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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偏移成像是将由地下目标产生的地震数据归位到反射界面从而产生地下结

构的像。但由于受到采集系统孔径、复杂上覆介质和成像目标倾角等因素的影响，

成像结果常常是地下结构的畸变了的像。地震照明和分辨率分析为上述因素对地

震成像结果的影响提供了定量的描述方法。点弥散函数中包含地震照明和分辨率

分析的全部信息。染色算法建立地下某一特定结构与地震波场和地震数据之间的

对应关系。本文利用染色算法计算点弥散函数并进一步获得角度域照明信息，同

时通过点弥散函数与原始成像结果反卷积的方法对成像结果予以校正。展示了

SEG 盐丘模型的相关计算结果。染色算法为点弥散函数的计算及进行宽频带地震

照明与分辨率分析提供了一种高效的计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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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反射地震成像是当前用于探测地下结构，指

导油气勘探和生产的重要手段。偏移成像是地震

资料处理中一项重要技术，其将由地下目标产生

的地震数据归位到反射界面从而产生地下结构的

像。盐下区域蕴含丰富的油藏，是地震成像的重

点和难点。盐丘内外巨大的波阻抗差异对地震波

能量起了一定的屏蔽作用：一方面使得地震波穿

过盐丘时发生强烈的扭曲和能量衰减；另一方面

经盐下结构反射的能量难以返回至地表被检波器

接收，导致盐下的不均匀照明和成像影区(Jackson 

et al., 1994; Muerdter and Ratcliff, 2001; Leveille et 

al., 2011; Liu et al., 2011)。由于受到采集系统孔

径、复杂上覆介质和成像目标倾角等因素的影响，

地震成像结果常常是地下结构畸变了的像。地震

照明和分辨率分析为上述因素如何影响地震成像

结果提供了一个定量的描述方法。传统的地震照

明和分辨率分析多基于射线理论(Gelius et al., 

2002; Lecomte, 2008)。射线方法能描述地震波传

播方向及沿该方向的能量强度，计算光滑非均匀

介质中与角度相关的照明信息(Bear et al., 2000, 

Muerdter and Ratcliff, 2001)。但这类方法建立在高

频近似的基础上，难以处理散射、衍射和散焦等

波动现象。基于波动方程计算地震照明和分辨率

的方法可分为单程波方程方法（Luo et al., 2004; 

Xie et al., 2005, 2006; Wu et al., 2003, 2006; Wu 

and Chen, 2006）和全波动方程方法(Xie and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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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Yang et al., 2008; Cao and Wu, 2009; Yan, et 

al., 2014)。利用波动方程计算波场并直接在空间

各点对波场进行角度分解来计算局部角度域照明

和分辨率信息。在模拟观测系统时，需在所有炮

点和检点位置将波场延拓至地下，该类方法的计

算成本极高，实际计算中仅包含有限数量的炮点

和检点位置且仅计算单频（通常是主频）的照明

和分辨率信息。因此需要发展一种高效的宽频带

照明和分辨率分析方法。 

点弥散函数（point spreading function，PSF）

是描述空间某点成像分辨率的函数，其包含了影

响照明和成像分辨率的所有信息，为地震照明和

分辨率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Xie 等(2005, 2006), 

Wu 等(2006)，Mao 和 Wu(2011)研究了 PSF 与波

数域照明之间的关系。Cao(2013)提出了一种直

接从深度域成像中计算点弥散函数并进一步将

其转化为角度域照明信息的方法。Chen 和 Xie 

(2015)定量研究了镶嵌在模型中的散射点之间的

高阶散射以适当减少其对成像的影响。

Valenciano 等(2015)将点弥散函数用于提高成像

分辨率。Chen 等 (2016)利用点弥散函数研究近

地表小尺度非均匀介质对地震数据和成像质量

的影响。Chen 和 Jia（2014）借鉴了发育生物学

中 fate mapping 的方法，将其用于地震波场的处

理并命名为“染色算法 (staining algorithm)”。染

色算法通过构建一个空间函数来实现对速度模

型中某一特定结构的染色标记，建立其与地震波

场和地震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染色算法用于地

震模拟时，可获得仅包含被标记目标的地震波场

和反射数据；当用于地震成像时，可有效提高目

标区域的成像信噪比同时实现对其独立成像。 

本文利用染色算法，基于时间域双程波波动

方程计算来自单独散射点的数据。利用该数据通

过对该散射点成像的方法直接计算点弥散函数。

从点弥散函数的波数域振幅谱中可提取宽频带

照明信息，同时利用点弥散函数对原始成像进行

反卷积处理实现对结果的校正。染色算法为点弥

散函数的计算及进行宽频带地震照明与分辨率

分析提供了一种高效的计算工具。 

染色算法 

 

发育生物学中 fate mapping 方法建立起发育

后的成体细胞与分化前胚胎细胞的源头之间的

联系。利用生物染料标记胚胎细胞的某一部分，

在分化发育后的成体细胞中，如果某个器官中含

有该染料，则证明该器官由之前被标记的胚胎细

胞发育而来 (Dale and Slack, 1987; Gilbert, 2000; 

Ginhoux et al., 2010)。借鉴该思想，染色算法在

地震波传播中建立起模型中某一特定目标与其

对应的波场和数据之间的联系。举个形象的例

子，公园的若干把长椅中有一把油漆未干，当所

有人离开长椅在公园内活动时，坐过这把椅子的

游人的身上将被染上颜色因而很容易被识别并

追踪。类似地，在地震波传播中，如果将速度模

型中关注的某区域“刷上油漆”，那么经过该区域

的地震波将被“染色”因而能够在传播中被识别

与追踪。染色算法通过标记目标结构来标记与该

结构相关的地震波能量，在波场和数据中获得仅

与目标结构的相关信息。 

 

染色波场与染色数据 

 

“染色波场”是指由被染色目标结构激发的

波场。换言之，染色波场是全波场中与染色区域

相关的部分。在波传播的过程中，只有当地震波

能量到达被标记的目标位置时，地震波才会被染

色标记进而激发出与真实波场同步传播的染色

波场。染色波场展示的是由目标区域激发的能量

的传播，对于研究复杂波场中与特定区域相关波

场特征、动态地追踪与该区域相关的能量有重要

意义。“染色数据”是指由被染色目标结构激发

的反射数据。换言之，染色数据是所有地震数据

中与染色区域相关的部分。地震波传播至目标位

置产生的反射将被标记，被标记的能量传播至地

表并被检波器接收形成染色数据。染色数据仅包

含来自目标区域反射的地震波能量，对研究模型

中与特定区域相关的地震数据形态、在全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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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取特定目标对应的信息具有重要意义。 

染色波场（数据）仅包含与目标结构相关的

信息，是常规波场（数据）的子集。图 1 所示为

常规地震波场与染色波场。图 1a 为速度模型，

三层速度大小分别为 2.5km/s ， 3.5km/s 和

4.5km/s，其中位于深度 2.5km 的水平反射界面被

染色标记。图 1b 和 1c 分别为 1.2s 时刻常规波场

和染色波场的波场快照。如图所示，染色波场仅

包含与目标层位相关的反射和透射。当波传播至

倾斜层位时，常规波场产生反射和透射，而染色

波场中由于该结构未被标记因而不产生任何响

应，仿佛该结构是“透明的”。而当波传播至被染

色的水平层位时，染色波场被激发并与常规波场

同步传播。图 2 所示为常规地震数据与染色数

据。图 2a 为常规地表接收到的数据，其包含直

达波以及来自两个反射层的反射；图 2b 为染色

数据，其仅包含来自被染色的水平层位的反射。

在地震波传播到该层位之前，染色波场不被激

发，因此在染色数据上没有来自倾斜层位的反

射。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对这两组数据分别进

行偏移成像，所得结果分别如图 2c 和图 2d 所示。

由常规数据所得的成像结果包含两个反射层结

构，而由染色数据所得的成像结果仅包含被染色

的水平反射层。这表明利用染色算法对某一结构

染色所得的染色数据仅包含与该结构相关的反

射，对该染色数据进行偏移成像可得到只包含该

结构的成像结果。 

 

 

  

图1 (a)层状速度模型。三层速度分别为2.5 km/s，3.5 km/s和4.5 km/s，其中位于深度2.5 km处的 

水平层位被染色。1.2 s时刻(b)常规波场和(c)染色波场的波场快照 

 



第 13 卷                 陈波等，基于染色算法的宽频带地震照明及分辨率分析                  第 3 期 

 483

 
图 2 地表接收的(a)常规地震数据和(b)染色地震数据。震源为主频 15 Hz，延时 0.1 s 的 Ricker 子波。

震源位于地表 3.0 km 处，检波器分布于地表所有格点。(c)常规数据的逆时偏移成像结果。(d)染色数据

的逆时偏移成像结果 

 

 

镶嵌散射点染色法 
 

常密度声波方程（Symes, 2008）表示如下：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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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sp t f t
v t

 
    

x x x
x

     (1)
 

其中 p(t,x;x
s
)为声波波场，   v(x)为介质速度，

f (t,x
s
)为位于 x

s的震源。为实现对目标区域染

色进而获得染色波场和染色数据，构建空间函数

对模型中任意区域进行标记。Chen 和 Jia (2014)

使用了复空间速度（complex domain velocity，

CDV）染色方法，该方法将波动方程中波场与速

度拓展到复数空间。复空间速度的实部为常规速

度模型，目标区域的速度虚部赋一个小值，而非

目标区域的虚部则置为零。计算得到的复空间波

场的实部为常规波场，虚部为染色波场。该方法

将所有变量均拓展至复数空间，因此计算成本约

为常规实空间方法的 4 倍。本文采用镶嵌散射点

（embedded scattering point，ESP）染色方法来

实现对目标区域的染色并计算染色波场和染色

数据。该方法在需要染色的目标区域镶嵌散射

点，即在染色位置上添加微小的速度扰动，而非

染色区域处的速度与原速度相同。散射点的分布

为： 

( ), target structure   

               
( )

0, otherwise

v
v





 


x
x       (2) 

其中   v(x)表示速度扰动，为扰动系数，被染

色的目标可为速度模型中任意结构。由镶嵌的散

射点激发的染色波场  p(t,x;x
s
) 与原波场

p(t,x;x
s
)共同构成总场 p(t,x;x

s
) p(t,x;x

s
) 。

为表述简便，略去各项中的时间和空间变量。将

镶嵌有散射点的速度 v v与总场 p  p 带入

到方程 1 中，可得到总场的波动方程 

2

2 2

1
( )

( )
p p f

v v t



 

      
       (3) 

将方程 3与方程 1 相减即可得到由被染色目标结

构激发的染色波场。当速度扰动足够小（计算

中通常为 10%以下）时，略去所有二阶小量项，

可得染色波场方程如下： 
2 2

2 2 2 2

1 2p p
p

v t v t

  
 

 
      （4） 

对比方程 4 与方程 1，两方程左侧具有相同

形式。这说明被激发的染色波场与常规波场遵循

相同的传播规律，即染色波场与常规波场同步传

播。方程 4 的右侧可视为激发染色波场的震源

项，其与染色目标的分布和常规波场相关。除震

源项外两方程具有相同形式，所不同的是，常规

波场由震源所激发，而染色波场由常规波场与被

染色的目标结构所激发。方程 4 表明，染色波场

具有如下特征：只有当地震波传播至被染色标记

的目标区域时染色波场才被激发，且激发的染色

波场与真实波场同步传播；染色波场可认为是真

实波场的一个子集，其仅包含与目标结构相关的

波场信息。类似地，染色数据仅包含与被染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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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结构相关的反射数据。利用镶嵌散射点方法

计算染色数据时需进行两次正演计算，因此计算

成本是常规模拟成本的两倍，与复空间速度法相

比，效率提高了一倍。 

 

地震照明与分辨率分析 

 

点弥散函数 
 

利用偏移方法计算得到的成像结果是对地

下实际结构的近似描述。换言之，像是具有一定

畸变的结构。位于空间 x 处的成像结果可表示为

该点处点弥散函数与模型的卷积 (Xie et al., 

2005；Cao, 2013; Chen and Xie, 2015) 

( ) ( ) * ( )I R mx x x            (5) 

其中    I (x)为偏移得到的局部化的成像结果，

   R(x)为成像系统的点弥散函数，   m(x)为速度模

型，“*”表示空间卷积。若成像系统不存在任何

误差，则   R(x)为 函数，即理想情况下所成的像

完全反映地下结构。然而由受观测系统孔径、复

杂上覆介质及目标倾角等因素的影响，实际的

   R(x)常表现为一个复杂分布，从而造成成像分辨

率降低并使像变得模糊或失真。方程 5 的波数域

表达式为 

( ) ( ) ( )I R m k k k            (6) 

其中k 为空间波数。   I (k)，   R(k)，   m(k)分别为

   I (x)，   R(x)，   m(x)在波数域的变换。如果用一

个理想的点散射体，即一个 函数，来置换方程

5 中的速度扰动   m(x)，则有 

( ) ( )I Rx x               (7) 

即利用对一个点散射体成像，可以获得在给定采

集系统和宏观速度模型情况下的点弥散函数，从

而可以分析整个系统对该点成像分辨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镶嵌散射点染色方法计算单个散

射点的染色数据，通过对单点染色数据进行逆时

偏移成像获得该点的成像结果，即该点处的点弥

散函数。计算流程如下：1）在速度模型的目标

位置镶嵌散射点，其速度扰动为原始速度的

10%；2）利用镶嵌有散射点的速度模型计算得

到数据 D1；3）利用原始速度模型计算得到数据

D2；4）将数据 D1 与 D2 做差即得到散射点的染

色数据；5）利用染色数据在原始速度模型下进

行偏移成像，即得到镶嵌位置处的点弥散函数。 

 

采集倾角响应 
 

在点弥散函数的波数域振幅谱中提取沿某

一角度分布的能量可得到该角度的采集倾角响

应（acquisition dip response，ADR）。空间 x 处

倾角为 的 ADR 表示为（Chen and Xie, 2015） 

ˆ
( , ) ( , ) i

c
D R e d



 


  k x

k e
x x k k         (8) 

其中 ˆe 为沿 方向的单位矢量， c为任意常数，

R(x,k)为点弥散函数在波数k 域的谱。ADR 是一

个空间和角度的函数，其物理含义是：假设空间

x 处存在一个倾角为 的界面，在当前速度模型

和采集系统下该界面所能被照明的程度（能量覆

盖程度）。其综合了速度模型、观测系统和目标

结构三方面因素对地震照明的综合影响。若某角

度的 ADR 图在某处存在一个影区（弱照明区），

则在影区内该角度的界面将不能被较好照明，因

此该结构的成像质量差，表现为成像振幅弱、信

噪比低。利用 ADR 图可直观地展示和分析特定

角度结构的照明情况，为成像结果预估和通过照

明补偿提升成像质量提供了工具。 

图 3 展示了利用点弥散函数计算角度为
的 ADR 的过程。图 3a 为通过成像方法计算得到

的某点处空间域点弥散函数，假设在该点处存在

一个倾角为 的界面（图中黄线）。通过傅里叶

变换将空间域点弥散函数变换到波数域，得到其

振幅谱如图 3b 所示，图 3a 中倾角为的界面对

应的波数域谱为一条穿过波数原点的沿  角度

分布的线脉冲（图中黄线）。在振幅谱中提取沿

该角度分布的能量（如图 3c 所示），将提取的能

量积分即可得到该点处该角度的 ADR。在空间

逐点重复以上流程，可得到全模型中该角度的采

集倾角响应图。由于地震照明是空间的慢变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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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实际计算不必在模型的逐点进行。可采用较

为稀疏的网格获得格点所在位置的 ADR，通过

插值即可获得模型中空间所有点的 ADR。 

 

 

图3 利用点弥散函数计算采集倾角响应的流程。(a)空间域点弥散函数。(b)点弥散函数的波数域振幅谱。(c)沿倾角
提取的该角度照明能量分布。(d)对能量积分得到的该点处倾角为的采集倾角响应 

 
 

成像校正 
 

成像结果是具有一定畸变的结构，点弥散函

数包含了所有导致像产生畸变的因素。若从成像

结果中将点弥散函数去除，则可实现对成像结果

的校正，从而使校正过的像更加接近于真实结

构。原始成像结果是模型与点弥散函数的卷积，

通过将成像结果与点弥散函数进行反卷积处理，

可实现消除导致成像畸变的因素、校正成像结果

的目的。空间域反卷积等价于其各自波数域谱的

相除 

( ) ( ) ( )I I R k k k             (9) 

其中   I (k)和   R(k)分别为原始成像结果和点弥散

函数在波数域的谱，   I (k)为校正后的像在波数

域的谱，将   I (k)变换至空间域即得到校正后的

成像结果。成像校正的流程如下：1）选择合适

的窗函数对局部的原始成像结果和该点处对应

的点弥散函数进行采样；2）分别将采样后的局

部成像结果和点弥散函数变换到波数域，对两波

数域结果相除再变换到空间域，即得到校正后的

成像结果。3）将该流程在全空间重复操作即可

实现对全局成像结果的校正。 

 

数值算例 

 

本数值实验中所使用的震源均为主频 15 

Hz，延时 0.1 s 的 Ricker 子波。 

图 4 对比了利用 CDV 染色方法和 EPS 染色

算法计算所得的单个散射点的染色数据。计算使

用的模型为图 1a 的速度模型，炮点位于地表 3.0 

km 处，检波器位于地表所有格点，网格间距为

0.01 km，散射点位于水平 3.0 km，深度 2.0 km

处。图 4a 和 4b 分别为 CDV 和 EPS 染色方法计

算所得的染色数据，两方法所得到的数据具有相

同的形态但不同的数量级。为进一步对比两组数

据，抽取 3.0 km 处的单道数据并分别将其归一

化，结果分别如图 4c 和 4d 所示。图 4e 为两道

归一化的数据之差，结果表明两种方法计算所得

到的数据之差可忽略不计。因此可认为两种方法

计算所得的染色数据除数量级外波形与走时信

息相同，两种方法在计算染色波场与染色数据时

是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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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利用(a)CDV染色方法和(b)ESP染色方法计算所得

的点染色数据，散射点位于图1(a)模型中的水平3.0 km，

深度2.0 km处。炮点位于地表3.0 km处，检波器分布于

地表所有格点。图(c)和图(d)为分别为图(a)和图(b)中地

表3.0 km处归一化的单道数据记录。图(e)为图(c)和图(d)

的差 

 

图 5 展示的是复杂模型下利用染色算法计

算得到的点弥散函数。图 5a 为 SEG 盐丘模型，

其盐下成像质量一直是关注的重点和难点。检波

器位于炮点左侧，测线长度为 4.27 km，检波器

间隔为 0.024 km，炮点间隔为 0.049 km。利用

EPS 染色方法计算散射点的染色数据，散射点的

镶嵌密度为 0.1 km × 0.1 km，速度扰动为 10%。

通过对染色数据成像计算得到的空间域 PSF 如

图 5b 所示。为详细展示复杂模型下 PSF 的特征，

选取了几处有代表性位置的 PSF 的波数域振幅

谱展示在结果下方。不同位置的 PSF 波数域振幅

谱表现出不同的分布：对于非盐下区域，振幅谱

有角度范围较广的分布，这表明在该处各倾角方

向的结构均能被较好照明；而对于盐下区域，振

幅谱仅分布在较窄的角度范围内，这表明在当前

模型和观测系统下，仅能对盐下倾角分布在一较

小范围的结构有较好的照明，且盐下不同位置的

照明角度分布的范围也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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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a)SEG盐丘模型。(b)上图为空间域点弥散函数，点阵水平和垂直间隔均为0.1 km 

下图为所选位置点弥散函数对应的波数域振幅谱 

 

图 6 展示了盐丘模型不同角度的采集倾角

响应，其反映的是在当前模型和观测系统下对倾

角为不同角度的结构的照明情况。不同的角度有

不同的照明强度分布：在较为关注的盐下部分，

对于倾角为-15°的结构有较好的照明（如图 6a）；

而对于倾角为 45°的结构则存在明显的照明不足

（如图 6d）。这说明在该模型和观测系统下，对

于盐下倾角为-15°的结构有较好的“探测”能力而

对倾角为 45°的结构则探测能力较差。在模型中

该位置的结构恰好是倾角约 45°的断层结构，这

就是该结构成像质量之所以欠佳的原因。 

 

 
图6  SEG盐丘模型(a) -15°，(b) 15°，(c) -45°和(d) 45°的采集倾角响应。 

 

图 7 为利用点弥散函数与原始成像结果反

卷积进行成像校正的结果。图 7a 为盐丘模型的

原始深度域成像结果，红框为做局部成像校正的

采样窗。图 7b 从左至右依次为采样后得到的局

部原始成像结果、空间域点弥散函数、像的波数

域振幅谱、点弥散函数的波数域振幅谱和校正后

的成像结果。图 7c 为该局部成像校正流程在全

空间重复操作所得到的校正后的成像结果。结果

表明，校正后的成像结果各界面成像结果更加清

晰、盐下弱照明区域的像得到了校正，整体成像

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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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a) SEG盐丘模型深度域成像结果。(b)局部化成像校正流程，从左至右依次为经红色方形窗采样的

局部原始成像结果、空间域点弥散函数，像的波数域振幅谱、点弥散函数的波数域振幅谱和校正后的

成像结果。(c) 在空间各点重复图(b)所示流程所得的校正后的成像结果 

 

 

图 8 进一步比较了校正前后像的谱分析结

果。图中部展示的是 SEG 盐丘模型各反射界面

的位置，分别抽取了 5 处校正前后成像结果的垂

直剖面叠加在反射层模型上，其中红色为校正前

的原始成像结果，蓝色为反卷积校正后的成像结

果。为避免近地表成像脚印对结果展示的影响，

地表至深度 0.24km 处的剖面值被置为 0。从结

果可以看出，校正之后的像中低波数噪音得到了

较好的压制，尤其是浅层沉积层（如 11 km 处）。

校正前的层位信息被淹没在低频噪音中，而校正

后的结果反射层得到了较好的呈现。图上部五幅

图分别为五组垂直剖面的垂直波数域的振幅谱。

从结果可以看出，校正后的成像结果低波数能量

得到了较好的压制同时高波数能量被有效提高，

总体上能量分布向高波数转移。为进一步对比校

正前后的成像结果及其各自的波数域谱能量分

布，在成像结果中选取了两个如图中绿色虚线框

所示的区域，其中左侧区域为简单水平层状结

构，右侧区域为包含带有复杂边界盐丘的区域。

图下部两组图分别为成像结果中选取的两个区

域的校正前后成像结果及其对应的二维波数域

振幅谱。从结果可以看出，校正后的成像结果中，

盐丘边界和盐丘上部各水平层更加清晰，各界面

从低波数噪音中被“剥离”出来，这一点在二维波

数域谱结果中更为明显。对比两区域的校正前后

谱结果可以发现校正后的谱能量更多分布在高

波数部分。因此，一维和二维的谱分析结果均表

明，校正后的成像结果的成像分辨率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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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校正前后的成像结果及其对应波数域振幅谱的对比。中部为从原始和校正后的成像结果中提取的垂直剖面（红

色为原始成像结果，蓝色为校正后的成像结果）。上部为各垂直剖面所对应的垂直波数振幅谱。下部分别对应绿色虚

线方框区域的原始和校正后的成像结果及其各自对应的二维波数域振幅谱 

 

结论 

 

点弥散函数是描述模型中某点成像分辨率

的函数，其包含影响照明和成像分辨率的所有信

息。染色算法可对模型中的某一特定目标进行标

记，用来研究与该结构相关的波场与数据特征及

性质。本文利用镶嵌散射点染色方法计算得到单

点的染色数据，利用该染色数据通过成像的方法

计算该点处的点弥散函数并将其用于宽频带地

震照明与分辨率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镶嵌散射点染色方法与复空间速度染色

方法计算得到的归一化染色数据结果相同，前者

计算效率比后者提高一倍。 

2）与频率域方法仅在主频上计算照明和分

辨率信息相比，利用逆时偏移成像方法计算点弥

散函数进而进行照明和分辨率分析，其结果包含

了宽频带信息，更为全面地描述照明和分辨率特

性。 

3）通过对点弥散函数波数域信息的提取与

处理，可获得当前模型和采集系统下各角度的地

震照明信息。 

4）利用点弥散函数与原始深度域成像结果

进行反卷积处理，可对原始成像结果予以校正，

提高成像质量及成像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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