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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震照明分析是在给定地下背景结构的情况下用模拟方法研究采集系统对地下结构的探测能力．对目标

照明的影响主要来自观测系统的设置，上覆地质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目标倾角等三项因素．我们将上述因素的影响

统一纳入到对照明的定量计算中．本文阐述了关于地震照明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并基于波动理论给出对不同类型

照明的计算方法．首先将入射和散射波分解到局部角度域并导出局部照明矩阵，它包括了在目标附近所有可能的

入射和散射方向对照明的贡献．从照明矩阵出发，研究入射和反射波在角度域中与反射面的相互作用，并由此获得

对地下结构的不同照明描述．作为例子，具体给出了对局部照明矩阵，空间体照明，反射面定向照明，反射面照明角

度覆盖，以及对反射面可视性的计算方法，并给出了相应的数值计算结果．最后，讨论了照明分析方法在地震采集

设计中的一些可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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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反射地震方法是获取地下结构的重要手段之

一．其基本方法是由震源发出地震波传播到地下，遇

到目标后反射回地表．携带着地下结构信息的反射

波被设置在地表的接收系统记录到后，再经相应的

数据处理方法对地下结构进行成像，从而得到关于

地下结构的描述．在这一过程中，对地下结构的实际

探测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来

自野外观测系统分布，复杂地质结构对波传播的影

响，以及目标倾角等三项因素的作用．鉴于反射地震

资料的现场采集和后期处理涉及非常高的成本，如

果能在进行这些工作之前对观测系统的潜在探测能

力提供一些评估，将大大降低现场采集成本．地震照

明分析正是在给定观测系统和地下背景结构的情况

下对反射地震探测能力提供定量描述的有效方法．

地震照明分析可以有多方面的应用．例如，在进行实

际数据采集前，可以事先针对工区的特点利用照明

分析对不同的采集方案进行对比和优化，从而有可

能在提高采集质量和效率的同时减少对昂贵采集设

备和野外人工的投入．照明分析也可以作为分析成

像质量的依据，确定某些成像现象究竟是地下结构

的客观反映还是由于照明不均匀造成的假象．由于

上覆介质的复杂性，出现照明不均匀引起的成像畸

变或缺失是常见的现象．照明分析可以作为校正这

些畸变的依据．经过校正后的地震成像有可能为后

续的分析，例如速度分析、结构分析、地震属性提取、

或岩石物理参数反演等，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在早期工作中，照明分析常用比较粗糙的方法

来进行．所用的模型通常基于均匀速度场、水平反射

面和对称地震射线等假设．对照明的描述也仅限于

覆盖次数等简单的参数．之后，随着射线方法的引

入，地震照明分析方法得到了很大发展．射线方法可

以提供波传播的方向和沿该方向的强度，从而使得

在光滑非均匀介质中与角度有关的照明分析成为可

能（例如，Ｂｅａｒ等
［１］；Ｍｕｅｒｄｔｅｒ和Ｒａｔｃｌｉｆｆ

［２３］；Ｍｕｅｒｄｔｅｒ

等［４］），并进而应用于对成像分辨率和观测系统设计

等与照明有关的研究（例如，Ｇｅｌｉｕｓ等
［５］；Ｌｅｃｏｍｔｅ

等［６］；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７］）．但是，射线方法仍然是建立在

高频渐进近似基础上的方法．它还不足以处理复杂

模型中一系列的波动现象，例如散射、衍射和焦散

等．因此，近年来，波动方程方法被引入到地震照明

分析中，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例如：Ｗｕ和Ｃｈｅｎ
［８］，

Ｘｉｅ等
［９１１］，Ｗｕ等

［１２］，Ｌｕｏ等
［１３］，孙伟家等［１４］，张辉

等［１５］，Ｍａｏ等
［１６］建立了利用单程波方程计算地震照

明的方法．Ｘｉｅ和Ｙａｎｇ
［１７］，Ｙａｎｇ等

［１８］，裴正林［１９］，Ｃａｏ

和 Ｗｕ
［２０］将这一方法推广到全波方程，使其可以处

理与逆时偏移（ＲＴＭ）相对应的照明分析．Ｘｉｅ

等［２１］，Ｗｕ等
［２２］，Ｊｉｎ等

［２３］和李万万［２４］研究了地震

照明与成像分辨率的关系以及利用照明对成像进行

校正．Ｌｉ和Ｄｏｎｇ
［２５］研究了照明分析在采集设计中

的应用，Ｊｉｎ和Ｘｕ
［２６２７］，Ｍｅｎｙｏｌｉ等

［２８］，朱金平等［２９］研

究了对地下给定目标进行照明时对地表观测系统的

要求．Ｊｉｎ将其称为可视性分析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Ｚｈｅｎｇ等
［３０］将照明补偿应用到对上地幔的成像中．

另外一些作者，Ｊｉｎ和 Ｗａｌｒａｖｅｎ
［３１］；Ｊｉｎ等

［２３］；单联瑜

等［３２］；温书亮等［３３］；赵虎等［３４］讨论了照明分析在

若干具体情况下的应用．在本文中，我们将阐明地震

照明的一些基本概念，并讨论对不同照明描述的计

算方法以及它们在地震采集设计中的可能应用．本

文将注重于对物理概念的阐述而不追求公式的完

备性．

２　照明分析的基本概念

用图１引入关于地震照明的若干重要概念．设

想需要对地下的某个特定目标进行探测．用震源激

发地震波并将其射入地下，经过传播到达成像目标．

目标可以被看成是具有一定倾角的反射面．如果反

射面能将地震波向上反射回地表，并到达接收器（如

图１ａ所示），则我们能够得到相应的地震记录，并用

它来构建反射面的像．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例如由于

某种障碍使得地震波不能到达反射面，或者虽然地

震波能够到达反射面但由于反射角的原因反射波不

能回到接收器（如图１ｂ所示），则不能获得来自特定

目标的反射信号，因此也就不能对该目标进行成像．

图１ａ所示的情况为目标可以被照明，图１ｂ所示的

情况为目标不能被照明．从图１中可以得到关于地

震照明分析的如下一些重要概念．首先，地震照明不

同于通常意义的照明．虽然照明分析是针对地下反

射层进行的，但这一照明依赖于通过整个系统在地

９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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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得到反射能量的能力．它不但取决于震源的能量

能否到达成像目标，而且取决于由目标反射的能量

能否回到地面并被接收到，二者缺一不可．其次，图

１表明了决定地震照明的三个关键因素，即（１）采集

系统 （包括震源和接收器的几何排列和所张孔径

等）；（２）在下行和上行过程中上覆地层对地震波传

播产生的影响，例如几何扩散，屏蔽或衰减等；（３）

地震波在目标处的入射、散射方向以及目标的倾角，

特别是三者之间的相对姿态．如图１所示，目标能否

被照明或被照明的程度不但取决于目标所处的位

置，而且取决于目标的倾角．所以，在目标附近研究

反射面的倾角以及入射和散射角度是照明分析的

关键．

近年来，随着地震波传播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的

快速发展，我们已能用各种模拟技术计算由地表激

发，并经过复杂介质传播到地下的地震波．因此，可

以将照明分析计算分为两步．第一步，根据实际采集

系统的分布，计算从震源发出通过覆盖层到目标，以

及从目标到接收器的地震波．这一步可以解决前面

提到的影响照明的三项因素中的前两个，即采集系

统孔径和上覆地层的影响．第二步，在目标附近将入

射波和散射波都分解为沿不同方向传播的局部波

束，并分析每一对入射散射波束对于具有特定倾角

的反射面的照明贡献．最后，将来自所有震源，所有

接收器和所有角度对该目标的贡献叠加，从而得出

整个采集系统对该目标的照明．其中第一步与常规

地震波传播计算类似，可以看成是一种正演模拟．根

据模型的复杂程度，对结果所需的精度以及所能承

受的计算成本等，可以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例如单

程波方法或有限差分方法等．比较特殊的是第二步，

即在目标附近对地震波做角度域分解并在角度域中

计算入射和散射波对目标的照明贡献．这将是本文

讨论的重点．下面，将分步骤讨论利用波动方程方法

计算地震照明的相应方法．

３　地震波的角度域分解

如上所述，照明分析中的关键环节之一是确定

波场中能量的传播方向．在这方面目前有下述一些

方法可以利用．对于射线类的方法，因为射线是带有

方向性的，所以可以直接利用射线在目标附近的指

向来作为入射和散射的方向．而其能量可以通过动

力学射线追踪以及通过计算单位面积中射线击中次

数来得到．Ｘｕ等
［３５］和ＢｒａｎｄｓｂｅｒｇＤａｈｌ等

［３６］对此

作了很大发展．当利用全波或单程波动方程来计算

波场时，因为所得到的波动解中并不显含有波传播

方向的信息．因此，从波场中提取传播方向并不是一

个简单的问题．在这里有两类方法可用．第一种是局

部波场分解方法，即在目标附近采集一小块波场，然

后对这块波场进行局部慢度分析、小波分析、或加窗

傅里叶分析，将波场信息转化为慢度域或波数域的

信息，从而得到波传播的方向性信息．该方法既可以

用于处理单程波波场也可以用于处理全波波场，同

时也适用于含有Ｐ波和Ｓ波分量的弹性波场，并已

经被用于研究地壳中导波能量分解［３７３８］，地震照明

分析［８９，１１１２，１７１８，２０，４０４１］，地震成像分辨率和成像校正

研究［２１２３］，以及成像道集提取［３９，４２４６］等目的．另一类

方法是建立在计算波传播时波阵面的法方向上．例

如计算波场的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
［１９，４７］或计算Ｐ波的位

移极化矢量［４８４９］并用它来表示波传播的方向．除此

之外还有一类方法可以在成像过程中通过计算具有

一定时空偏移距的像来提取波传播的方向［５０５１］．不

过这一方法需在成像过程中提取角度，而照明分析

不涉及成像，因此不适用于照明计算．在本文中，我

们着重介绍基于局部波场分解的角度域分解技术，

并将结果用于照明分析．

如图２所示，我们首先考虑由位于狉ｓ处的一个

震源和位于狉ｇ 处的一个接收器组成的简单观测系

统对位于地下狉处照明的贡献．原则上，由多个震源

和接收器组成的任意复杂观测系统对目标的照明可

以由上述简单观测系统的贡献叠加得到．从震源发

出并到达目标处的波场可以用格林函数犌（狉；狉ｓ，ω）

来表达，从目标散射后回到接收器的波场可以用另

一个格林函数犌（狉ｇ；狉，ω）来表达．利用互易定理，这

个波场也可以用从接收器到目标的波场犌（狉；狉ｇ，ω）

来代替．这样可以简化计算．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

据具体目的和所需精度采用不同的波传播方法来计

算这些格林函数，例如全波有限差分方法、单程波方

法、几何射线或高斯射线方法等．原则上，照明可以

用到达目标处波场的振幅来定义，也可以用到达目

标处的能量流的强度来定义．基于能量流的照明定

义与地震波成像的定义比较一致，也便于应用于研

究成像分辨率或用于成像校正［１１，２１］．因此我们在这

里用能量流强度来定义照明．到达目标的波场格林

函数可以用下述公式分解为慢度域的波场：

犌（狆，狉；狉ｓ，ω）＝∫犠（狉′－狉）犌（狉′；狉ｓ，ω）·ｅ
－ｉω（狉′－狉）·狆

ｄ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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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地震照明的示意图

（ａ）目标反射层可以被照明；（ｂ）目标反射层不能被照明．

Ｆｉｇ．１　Ｃａｒｔｏｏ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ａｔａｒｇｅｔｔｈａｔｃａｎ

ｂ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ａｎｄ（ｂ）ａｔａｒｇｅｔｔｈａｔ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

图２　观测坐标系（蓝色）和目标坐标系（红色）

Ｆｉｇ．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ｂｌｕｅ）ａｎｄ

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ｒｅｄ）

犌（狆，狉；狉ｇ，ω）＝∫犠（狉′－狉）犌（狉′；狉ｇ，ω）·ｅ
－ｉω（狉′－狉）·狆

ｄ狉′，

（２）

其中犌（狆，狉；狉ｓ，ω）和犌（狆，狉；狉ｇ，ω）分别是从震源和

接收器到达目标的波场并且已经分解到慢度域，

犠（狉′－狉）是以目标位置狉为中心的空间采样窗，狆

是慢度矢量，它指向波传播的方向，可以表达为狆＝

狆犲^θ，其中狆＝ 狆 ＝
１

珔（ ）狏 ，珔狏是采样窗中的平均速

度，犲^θ是指向波传播方向θ的单位矢量．因此，入射

和散射格林函数可以表达为局部平面波（或波束）的

叠加：

犌（狉；狉ｓ，ω）＝∑
θ

犌（θ，狉；狉ｓ，ω）， （３）

犌（狉；狉ｇ，ω）＝∑
θ

犌（θ，狉；狉ｇ，ω）， （４）

其中

犌（θ，狉；狉ｓ，ω）＝犑·犌（狆＝狆犲^θ，狉；狉ｓ，ω）， （５）

犌（θ，狉；狉ｇ，ω）＝犑·犌（狆＝狆犲^θ，狉；狉ｇ，ω）， （６）

为角度域中的局部平面波（或波束），其中犑 为

Ｊａｃｏｂｉａｎ因子，对二维波传播问题犑＝ω狆．

图３所示的是对地震波进行角度域分解的一个

例子．图中部是速度模型，包括一个带有垂直速度梯

度的背景介质和一个高速盐丘．叠加在速度上面的

是一个由震源（五星）发出的波场快照．在波前的若

干位置处（用圆点标明）进行了角度域分解．分解的

结果见图的上部和下部的框中．由于频散关系，能量

峰均落在不同半径的圆上．圆的半径是局部慢度．模

型浅部速度低，因此圆的半径大．深部速度高，圆的

半径小．峰的大小给出波的能量，峰在极坐标中的方

位给出了波传播的方向．对比慢度域中得到的方向

和波场快照中的波前传播方向，角度分解很好地提

取了波传播的方向．特别是，当有多重路径存在的时

候，即波由不同方向到达同一观测点的情况下（例如

图中上排和下排的第２幅慢度图），这一方法可以同

时确定多个来波方向．考虑到频散关系，二维空间的

慢度分析只需要在一维的频散曲线（即图３的圆）上

进行．三维空间的慢度分析只需要在二维的频散球

面上进行（Ｙａｎ和Ｘｉｅ
［４３］）．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计算

量．如果采用单程波方程来计算波场传播，则波场只

能沿着向下方向传播．利用波的频散关系，对二维波

传播问题可以用沿水平方向的一维变换来计算［３９］．

如果是三维波传播问题，则可以用水平面中的二维

变换来计算［９，１１］．除上述的慢度变换之外，也可以选

择使用小波变换［８，１２，２０，１６］或加窗傅里叶变换［４５４６］．

４　局部照明矩阵的建立

由（５）式和（６）式可以定义到达目标的入射和散

射能流：

犐（θｓ，狉；狉ｓ，ω）＝犌（θｓ，狉；狉ｓ，ω）·犌
（θｓ，狉；狉ｓ，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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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地震波在角度域的分解

图中部是包括一个高速盐丘的速度模型．叠加在上面的是一个由震源（五星）发出的波场快照．在波前的若干位置处（图中小圆圈标明的位置）

进行了角度域分解．分解的结果画在图上部和下部的框中．能量峰在极坐标中的方位给出了波传播的方向．

Ｆｉｇ．３　Ａｎｇｌｅｄｏｍａｉ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ｗａｖｅｓ

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ｉｓ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ａｈｉ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ａｌｔｄ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ｗｉｔｈ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

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Ａｎｇｌ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ｔ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ｒｋｅｄｂｙｃｉｒｃｌｅｓ．Ｔｈ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ａｒ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ｏｐａｎｄｂｏｔｔｏｍ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ｐｅａｋｓｉｎ

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ｗａｖ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犐（θｇ，狉；狉ｇ，ω）＝犌（θｇ，狉；狉ｇ，ω）·犌
（θｇ，狉；狉ｇ，ω），

（８）

其中为取复共轭．每一对入射和散射方向分别为

θｓ和θｇ的能流构成对狉处目标照明的一部分贡献

犇（θｓ，θｇ，狉；狉ｓ，狉ｇ，ω）＝犐（θｓ，狉；狉ｓ，ω）·犐（θｇ，狉；狉ｇ，ω）．

（９）

从一个采集系统到达目标的入射和散射波可以

来自不同的方向．如果将θｓ和θｇ视为表示方向的脚

标，则（９）式构成一个矩阵公式．矩阵犇的元素是所

有可能的入射散射对．注意（９）式是对一对震源接

收器 （狉ｓ，狉ｇ）定义的．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照明的

“格林函数”．一个由多个震源和接收器构成的复杂

采集系统对照明的贡献可以通过对（９）式叠加得到

犇（θｓ，θｇ，狉，ω）＝∑
狉
ｓ

∑
狉
ｇ

犇（θｓ，θｇ，狉；狉ｓ，狉ｇ，ω）， （１０）

其中 （狉ｓ，狉ｇ）的空间位置是根据采集系统的具体几

何形状得到的．称（９）和（１０）式中的犇 为局部照明

矩阵（ｌｏｃａｌ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或ＬＩＭ）．“局部”是

指这个矩阵是空间变量狉的函数，空间各处的照明

是不同的．照明矩阵中包括了所有可能的对目标的

照明，所以可以通过研究犇来很方便地研究采集系

统对狉处目标的照明．

在上述方程中，θｓ和θｇ是相对于采集系统建立

的坐标．利用坐标转换θｄ＝（θｇ＋θｓ）／２和θｒ＝（θｇ－

θｓ）／２，可以得到建立在目标坐标系下的照明矩阵

犇（θｄ，θｒ，狉，ω），其中θｄ和θｒ分别是反射面的倾角和

反射角（见图２）．建立在目标坐标系中的公式更适

合于研究对于特定目标的照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照明矩阵的结构以及它与采集

系统坐标系和目标坐标系的关系，图４是关于照明

矩阵结构的示意图．图上部和左侧分别列出了从入

射波和散射波分解出来的具有不同方向的波束，范

２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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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照明矩阵的结构示意图

上部和左侧分别为从入射波和散射波分解出来的具有不同方向的波束．中部的矩阵列出了由不同入射散射方向所能产生的所有照明组合．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ｎ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Ｌｉｓ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ｏｐａｎｄｌｅｆｔａｒ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ｄ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ｗａｖｅ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ｏｂｅａｍｓａｌ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

ｉｓ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ｗｉｔｈｉｔ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ａｌｌ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围为±９０°，相当于单程波方法的传播角度范围．图

中的矩阵给出了不同入射散射波束所能产生的所

有组合，即（９）式或（１０）式．根据Ｓｎｅｌｌ定律，每对组

合将对应于一个具有特定倾角的反射面．该反射面

的法向量正好是入射散射方向的角平分线．换句话

说，每一对组合波恰巧可以对一个具有特定倾角的

反射面提供照明．我们只要计算每一对组合波的强

度就能获得采集系统对具有相应倾角反射面的照

明．整个照明矩阵汇集了该处有关照明的全部信息，

通过研究局部照明矩阵，可以导出适用于不同目的

的照明描述．

局部照明矩阵具有一定的对称性．图４的矩阵

中沿横方向对应于不同的入射角θｓ，因此每一竖列

元素都具有相同的入射角．沿竖直方向对应于不同

散射角θｇ，每一横行元素都对应于相同的散射角．

因此，矩阵的纵横方向分别对应于采集系统坐标系

中的θｇ和θｓ轴
［３９］．在矩阵主对角线（即从左上到右

下）及与之平行的每一斜列上的元素都对应于一个

相同的倾角θｄ．为便于看清，在每个斜列中对其中

一个元素标明了相应的倾角．作为例子，图中用蓝色

阴影标明了分别具有０°和－４５°倾角的斜列．另一方

面，在副对角线（即从右上到左下）和与之平行的斜

列中，每列元素对应于一个相同的反射角θｒ（即入

射波或散射波与反射面法方向所成的角）．例如，由

黄色阴影标明的为所有具有３０°反射角的元素．因

此，矩阵的主对角线方向对应于目标坐标系中的反

射角轴θｒ，而副对角线方向对应于倾角轴θｄ
［３９］．利

用这些对称性可以很方便地对矩阵元素进行坐标变

换．例如可以将（９）式或（１０）式中的犇（θｓ，θｇ，狉，ω）

变换成犇（θｄ，θｒ，狉，ω），以便于根据目标反射层的参数

从照明矩阵中抽取与特定目的有关的元素构成所需的

照明．在三维情况下对称性将更为复杂，但类似的关系

仍然存在．

５　不同的照明描述方式及具体计算

方法

５．１　模型中照明矩阵的计算

如上所述，照明矩阵是照明分析中最基本的，它

包含了关于某点附近照明的全部信息，包括所有可

３７５１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５６卷　

能涉及到的来波方向和反射面倾角．各种不同类型

的照明描述都可以从照明矩阵中提取．因此首先研

究照明矩阵．在此利用全波有限差分来计算格林函

数，并用（５）—（６）式将目标附近的入射和散射波分

解为角度域的波束．然后利用（９）—（１０）式计算出给

定空间位置的照明矩阵．仍然从最简单的情况开始

分析．图５给出了对单个震源和单个接收器的计算

例子．图中由上到下每一行对应不同的模型和观测

方式．注意，因为使用了全波格林函数，入射和散射

角的范围均为±１８０°．首先研究图５ａ表示的最简单

的情况，由地表处相互位置很接近的一对震源接收

器在均匀介质中产生的对地下－４５°反射面的照明．

从图中可以看到，在目标所在位置计算出的照明矩

阵中由这一对震源接收器产生的照明能量恰好落

在倾角为－４５°处．此外，由于震源和接收器之间的

距离很近，入射波和散射波沿接近正交的方向抵达

反射面，因此反射角（入射或散射方向相对于反射面

法向的夹角）应该接近０°．相应的照明能量恰好落

在反射角约为０°处．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

个均匀模型中，一个地表采集系统只能探测到小于

９０°倾角的反射层．图５ｂ和图５ｃ中则表示了同样的

采集系统在具有垂直梯度的速度模型中的照明情

况．从中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地表采集系统不

仅可以探测到９０°倾角的反射面，而且可以对大于

９０°的倒悬结构进行成像．对比它们的照明矩阵，照

明能量落在倾角为９０°和１２０°的位置，相应的反射

角仍为０°左右，即照明是由接近正入射的能量提供

的．在图５ｄ中，采集系统换成了地表激发井下接收

的ＶＳＰ采集方式，速度模型为均匀模型．在这种采

集方式下，可以得到对于垂直结构的像．在照明矩阵

图５　对单个震源和单个接收器产生的局部照明矩阵的计算例子

（ａ）地表采集均匀速度模型４５°反射面；（ｂ）地表采集梯度速度模型９０°反射面；（ｃ）地表采集梯度速度模型１２０°反射面；（ｄ）ＶＳＰ采集均匀速

度 模型９０°反射面．图中由上到下每一行对应不同的模型和采集方式．左边是相应的局部照明矩阵．右边一列画出了震源（五角星），接收

器（小方形），反射面的位置和倾角（短黄线），以及大致的射线路径（黑虚线）．叠加在模型空间的色彩为相应于该角度的采集倾角响应．

Ｆｉｇ．５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ｌｏｃａｌ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ｅｓｆｒｏｍｓｉｎｇｌ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ｐａｉｒｓ．

Ｆｒｏｍｔｏｐｔｏｂｏｔｔｏｍａｒ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ｄｉ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ｔａｒ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ｓｑｕａｒｅ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ｙｅｌｌｏｗｂａｒｓ）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ａｒｅ

ａｌｓｏｍａｒｋ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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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应的能量落在倾角９０°处．因为震源与接收器

拉开了一段距离，在目标处入射、反射方向有一个张

角，所以矩阵中照明能量峰的反射角不为０．

图６中所示的是在一个盐丘模型中得到的由整

个采集系统产生的照明矩阵．速度模型与图３中所

用的相同，其中包含一个具有垂直速度梯度的背景

介质和一个具有陡峭侧翼和悬挂结构的盐丘．采集

系统的震源覆盖整个地表，每一个震源带有一个左

侧单向接收器排列，长３．６ｋｍ．作为示意，图５的速

度模型上画出了一个震源和与它相应的接收器排

列．我们计算了模型中不同部位处（由白色十字标

明）的局部照明矩阵．在这些矩阵中，照明范围主要

集中在其右下部的三角形区域中，这主要是由于单

边接收器排列造成的．由于速度梯度和分界面的存

在，介质中存在回折波和反射波．对于大多数部位来

说，照明的入射角和散射角均大于±９０°的范围，因

此可以提供对于直立界面的照明．注意照明矩阵中

的虚线框圈定的是入射角和散射角限于±９０°的范

围．它们是单程波方法所能达到的区域．对于整个照

明矩阵，入射角和散射角可达到±１８０°，这是全波方

法所能计算的范围．显然，全波方法可以覆盖更大的

照明计算范围．这一点对于研究与逆时偏移有关的

照明问题尤为重要．在接近盐体的地方，由于波通过

高速盐体产生的反射和折射，局部照明矩阵的形态

变得比较复杂．局部照明矩阵为研究复杂情况下的

地震照明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分析工具．

５．２　采集系统对目标的角度覆盖以及照明强度随

反射角的分布

虽然成像本身往往只依赖于照明的总强度，但

还是有很多分析依赖于照明对反射角的覆盖范围．

例如，进行偏移速度分析时常常需要产生成像角道

集（Ａｎｇｌｅｄｏｍａｉｎｃｏｍｍｏｎｉｍａｇｅｇａｔｈｅｒ）；研究潜

在油储特性时往往要依赖于振幅角道集（ＡＶＡ或

ＡＶＯ），等等．这些都依赖于地震波照射到目标时的

图６　在一个具有速度梯度和盐丘的模型中不同部位处由整个采集系统得到的局部照明矩阵

（速度模型同图３）

Ｆｉｇ．６　Ｌｏｃａｌ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ｅｓａｔ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ｕｓｅｄｉｎＦｉ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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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角分布．事实上，在照明矩阵中已经包含了关于

它们的信息．我们可以把照明矩阵结构图（图４）当

作“结构量板”覆盖在计算出的照明矩阵上进行分

析．例如，在图７ａ中所示的是图５ａ中计算出的照明

矩阵，上覆了结构量板．其中对应于－４５°倾角的斜

列已用黑虚线框标明．前边提到过，在照明矩阵中沿

主对角线方向是反射角轴．因此，把这个框中的照明

能量抽取出来就是在该点对一个具有－４５°倾角的

反射面上照明能量随反射角的分布．在上述具体例

子中，矩阵中具有显著能量的部分集中在反射角为

０°附近，其它反射角处基本上没有照明．因此，一个

如图５ａ所示的由一个震源和一个接收器组成的采

集系统对于一个－４５°目标能够进行照明，但照明角

是很窄的．图７ｂ中所示的照明矩阵由多个地表震源

产生，类似于图６左上角处的情况．如果目标是一个

０°倾角的水平反射面，则与它对应的照明相应于图

７ｂ中的黑虚线框．矩阵中被照明的部位具有比较大

的反射角范围．综上，由（９）式计算出目标狉处的照

明矩阵后，先从采集系统坐标系（θｓ，θｇ）变换到目标

坐标系 （θｄ，θｒ），然后用“结构量板”按照狉处反射面

的倾角θｄ（狉）提取出相应的照明就可以得到照明随

反射角的分布．即

　犇（θｒ，狉；狉ｓ，狉ｇ，ω）＝犇（θｄ，θｒ，狉；狉ｓ，狉ｇ，ω）θｄ＝θｄ
（狉）．

（１１）

或对于整个采集系统的照明矩阵（１０）式有

犇（θｒ，狉，ω）＝犇（θｄ，θｒ，狉，ω）θｄ＝θｄ
（狉）． （１２）

　　图８中即为一个照明随反射角分布的例子．其

中图８ａ所示的是一个均匀速度模型，其中含有两个

待探测的反射面．震源均匀地分布在地表．其观测系

统为长３ｋｍ 的单边接收排列．作为示意，图中画出

了一个震源以及相应的接收器．在反射面的若干部

位画出了照明能量随反射角分布的扇形图．由于利

用了震源与接收器的可互易性，反射角表现为双边

的．从图中可以看到，通常在浅部的照明角比较宽，

越往深处照明角越窄．在较平坦的部位照明角比较

宽．在比较陡峭的部位，照明角很窄且振幅比较小．

图８ｂ给出沿整个反射面的照明角度分布，其中横坐

标是水平距离，纵坐标是反射角．可以看到，在若干

陡倾角处照明的反射角很小．例如，在反射面１上，

产生照明角度覆盖极小值处正好对应于三段具有陡

倾角的部位．因此，提取角道集或进行ＡＶＡ分析应

选择具有较宽照明角度分布的部位，不宜在照明覆

盖角度很小的部位进行．

５．３　 对特定目标的照明计算 （狋犪狉犵犲狋狅狉犻犲狀狋犲犱

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如果对模型中反射面的空间位置和倾角有一定

的了解或估计，就可以针对这些反射面计算对它们

的照明．具体方法是：首先根据反射面的位置沿着反

射面计算照明矩阵，并确定反射面上每一点的倾角

方向，即反射面的局部法向量（如图８ａ中扇形下面

的短线所示）．然后根据倾角方向从照明矩阵中抽出

相应于给定倾角方向的能量，这一步与前边提到的

图７　照明矩阵结构图覆盖在计算出的照明矩阵上

（ａ）由单一震源和单一接收器产生的对－４５°倾角界面的情况；（ｂ）由多个震源和接收器产生的对水平反射面的情况．

Ｆｉｇ．７　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ｌｏｃａｌ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ｅｓ

Ｔｏｈｅｌｐ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Ｍ（Ｆｉｇ．４）ｉｓ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ＴｈｅＬＩＭｆｒｏｍａｓｉｎｇｌ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ｐａｉｒ

ａｎｄｆｏｒａ－４５°ｄｉｐｐ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ｂ）ＴｈｅＬＩＭｆｒｏｍａ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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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采集系统对特定目标的照明

（ａ）接收系统和反射面几何形态；（ｂ）在反射面上照明能量随反射角的分布；（ｃ）沿反射面的总照明强度．

Ｆｉｇ．８　Ｔａｒｇ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ｂ）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ｃ）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ｄｉ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

计算对目标的角度覆盖类似．最后，把从属于该倾角

的具有不同反射角的能量叠加起来就得到对特定反

射面的总照明．用公式表达即为

犇（狉；狉ｓ，狉ｇ，ω）狉∈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
θｒ

犇（θｄ，θｒ，狉；狉ｓ，狉ｇ，ω）θｄ＝θｄ
（狉［ ］） ， （１３）

其中狉∈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表示照明计算在反射面处进行．

对于表示整个采集系统的（１０）式则有

　犇（狉，ω）狉∈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θｒ

犇（θｄ，θｒ，狉，ω）θｄ＝θｄ
（狉［ ］） ．

（１４）

图８ｃ是在各个反射面上将具有不同照明角度

的能量叠加得到的总照明．在图中可以看到，较平坦

的部位具有较宽的角度覆盖范围，同时也有比较强

的总照明．在比较陡峭的部位，角度覆盖范围窄，照

明强度也比较弱．考虑到复杂情况下采集系统对反

射面照明的不均匀性，所成的像常常不能反映界面

的真实物理状况，例如像并不总与界面的反射系数

成比例．分析对特定目标的照明有助于我们认识这

一局限性或者对其进行校正［２１２３］．

５．４　采集倾角响应及其计算

为计算采集系统对模型空间中任意位置处具有

特定倾角的反射体的总照明，可以计算该点的照明

矩阵，然后将该矩阵中相应于特定倾角的照明能

量叠加就可以得到采集倾角响应（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ｄｉ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或ＡＤＲ）．在图７中这相当于把黑虚线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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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应于给定倾角的所有照明能量相加．如果将这

种计算遍布空间所有的点，就可以得到整个模型中

对给定倾角反射面的探测能力．值得指出的是，计算

采集倾角响应与前边针对特定目标计算照明具有相

似性．所不同的是，在这里并不需要模型中真的存

在这些结构．它是本着“假定模型中处处存在具有这

种倾角的反射面，对它们的探测能力将如何？”所进

行的模拟．以图５ａ的情况为例，为计算全空间中的

－４５°采集倾角响应，先计算空间每一点处的局部照

明矩阵．然后在每一点处将矩阵中相应于－４５°倾角

的能量加起来，就可以得到对该点一个假想－４５°目

标的倾角响应．如果相应于该倾角的元素能量几乎

为０，则观测系统在该点附近对具有－４５°目标的探

测能力很弱．在图５ａ右侧模型空间中的色彩即为得

到的倾角响应，其中红色代表高照明区，蓝色代表低

照明区．图中的高照明区域与直观认识到的对－４５°

目标的照明区域是一致的．图５（ｂ—ｄ）的右侧显示

了对其它几种情况计算出来的采集倾角响应的空间

分布．

５．５　对地下反射体的可视性（犞犻狊犻犫犻犾犻狋狔）分析

对于给定的地表观测系统，通过照明分析可以得

到对地下不同部位的照明．反过来，对于地下反射体的

某些部位，也可以分析地表采集系统中哪些震源和接

收器对该部位成像贡献最大．Ｊｉｎ和Ｘｕ
［２６２７］称其为“可

视性分析”．研究（１３）式可知，犇（狉；狉ｓ，狉ｇ，ω）狉∈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
给

出的是一对震源接收器对地下狉处反射面的照明．

通常给定采集系统 （狉ｓ，狉ｇ）和反射面倾角θｄ（狉），计

算出犇并表达为模型空间中的照明犇（狉）．事实上，

也可以将计算结果犇 表达在采集系统空间 （狉ｓ，狉ｇ）

中，即为对狉∈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的“可视性”犇（狉ｓ，狉ｇ）．它

的含义是在狉处具有倾角θｄ（狉）的一段反射面能被

位于（狉ｓ，狉ｇ）的一对震源接收器探测到的能力．图９

中所示的是可视性计算的例子．其中所用的模型与

图８中所用的相同．在图９ａ中第１个反射面上用小

方框标明了３段反射面Ｉ、ＩＩ和ＩＩＩ用于计算其可视

性．计算中使用了３６１个震源，每个震源配有３ｋｍ

长的单边接收器排列（如图９ａ中所示），测线总长

１０ｋｍ．计算结果显示在图９ｂ中．其中纵坐标为震

源的位置狉ｓ，横坐标是偏移距狉ｇ－狉ｓ．三幅小图分别

对应于图９ａ中的三段反射体Ｉ、ＩＩ和ＩＩＩ，它们在测

线中的位置也标在各幅小图中．图中色标表示经统

一归一的可视性．从可视性图中可以看到，位于Ｉ处

的反射面呈水平状，具有较好的可视性．震源在

１ｋｍ处即可探测到目标，但主要依赖于远端（ｆａｒ

ｏｆｆｓｅｔ）接收器．随着震源向右移动，更多的接收器对

探测有贡献．由于是单边接收器矩阵，当震源移过目

标后对该水平目标就没有了探测能力．由于具有比

较大的倾角，对位于ＩＩ处的可视性主要来自较远的

震源，因此探测能力比较弱．位于ＩＩＩ处的那段反射

面处于一个峰顶，具有比较大的曲率．由于散射和衍

射的作用，照明的角度覆盖范围很大，因此在很大一

段范围中的震源和接收器都可以对它的可视性有贡

献．虽然可视性的强度不是很高，但其综合效果使得

对于峰顶部的探测能力很强．以上这些与照明分析

及实际成像结果是对应的（参见图８ｂ、ｃ）．对于更加

复杂的模型，例如对于盐丘下某些结构的可视性，将

会更加复杂．可视性分析的优越性是可以根据重点

目标部位找到在地表什么地方布设震源和接收器才

能得到最佳成像结果，十分有利于采集设计．

６　照明分析在采集设计中的应用

如前所述，地震采集工作是一项成本巨大的工

作．随着计算机功能的大幅提升，地震照明分析在

地震采集设计中的应用越来越多［７，２５，３４］．以前，只能

通过正演模拟的方法定性分析地下的照明情况，这

是不完全的．本文所述的计算方法有助于对地下地

质体的照明情况进行定量或半定量的分析．从而可

以在下述方面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改善弱照明

区的照明情况．

６．１　为采集系统总体布局设计提供参考

在对一待勘探区域规划采集方案时，需要决定

诸如测线分布，测线移动或船行方向，线间距离等参

数．根据勘探目的，地质构造以及目标层的特征等，

可以用照明分析方法对候选采集方案进行验证，从

中找到比较理想的方案．

６．２　采集阴影区的照明分析与补偿方法

地震照明分析可以得到目标区的照明能流变

化，并可以使用不同的照明描述方式，例如体照明、

目标定向照明等，定量化地表现．由此可以直观地看

到采集阴影区的照明分布．也可以通过对目标的可

视性分析，得出地表观测系统中哪些震源和接收器

直接贡献于目标的阴影区．因此，在采集设计中就可

以通过调整观测系统或加强部分区域的激发接收来改

善阴影区的照明情况，并以此改善阴影区的成像品质．

６．３　分析和改善采集反射角与方位角的覆盖

如前所述，地震资料处理中不但要保证有足够

的反射能量可以用于成像．对资料的进一步处理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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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对反射体的可视性分析

（ａ）反射体的位置，其中３个小方框标明的那些段落是进行可视性计算的部分；（ｂ）可视性在震源接收器空间的分布．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ａｔａｒｇｅｔ

（ａ）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３ｓｍａｌｌｓｑｕａｒ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Ｔｈｅ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ｓｏｆｆｓｅｔｓｐａｃｅ．

常需要数据能够具有较好的角度覆盖．这一点对于

速度分析、ＡＶＯ分析等常常起到决定性作用．通过

局部波场的角度域分解，可以得到目标区反射角和

方位角的分布．在对复杂地质体实施勘探前，可以先

对不同采集系统布局方案进行试算，并对重要目标

处的角度覆盖状况进行分析．如果分析结果认为这

些部位的角度覆盖范围不能满足要求，则可以通过

改变观测系统的布局，进行局部补充观测，甚至采用

ＷＡＺ（ｗｉｄｅａｚｉｍｕｔｈ）观测等来改善对目的层照明的

方位角分布．

上述这些照明分析工作可以在计算机上反复进

行，直到获得最佳方案．虽然室内计算并不能完全代

替野外实验过程，但可以大大减少野外采集工作的

风险，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勘探成本．

７　讨论和结论

本文阐述了关于地震照明分析的一系列基本概

念．对地下结构的照明不仅取决于地震能量能否到

达需要探测的目标，而且取决于从目标反射回来的

能量是否能够回到地表并被接收到．在这里，地震波

在目标处的入射方向，散射方向以及它们与反射面

法线方向所成的角度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是照明

分析的关键．计算地震照明可大致分为下述几个

步骤：

（１）计算由震源和接收器到达目标处的波场．

（２）在目标处将入射和散射波场分解为沿不同

方向传播的波束．

（３）利用沿不同方向传播的入射和散射波束构

建局部照明矩阵．

（４）按照不同的目的从照明矩阵中选择相应的

元素组合成所需的照明．

我们分析了基于波动方程方法来计算若干种常

用地震照明的具体方法．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包括对

波场的传播方向分解和局部照明矩阵的建立．照明

矩阵包含关于目标照明的所有信息，其它各种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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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的描述可以很方便地从照明矩阵中导出．给出

了若干数值计算的实例，例如对特定反射面的照明，

对全空间的采集倾角响应，对目标的照明角度覆盖，

以及对目标可视性的计算等．为简单直观起见，所选

例子大多是二维的，主要目的是阐明所述的计算方

法．不过，文中所述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三维

问题．地震照明具有比较广泛的应用．在数据采集阶

段，可以利用照明分析来帮助设计和优化采集系统，

从而能够在付出较小的情况下得到较高质量的数

据．在地震数据处理阶段，照明分析的结果可以帮助

我们ＱＣ成像结果，识别成像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干

扰、假象、阴影区和畸变等．在获得地下结构的像后，

可以利用照明资料来提升成像分辨率，矫正角度域

的振幅，使得从地震成像中提取出的信息，例如

ＲＭＯ、ＡＶＯ等更加精确．从而使得后续的油储分析、

岩性分析等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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