，用于简便快速的进行岩石试样三轴实
验．能够模拟地层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测试岩石的单轴或三轴
力学参数、波速、电导率、孔隙度、和高温高压三维声发射成
像分析、油层物理两项驱替试验、超低渗透等参数的测试．超
声波测试就是其中一个功能．超声探头为不锈钢材质，其中
一个作为脉冲发射器产生震源，震源频率为０ ５ ＭＨｚ，如图１
所示．

根据实际探头尺寸设计的介质模型如图２所示，两端为
探头，中间部分为待测岩心，其横向大小为５０ ｍｍ，纵向为
３８ ｍｍ，实际探头中震源和检波器位置分别位于图中Ｓ１、Ｒ１
两点．
２　 交错网格有限差分方法

２ １　 交错网格差分格式
弹性波动方程主要是通过研究物体受力与变形的关系

和弹性体平衡关系分析，从而建立弹性波动方程的．其实质
就是研究应力分量、应变分量和位移分量的关系．

由平衡微分方程组和应力位移方程组可以得到关于速
度和应力的一阶弹性波波动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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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ｖｘ、ｖｚ表示质点在ｘ方向和ｚ方向的速度分量，Ｃ为弹性
参数矩阵，τｉｊ（ｉ，ｊ ＝ ｘ，ｚ）为应力分量．

相对于传统网格，在相同计算量于工作量的情况下，交
错网格的局部精度较高，并且收敛速度也较快．在交错网格
方法中，既要求空间网格的交错，也要求时间上的交错．应力
分量和速度分量在交错网格中的位置如图３所示．

根据泰勒公式求得时间２Ｍ阶和空间２Ｎ阶的差分格式
为（霍凤斌等，２０１４）：
Ｖｘ ｔ ＋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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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Δｘ２Ｎ）， （８）
其中，Δｔ为时间步长，Δｘ为空间步长．
２ ２　 稳定性条件

稳定性条件就是离散参数所满足的使波动方程的数值
计算稳定的条件（Ｃｏｌｌｉｎｏ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ｉｎｏ，２００１），直接影响数值
模拟的有效性．对于标准的交错网格有限差分方法，在步长
相等的情况下，在时间二阶、空间２Ｎ阶的稳定性条件为（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Δｔ ＜ １

槡２（ α１ ＋ α２ ）
ｈ
ｖｍａｘ
， （９）

或者为
Δｔ ＜ ０ ６０６ ｈｖｍａｘ

， （１０）

其中，α１ ＝ ９８ ，α２ ＝ －
１
２４是四阶近似的内、外系数． ｖｍａｘ是介

质中的最大速度． Δｔ为时间步长，ｈ为网格间距．
２ ３　 数值模拟精度分析

为了研究有限差分技术对超声波在样品中传播的模拟
有效性，笔者分别从时间步长、网格大小和空间差分阶数，对
有限差分技术的模拟精度进行了详细分析．

（１）时间步长是有限差分技术中的关键参数，对波场模
拟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次数值模拟采用均匀介质模型，模
型大小为０ ３ ｍ × ０ ３ ｍ，纵波速度为２５００ ｍ ／ ｓ，网格大小为
０ ０５ ｍｍ，震源位于模型中心，震源采用频率为０ ５ ＭＨｚ的
雷克子波．基于时间２阶空间４阶差分的交错网格有限差分
技术，模拟了时间步长Δｔ分别为０． １ μｓ、０． ２ μｓ在４０ μｓ的
波场快照，如图４所示．相比较于图４ｂ，图４ａ中首波后出现
的伪波纹较少，从结果可以看出，时间步长越大，时间离散化
引起的频散越严重．

（２）网格大小是有限差分技术中的关键参数，对数值模
拟精度有重要影响．本次模拟的均匀介质模型大小为０ ３ ｍ
× ０ ３ ｍ，纵波速度为２５００ ｍ ／ ｓ，时间步长Δｔ为０ １ μｓ，震源
位于模型中心，主频为０ ５ ＭＨｚ的雷克子波．基于时间２阶
空间４阶差分的交错网格有限差分技术，模拟了网格大小分
别为０ ０５ ｍｍ、０ １ ｍｍ的波场，４０ μｓ时的波场快照如图５
所示．图５ａ中波形完整，几乎看不到伪波纹．而图５ｂ中首波
之后出现大量的伪波纹．比较快照可以看出，当空间网格越
大时，空间离散化引起的频散越严重．

（３）本次模拟采用大小为０ ３ ｍ × ０ ３ ｍ的均匀介质模
型，纵波速度为２５００ ｍ ／ ｓ，空间步长为０ ０５ ｍｍ，时间步长Δ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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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超声实验探头
Ｆｉｇ． １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ｓ

图２　 超声波岩石物理实验测量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ｒｏｃｋ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图３　 交错网格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 ｇｒｉｄ

图４　 ｔ ＝ ４０ μｓ时波场快照
（ａ）ｔ ＝ ０ １ μｓ；（ｂ）ｔ ＝ ０ ２ μｓ．

Ｆｉｇ． ４　 Ｗａｖｅ ｆｉｅｌｄ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ａｔ ｔ ＝ ４０ μｓ

图５　 ｔ ＝ ４０ μｓ时波场快照
（ａ）网格间距０ ０５ ｍｍ；（ｂ）网格间距０ １ ｍｍ．
Ｆｉｇ． ５　 Ｗａｖｅ ｆｉｅｌｄ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ａｔ ｔ ＝ ４０ μｓ

（ａ）Ｇｒｉｄ ｓｐａｃｉｎｇ ０ ０５ ｍｍ；（ｂ）Ｇｒｉｄ ｓｐａｃｉｎｇ ０ １ ｍｍ．

图６　 ｔ ＝ ４０ μｓ时的波场快照
（ａ）２阶空间差分；（ｂ）４阶空间差分．

Ｆｉｇ． ６　 Ｗａｖｅ ｆｉｅｌｄ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ａｔ ｔ ＝ ４０ μｓ
（ａ）２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４ｔｈ ｏｒｄｅ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图７　 实验波形与模拟波形对比
Ｆｉｇ． ７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ｖｓ． ａｎａｌｏｇ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图８　 模拟实际实验装置记录波形
Ｆｉｇ． 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ｔｏ ｒｅｃｏｒｄ ｔｈｅ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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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ｔ ＝ ２１ μｓ波场快照（Ｚ分量）
Ｆｉｇ． ９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ｓｎａｐ ｏｆ ２１ μｓ

图１０　 ｔ ＝ １１ ４ μｓ波场快照（Ｚ分量）
Ｆｉｇ． １０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ｓｎａｐ ｏｆ １１ ４ μｓ

图１１　 单一检波点波场记录
（ａ）Ｒ１处波场记录；（ｂ）Ｒ２处波场记录．
Ｆｉｇ． １１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ｏｎｅ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ａ）Ｗａｖｅ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ｃｏｒｄ ａｔ Ｒ１；（ｂ）Ｗａｖｅ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ｃｏｒｄ ａｔ Ｒ２ ．

为０ １ μｓ，震源位于模型中心，主频为０ ５ ＭＨｚ的雷克子波，
图６为时间２阶差分，空间差分分别为２阶、４阶，在４０ μｓ
时的波场快照．图６ａ中波的前后存在拖尾的伪波纹，图６ｂ
中的波形则更完整．由图６可以看出，差分精度越高，那么误
差积累所造成的频散越小．
３　 超声探测实验信号的讨论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为了更准确的模拟超声波在岩心中的传
播，笔者使用时间二阶、空间四阶的常规交错网格有限差分
格式，设置与实验样品相同参数进行数值模拟，并将合成记
录与实验保存的波形做对比．探讨了信号激发器和接收器置

图１２　 简化模型
Ｆｉｇ． １２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ｍｏｄｅｌ

于不同位置时，震源子波对初至及样品边界对接收信号的影
响，以及发射器、检波器不同位置和界面反射对接收信号的
影响．
３ １　 实验数据与模拟数据比较

实验室的岩心样品为直径为３８ ｍｍ，高度为５０ ｍｍ的圆
柱形．各向同性介质岩心选用无孔隙的工业材料—铝，铝的
均质性好，岩心内部构造不会对波的传播造成影响，故选用
铝块作参考试块．为满足岩心超声测试边界条件，根据实验
室仪器测量规格，对所采铝块在垂直层理方向进行钻、切、磨
等加工，制成直径３８ ｍｍ，高度５０ ± １ ｍｍ的标准圆柱体，磨
光两端面使其互相平行且垂直圆柱体轴线．

实验中对制作的铝块岩心进行超声波实验，测得铝块的
纵波速度为６０１５ ｍ ／ ｓ，横波速度为２０８０ ｍ ／ ｓ．模拟中信号激
发器和接收器位于Ｓ１和Ｒ１，超声探头参数其密度ρ为７８００
ｋｇ ／ ｍ３，纵波速度为５９００ ｍ ／ ｓ，横波速度为３２００ ｍ ／ ｓ．岩心参
数为各向同性介质的铝块，其密度为２４００ ｋｇ ／ ｍ３，纵横波速
度分别为６０００ ｍ ／ ｓ和２１００ ｍ ／ ｓ．网格大小采用０ ０５ ｍｍ ×
０ ０５ ｍｍ，时间采样间隔为０ ０１ μｓ，子波类型为雷克子波，主
频设定为０ ５ Ｍｈｚ．

图７是模拟合成记录与实验中记录波形的对比图，图中
对合成记录做了２ μｍ左右的向前时移，偏移后可以看出合
成记录与实验数据吻合较好，波形起伏规律基本一致，但是
波形非常复杂，由于边界反射波、转换波对波形的多次干扰，
除了直达Ｐ波，并不能直接识别其他波形的信息，例如转换
波，反射波等．因此通过进行不同情况时的数值模拟，分析震
源子波、不同发射接收位置、界面反射对接收波形的影响，可
以优化超声波岩石物理实验设计，增加接收信号有效信息．
３ ２　 震源子波特征对波初至拾取影响

为了研究震源对初至的影响，我们模拟超声波在岩心中
的传播．当模拟采用雷克子波，

子波的频率为０ ５ ＭＨｚ，时间采样间隔为Δｔ ＝ ０ ０１ μｓ，
子波长度ｌ为３倍的周期，即：

ｌ ＝ １ｆ × ３ ＝ ６ × １０
－６ ｓ． （１１）

通过计算首波从震源出发，经过第一个探头的长度为ｌ１
＝ ４０ ｍｍ，速度ｖ１ ＝ ５９００ ｍ ／ ｓ，岩心长度ｌ２ ＝ ５０ ｍｍ，波传播速
度ｖ２ ＝ ６０００ ｍ ／ ｓ，最后经过探头到达检波器长度ｌ３ ＝ ３８ ｍｍ，
两个探头速度相同．可以计算首波到达时间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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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不同吸收边界的波形记录
Ｆｉｇ． １３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ｔ ＝
ｌ１
ｖ１
＋
ｌ２
ｖ２
＋
ｌ３
ｖ１
＝ ２１ ５５ μｓ． （１２）

与模拟记录波形（图８）作比较，发现模拟的地震记录起
跳点在Ａ点２３ ９０ μｓ的位置，比计算得到的起跳点Ｂ点时
间晚．

因为子波的长度ｌ ＝ ６ μｓ，接收到一个完整的子波波形，
所需要的采样点数ｎ１ ＝ １Δｔ ＝ ６００．但是因为震源子波的延展
性，波场模拟中初至时间晚于实际首波到达时间．因此，受到
子波的波长和振幅的影响，样品测试时，首波到达时间要早
于波形的起跳点，通过实验记录的波形中的起跳点，所算出
来的岩心速度偏小．
３ ３　 发射器和接收器位置对接收信号的影响

为研究信号激发器和接收器位置对波形的影响，通过设
置激发器和接收器在探头中的位置，分为两种类型进行数值
模拟．介质模型如图２所示，两端部分为超声波探头，中间部
分为待测岩心．类型１，激发器位置为Ｓ１（４０，２７）．接收器位
于Ｒ１（１６８，２７）．类型２，激发器位置为Ｓ２（８０，２７）．接收器位
于Ｒ１（１３０，２７）．类型１代表超声波经过探头，类型２代表超
声波不经过探头．

类型１数值模拟中，信号激发器和接收器位置与实际实
验中相同，即激发器位置为Ｓ１，接收器位置为Ｒ１时ｔ ＝ ２１ μｓ
的波场快照如图９所示．

类型２数值模拟中，将信号激发器和接收器直接置于探
头与岩心分界面处，即激发器和接收器的位置为Ｓ２ 和Ｒ２ 时
ｔ ＝ １１ ４ μｓ的波场快照如图１０所示．

为了对波形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定量化探讨激发器和接
收器在不同位置处的波场记录，分别抽取位于Ｒ１和Ｒ２处的
接收器，其记录的波形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ａ为类型１数值模拟得到的Ｒ１处的检波点波场记
录，图１１ｂ为类型２数值模拟得到的Ｒ２ 处的检波点波场记
录．通过图１１ａ、ｂ波形对比可知，当震源和检波器位置由Ｓ１、
Ｒ１移动到Ｓ２、Ｒ２时，此时超声波传播时不经过探头和岩心，
故消除了超声波在两种介质分界面对超声波的影响，无转换

波产生，使得接收到的信号简单，易于波形特征分析．
３ ４　 边界界面反射对接收信号的影响

在接收到的波形中，对波形影响最大的除了转换波，就
是边界的反射波．为了研究边界反射对波形的影响，现简化
模型对其进行ＰＭＬ吸收边界的处理．简化模型如图１２
所示．

图１３为不同情况吸收边界记录的波形，图１３ａ为无吸
收边界时的地震记录，波形复杂，振幅起伏不定，波的类型无
法识别．图１３ｂ为有吸收边界，波形最简单，波形特征明显，
易于分析．图１３ｃ为上下界面有吸收边界，而左右界面没有，
得到的波形较好，波形特征比图１３ａ明显，初至明显，但是还
有一些干扰．图１３ｄ是左右界面有吸收边界，而上下界面没
有，波形特征不如图１３ｂ、ｃ明显，但是波的振幅相比较于图
１３ａ，规律性较好．比较图１３ｃ、ｄ，图１３ｃ的干扰波明显比图
１３ｄ少，说明相对于岩心左右边界与探头的接触界面产生的
反射波，岩心上下界面与空气接触面产生的反射波对于波形
的影响更强．
４　 结　 论

本文从有限差分数值模拟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不同时间
步长、网格大小和空间差分阶数对数值模拟波场的影响，从
而选取适用于超声波数值模拟的最佳参数．笔者模拟了发射
器和接收器在不同位置，以及在岩心、探头周围采用不同边
界条件时，超声波在岩样中的传播情况．通过分析不同情况
的波场快照和波形记录，得到了以下结论：

（１）在超声岩石实验中，震源和检波器位于探头靠后位
置，由于转换波和反射波的影响，接收到的波形复杂．本文中
数值模拟将震源和检波器直接放在岩心两侧，减少了转换波
的干扰，得到的波形特征明显，容易识别．

（２）由于子波的波长和振幅的影响，模拟波形上的初至
晚于实际测试波形的到达时间，这样计算得到的速度会小于
实际波速．实际样品测试时应充分考虑震源子波的特征，对
拾取到的初至波时间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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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简化模型做不同情况的吸收边界处理，通过对波
场快照的分析发现岩心柱体与空气接触面（上下边界）的反
射波对于波形的影响，大于岩心与探头接触面（左右边界）
的反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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