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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宽线地震是一种介于二维与三维之间的方法。本文从理论和数值实验两方面对宽线地震方法进行研

究：先给出单频和宽带信号下宽线采集系统对来自地下不同方向地震信号的响应函数，计算得到不同采集参数

对响应函数的影响；为模拟宽线地震数据采集及处理过程，针对三维速度模型运用全波方法产生窄方位三维数

据，经宽线方法叠加后做二维逆时偏移成像；在模型中设置水平反射面、倾斜反射面及浅部小尺度非均匀层，模

拟对侧向反射信号和近地表散射干扰的压制作用；充分利用数值模拟方法的高度灵活性，在很大范围内改变速

度结构和宽线采集参数，得到不同采集组合对噪声压制及成像质量的影响；重点剖析了线距、线数、孔径、信号

频率等参数增强有效信号、压制侧向干扰及浅部散射噪声的机理。理论及数值模拟结果表明，１２０～２００ｍ孔

径、３～５线的宽线接收系统最有利于压制侧向干扰，这为更高效地利用宽线地震方法提供了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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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宽线地震是一种介于二维与三维之间的过渡方

法。它实施一种非常窄方位的三维数据采集，然后

对记录在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进行叠加处理，从而得到一

条二维记录并用于二维成像。相比于常规二维地震

方法，宽线叠加过程可增强来自剖面内的反射信号，

同时压制来自剖面外倾斜反射面的侧向干扰信号，

因此在复杂构造区可得到比常规二维地震方法更高

的成像质量。另一方面，宽线地震在观测中使用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多个接收点的叠加输出，其本身相当

于一种接收点的组合叠加，且由于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的

孔径通常大于常规单线采集中的接收点组合尺度，

对复杂地区普遍存在的浅层小尺度非均匀体产生的

散射噪声往往具有更好的压制作用。这使它在浅部

强散射发育地区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宽线地震勘探方法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ＣＧＧ

公司的 Ｍｉｃｈｏｎ
［１］提出的，之后，快速转入了三维地

震勘探，宽线地震方法并未获得深入研究和广泛应

用。由于中国陆上地震勘探常见复杂地下结构和极

端崎岖的地表环境，这类地区开展的二维地震勘探

通常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而三维地震勘探则

存在复杂地形下工效低、成本高的缺点，因而此期间

宽线地震勘探技术在中国陆上勘探实践中取得长足

发展，并在西部低信噪比地区的前期勘探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业界一直在探索将宽线地震勘探方法应用于复

杂探区的可行性，并已取得一些成功经验［２１２］；还

分别从采集施工、数据处理及成像等环节进一步研

讨了复杂探区宽线方法的优越性［１３１６］。然而，对于

宽线方法本身尚欠深入研究。

包吉山［１７］、梁世华等［１８］早期仅对现场宽线数据

直接进行叠加解释。近年来，吕公河［１９］通过实际数

据对比研究了宽线采集参数对系统噪声压制能力的

影响。陈茂根等［２０］利用多缆和多震源线的海上地

震数据做了多种数据组合和多种成像方法的实验，

包括对单线、宽线和三维数据体进行了二维和三维

叠前偏移处理。这些工作都是针对实际原始数据进

行的。虽然对采集系统参数与成像质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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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研究，但实际勘探中地下情况是未知的，从中

难以得到明确的因果关系。

本文将从宽线方法的理论响应和数值实验两方

面进行研究。为此，利用三维数值模拟产生宽线数

据，在模型中引入倾斜反射面模拟侧向反射、引入随

机速度层模拟浅部小尺度非均匀层中的散射现象，

侧重研究宽线方法对这些干扰的压制作用。充分利

用数值模拟方法的高度灵活性，最大限度地模拟实

际宽线数据的采集、处理和成像过程。根据研究目

的在大范围内系统性地改变速度模型结构、采集参

数和数据处理方法，并研究它们与噪声压制及成像

质量的内在联系，从而为更高效地使用宽线地震方

法提供依据。

１　宽线采集系统的响应函数

在宽线方法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多种不同的

处理方法。针对叠后偏移、叠前偏移及时间偏移、深

度偏移等，相应的叠加方式也不尽相同。本文讨论

宽线叠前深度偏移。目前相应处理过程是在Ｃｒｏｓｓ

ｌｉｎｅ方向使用单一面元进行叠加形成二维道集后再

做偏移成像计算，或直接将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各道信

号叠加形成二维宽线叠加炮集后施行偏移成像。

由于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的实际炮检距极小，两种方法

的结果基本相同。陈茂根等［２０］在实际数据处理中

将各条测线数据分别做二维叠前偏移，再叠加成像

结果，与直接将记录数据沿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叠加再

做一次二维成像所得结果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基本

相同。早期亦曾探讨过先在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做倾角

扫描，然后在考虑倾角的情况下做叠加。这种方法

虽能改善反射信号强度，但同时也使宽线方法失去

了对侧向反射的压制能力。因此，本文采用对窄方

位角三维数据沿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直接进行无延迟叠

加，而在Ｉｎｌｉｎｅ方向维持不变的方式产生二维数

据。以下分析宽线采集系统对地下不同方向入射

波的响应函数。

叠加一组接收点的输出可增强来自某些特定方

向的信号，压制其他方向的信号，从而改变采集系统

对不同入射方向来波的响应［２１］。本文将这种方向

选择性定义为采集系统的方向响应函数。这与雷

达、声纳、超声等领域所用的信号处理方式类似。在

地震学中相应的是地震台阵处理技术［２２］，类似的方

法也被用于研究地震信号的角度域分解等［２３２４］。采

用将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的若干接收点的输出信号以零

时移方式直接叠加形成宽线数据，以加强来自垂直

方向的信号。这相当于上述理论的特殊形式，即将

接收矩阵的最灵敏方向对准垂直方向。

图１所示的宽线采集系统几何示意图中，狓和

狔轴分别沿Ｉｎｌｉｎｅ和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狕轴向上，黑色

点为排列在地表的接收点。由于宽线数据是由沿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的数据叠加形成的，因此接收点矩阵

沿该方向的排列方式对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分别称

与此有关的参数为线间距犱、接收线数狀，并将狑＝

犱×狀定义为接收点矩阵在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的孔径。

波由下方入射到接收点矩阵。狆＝犲θ／狏为波慢度矢

量，波沿狆方向传播并入射到接收点矩阵，狏为采

集系统下方的平均波速，犲θ是沿波传播方向上的单

位矢量；θ＝（θ，）是波的入射角向量，其中θ是入

射角，沿垂直方向入射角为０°，为方位角，沿Ｉｎ

ｌｉｎｅ方向方位角为０°。分别讨论简谐波入射和宽带

信号入射情况下的响应函数。

图１　宽线采集示意图

１．１　简谐波响应函数

当入射波为简谐平面波狌（ω）ｅ
ｉω狆·狉时，对所有接

收点记录的信号进行无相移叠加可得到对不同方向

入射波的响应函数为

犚（ω，狆）＝∑
狉犻

狌（ω）ｅ
ｉω狆·（狉犻－狉０［ ］） （１）

式中：狌（ω）为简谐波振幅；ω是角频率；狉犻 是第犻

个检波器位置；狉０ 是叠加参考点位置，如多个接收

道中间位置；“·”表示点乘。求和对选定的一组接

收点进行。对于宽线地震采集，通常选定沿Ｃｒｏｓｓ

ｌｉｎｅ方向接收点做叠加，此时叠加只对狉犻 属于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的接收点进行，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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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具有不同参数的宽线采集系统对单频响

应函数的影响，计算具有不同孔径狑和不同接收线

数狀的采集系统对不同频率简谐波入射情况下的响

应函数（图２）。图２ａ、图２ｂ、图２ｃ分别对应固定其

余两个参数时不同主频（１０、１５、２０、２５和３０Ｈｚ）、不

同孔径（４０、８０、１２０、１６０和２００ｍ）、不同接收线数

（２、４、６、８和１０）情况下的响应结果。由于宽线采集

系统对水平排列接收点获得的信号进行零相移叠

加，角度响应的主瓣指向下方，其宽度表示角度相应

的尖锐程度。最大灵敏度指向垂直方向，对来自剖

面两侧的信号有较强压制作用。这正是宽线地震采

集方法所追求的。

图２　宽线采集系统对不同入射信号的角度响应函数

（ａ）狀＝４，狑＝１６０ｍ，犳变化；（ｂ）狀＝４，犳＝２０Ｈｚ，狑变化；（ｃ）狑＝１６０ｍ，犳＝２０Ｈｚ，狀变化

黑线为单频简谐信号响应；彩色线为宽带信号响应，相应频率为子波主频，其中红色为绝对振幅、蓝色为均方根振幅；张角对应于入射角θ

１．２　宽带信号的响应函数

利用式（１）计算单频信号的响应相当于对无穷

长的信号进行叠加，而地震勘探中更为关注的是宽

带瞬变信号。它一般具有有限的持续时间并混合了

不同的频率成分，因此其响应函数与单频信号有一

定的差别。对来自狆方向的入射波狌（狋－狆·狉）在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进行叠加

狌′（狋，狆）＝∑
狉犻

狌［狋－狆·（狉犻－狉０）］ （２）

即可得宽线采集系统的输出波形狌′（狋）。

对不同宽线采集参数和不同主频的宽带信号叠

加得到的输出波形如图３所示。计算中所用的宽带

信号是主频为犳的雷克子波，入射角范围是０°～

８０°。图３ａ、图３ｂ、图３ｃ分别对应固定其余两个参

数时不同主频（１０、１５、２０、２５和３０Ｈｚ）、不同孔径

（４０、８０、１２０、１６０和２００ｍ）、不同接收线数（２、４、６、８

和１０）情况下的响应结果。对比各图可见：垂直入

射波具有最大振幅且波形保持不变；随着入射角增

大，振幅受到压制，波形趋向于复杂，尤其是较高频

率信号；对于水平侧向来的波，波形最复杂，振幅压

制效果较差，特别是在接收线数不足时，此现象更为

明显。

测量叠加波形狌′（狋）的振幅随角度变化可得到

宽线采集系统对接收角度的响应。采用绝对振幅

和均方根振幅两种计算方法，前者强调叠加后信号

的最大振幅，更适用于脉冲型信号；后者强调叠加

后波包的总能量，包括波列延长带来的影响，更适

用于连续波列型信号。实际地震信号大致处于两

者之间。例如，来自地表小尺度散射的噪声更接近

波列，而来自深部反射面的信号更接近脉冲信号。

计算所得宽带信号角度响应函数叠加在图２中的

单频结果可供比较。其中红色线条源自绝对振幅

测量，蓝色线条源自均方根振幅测量。比较单频结

果与宽带结果可知，两种结果所得主瓣形态较接

近，但旁瓣形态有较大差别。这主要缘于宽带信号

中含有较多主频之上的高频成分。这一点在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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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根振幅计算响应时尤为明显，因为它考虑了波形

畸变等产生的影响。

结合计算结果分析各参数与响应函数之间的关

系。首先，无论对单频还是宽带信号，接收孔径与波

长之比狑／λ对响应函数的方向选择性起支配作用。

该比值越大，方向选择性越好，主瓣越尖锐。如在

图２ｂ中，叠加孔径越大，响应函数主瓣越尖锐。由

于波长λ＝狏／犳，则高频波具有更短的波长，这同样

会增大狑／λ的值。从图２ａ可见，提高频率同样会

使角度响应更尖锐。另一方面，在给定孔径情况下，

波长与线间距之比λ／犱控制着旁瓣的产生。该比值

越小旁瓣就越严重，这缘于角度假频（Ａｌｉａｓｉｎｇ）。

如图２ｃ中两线接收时具有最大的线间距，因此旁瓣

最为严重。类似地，在频率较高（图２ａ右侧）或孔径

较大（图２ｂ右侧）情况下，λ／犱均会减小，使大角度

旁瓣较强。

图３　不同宽线采集参数对具有不同主频及不同入射角的宽带信号叠加所得波形

（ａ）狀＝４，狑＝１６０ｍ，犳变化；（ｂ）狀＝４，犳＝２０Ｈｚ，狑变化；（ｃ）狑＝１６０ｍ，犳＝２０Ｈｚ，狀变化

　　上述现象不利于压制由浅层散射产生的面波

类型噪声，因为它们是近于水平方向传播，且面波

波长通常小于体波波长。由图２ｃ可见，增加接收

线数可有效改善这一问题。考虑到性能与成本之

间的平衡，３～５线一般应可满足需要。注意：孔径

狑、线间距犱（或接收线数狀）、波长λ（或频率犳）及近

地表一个波长范围内的速度狏是共同作用于系统

响应函数上的，其中又以狑／λ和λ／犱两个比值更为

重要。在确定宽线采集系统特性时须综合考虑这

些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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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宽线采集的数值模拟

宽线地震采集得到的是窄方位三维数据，经叠

加后形成一个合成二维数据，用于成像。为此，分别

建立２．５维速度模型、三维速度模型，以及带有小尺

度表层散射的２．５维和三维模型，并用它们正演模

拟得到三维地震数据，以研究不同参数组合下宽线

方法对不同信号的增强和压制。

２．１　２．５维速度模型

首先建立一个２．５维层状模型，三维尺寸分别

为狓＝１００００ｍ、狔＝５０００ｍ、狕＝３０００ｍ，并将这三个

方向分别作为Ｉｎｌｉｎｅ、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和深度方向（图４）；

各方向的网格间距均为１０ｍ。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

宽线采集系统对来自不同方向波的响应，在模型中

设置了４个反射面，每个反射面均包括水平部分和

倾斜部分。其中Ｒ１～Ｒ４为希望通过宽线叠加来增

强的水平界面，Ｓ２～Ｓ４为希望通过宽线叠加来衰减

的倾斜界面。速度范围是２５００～３０００ｍ／ｓ。作为

２．５维模型，所有模型参数沿Ｉｎｌｉｎｅ方向为常数。

位于地表的红色三角形为震源位置，各条射线均为

由震源正入射到不同反射界面的路径。

图４　含近地表小尺度非均匀层的２．５维模型示意图

包含４个层位，每层均包括水平和倾斜部分，Ｓ２～Ｓ４为倾斜反

射层，Ｒ１～Ｒ４为水平反射层。近地表处为小尺度散射层

为研究宽线系统对近地表散射波的压制作用，

利用随机速度模型模拟浅部小尺度速度起伏［２３２６］。

为此，在上述模型中将深度０～３００ｍ的介质置换成

背景速度为２５００ｍ／ｓ，均方根扰动为２％，狓、狔、狕方

向的相关尺度均为２００ｍ的指数型随机扰动介质，

生成另一含近地表小尺度散射的模型。其中含随机

小尺度扰动的部分为真三维模型。为了模拟多种接

收组合对宽线数据叠加的响应，沿Ｉｎｌｉｎｅ方向布设

２１条接收线，间距为１０ｍ，每条线含９４１道，道间距

为１０ｍ，整个接收排列几何中心位于 （５０００ｍ，

２６００ｍ，０）处，炮点亦位于该点。数值模拟采用

Ｂｏｈｌｅｎ时间２阶、空间１２阶时域三维声波有限差分

算法［２７２８］，震源采用１６Ｈｚ雷克子波。

２．２　不同方案叠加的二维宽线数据的比较

对多条线记录沿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叠加后可得到

沿该方向的宽线叠加炮集。对２１条接收线进行不

同组合，可获得多种叠加方案，如取线间距为１０ｍ，

可得到１，３，５，…，２１线的叠加结果。取３条接收

线，可分别组成线间距为１０，２０，３０…，１００ｍ的叠

加数据。使用５条接收线，可组成线间距分别为

１０，２０，…，５０ｍ的叠加数据。

作为例子，图５显示单线接收与具有不同线距

的３线叠加炮集记录的比较。上排对应层状模型所

得结果，下排对应含小尺度近地表散射层结果。实

际应用中，类似炮集既可作为下一步进行二维偏移

成像的数据，也可通过它们进行现场快速质量监控。

从图５ａ可见：对常规单线二维采集，记录中包含７

个反射同相轴，分别对应速度模型中垂向４个反射

Ｒ１～Ｒ４和侧向的３个反射Ｓ２～Ｓ４。单线采集对两

类反射完全没有分辨能力。在３线接收情况下，随

着线间距的逐渐增加（图５ｂ～图５ｄ），与Ｓ２～Ｓ４对

应的侧向反射被压制，而与Ｒ１～Ｒ４对应的垂向反

射得到增强。

存在近地表小尺度散射时，上述情况更明显。

使用常规单线采集（图５ｅ）时，地表散射产生的噪声

使得所有同相轴的信噪比变差，缺乏连续性；在３

线接收情况下，随着线间距增加，侧向干扰被压制，

且目标同相轴Ｒ１～Ｒ４的连续性显著变好（图５ｆ～

图５ｈ），当线间距达到１００ｍ时侧面反射几乎完全被

压制。这表明无论在层状模型或有近地表小尺度散

射介质模型中，宽线采集系统在压制侧向干扰和近

地表散射方面均有明显效果，其数据质量显著优于

常规单线采集。通过与图２ｂ中的角度响应对比可

知，给定接收线数、增加线间距相当于加大孔径。而

加大孔径波长比使响应函数主瓣更尖锐，从而增强

了垂向反射信号，压制了来自其他方向的干扰。因

此，理论响应函数与模拟数据结果相符合。

为进一步考查不同宽线参数对地震记录叠加的

影响，从上述不同组合方案计算所获道集中抽取零

炮检距道做对比，所得结果如图６所示，每幅小图对

应一种方案。为便于研究，各道均用 Ｒ１振幅进行



　第５４卷　第３期 何宝庆，等：宽线地震数据采集和处理的数值模拟 ５０５　　 　

归一化，并切除直达波及浅部散射噪声。在图６ａ

中：单线接收的所有垂直和侧向反射震相具有相近

振幅；随着接收线数和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接收孔径的增

加，归一化垂直反射震相Ｒ１～Ｒ４的振幅几乎不变，

而Ｓ２～Ｓ４的振幅逐渐被压制；当接收线数达到２１

时，侧面反射振幅远小于垂直反射振幅，表明宽线采

集可有效压制侧面来波。图６ｄ针对存在近地表小尺

度散射的模型，该散射噪声使资料信噪比大大降低：

单线接收时，有效信号几乎完全掩没于噪声中；随

着接收线数的增加，散射噪声和侧面反射同时被压

制；当达到２１线时，叠加记录上清晰地呈现Ｒ１～

Ｒ４四个垂直反射震相。表明存在小尺度近地表散

射时，宽线采集可同时压制侧向反射和近地表散射

干扰，且随着接收线数增加整体压制效果更好。

图５　单线接收和具有不同线距的３线叠加炮集记录的比较

上排（ａ、ｂ、ｃ、ｄ）对应层状模型，下排（ｅ、ｆ、ｇ、ｈ）对应含地表小尺度散射的模型；从左到右分别是常规单线接收（ａ、ｅ），

以及线间距为２０ｍ（ｂ、ｆ）、５０ｍ（ｃ、ｇ）、１００ｍ（ｄ、ｈ）的３线叠加结果；上方为采集参数，右侧为反射界面编号

　　图６ｂ是使用３条接收线的层状模型：随着线

距的增加，对侧面反射的压制逐渐增强；当线距增

加到６０ｍ时，压制效果基本能满足要求；随着线距

进一步增加，压制能力变化就不太明显。当存在近

地表小尺度散射时（图６ｅ），随着线距增加，对侧面

干扰的压制能力先增强、后减弱，当线距约为６０ｍ

时压制效果最为明显。这一现象应与浅部散射层中

随机介质的水平相关距离有关。

图６ｃ是使用５条接收线的层状模型：随着线

距增加，对侧向反射的压制能力逐渐增加。对于存

在近地表散射的模型（图６ｆ），使用１０～３０ｍ接收线

距时，其压制能力呈明显逐渐增强；接收线距继续

增加时，压制侧向反射的能力呈现较缓慢地逐渐

增强。

为了在更大参数变化范围内研究不同宽线方案

对结果的影响，图７分别对比了不同方案下Ｒ３（橙

色）与Ｓ３（蓝色）层的振幅。为便于与单线结果进行

对比，在以Ｒ１振幅做归一化的基础上，又按它们在

常规单线接收下的振幅进行了归一处理。从图７ａ

可见，对于层状模型，给定１０ｍ线间距、增加叠加线

数（即孔径）对归一化的Ｒ３振幅影响很小，但对侧

向反射振幅Ｓ３则具有明显压制作用，且压制能力随

接收线数的增加而增强。但在含有近地表小尺度散

射介质（图７ｄ）时，叠加过程在压制Ｓ３振幅的同时对

于Ｒ３的振幅也有一定衰减，只是对前者的压制更明

显。对于３线接收的层状模型（图７ｂ）：增大线距对

Ｒ３振幅几乎无影响；但对Ｓ３的压制先随线距增大

而增强，但当线距超过６０ｍ后，压制效果趋于不变。

对含近地表散射的模型（图７ｅ）：线距增大对Ｒ３也有

一定影响，但对Ｓ３的压制更明显———Ｓ３的振幅先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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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距增大而减小，在线距约５０ｍ达到最佳压制效果，

随着线距进一步增大压制效果反而变差。当存在浅

部散射时，图７ｆ与图７ｅ类似，但前者接收线数增加到

５线，且线距约为３０ｍ对Ｓ３的压制效果较好。

因此，图７ｄ～图７ｆ表明，在含有近地表散射的

模型中，最佳压制效果均出现在孔径约为１５０ｍ（包

括１０ｍ×１５、５０ｍ×３、３０ｍ×５等不同构成方案）。

这一参数应与小尺度散射体的具体统计结构（如相

关长度等）有关。若统计结构有变化，该参数应做适

当调整。

图６　不同炮集中零炮检距道地震图的比较

上排对应层状模型：（ａ）１０ｍ线距，不同接收线数；（ｂ）３线接收，不同线距；（ｃ）５线接收，不同线距；

下排（ｄ、ｅ、ｆ）对应含近地表小尺度散射的模型，排列方式与上排相同；上方为采集参数，右侧为反射界面编号

图７　不同采集组合下对Ｓ３和Ｒ３的归一化最大振幅的比较

（ａ）～（ｃ）对应层状模型；（ｄ）～（ｆ）对应含近地表小尺度散射介质模型。各小图排列与图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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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数值模拟结果可知，沿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孔

径是控制侧面波压制能力的重要参数。在给定孔径

情况下，若接收线数越多、线间距越小，则响应函数

的旁瓣越小，压制效果更佳。但接收线数与采集成

本紧密相关，显然存在效益因素；同时，叠加孔径太

大也会影响成像分辨率。综合考虑认为：较适宜参

数组合为１２０～２００ｍ孔径、３～５线的接收系统。超

过５线时压制效果的提高有限；孔径小于３０ｍ的宽

线系统没有太大实际意义。

３　宽线采集系统对偏移成像的影响

３．１　不同宽线参数对成像结果的影响

为研究不同宽线采集参数对实际偏移成像结果

的影响，构建三维速度模型，用数值模拟方法产生三

维地震记录；再按不同宽线采集参数对数据进行叠

加，合成二维数据并做逆时偏移；最后分析、对比不

同宽线参数下成像结果的差异。

三维模型的尺度分别为狓＝１００００ｍ、狔＝５０００ｍ、

狕＝３３００ｍ。与前文２．５维模型类似，建立了水平和

倾斜反射层以产生垂直和侧向反射，但在Ｉｎｌｉｎｅ方

向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ｍ之间增加了一段倾斜层。三维速

度模型结构如图８所示，其中图８ｂ和图８ｃ分别为

Ｉｎｌｉｎｅ剖面（图８ａ）左侧和右侧的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剖面，各

方向网格间距均为１０ｍ。类似地，在地表０～３００ｍ范

围增设了一个随机速度扰动层，以研究表层散射对

偏移成像结果的影响。随机层参数与２．５维模型中

所用的一样。沿Ｉｎｌｉｎｅ方向布设４１炮，炮点范围是

（３５００ｍ，２９００ｍ）～ （５５００ｍ，２９００ｍ），炮 间 距 为

５０ｍ，２１条接收线，线间距为１０ｍ，每条接收线含

９４１个接收道，道间距为１０ｍ；雷克子波的主频为

１６Ｈｚ，记录长度为５ｓ。

图８　沿不同方向的三维模型切片

（ａ）Ｉｎｌｉｎｅ方向切片（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位置：２９００ｍ）；（ｂ）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切片（Ｉｎｌｉｎｅ位置：０～４０００ｍ）；

（ｃ）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切片（Ｉｎｌｉｎｅ位置：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ｍ）

　　为模拟不同的宽线接收组合，从数据中分别抽

出３、５、２１线接收，再将其在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做叠加，

然后将炮点所在位置Ｉｎｌｉｎｅ方向的二维速度切片作

为速度模型，进行二维ＲＴＭ偏移（图９）。由于近地

表散射的存在，使得单线接收（图９ａ）信噪比很低，

且来自下方水平面的垂直反射和来自侧向倾斜界面

的反射无法从单线二维数据所进行区分，因此成像

质量最差。图９ｂ为３线接收、线间距为１００ｍ的宽

线叠加数据所得成像结果。可见小尺度散射产生的

噪声被压制，偏移剖面的信噪比明显提高；同时，对

应侧向倾斜界面的成像被较大程度地压制，而对应

水平界面及沿Ｉｎｌｉｎｅ方向倾斜层的成像得到增强。

当采用５线接收、线间距为５０ｍ 时（图９ｃ），剖面信

噪比进一步提高，地表散射引起的低信噪比问题基

本上得到解决，同时侧向反射也大多被压制。当接

收线进一步增加到２１线时（图９ｄ），其结果与５线

接收类似，小尺度散射干扰几乎消失。不过，在图９ｃ

和图９ｄ中随着散射噪声的减少，侧面波干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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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不同参数宽线叠加数据得到的ＲＴＭ偏移成像结果

（ａ）常规单线接收；（ｂ）３线接收，线距１００ｍ；（ｃ）５线接收，线距５０ｍ；（ｄ）２１线接收，线距１０ｍ

变得更清晰，如最下层侧面反射逐渐突出。

宽线方法对散射噪声和侧向噪声的不同压制效

果缘于两种噪声的不同性质。前者类似于随机噪

声，增加接收线数一般可增强对其压制；而后者是

一种相干噪声，对它的衰减是通过角度选择性来实

现的。

３．２　宽线采集在犆狉狅狊狊犾犻狀犲方向可能提供的信息

宽线采集观测系统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窄方位

三维观测系统。因在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采集孔径很小

（通常仅为１００～２００ｍ），故其侧向探测能力十分有

限，一般很难对侧向结构提供有用信息。不过，鉴于

宽线叠加并不能完全压制侧向反射信号，如图９中

侧向反射仍会混入深度成像中，因此从偏移成像中

识别可能混入的侧向反射信号对于某些关键结构的

解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发掘并充分利用宽线

数据中有限的侧向探测能力。

以上述５线接收、线间距为５０ｍ 的宽线数据为

基础，选择炮点（５５００ｍ，３２００ｍ）在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上

做一道二维成像。为提高信噪比，将Ｉｎｌｉｎｅ方向每

条接收线上炮检距小于１００ｍ 的记录叠加形成一

道。叠加后记录沿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形成５道，道间距

（即原来线间距）为５０ｍ，排列长度为２００ｍ，位于Ｉｎ

ｌｉｎｅ方向５５００ｍ 处。在三维模型中对应位置沿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的二维速度切片作为偏移速度模型，

进行二维偏移成像（图１０）。

为便于分析，对成像结果做几何扩散补偿，提取

绝对值，并沿半径方向做适当平滑，其结果可视为成

像能量的来源方向。从结果可见，虽然有限Ｃｒｏｓｓ

ｌｉｎｅ孔径只能给出较粗略的成像方向，但与叠加在

模型上的反射面位置对比可知，成像结果中对Ｒ１～

Ｒ４及Ｓ２～Ｓ４等反射位置均给出了正确反射方向。

大致表明哪些反射来自侧面，哪些反射来自下面。

从图２所示响应函数可看到，宽线方法对地下侧向

倾斜界面的成像幅度正比于犚［狆（θ狀）］·犚ＰＰ。其中

犚ＰＰ为界面反射系数，犚［狆（θ狀）］为采集系统角度响

应函数，θ狀 为界面法线侧向倾角。宽线系统能否对

一个侧向反射信号进行有效压制取决于响应函数的

尖锐程度、倾斜界面法向偏离垂直方向的角度、该反

射面的反射系数。从图９可知，相对于单线观测，宽

线对Ｓ２、Ｓ３、Ｓ４均有明显压制作用，但对Ｓ４的压制

作用弱于另两个浅部倾斜反射面。从图８看到，Ｓ４

在三个反射面中反射系数最大，且其倾角明显小于

图１０　在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ＲＴＭ成像结果

剖面位置横穿Ｉｎｌｉｎｅ距离５５００ｍ，炮点

位置（５５００ｍ，３２００ｍ），细节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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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２和Ｓ３。这使它的偏移划弧现象，即其成像弧长

远大于Ｓ２和Ｓ３对应的弧长，并明显地进入了垂直

方向，而Ｓ２和Ｓ３的成像则没有。这些可解释图９

呈现的对各个侧向反射的不同压制效果。

通过对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的分析，有助于判别宽线

成像剖面中哪些是有效反射，哪些是侧向干扰。这

些信息对关键部位成像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４　讨论

本文模拟及分析结果可为进一步开展宽线勘探

研究提供以下参考。

（１）相比于现场数据采集，数值模拟方法具有高

度灵活性和很低成本。在实施宽线施工之前可根据

初步掌握的探区概况，如地质结构、噪声特点、施工

和设备条件等，在大范围内通过数值模拟方法检验

不同采集方案和数据处理方法，并研究它们与数据

质量和成像结果的内在联系，从而为选择最佳宽线

参数提供依据。一些以前主要通过现场实际施工而

开展的试验，如陈茂根等［２０］所做的多源多缆不同组

合方式试验、张春贺等［１４］和Ｌｕ等
［１５］开展的折线加

宽线方法研究等，均可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做预研究。

虽然数值模拟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现场实验，但合

理使用数值模拟方法可快速高效和低成本地获得宝

贵前瞻性结果。

（２）响应函数形态、宽线数据叠加质量、深度成

像质量等环节都可作为评价宽线采集参数和数据处

理方法的标准。类似方法既可用于合成数据，也可

用于实际数据。在结果中力图涵盖较广泛的组合参

数，包括线距、线数、孔径、信号频率及浅层波速等因

素，为实际应用提供参考。结合理论响应函数对结

果进行分析。理论公式厘清了各物理量之间的联

系。它不但有助于理解宽线方法的原理，且可起到

提纲挈领的作用，将已有的数值模拟结果向更广泛

的参数范围外推。

（３）本文强调“孔径波长比”与“波长线间距比”

的重要性。在保持这些比值不变的前提下，可从已

有数值模拟结果通过适当外推得到更为广泛参数下

的结果。如图７ｂ是一组不同线间距条件下宽线叠

加数据对水平和倾斜方向来波的叠加结果。该结果

是对１６Ｈｚ主频、２５００ｍ／ｓ表层速度、３线接收系统、

１０～１００ｍ线间距得到的，主频对应的波长约为１５６ｍ。

若信号主频为２０Ｈｚ、近地表速度为２０００ｍ／ｓ，则

主频对应波长变为１００ｍ。图７ｂ中的整组结果可按

比例外推为线间距为６．４～６４．０ｍ下３线接收得到

的结果。具体来说，５０．０ｍ 线间距、２０Ｈｚ主频、

２０００ｍ／ｓ速度条件下Ｓ３与Ｒ３之间的相对叠加振

幅可从图７ｂ中８０．０ｍ线间距、１６Ｈｚ主频、２５００ｍ／ｓ

近地表速度结果中近似得到。

（４）虽然宽线方法在勘探实践中获得了相当的

成功，但它仍并不能完全消除侧向干扰。其二维成

像应被理解为是一种包括垂向和侧向反射信息的加

权合成。其权函数就是角度响应函数。通常，尖锐

的角度选择性具有更好的侧面波压制特性。换句话

说，倾角较大反射面较易从成像结果中排除掉，而倾

角较小反射面则较易混入宽线成像结果。在观测中

应调整宽线采集参数，尽量增加垂向权重、减小侧向

权重，以使成像最大限度地反映垂向结构。另一方

面，在宽线成像结果中区分哪些是来自侧向干扰具

有重要意义。根据数值模拟结果，当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孔径

约为２００ｍ时，沿该方向的辅助二维成像剖面具有

一定的分辨侧向波方向的能力，可为判定侧向反射

信号提供额外信息。这一点对于敏感地区（如潜在

井位、储油构造等）的确认具有重大意义。

（５）宽线方法对消除侧向反射和压制浅部散射

噪声均具有良好效果。不过，由于两类噪声特性差

异很大，对其压制机制也互不相同。侧向噪声是一

种相干噪声，主要依靠宽线系统的角度选择能力对

其压制。而小尺度散射体产生的散射波的相位非常

紊乱，主要由非相干短波长高频随机噪声构成，其性

质与随机介质的统计结构有关，对它们的压制主要

依赖于在孔径内对随机信号的叠加。鉴于两类噪声

的波长、传播方向、相干程度等差别较大，它们对宽

线系统参数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因此，在设计宽线

系统及选择参数时需兼顾两方面的要求。

５　结论

本文从理论和数值模拟实验两方面对宽线地震

方法进行研究。给出了单频和宽带信号下宽线采集

系统对来自地下地震信号的角度响应函数，并计算

了典型采集参数下的实际响应。对于宽带数据，提

出了最大振幅和均方根振幅两种响应。为模拟完整

的宽线采集和处理过程，在三维速度模型中用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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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差分法产生窄方位三维数据，经叠加形成宽线

二维数据后再做逆时偏移。宽线方法的主要优点是

能增强来自垂直方向的有效反射信号，同时压制侧

向反射和近地表散射所产生的干扰。为检验宽线方

法的这些特点，在三维模型中设置了产生垂直反射

的近水平反射面、产生侧向反射的倾斜反射面及产

生浅部散射的近地表随机速度层。

本文特别针对线距、线数、孔径、信号频率等参

数对宽线方法进行了研究并评估其最佳取值范围。

在各种组合中，孔径波长比和波长线间距比是两个

重要参数，而它们又与频率和波速两参数有关。本

文提出的数值模拟研究方法以及所得到的不同采集

参数组合与数据叠加质量和成像结果之间的关系可

为宽线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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