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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半阶变型 Ｂｅｓｓｅｌ方程的边值问题解的
相似结构及其在石油工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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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一类半阶变型Ｂｅｓｓｅｌ方程的边值问题，研究了其解的相似构造，发现其解式可以由相

似核函数和内边界条件系数按特定形式组装得到，其中相似核函数由外边界条件系数及定解方程的两

个解决定，由此得到了求解该类边值问题的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相似构造法。该方法解决一类半

阶变型Ｂｅｓｓｅｌ方程可避免困难繁杂的数学推导，极大地提升计算速度，且只需经过简单的变量替换即可

将其应用到油气渗流工程的数学模型求解中，因此可简化试井编程步骤，提高试井分析软件效率。仿真

结果证明了相似构造法在油气渗流工程数学模型求解中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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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某些微分方程的求解十分复杂，因此引起部分学者

对如何简化求解过程的思考，并于近年来形成了相似构

造理论［１３］。该理论认为，微分方程的边值问题的解的

结构具有相似性，同一定解方程在不同边界条件下的分

布具有统一、规范且结构极其简单的表达式，其中外边

界条件只改变其解的相似结构式中的相似核函数。自

理论形成，便被大量专家学者认可并将之应用到多种微

分方程的求解中，其中主要包括二阶齐次线性微分方

程［４］、含参数λ的Ｂｅｓｓｅｌ方程［５］、扩展性Ｂｅｓｓｅｌ方程［６］、

Ｌｅｇｅｎｄｒｅ方程［７］等，使该理论得到了较好的传播。

一类半阶变型Ｂｅｓｓｅｌ方程广泛应用于油气工程的试

井分析中，但目前针对该类边值问题的解的研究却很少，

若是将相似构造理论应用于该类方程的求解中，将极大地

减少相关分析软件运算量，提高实际工作效率。为此，本

文针对一类半阶变型Ｂｅｓｓｅｌ方程的边值问题进行研究。

ｘ２ｙ″＋２ｘｙ′－Ｂｘ２ｙ＝０，ｘ∈（ａ，ｂ） （１）

［Ｅｙ＋（１＋ＥＦ）ｙ′］ｘ＝ａ ＝Ｄ （２）

［Ｇｙ＋Ｈｙ′］ｘ＝ｂ ＝０ （３）

其中，Ｂ、Ｄ、Ｅ、Ｆ、Ｇ、Ｈ、ａ、ｂ为已知实常数且Ｄ≠０，Ｇ２＋

Ｈ２≠０，并提出了针对该类问题解式的相似构造法。本

方法经过严密的数学推导，只需根据定解方程（１）的两

个线性无关解，及内边界条件（２）系数和外边界条件

（３）系数即可得出相似核函数和解的相似结构，且只需

经过简单变量替换，即可将解的表达式应用到一类油气



渗流的数学模型中，简化其求解过程，实现试井分析软

件效率的提升。仿真结果证明了相似构造法在油气渗

流工程数学模型求解中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１ 主要定理与其证明

定理１ 若边值问题（１）～（３）有解，则其通解为：

ｙ＝１ｘＤ·
１

Ｅ＋ １
Ｆ＋Ψ（ａ）

·

　　 １
Ｆ＋Ψ（ａ）

·（Ψ（ｘ））

（４）

其中，

　　Ψ（ｘ）＝
槡Ｈ Ｂｃｏｓｈ［（ｂ－ｘ）槡Ｂ］－（Ｇ－

Ｈ
ｂ）ｓｉｎｈ［（ｂ－ｘ）槡Ｂ］

１
ａ·ＨＢ＋

１
ａ２
·（Ｇ－Ｈｂ[ ]）ｓｉｎｈ［（ｂ－ａ）槡Ｂ］＋ Ｈ

ａ２
＋１ａ（Ｇ－

Ｈ
ｂ[ ]）槡Ｂｃｏｓｈ［（ｂ－ａ）槡Ｂ］

（５）

　　证明：

方程（１）有两个线性无关的解，

ｙ１ ＝
１
ｘｓｉｎｈ（槡Ｂｘ），ｙ２ ＝

１
ｘｃｏｓｈ（槡Ｂｘ）

则其通解可以表示为：

ｙ＝１ｘ［Ｍｓｉｎｈ（槡Ｂｘ）＋Ｎｃｏｓｈ（槡Ｂｘ）］ （６）

进而可得：

ｙ′＝－１
ｘ２
［Ｍｓｉｎｈ（槡Ｂｘ）＋Ｎｃｏｓｈ（槡Ｂｘ）］＋

１
ｘ槡Ｂ［Ｍｃｏｓｈ（槡Ｂｘ）＋Ｎｓｉｎｈ（槡Ｂｘ）］

其中Ｍ、Ｎ为任意常数。

再由内边界条件（２）有：

Ｅ［Ｍｓｉｎｈ（槡Ｂａ）＋Ｎｃｏｓｈ（槡Ｂａ）］＋（１＋ＥＦ）

　｛－１
ａ２
［Ｍｓｉｎｈ（槡Ｂａ）＋Ｎｃｏｓｈ（槡Ｂａ）］＋

　 １
ａ槡Ｂ［Ｍｃｏｓｈ（槡Ｂａ）＋Ｎｓｉｎｈ（槡Ｂａ）］｝＝－Ｄ

得到：

［Ｅ－１
ａ２
－ＥＦ
ａ( )２ ｓｉｎｈ（槡Ｂａ）＋

１
ａ＋

ＥＦ
ａ( )２ 槡Ｂｃｏｓｈ（槡Ｂａ）］Ｍ＋

［Ｅ－１
ａ２
－ＥＦ
ａ( )２ ｃｏｓｈ（槡Ｂａ）＋ （７）

１
ａ＋

ＥＦ
ａ( )２ 槡Ｂｓｉｎｈ（槡Ｂａ）］Ｎ＝－Ｄ

同样，由外边界条件（３）：

Ｇ１ｂ［Ｍｓｉｎｈ（槡Ｂｂ）＋Ｎｃｏｓｈ（槡Ｂｂ）］＋

　Ｈ｛－１
ｂ２
［Ｍｓｉｎｈ（槡Ｂｂ）＋

　Ｎｃｏｓｈ（槡Ｂｂ）］＋
１
ｂ槡Ｂ［Ｍｃｏｓｈ（槡Ｂｂ）＋

　Ｎｓｉｎｈ（槡Ｂｂ）］｝＝０

得到：

［（Ｇ－Ｈｂ）ｓｉｎｈ（槡Ｂｂ） 槡＋Ｈ Ｂｃｏｓｈ（槡Ｂｂ）］Ｍ＋

［（Ｇ－Ｈｂ）ｃｏｓｈ（槡Ｂｂ） 槡＋Ｈ Ｂｓｉｎｈ（槡Ｂｂ）］Ｎ＝０ （８）

　　由边值问题（１）～（３）具有唯一解［８］可知，关于待

定系数Ｍ、Ｎ的系数行列式Δ≠０，经联立求解线性方程

组（７）、（８），求得（７）与（８）的系数行列式Δ：

　　Δ＝
Ｅ－１

ａ２
－ＥＦ
ａ( )２ ｓｉｎｈ（槡Ｂａ）＋ １

ａ＋
ＥＦ( )ａ 槡Ｂｃｏｓｈ（槡Ｂａ）Ｇ－Ｈ( )ｂｓｉｎｈ（槡Ｂｂ） 槡＋Ｈ Ｂｃｏｓｈ（槡Ｂｂ）

Ｅ－１
ａ２
－ＥＦ
ａ( )２ ｃｏｓｈ（槡Ｂａ）＋ １

ａ＋
ＥＦ( )ａ 槡Ｂｓｉｎｈ（槡Ｂａ）Ｇ－Ｈ( )ｂｃｏｓｈ（槡Ｂｂ） 槡＋Ｈ Ｂｓｉｎｈ（槡Ｂｂ）

＝

　 １
ａ·（－Ｈ）Ｂ－

１
ａ２
· Ｇ－Ｈ( )[ ]ｂ

ｓｉｎｈ［（ｂ－ａ）槡Ｂ］－
Ｈ
ａ２
＋１ａ Ｇ－

Ｈ( )[ ]ｂ 槡Ｂｃｏｓｈ［（ｂ－ａ）槡Ｂ{ }］·

　 Ｆ＋
槡－Ｈ Ｂｃｏｓｈ［（ｂ－ａ）槡Ｂ］－（Ｇ－

Ｈ
ｂ）ｓｉｎｈ［（ｂ－ａ）槡Ｂ］

１
ａ·（－Ｈ）Ｂ－

１
ａ２
· Ｇ－Ｈ( )[ ]ｂ

ｓｉｎｈ［（ｂ－ａ）槡Ｂ］－
Ｈ
ａ２
＋１ａ Ｇ－

Ｈ( )[ ]ｂ 槡Ｂｃｏｓｈ［（ｂ－ａ）槡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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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１

Ｆ＋
槡－Ｈ Ｂｃｏｓｈ［（ｂ－ａ）槡Ｂ］－ Ｇ－

Ｈ( )ｂｓｉｎｈ［（ｂ－ａ）槡Ｂ］
１
ａ·（－Ｈ）Ｂ－

１
ａ２
· Ｇ－Ｈ( )[ ]ｂ

ｓｉｎｈ［（ｂ－ａ）槡Ｂ］－
Ｈ
ａ２
＋１ａ Ｇ－

Ｈ( )[ ]ｂ 槡Ｂｃｏｓｈ［（ｂ－ａ）槡Ｂ
{ }

］

　　再根据Ｇｒａｍｅｒ法则，求得待定系数Ｍ、Ｎ：

Ｍ ＝－Ｄ
Δ
［（Ｇ＋１）ｃｏｓｈ（ 槡－ Ｂｂ）＋

　　 槡Ｈ Ｂｓｉｎｈ（ 槡－ Ｂｂ）］

（９）

Ｎ＝Ｄ
Δ
［（Ｇ＋１）ｓｉｎｈ（ 槡－ Ｂｂ）＋

　　 槡Ｈ Ｂｃｏｓｈ（ 槡－ Ｂｂ）］

（１０）

然后将式（９）与式（１０）代入式（６）中，得到式（１１）：

ｙ＝－Ｄ
Δ
｛［（Ｇ＋１）ｃｏｓｈ（ 槡－ Ｂｂ） 槡＋Ｈ Ｂｓｉｎｈ（ 槡－ Ｂｂ）］ｓｉｎｈ（槡Ｂｘ）－

　　［（Ｇ＋１）ｓｉｎｈ（ 槡－ Ｂｂ） 槡＋Ｈ Ｂｃｏｓｈ（ 槡－ Ｂｂ）］ｃｏｓｈ（槡Ｂｘ）｝＝

　　 －Ｄ
Δ
｛（Ｇ＋１）［ｃｏｓｈ（ 槡－ Ｂｂ）ｓｉｎｈ（槡Ｂｘ）－ｓｉｎｈ（ 槡－ Ｂｂ）］ｃｏｓｈ（槡Ｂｘ）＋

　　 槡Ｈ Ｂ［ｓｉｎｈ（ 槡－ Ｂｂ）ｓｉｎｈ（槡Ｂｘ）－ｃｏｓｈ（ 槡－ Ｂｂ）ｃｏｓｈ（槡Ｂｘ）］｝＝

　　 －Ｄ
Δ
｛ 槡－Ｈ Ｂｃｏｓｈ［（ｂ－ｘ）槡Ｂ］－（Ｇ＋１）ｓｉｎｈ［（ｂ－ｘ）槡Ｂ］｝

（１１）

　　结合边值条件组装，便得到边值问题（１）～（３）的

解（４）式。由此得到半阶变型Ｂｅｓｓｅｌ方程的边值问题的

解，并且该解具有相似结构。

由定理１可以得到以下在实际应用中起着重要作

用的推论。

推论１ 边值问题（１）～（３）中，若外边界条件（３）

变为ｙ＝０（即 Ｈ＝０，Ｇ≠ ０）则对应的相似核函数

变为：

Ψ（ｘ）＝

　 ｓｉｎｈ［（ｂ－ｘ）槡Ｂ］
ｓｉｎｈ［（ｂ－１）槡Ｂ］ 槡＋ Ｂｃｏｓｈ［（ｂ－ａ）槡Ｂ］

（１２）

推论２ 边值问题（１）～（３）中，若外边界条件（３）

变为ｙ＇＝０（即 Ｇ＝０，Ｈ≠０）则对应的相似核函数

变为：

Ψ（ｘ）＝ 槡Ｈ Ｂｃｏｓｈ［（ｂ－ｘ）槡Ｂ］－ｓｉｎｈ［（ｂ－ｘ）槡Ｂ］
１
ａ·ＨＢ＋

１
ａ２
· －Ｈ( )[ ]ｂ

ｓｉｎｈ［（ｂ－ａ）槡Ｂ］＋
Ｈ
ａ２
＋１ａ· －Ｈ( )[ ]ｂ 槡Ｂｃｏｓｈ［（ｂ－ａ）槡Ｂ］

（１３）

２ 应用举例

相似构造法避免了繁杂的理论推导和工程应用上

棘手的求导运算，获得了一个既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求

解微分方程边值问题的方法。特别是针对渗流模型的

求解，对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和研究人员来说，该方法

易学易掌握更便于应用［９１６］。

例如，对于外边界封闭的均质球向流油藏的Ｌａｐｌａｃｅ

空间数学模型：

ｒ２Ｄ
ｄ２珔ＰＤ
ｄｒ２Ｄ

＋２ｒＤ
ｄ珔ＰＤ
ｄｒＤ
－ｚｒ２Ｄ珔ＰＤ ＝０，ｒＤ ＞１ （１４）

ＣＤｚ珔ＰＤ － １＋ＣＤ( )Ｓｚ
ｄ珔ＰＤ
ｄｒ[ ]
Ｄ ｒＤ＝１

＝１ｚ （１５）

Ｐ
ｒｒ＝Ｒ

＝０ （１６）

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变量替换（如表１），便可将该类

油气问题转化为本文的方程问题（１）～（３），然后就可

以巧妙地运用本文结果得到 ＰＤ的 Ｌａｐｌａｃｅ空间解的相

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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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ｒＤ，ｚ）＝
１
ｒＤｚ
·

１

ＣＤｚ＋
１

Ｓ＋Ψ（１）

·

　　 １
Ｓ＋Ψ（１）Ψ

（ｒＤ）

（１７）

表１ 边值问题（１）～（３）和（１４）～（１６）中参数与
变量替换表

边值问题（１）～（３）中的
参数与变量

边值问题（１４）～（１６）中的
参数与变量

ｘ ｒＤ

ｙ 珔ＰＤ

ａ １

ｂ ＲＤ

Ｂ ｚ

Ｄ －１ｚ
Ｅ －ＣＤｚ

Ｆ －Ｓ

Ｇ ０

Ｈ －ＲＤ

　　符号说明：

ＰＤ— 储层中任意点处在时刻ｔ时的压力，ＭＰａ

ＰｗＤ— 无量纲井底压力Ｒ— 外边界半径，ｍ

Ｃ—井筒储集系数，ｍ３／ＭＰａ

Ｓ—表皮系数（无量纲）

下标：

Ｄ— 无量纲；　ｗ— 井；　ｉ— 初始。

这时，只需要根据ＰｗＤ ＝ ＰＤ －ＳｒＤ
ｄＰＤ
ｄｒ[ ]
Ｄ ｒＤ＝１

，便得

出无量纲井底压力ＰｗＤ的Ｌａｐｌａｃｅ空间解为：

ＰｗＤ（ｚ）＝
１
ｚ·

１

ＣＤｚ＋
１

Ｓ＋Ψ（１）

（１８）

其中相似核函数为：

Ψ（ｒＤ）＝

　
ｓｉｎｈ［（ＲＤ －ｒＤ）槡ｚ］

ｓｉｎｈ［（ＲＤ －１）槡ｚ］ 槡＋ｚｃｏｓｈ［（ＲＤ －１）槡ｚ］
（１９）

利用解的相似构造，大大简便了编程的难度，更能

直观了解到各个变量如ＣＤ，Ｓ，ＲＤ变化对无量纲井底压

力的影响。将一类半阶变型 Ｂｅｓｓｅｌ方程的相似构造法

用ＭＡＴＬＡＢ编程实现，并分别分析 ＣＤ，Ｓ，ＲＤ中某一个

量变化时对无量纲井底压力的影响，程序运行结果如图

１～图３所示。图中横坐标表示无量纲时间，纵坐标表

示经过Ｌａｐｌａｃｅ反演后的无量纲井底压力及其导数（变

化率）值。

图１ 井筒储集系数ＣＤ对井底压力及其变化率的影响

图１考虑ＲＤ ＝１００，Ｓ＝１时，ＣＤ取不同值时对无

量纲井底压力及其变化率的影响。图中的实线、虚线自

上向下分别表示ＣＤ取为１０、２０、６０、１００时的计算结果。

由图２可知，对于外边界封闭的均质球向流油藏的

无量纲井底压力，变量 ＣＤ主要影响流体流动早期，ＣＤ
越大，无量纲井底压力越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且 ＣＤ
越大，中期开始的时间越迟，中期无量纲井底压力均保

持稳定，后期逐渐增大。对于无量纲井底压力的变化

率，ＣＤ主要影响流体流动早期与中期，早期ＣＤ越大，无

量纲井底压力的变化率越低，两者呈负相关的关系，且

ＣＤ越大，出现峰值的时间越晚（即流动中期开始的时间

越迟）；中期ＣＤ越大，无量纲井底压力的变化率也越大，

两者呈正相关的关系。

图２ 表皮因子Ｓ对井底压力及其变化率的影响

图２考虑ＲＤ ＝１００，ＣＤ ＝４０时，Ｓ取不同值时对无

量纲井底压力及其变化率的影响。图中的实线、虚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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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向下分别表示Ｓ取０、１、４、６时的计算结果。

由图３可知，对于外边界封闭的均质球向流油藏的

无量纲井底压力，变量 Ｓ主要影响流体流动中期，Ｓ越

大，无量纲井底压力越大，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且 Ｓ越

大，流动中期与后期开始的时间越迟。对于无量纲井底

压力的变化率，Ｓ也是主要影响流体流动中期，Ｓ越大，

无量纲井底压力的变化率越大，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图３ 外边界长度ＲＤ对井底压力及其变化率的影响

图３考虑ＣＤ ＝９０，Ｓ＝１时，ＲＤ取不同值时对无量

纲井底压力及其变化率的影响。图中的实线、虚线自上

向下分别表示ＲＤ取５００、８００、２０００、４０００时的计算结果。

由图３可知，对于外边界封闭的均质球向流油藏的

无量纲井底压力，变量 ＲＤ主要影响流体流动后期，ＲＤ
越大，无量纲井底压力越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且 ＲＤ
越大，流动后期开始的时间越晚。对于无量纲井底压力

的变化率，ＲＤ也是主要影响流体流动后期，ＲＤ越大，无

量纲井底压力的变化率越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

本文所得到的两个推论，其中推论２正是对应了本

文所举出的实例，即将外边界看做油气渗流数学模型中

的一种特殊情况即封闭外边界 （Ｐ
ｒｒ＝Ｒ

＝０）。同理，对

应于推论１，则是将外边界看做油气渗流数学模型中的

另一种特殊情况即定压外边界 （Ｐ（Ｒ，ｔ）＝０），其相似

核函数可以直接通过推论１变量替换得到，表示为：

Ψ（ｒＤ）＝

　
ｓｉｎｈ［（ＲＤ －ｒＤ）槡ｚ］

ｓｉｎｈ［（ＲＤ －１）槡ｚ］ 槡＋ｚｃｏｓｈ［（ＲＤ －１）槡ｚ］
（２０）

３ 结 论

（１）提出了针对一类半阶变型Ｂｅｓｓｅｌ方程边值问题

的相似构造法，避免了原来复杂繁琐的求解过程，只需

利用定解方程的任两个线性无关的解及外边界条件系

数构造相似核函数，再根据内边界条件中的系数所决定

的相似结构式进行组装即可获得微分方程边值问题

的解。

（２）提出的相似构造法只需经过简单的变量替换即

可应用到油气工程的数学模型求解中，极大地简化了相

应测试分析软件的编制，提高了软件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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