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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地表广泛分布的小尺度非均匀介质严重影响地震数据和成像质量．本文引入参数化的随机介质来描述近

地表非均匀介质；借助功率谱、相关长度、均方根扰动等随机统计特征量研究近地表非均匀介质层对地震波传播、

散射及成像的影响；通过成像过程的点弥散函数表述成像分辨率．利用数值方法建立模型的随机统计特征量与成

像分辨率特征量之间的关系，以定量或半定量的方式研究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数值计算结果表明，近地表非均匀介

质层的厚度、速度扰动的幅度以及非均匀体的尺度等都对地震数据质量和成像品质有明显的影响．以全数值方法

建立起关于近地表非均匀介质复杂性和地下成像质量之间的关系，有望成为研究近地表非均匀介质对地震数据采

集和成像分辨率影响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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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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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地震成像不但

依赖于高质量的地震数据和先进的地震偏移成像方

法，同时需要有高精度的偏移速度模型．近年来，虽

然地震采集方法和成像技术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在复杂地区勘探方面仍然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

问题．例如，在陆上勘探特别是中国西部，近地表经

常存在厚度大、分布广的小尺度非均质体地层，由其

产生的强散射波会造成严重成像困难．图１为一条

中国西部的地震剖面，其中部对应山前巨厚砾石堆

积区，由巨厚堆积砾石产生的强散射造成地震数据

信噪比极低．同时，缺乏生成小尺度速度模型的有

效手段，使得该区地震资料难以准确聚焦成像．上

述现象在陆上地震勘探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在地震

数据采集过程中，受到山地、黄土塬、沙漠及山前带

等复杂地表和地下结构的影响，采集到的数据信噪

比低，干扰类型复杂，给后续处理和解释工作带来极

大困难（夏竹等，２００３）．在复杂地表区的勘探方

面，几十年来地震勘探技术人员一直在和低信噪比

作斗争，并尝试过很多方法．例如２０世纪８０—９０

年代采用大组合接收、长排列观测方法，以及２１世

纪发展起来的宽线二维、宽线大组合、高密度宽线、

非纵观测和高密度采集等（唐东磊等，２０１４；Ｗ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都是为了压制或避开近地表强散射噪声

带来的影响．这些方法单独应用或者联合实施，在

图１　中国西部某山前带地震剖面

左侧地表类型为山地，中部为巨厚砾石堆积的山前带，右侧为比较平坦的戈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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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地质结构相对简单的地区取得了一些效果

（Ｎ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但在近地表非均匀介质巨厚

的山前带或结构复杂的山地区域一直未能取得成

功，甚至造成了一些勘探项目的失败．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尽管在地震勘探实践中

对上述现象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也认识到解决这

一问题的重要性，但迄今大多数研究都是从现场试

验入手，较少对这一现象进行定量研究．因此，发展

一种定量研究工具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从这一角度

出发，将整个过程所涉及的各种因素（例如：近地表

小尺度速度非均匀性的描述，散射噪声的形成，散射

现象对反射信号的衰减，以及它们对成像分辨率的

影响）纳入到数值模型中，试图发展一种基于地震成

像分辨率理论的定量研究方法．引入随机介质的概

念，应用统计学参数描述近地表小尺度非均匀性的

速度结构特征．引入点弥散函数（Ｐｏｉｎｔ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ＳＦ）及其相应的波数域振幅谱、相位谱

来定量评价成像质量．通过对相应模型的数值模拟

及偏移成像来实现对成像分辨率的描述和评价，从

而得到二者之间关系的定量或半定量的描述．以期

为分析和解决近地表散射现象对地震数据采集和成

像造成的困难提供一种研究工具．

２　随机速度模型和点弥散函数

为描述近地表小尺度速度起伏变化和成像分辨

率，这里引入随机速度模型和成像的点弥散函数．

２．１　小尺度速度起伏随机速度模型

对于小尺度非均匀介质的描述，广泛使用的方

法是将其视为随机介质，并通过少数统计学参数来

描述其特性．主要参数包括：随机谱类型、相关长度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ｎｇｔｈ）及均方根（ＲＭＳ）速度扰动等．

常用的随机谱函数类型包括高斯型（Ｇａｕｓｓｉａｎ）、指

数型（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和自相似型（ｓｅｌｆｓｉｍｉｌａｒ）等．随

机谱的类型及其相关长度确定了随机介质中非均匀

体的形态与分布．均方根速度扰动描述随机速度起

伏与背景速度之间的相对比例．选取适当的统计学

参数建立与野外非均匀性相适应的随机介质模型，

进而开展地震数值模拟的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研究

非均匀介质中的波传播问题．Ｆｒａｎｋｅｌ和 Ｃｌａｙｔｏｎ

（１９８６）利用有限差分方法研究了随机介质中的地震

波散射问题．Ｘｉｅ和Ｌａｙ（１９９４），Ｗｕ等（２０００）研究

了地壳中随机速度起伏对地震导波传播的影响．

Ｘｉｅ等（２００５ａ）以及 Ｈｅ等（２００８）研究了近地表小

尺度速度起伏和地形起伏对地震波激发和传播的影

响．Ｘｉｅ（２０１３）利用有限差分和慢度分析方法研究

了三维随机介质中地震波的传播和散射问题．奚先

和姚姚（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马灵伟等（２０１３）研究了二

维弹性和黏弹随机介质中的波场特征以及其在若干

勘探问题中的应用．徐涛等 （２００７）、刘永霞等

（２００７ａ，２００７ｂ）研究了随机介质中地震波传播的运

动学和动力学特征．韩颜颜等（２０１５）研究了随机介

质中波场的波前愈合效应．本文采用指数型随机谱

介质开展相关数值实验和研究．

２．２　地震成像分辨率和点弥散函数

地震成像是利用反射地震数据通过相干成像条

件重建地下结构图像的过程．成像分辨率是对这一

过程保真度的定量描述．点弥散函数是描述模型中

某点成像分辨率的函数，它通常是空间的函数，并包

含了影响成像分辨率的所有信息．Ｘｉｅ等（２００５ｂ，

２００６），Ｗｕ等（２００６）研究了点弥散函数与波数域照

明之间的关系．Ｘｉｅ等（２００５ｂ），Ｍａｏ和 Ｗｕ（２０１１），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ｎｏ等（２０１５）将点弥散函数用于提高成像分

辨率．Ｃａｏ（２０１３），Ｃｈｅｎ和Ｘｉｅ（２０１５）利用计算点

散射源成像的方法研究了采集系统在给定宏观模型

中的点弥散函数．高保真度成像要求成像波场具有

正确振幅和相位，否则会导致像的失真，因此研究成

像波场的振幅和相位可作为研究成像质量的出发

点．成像分辨率受观测系统几何分布、地震波频率

成分、上覆地层复杂性以及速度模型精度等诸多因

素影响．因此，利用数值方法计算成像过程的点弥散

函数，并通过修改影响成像分辨率的因素（如浅部速

度模型的参数等）观察其对成像结果的影响，可以定

量研究这些因素对成像分辨率和成像质量的影响．

由偏移方法所得到的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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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

位于空间狓处的成像结果可表示为该点的弥散函数

与模型的卷积（Ｘ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ｂ；Ｃａｏ，２０１３；Ｃｈｅｎ

ａｎｄＸｉｅ，２０１５）：

犐（狓）＝犚（狓）犿（狓）， （１）

其中犐（狓）为偏移所成的像，犿（狓）为速度模型扰动，

表示空间卷积，犚（狓）为成像系统的点弥散函数．

若成像系统不存在任何误差，则犚（狓）为δ函数．即

理想情况下所成的像完全反映地下结构．然而由于

前述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际的犚（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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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式的波数域表达式为

犐（犽）＝犚（犽）·犿（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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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犽为空间波数．犐（犽），犚（犽），犿（犽）分别为犐（狓），

犚（狓），犿（狓）在波数域的变换．如果用一个理想的点

散射体，即一个δ函数，来置换（１）式中的速度扰动

犿，则有

犐（狓）＝犚（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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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此为基础，用计算点散射源成像的方法得到点弥散

函数，从而研究近地表非均匀性造成的散射对地震

数据和成像的影响．具体计算方法可以使用Ｃｈｅｎ

和Ｊｉａ（２０１４）所提出的染色算法，或Ｃａｏ（２０１３）及

Ｃｈｅｎ和Ｘｉｅ（２０１５）所使用的散射计算方法．

３　随机速度层对地震数据和成像分辨

率的影响

３．１　随机速度层对地震数据的影响

为测试不同随机介质参数对数据采集及成像的

影响，采用如图２所示的速度模型计算在地表的合

成地震数据．模型宽１０ｋｍ，深５ｋｍ，网格尺度为

１０ｍ×１０ｍ．近地表处是一个具有小尺度随机速度

扰动的低速层，层内平均速度为２．０ｋｍ·ｓ－１．下部

为一个３．５ｋｍ·ｓ－１的均匀速度层．为方便起见，以

下称由两个均匀速度层组成的模型为背景速度模

图２　对含有浅部随机速度层模型进行计算的示意图

（ａ）为速度模型和采集系统示意图．炮点位于模型地表正中，检波器均匀分布在地表．目标散射点位于水平距离５．０ｋｍ，

深度２．０ｋｍ处．近地表处有一个由随机介质给出的浅部非均匀层，它可以有不同的厚度、随机谱类型和统计学参数．

（ｂ）和（ｃ）给出了不存在和存在浅部非均匀层情况下单炮记录的例子．

Ｆｉｇ．２　Ｃａｒｔｏｏ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ａｓｈａｌｌｏｗｒａｎｄｏｍｌａｙｅｒ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ｓｈａｌｌｏｗｒａｎｄｏｍ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ｌａｙｅｒ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ａｒｅｅｖｅｎ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ｓｉｎｇｌ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５．０ｋｍ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２．０ｋｍ．（ｂ）ａｎｄ（ｃ）Ｔｗｏ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ｓｆｒｏｍ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ａｙｅ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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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称带有小尺度随机速度扰动的模型为真实速度

模型．在水平距离５．０ｋｍ，深２．０ｋｍ处设置一个单

独散射点作为目标．震源采用主频为１５Ｈｚ的

Ｒｉｃｋｅｒ子波，炮点位于地表正中５．０ｋｍ处，检波器

分布于地表所有网格点．首先研究浅部复杂介质对

合成数据的影响．记录到的数据为由震源发出，经目

标点散射后的散射波．记录长度为３．５ｓ，采样间隔

为０．０１ｓ．为集中研究对深部成像的影响，来自震源

的直达波和来自浅层的直接散射波已从记录中切

除．当不存在浅部随机速度扰动时，合成数据具有明

确的初至且有光滑的双曲型同相轴（如图２ｂ所示）．

当存在随机速度扰动时，地震波两次穿过随机速度

层并在其中产生散射．合成数据的同相轴受到破坏

且带有显著的尾波（如图２ｃ所示）．给定不同的随

机模型参数来产生相应的合成数据，并研究随机模

型参数对合成数据特征的影响．图３为计算得到的

单炮记录．从左至右，第一列固定随机层厚度犺＝

０．８ｋｍ，相关长度犪狓＝犪狕＝４０ｍ，从上至下均方根

速度扰动分别为ＲＭＳ＝１０％，２０％，３０％；第二列固

定相关长度犪狓＝犪狕＝５０ｍ，均方根速度扰动ＲＭＳ＝

２０％，从上至下随机层厚度分别为犺＝０．２ｋｍ，０．４ｋｍ，

０．８ｋｍ；第三列固定随机层厚度犺＝０．８ｋｍ，均方根

速度扰动ＲＭＳ＝２０％，从上至下随机介质的相关长

度分别为犪狓＝犪狕＝５０ｍ，１００ｍ，２００ｍ．

图４为地表３．５ｋｍ处的单道地震记录．作为

参照，第一行列出了在背景介质中对散射点得到的

合成地震图，其余图形的排列顺序与图３相同．为便

于比较不同情况下的结果，所有波形进行了统一归

一．首先，在背景介质中产生的单炮记录主要由单

次散射波组成，具有清晰的初至震相和规则的同相

轴．相比之下，含有浅部非均匀层的模型中大量能

量通过散射过程由初至震相转入尾波．当散射增强

时，例如在第一列，均方根速度扰动由１０％变化到

３０％的过程中，或第二列中随机层的厚度由０．２ｋｍ

变化到０．８ｋｍ的过程中，随机层中的多次散射逐

渐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初至信号振幅显著衰减，能量

到达显著滞后，波形从单一脉冲变成一个波列．目

前的地震成像方法是基于Ｂｏｒｎ近似或单次散射的，

初至能量的衰减大大减少了信号中的有效成分．第

三列中，在层厚和均方根速度扰动不变的情况下，随

着相关长度由０．０５ｋｍ变化到０．２ｋｍ，振幅有显著

变化．这说明浅部小尺度非均匀性对波的影响不但

与速度起伏的强度有关，而且与非均匀性的尺度对

波长的比例有关．通常在犽犪＝１附近，其中犽是波

数，犪是相关尺度，波场与非均匀性之间具有某种

“谐振”效应，会增强非均匀性的影响．总体来说，散

射作用严重衰减了信号的振幅，特别是与成像直接

有关的单次散射波的振幅．

３．２　随机速度层对点弥散函数及其振幅谱和相位

谱的影响

以下利用不同的浅部随机模型来研究各随机参

数对点弥散函数的振幅谱和相位谱的影响．其中模

型设置、散射点位置、震源参数和检波器分布与前文

所用相同．震源分布在地表水平距离１～９ｋｍ，间

距为０．５ｋｍ．计算中，首先用给定模型产生合成数

据，然后利用逆时偏移方法对该数据进行偏移成像

来得到成像点的点弥散函数．作为第一组试验，浅

部随机速度层的厚度为犺＝０．８ｋｍ，相关长度犪狓＝

犪狕＝４０ｍ．首先利用真实速度模型来计算，即假设随

机层中所有小尺度的速度扰动均为已知．结果如图

５所示，从左至右为分别对应于 ＲＭＳ＝０％，１０％，

２０％和３０％的结果，其中ＲＭＳ＝０％表示在背景速

度模型中的结果．结果表明，如果已知准确的速度模

型，即使速度扰动较大，逆时偏移仍可获得一定的聚

焦．不过在速度扰动较大时，噪声较大．通过振幅

谱可以看到，散射作用大大降低了信号中能够用于

相干成像的成分．随着散射强度的增加，其影响逐渐

由高波数向低波数发展．从相位谱中也可以看到，

如果已知准确速度模型，逆时偏移仍能使谱域中大

部分信号的相位恢复到四分之一周期（即π／２）以

下，误差较小，这是聚焦的前提．

实际应用中很难通过速度扫描、层析成像或

波形反演等手段得到模型中精确的小尺度非均匀

性．此时仅能依赖所知的大尺度背景速度进行成

像．图６所示的结果在偏移时使用了背景速度（相

当于通常反演所能提供的速度）进行计算．对比图

５与图６可见，如果模型中缺失了小尺度非均匀性

的信息，点弥散函数的空间聚焦情况随速度扰动

增加而显著变差．其振幅谱随扰动增大而迅速失

去其高波数成分．相位谱变化更为明显．随着随机

速度扰动的增大，相位归位误差急剧增加，且高波

数成分被破坏程度大于低波数成分．当速度扰动

达ＲＭＳ＝２０％～３０％时，相位谱几乎完全失去了

一致性而呈现为在±π之间的无序状态（注意这里

相位谱的归一幅度扩大到±π，不同于图５）．振幅

谱的强烈衰减和相位谱的无序性使延拓到目标的

波场无法达到点弥散函数聚焦所需的稳相条件，

从而造成成像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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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在含有指数型随机速度层的模型中得到的单炮合成记录

从左至右，第一列具有不同的均方根速度扰动，分别为ＲＭＳ＝１０％，２０％，３０％；第二列具有不同的随机层厚度，分别为犺＝０．２ｋｍ，０．４ｋｍ，

０．８ｋｍ；第三列随机介质具有不同的相关长度，分别为犪狓＝犪狕＝５０ｍ，犪狓＝犪狕＝１００ｍ，犪狓＝犪狕＝２００ｍ．一个显著特征是两次通过随机介质

的单炮记录带有明显的振幅衰减和由散射形成的尾波．

Ｆｉｇ．３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ｓｆｒｏｍ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ｌａｙｅｒｓ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ｏｌｕｍ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ｓ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ｓｆｒｏｍｒａｎｄｏｍｌａｙｅｒｓｗｉｔｈＲＭ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ｏｆ１０％，２０％ａｎｄ３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ｌｕｍ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ｓ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ｓｆｒｏｍｒａｎｄｏｍｌａｙｅ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ｏｆ０．２ｋｍ，０．４ｋｍａｎｄ０．８ｋ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ｃｏｌｕｍ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ｓｆｒｏｍｒａｎｄｏｍｌａｙｅｒｓｗｉｔｈ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ｎｇｔｈｓｏｆ犪狓＝犪狕＝５０ｍ，１００ｍ，２００ｍ．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ｔｈ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

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ｓａｎ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ｃｏｄａｗａ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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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随机介质参数对地表地震波形的影响

图中所示为不同随机参数下地表３．５ｋｍ处接收到的合成地震记录．作为参照，第一行列出了在背景介质下得到的合成地震图，

其余图形的排列顺序与图３相同，所有波形进行了统一归一．

Ｆｉｇ．４　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ｆｒｏｍ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ｈａｌｌｏｗｒａｎｄｏｍｌａｙｅｒｓ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ａ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３．５ｋｍ．Ｆ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ｔｏｐｒｏｗａｒ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ｉｇｕｒｅｓａｒ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ｏｓｅｉｎＦｉｇ．３．Ａｌｌ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

ａ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ｉｎｔｈｅｔｏｐｒｏｗ．

　　图７进一步比较了在不同均方根速度扰动的情

况下点弥散函数在空间域和波数域的垂直剖面，可

以看出散射强度对不同波数振幅和相位的影响．由

图７第一行可以看到，在使用真实模型的情况下，与

散射强度有关的有效信号衰减会使点弥散函数的幅

度显著降低．在ＲＭＳ＝３０％的情况下其峰值振幅

仅为无散射情况下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所得到的结

果仍然是无偏的．在没有小尺度速度扰动信息因而

使用背景速度的情况下，不但振幅下降更为剧烈，而

且聚焦位置明显偏离正确位置．事实上，在ＲＭＳ＝

１０％的情况下振幅已经降到无散射情况下的３０％

左右．在ＲＭＳ＝２０％～３０％的情况下，有效振幅已

经变得非常微弱．实际上，目前结果是在完全不存

在其他噪声的情况下计算的，在有其他噪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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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利用真实速度模型成像得到的空间域和波数域点弥散函数

第一行为利用真实速度模型得到的空间域点弥散函数（假设所有小尺度速度扰动均为已知），第二行和第三行为其所对应的波数域的振

幅谱和相位谱，其中横坐标和纵坐标分别为水平和垂直波数．为显示细节，所有关于振幅的图是分别归一的，关于相位的图是按照±π／２

统一归一的，幅度由色标给出．模型参数列在顶部．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ｗａ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ｄｏｍａｉｎＰＳＦ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ｒｕ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ｒｏｗａｒｅｓｐａｃｅｄｏｍａｉｎｐｏｉｎｔ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ｒｕ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ａｓｓｕｍｉｎｇａｌｌ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ｋｎｏｗｎ）．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ｄｔｈｉｒｄｒｏｗｓａｒ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ｉｎｔｈｅｗａ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ｄｏｍａｉｎ．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ｘｅｓａｒ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ｗａ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

ｔｏ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ｉｒ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π／２．

下，如此之低的振幅必然淹没在噪声中以至于完全

不能成像．从振幅谱和相位谱中揭示出来的现象更

为明显．在图７第二行和第三行中，振幅谱统一用

无散射模型中的结果归一化，相位谱统一归一化到

±π．从中可以看到，对振幅谱而言，在真实模型和

背景模型中，散射强度均造成振幅谱的衰减．不过，

背景模型中的结果衰减更为严重，特别是对高波数

（即中短波长）而言，在 ＲＭＳ＝２０％～３０％的情况

下，中短波长的有效信息几乎已消失殆尽．从相位

谱中可以看到，在使用真实速度模型的前提下，可以

在比较广泛的波数范围内维持较小的相位误差，有

利于成像．在没有小尺度速度扰动信息因而使用背

景速度的情况下，浅部随机层中较小的均方根速度

扰动即可产生严重的相位误差．从图中可以看到，

在大部分情况下相位误差已远远超过±π，并由于

ｐｈａｓｅｗｒａｐｐｉｎｇ的原因表现为震荡状态．为定量体

现浅部速度扰动与成像相位误差之间的关系，统计

在不同速度扰动情况下的相位误差．因为相位误差

的均值为零，我们直接在图５和图６的相位谱中测

量均方根相位误差．所得结果如图８所示．从中可

以看到，在已知真实速度模型的情况下，即使具有较

大的速度扰动，相位仍能保持较小的误差．相反，如

果缺失模型中的小尺度信息，相位误差随着浅层速

度扰动的增大而迅速增大．地震成像依赖于ｚｅｒｏ

ｐｈａｓｅ成像条件．通常，相位误差小于四分之一周期

（即π／２）不同谐波成分尚可相干叠加，超过这一极

限即不能成像．从图８的统计结果看，如果缺失小

尺度模型信息，在二维模型，图２所示采集系统及所

用随机参数情况下，均方根速度扰动为５％时，产生

的相位误差比较小．均方根速度扰动为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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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利用背景速度模型成像得到的空间域和波数域点弥散函数

第一行为利用背景速度模型（即假设不知道小尺度速度扰动的情况下）得到的空间域点弥散函数，第二行和第三行为其所对应的波数域

的振幅谱和相位谱，其中横坐标和纵坐标分别为水平和垂直波数，为显示细节，所有关于振幅的图是分别归一的，关于相位的图是按照

±π统一归一的，幅度由色标给出．模型参数列在顶部．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ｗａ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ｄｏｍａｉｎＰＳＦ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Ｆｉｇ．５，ｅｘｃｅｐ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ｄｅｌ（ａｓｓｕｍｉｎｇ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ｕｎｋｎｏｗｎ）．Ｔｈｅｓｐａｃｅ

ｄｏｍａｉｎＰＳＦｓａｎｄ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ｔｏ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ｉｒ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π．

时，相位误差迅速增加．由于ｐｈａｓｅｗｒａｐｐｉｎｇ的原

因，实测相位值限于±π之间．均方根速度扰动超

过２０％后，均方根相位误差趋于饱和状态并达到一

个稳定值．注意，图８所反映的是总体相位误差，没

有区分信号波长．实际上，速度误差直接影响到的

物理量是地震波走时．在给定走时误差的情况下，

高频波的相位会受到更大的影响．从图６的振幅谱

和相位谱中都可以看到，浅部速度误差的影响首先

使高波数（短波长）部分进入无序状态，并随着散射

强度的增加逐渐侵蚀低波数部分．因此，浅部小尺度

速度误差首先会影响到对细小结构的成像能力．随

着速度误差的加大，逐步失去对一般结构的成像能

力．从另一个角度说，低频信号抗散射的能力相对

比较强．因此，在浅部散射干扰比较严重的地区，适

当拓展低频信号成分或增加低频信号强度对保留一

定的大尺度成像能力是有利的．

３．３　浅部随机速度层对地下结构成像产生的影响

为检验具有不同参数的浅部随机速度层对地震

成像的影响，我们用修改后的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速度模型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１）进行数值成像实验．通过对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顶部０．５ｋｍ深度范围内的地层进

行随机速度扰动的方式建立一个浅部随机层．随机

函数的相关尺度为犪狓＝犪狓＝４０ｍ．采用改变其均方

根扰动幅度的方式检验散射强度对成像结果的影

响．所用震源为主频１５Ｈｚ的 Ｒｉｃｋｅｒ子波．图９ａ

为原始的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图９ｂ为经过修改含有浅

部随机层的模型．图１０所示为假设浅部小尺度随

机速度已知的情况下用真实速度模型进行偏移所得

成像结果．其中图１０ａ为无浅部随机层（即ＲＭＳ＝

０％）情况下的结果．图１０ｂ—１０ｄ分别为浅部存在

１０％，２０％和３０％均方根速度扰动随机层的成像结

果．从中可以看到，即使存在随机速度层，如果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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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浅部随机层对点弥散函数形态造成的影响

从上至下第一行为点弥散函数的垂直剖面，第二行为振幅谱的垂直剖面，第三行为相位谱的垂直剖面．

左侧为已知小尺度速度扰动并用真实速度模型得到的结果，右侧为用背景速度模型得到的结果．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ａｙｅｒｏｎＰＳＦｓ

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ｔｏｐ，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ｂｏｔｔｏｍｒｏｗｓａｒ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ＳＦｓ，ｔｈｅｉｒ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ｅｆｔｃｏｌｕｍｎｓａ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ｒｕ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ｃｏｌｕｍｎｓａ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其精确速度结构并以此作为偏移速度模型，仍能够

得到较好的成像结果，但幅度受到一定影响并有较

高的噪声，成像质量随散射强度的增加而降低．图

１１所示为缺少小尺度速度扰动信息而用背景速度，

即图９ａ所示的原始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速度模型进行偏移

成像的结果．作为比较，图１１ａ为模型中不存在扰

动（即ＲＭＳ＝０％）情况下的结果．从图１１ｂ中可以

看到，当ＲＭＳ＝１０％时尚能得到一些强反射面的成

像．当均方根速度扰动进一步提高到２０％～３０％

时，结果完全被噪声所掩盖．因此，在完全没有关于

浅部随机层内小尺度速度扰动的信息而只能用层中

平均速度进行成像的情况下，成像质量会受到严重

影响，以至于完全不能成像．这与图１所示的中国

西部地区的勘探实践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图８所示

的分析结果所支持．

４　讨论和认识

复杂区近地表常常存在小尺度的非均质地层，

它对采集高质量地震数据造成巨大困难，并进而影

响地震成像质量．其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首先，近

地表非均质地层的存在使得深部有效反射信号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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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浅部随机层中速度扰动对点弥散函数

相位谱的影响

纵坐标为点弥散函数相位误差（偏离零值）的均方根统计，横坐

标为浅部随机层中的均方根速度扰动．空心圆为在真实模型中

得到的结果，方块为在缺失小尺度信息的背景模型中得到的结果．

Ｆｉｇ．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ｓｈａｌｌｏｗｒａｎｄｏｍ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ｌａｙｅｒ

ｏｎｔｈｅｐｈａｓ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ａ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ＳＦ

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ｘｉｓｉｓｔｈｅＲＭ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ｒａｎｄｏｍ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ｘｉｓｉｓｔｈｅＲＭＳｐｈａｓｅ

ｅｒｒｏｒ（ｂｉａｓｅｓｆｒｏｍｚｅｒｏ）ｏｆｔｈｅＰＳＦ．Ｏｐｅｎ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ｔｒｕ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ｅｘａｃｔｒａｎｄｏｍ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ｓｑｕａｒｅｓ

ａ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量严重衰减，同时小尺度的非均匀体产生大量强散

射噪声，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地震数据的信噪比．其

次，缺乏准确的小尺度速度模型会造成地震波走时

或相位误差，从而影响地震波的聚焦成像．小尺度

速度起伏具有随机介质的特点和性质，可以借助随

机介质的表述特征来研究近地表非均匀层对地震波

传播、散射、成像等的影响．点弥散函数及其波数域

振幅谱和相位谱包含了关于地震波成像过程分辨率

的充分信息，提供了研究复杂介质中成像质量的较

为定量的描述方法，二者结合构成了本文所提出的

方法．

数值计算结果表明，近地表随机层的厚度、速度

扰动的幅度以及非均匀体的尺度等都会对数据采集

和成像品质产生影响．在给定随机介质参数的情况

下，随机层厚度的增加会使成像结果变差．而在给

定层厚和相关长度的情况下，成像品质随着随机介

质速度扰动的增加而变差．随机介质相关长度对成

像结果的影响比较复杂，散射作用通常在犽犪＝１附

近更为强烈，但对宽频带信号成像的影响尚有待进

一步的分析．研究发现，在存在近地表非均匀层的

情况下，如果能够获得层内精确的速度模型，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改善地下地质结构的成像，只是成像的

精度会受到一定影响．如果完全不能获得准确的速

度模型，成像会变得十分困难．这提示我们，在速度

建模过程中适当提高对近地表中、小尺度速度变化

的补偿 （例如联合实施浅部速度反演，基于波动方

程的高精度静校正，及地形改正等），有可能改善成

像质量．此外，散射作用对高频信号的影响更为显

著．适当降低信号主频也有助于提高成像质量．本文

提出的方法有可能为评价这些手段提供客观的检验

标准．

图９　用于数值计算的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

（ａ）原始的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ｂ）修改后的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在原有模型顶部０．５ｋｍ厚的一层中叠加了小尺度速度扰动．

Ｆｉｇ．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

（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ｂ）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Ｒａｎｄｏｍ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ｒ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ｔｏｔｈｅｔｏｐ０．５ｋｍ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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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假设已知浅部小尺度随机速度扰动情况下用真实速度模型得到的成像结果

（ａ）为在原始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中得到的结果．（ｂ）—（ｄ）为在修改后的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中得到的成像结果，

相应的均方根速度扰动分别为１０％，２０％和３０％．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ｄｅｐｔｈｉｍａｇ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ｒｕ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ａｓｓｕｍｉｎｇ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ｋｎｏｗｎ）

（ａ）Ｂｏｔｈ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ｂ）—（ｄ）Ａｌ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ｓ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ＲＭ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１０％，２０％ａｎｄ３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５　结论

在复杂的陆上勘探地区，近地表存在的小尺度

非均质体会产生大量散射波，给地震数据采集和成

像造成困难，是影响地震勘探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提出一种研究浅部小尺度速度扰动对地震数据

采集以及地震成像影响的分析方法．通常对速度模

型的描述方法适用于宏观大尺度速度模型或等效速

度模型，不适用于小尺度变化的非均匀速度模型．

本文提出用参数化的随机介质来描述近地表小尺度

非均匀介质的速度结构，同时引入成像过程的点弥

散函数来表述成像分辨率，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建立

随机速度统计量与成像分辨率特征量之间的关系，

从而建立了一种以定量或半定量的方式研究近地表

小尺度速度扰动对地震成像质量影响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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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缺少浅部小尺度速度扰动信息情况下用背景速度模型得到的成像结果

（ａ）为在原始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中得到的结果．（ｂ）—（ｄ）为用修改后的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产生数据但使用原始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成像得到的结果，

相应的均方根速度扰动分别为１０％，２０％和３０％．

Ｆｉｇ．１１　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ｄｅｐｔｈｉｍａｇ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ｔｏｐｒａｎｄｏｍｌａｙｅｒ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ｕｎｋｎｏｗｎ）

（ａ）Ｉ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ｂ）—（ｄ）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ａ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ｏ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ｔｈＲＭＳ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１０％，２０％ａｎｄ３０％，ｂｕｔ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

一方面，该方法对小尺度模型及成像精度进行了适

当的抽象，从而简化了对复杂问题的表述；另一方

面，以全数值的方法建立起关于近地表介质复杂性

和地下成像质量之间的关系，所得到的方法具有广

泛的适应性，有望成为研究近地表强散射对地震数

据采集和成像质量影响的有效工具．目前的结果仅

是初步的，进一步的工作可以考虑随机参数随深度

变化的介质、弹性介质以及地表自由面起伏所造成

的影响，同时可以利用这一方法作为工具探索克服

近地表随机层干扰的新技术、新方法等．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Ａ，ＢｏｕｒｇｅｔＭ，ＬａｉｌｌｙＰ，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

４７７１



　５期 陈波等：通过地震成像分辨率研究近地表复杂介质散射对成像质量的影响

ａｎｄｄａｔａ．∥ Ｔｈｅ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５１６．

Ｃａｏ Ｊ． ２０１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ｉｎ ３Ｄ ｄｉｐａｚｉｍｕｔｈ ｄｏｍａｉｎ．∥ ８３ｒ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ＥＧ，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３９３１３９３６．

ＣｈｅｎＢ，ＪｉａＸＦ．２０１４．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７９（４）：Ｓ１２１Ｓ１２９．

ＣｈｅｎＢ，ＸｉｅＸＢ．２０１５．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 ８５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ＥＧ，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４２２７４２３１．

ＦｒａｎｋｅｌＡ，ＣｌａｙｔｏｎＲ Ｗ．１９８６．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ｏｒ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ｅｉｓｍｉｃ ｗａｖ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９１（Ｂ６）：

６４６５６４８９．

ＨａｎＹＹ，ＺｈａｎｇＺＪ，Ｌｉａｎｇ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ｈｅａ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ｍｅｄｉａ

ｕｓｉｎｇａ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ｍｅｔｈｏｄ．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８（２）：６４３６５５，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５０２２５．

ＨｅＹ，ＸｉｅＸＢ，ＬａｙＴ．２００８．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ｅｒｇｙ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ｇｗａｖｅ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犅狌犾犾．犛犲犻狊犿．犛狅犮．犃犿．，９８（２）：７７８７９２．

ＬｉｕＹ Ｘ，ＸｕＣ Ｍ，ＮｉｎｇＪＲ．２００７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ｍｅｄｉａ．

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０（３）：８３０８３６．

ＬｉｕＹ Ｘ，Ｘｕ Ｔ，Ｚｈａｏ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ｂ．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ｓｅｌｆ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ｍｅｄｉｕｍ．犆犺犻狀犲狊犲 犑．

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０（１）：２２１２３２．

ＭａＬＷ，ＧｕＨ Ｍ，ＺｈａｏＹ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ｄｇｅｒｅｅ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ｗｉｔｈｒａｎｄｏｍｍｅｄｉａ

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犗犻犾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８（４）：５８３５９０．

ＭａｏＪ，ＷｕＲＳ．２０１１．Ｆａｓｔｉｍａｇ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ｐａｎｇｌｅ

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８１ｓｔ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ＥＧ，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３２０１３２０４．

ＮｉｎｇＨ Ｘ，ＷｕＹ Ｇ，ＴａｎｇＤ 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Ａ３Ｄ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 ａ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Ｑａｉｄａｍｂａｓｉｎ．∥７６ｔｈＥＡＧ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ＥＡＧＥ．

ＴａｎｇＤＬ，ＣａｉＸ Ｗ，ＨｅＹ Ｑ，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ａｒｒａｙｓｆｏｒ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犗犻犾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４９（６）：１０３４１０３８．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ｎｏＡ，ＬｕＳ，Ｃｈｅｍｉｎｇｕ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ｂｙｗａｖ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７７ｔｈＥＡＧ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ＥＡＧＥ．

ＷｕＲＳ，ＪｉｎＳ，ＸｉｅＸ Ｂ．２０００．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ｃｒｕｓｔａｌ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ｓｕｓ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ｏｒｓ．ＩＳＨ ｗａｖｅｓ．犅狌犾犾．犛犲犻狊犿．犛狅犮．犃犿．，９０（２）：

４０１４１３．

ＷｕＲＳ，ＸｉｅＸＢ，Ｆｅｈｌｅｒ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 ６８ｔｈ ＥＡＧ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ＵＲＯＰＥＣ．ＳＰＥ，ＥＡＧＥ．

ＷｕＹＧ，ＮｉｎｇＨＸ，ＷａｎｇＨ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ｗｉｄｅ

ｌｉｎｅａｎｄｇｅｏｐｈｏｎ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ｒｒａ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ｉｎ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ＹｉｎｇＸｉｏｎｇｌ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Ｑａｉｄａｍｂａｓｉｎ．

　　∥８２ｎｄ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ＥＧ，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１５．

ＸｉＸ，Ｙａｏ Ｙ．２００４ａ．Ｔｈｅ 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２Ｄ

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ａｎｄｏｍ ｍｅｄｉｕｍ．犗犻犾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９（４）：３８１３８７．

ＸｉＸ，ＹａｏＹ．２００４ｂ．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２Ｄｅｌａｓｔｉｃ

ｒａｎｄｏｍｍｅｄｉｕｍ．犗犻犾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９

（６）：６７９６８５．

ＸｉａＺ，ＺｈａｎｇＳＨ，ＷａｎｇＸＪ．２００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ｎｅ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ｒｅａ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犗犻犾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３８（４）：４１４４２４．

ＸｉｅＸＢ，ＬａｙＴ．１９９４．Ｔｈ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ｇｗａｖｅｓｂｙ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ａ

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犅狌犾犾．犛犲犻狊犿．犛狅犮．犃犿．，８４（２）：

３２４３４２．

ＸｉｅＸＢ，ＧｅＺ，ＬａｙＴ．２００５ａ．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ｅｒｇｙ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ｇｗａｖ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ａ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ｌｕｓ

ｓｌｏｗｎ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犅狌犾犾．犛犲犻狊犿．犛狅犮．犃犿．，９５（６）：

２４１２２４２７．

ＸｉｅＸＢ，ＷｕＲＳ，Ｆｅｈｌｅｒ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ｂ．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 ｗａｖ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７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ＥＧ，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１８６２１８６５．

ＸｉｅＸＢ，ＪｉｎＳ Ｗ，ＷｕＲＳ．２００６．Ｗａｖ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７１（５）：Ｓ１６９Ｓ１７７．

ＸｉｅＸＢ．２０１３．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３Ｄｒａｎｄｏｍ ｍｅｄｉａ：Ａ

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ｌｏｗｎｅｓｓ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８３ｒｄ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ＥＧ，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３４２８３４３１．

ＸｕＴ，ＮｉｎｇＪＲ，ＬｉｕＣＣ，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ｕｐ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ａｎｄ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０（４）：１１７４１１８１．

附中文参考文献

韩颜颜，张忠杰，梁锴等．２０１５．基于非均匀化多尺度方法的自组

织介质波前愈合效应波场模拟．地球物理学报，５８（２）：６４３

６５５，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ｃｊｇ２０１５０２２５．

刘永霞，徐春明，宁俊瑞．２００７ａ．不同模式自组织介质中声波传播

特性的比较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５０（３）：８３０８３６．

刘永霞，徐涛，赵兵等．２００７ｂ．自相似型各向异性自组织介质中地

震波场动力学响应．地球物理学报，５０（１）：２２１２３２．

马灵伟，顾汉明，赵迎月等．２０１３．应用随机介质正演模拟刻画深

水区台缘礁碳酸盐岩储层．石油地球物理勘探，４８（４）：５８３

５９０．

唐东磊，蔡锡伟，何永清等．２０１４．面向叠前偏移的炮检组合方法．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４９（６）：１０３４１０３８．

奚先，姚姚．２００４ａ．二维黏弹性随机介质中的波场特征．石油地球

物理勘探，３９（４）：３８１３８７．

奚先，姚姚．２００４ｂ．二维弹性随机介质中的波场特征．石油地球物

理勘探，３９（６）：６７９６８５．

夏竹，张少华，王学军．２００３．中国西部复杂地区近地表特征与表

层结构探讨．石油地球物理勘探，３８（４）：４１４４２４．

徐涛，宁俊瑞，刘春成等．２００７．地球介质自组织性对地震波走时

和振幅的影响．地球物理学报，５０（４）：１１７４１１８１．

（本文编辑　何燕）

５７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