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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Ｂｏｒｎ散射理论可以通过省略高阶项实现针对一次散射波场的模拟．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

针对二维黏声介质的一次散射波场高斯束Ｂｏｒｎ正演方法．在该方法中，格林函数通过一系列不同初射方向的高斯

波束累加获得，可以计算多至走时波场，保证了正演算法的计算精度．同时为了提高计算效率，正演方法使用了

ｗａｖｅｌｅｔｂａｎｋ方式合成局部平面波．区别于针对声波介质正演的ｗａｖｅｌｅｔｂａｎｋ使用方法，文中将介质黏滞性信息融

入了局部平面波的ｗａｖｅｌｅｔｂａｎｋ合成方法中，以此实现针对黏声介质的快速一次散射波场模拟．两个模型的计算

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黏声介质高斯波束正演方法具有良好的计算精度以及较高的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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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震波场数值模拟是勘探地震学重要组成部

分，可以揭示地震波的传播规律，有效指导地震资料

的采集、处理和解释，同时还是多种地震反演方法的

基础（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Ｗ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ｎ，２０２０）．

传统地震正演方法通常忽略介质黏滞性对地震波传

播的影响，但这一性质会显著影响地震波的动力学

特征，包括能量衰减、频带变窄、相位畸变等（Ｗａｌｃｏｔｔ，

１９７０；Ｗｈｉｔｅ，１９７５；Ｚ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因此研究快

速、高精度黏声介质地震正演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地震波场数值模拟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

是基于波动方程的数值解法，这类方法虽然计算效

率不高但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且可以计算全波场，

因此众多学者针对这一类方法在黏声介质中的应用

展开了研究（Ａｒｎｔｓ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Ｏｐｅｒｔ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ＡｂｕｂａｋａｒａｎｄＨａｂａｓｈｙ，２０１３；吴玉等，２０１７；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另一类方法是

射线类地震波场数值模拟方法，这一类方法基于射

线理论，具有较高的计算效率，但传统射线类正演方

法存在计算阴影区，在焦散区无法获得准确的振幅

并且难以处理多至走时问题（ＪａｒａｍｉｌｌｏａｎｄＢｌｅｉｓｔｅｉｎ，

１９９９；Ｄｕｑｕｅ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Ｆａｗｃｅｔｔ，２００１；Ｃｈａｐｍａｎ，

２００４；ＳｈｅｋａｒａｎｄＴｓｖａｎｋｉｎ，２０１４）．

Ｂｏｒｎ散射理论描述了模型扰动和散射波场之

间的关系，射线Ｂｏｒｎ正演即为Ｂｏｒｎ散射理论与射

线理论相结合的产物（Ｈｕｄｓｏｎ，１９７０；Ｈｕｄｓｏｎａ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１９８１）．Ｃｏａｔｅｓ和Ｃｈａｐｍａｎ（１９９１）使用射

线Ｂｏｒｎ正演方法对弹性介质中的一次散射波进行

正演，并在之后将相关正演结果与有限差分弹性波

正演结果进行了对比（Ｃｏ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ｒｅｔｔｅ，１９９３）．

Ｃ̌ｅｒｖｅｎ和Ｃｏｐｐｏｌｉ（１９９２）在已知格林函数的条件

下利用射线Ｂｏｒｎ正演对简单声波模型进行数值模

拟．Ｇｉｂｓｏｎ等（１９９３）使用射线Ｂｏｒｎ正演方法对井

间地震模型进行正演并与实际接收到的地震数据进

行了对比．Ｔｈｉｅｒｒ等（１９９９）将射线Ｂｏｒｎ正演方法

扩展到了三维介质中，并将其应用到了三维真振幅

偏移成像中．Ｐｏｌｌｉｔｚ（２０１１）同样在三维地震波数值

模拟中使用了射线Ｂｏｒｎ正演方法．Ｍｏｓｅｒ（２０１２）分

析了射线Ｂｏｒｎ正演方法并强调了其针对特殊构造

绕射波模拟的有效性．ａｃｈｌ（２０１３）实现了三维弹性

波射线Ｂｏｒｎ正演方法，并分析了网格大小对模拟结

果的影响．Ｓａｒａｊａｅｒｖｉ和Ｋｅｅｒｓ（２０１８）利用等时线实

现了三维时间域射线Ｂｏｒｎ正演算法．

虽然射线Ｂｏｒｎ正演相对于传统射线类地震正

演方法的计算精度更高（Ｂｌｅｉ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符

立耘，２０１０），但由于该方法采用射线类方法计算格

林函数，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射线类正演方法所

存在的问题．作为解决办法，可以使用基于高斯束叠

加的格林函数代入Ｂｏｒｎ正演公式中．由高斯束叠加

获取的格林函数可以处理多路径及焦散问题，其有

效性已在相关偏移成像方法中得到了验证（Ｈｉｌｌ，１９９０，

２００１；ＧｒａｙａｎｄＢｌｅｉ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９；ＬｉｕａｎｄＰａｌａｃｈａｒｌａ，

２０１０；曹文俊等；２０１３；杨继东等，２０１６；韩建光等，

２０１７；杨 晶 和 黄 建 平，２０１８；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Ｓｈｅｋａｒ和Ｔｓｖａｎｋｉｎ（２０１４）将基于高斯束叠加的格

林函数和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散射理论相结合提出了一种针

对各向异性衰减介质的地震波正演方法．Ｈｕａｎｇ等

（２０１６）以及岳玉波等（２０１９）将由高斯束叠加获取的

格林函数融入了Ｂｏｒｎ散射理论中，提出了一种针对

声波介质的地震波正演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数值

模拟结果．

本文提出了一种针对黏声介质的二维高斯波束

Ｂｏｒｎ正演方法，在Ｂｏｒｎ正演理论的框架下采用由

高斯束叠加获得的格林函数，在高斯束传播算子中

考虑了介质黏滞性信息，并将其融入了ｗａｖｅｌｅｔｂａｎｋ

平面波合成方法中．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首先推导出

基于高斯束的Ｂｏｒｎ正演公式，接着介绍正演方法的

实现策略，最后通过两个数值模拟对本文提出方法

的计算精度和计算效率进行验证．

１　基本原理

１．１　２犇黏声介质中基于高斯束的格林函数计算

格林函数可以由不同初射方向的高斯束叠加获

得，在声波介质中，其表达式为 （̌Ｃｅｒｖｅｎｅｔａｌ．，

１９８２）：

犌（狓，狓′，ω）＝
ｉ

４π∫
ｄ狆狓

狆狕
狌ＧＢ（狓，狓′，狆，ω）， （１）

其中犌表示格林函数；狓为散射点；狓′为源点；狆＝

（狆狓，狆狕）为慢度，狆狓和狆狕分别为慢度在水平方向和

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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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方向上的分量；ω为角频率．高斯波束狌ＧＢ（狓，

狓′，狆，ω）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狌ＧＢ（狓，狓′，狆，ω）＝

　　　　
狏（狊）

狇（狊［ ］）
１／２

ｅｘｐｉωτ（狊）＋
ｉω
２
狆（狊）

狇（狊）
狀［ ］２ ， （２）

其中狊、狀分别为射线中心坐标系中的坐标；狆（狊）、

狇（狊）为动力学射线参数，可以通过求解动力学射线

方程组获得；τ（狊）为沿着射线路径的走时．

令：

犃ＧＢ（狓，狓′）＝
狏（狊）

狇（狊［ ］）
１／２

，

τＧＢ（狓，狓′）＝τ（狊）＋
１

２
狆（狊）

狇（狊）
狀２

烅

烄

烆
，

（３）

式（１）中格林函数可以表示为：

犌（狓，狓′，ω）＝
ｉ

４π∫
ｄ狆狓

狆狕
犃ＧＢ（狓，狓′）ｅｘｐ［ｉωτＧＢ（狓，狓′）］，

（４）

其中：

犃ＧＢ（狓，狓′）＝犃Ｒ（狓，狓′）＋ｉ犃Ｉ（狓，狓′），

τＧＢ（狓，狓′）＝τＲ（狓，狓′）＋ｉτＩ（狓，狓′
｛ ），

（５）

犃ＧＢ（狓，狓′）和τＧＢ（狓，狓′）分别为复振幅和复走时，下

标Ｒ和Ｉ表示复数的实部和虚部．

黏声介质有多种模型，本文采用的是常犙 模

型，此时介质黏滞性强弱由与频率无关的品质因子

犙决定．地震波在黏声介质中的传播可以看作为以

一个复速度在声波介质中传播，当满足条件犙１，

此时的复速度犞（狓）可以表示为（Ａｋｉ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２００２）：

犞（狓）＝犞Ｒ（狓）１＋
１

２
ｉ犙－１（狓）＋

１

π
犙－１（狓）ｌｎ

ω
ω（ ）［ ］
ｒ

，

（６）

其中ωｒ为参考频率．

此时波束的复走时τ
ｃ

ＧＢ
（狓，狓′）可以表示为：

　τ
ｃ

ＧＢ
（狓，狓′）＝τＲ（狓，狓′）＋

１

π
τ犙（狓，狓′）ｌｎ

ω
ω（ ）
ｒ

＋ｉτＩ（狓，狓′）＋
１

２
τ犙（狓，狓′［ ］）， （７）

其中：

τ犙（狓，狓′）＝∫ｒａｙ
１

犞Ｒ犙
ｄ狊＝∫ｒａｙ

１

犙
ｄ狋， （８）

使用τ
ｃ

ＧＢ
（狓，狓′）替换掉式（４）中的τＧＢ（狓，狓′）即可获

得黏声介质中基于高斯束叠加的格林函数．

２犇黏声介质中基于高斯束的犅狅狉狀正演公式

Ｂｏｒｎ散射理论可以通过省略高阶项实现针对

一次散射波的正演，此时的Ｂｏｒｎ正演公式为（Ｍｏｓｅｒ，

２０１２）：

狌（狓ｒ，狓ｓ，ω）＝

　２ω
２犉（ω）∫犇

犮１（狓）

犮
３

０
（狓）
犌（狓，狓ｓ，ω）犌（狓，狓ｒ，ω）ｄ狓， （９）

其中狓ｓ和狓ｒ分别表示源点和接收道的位置；犉（ω）为

震源函数；狓为散射点；犇为散射点的集合；犮０（狓）为

背景速度；犮１（狓）为扰动速度；犌（狓，狓ｓ，ω）和犌（狓，狓ｒ，ω）

分别为源点和接收点的格林函数，它们的表达式为：

　

犌（狓，狓ｓ，ω）＝

　
ｉ

４π∫
ｄ狆ｓ狓

狆ｓ狕
犃ＧＢ（狓，狓ｓ）ｅｘｐ［ｉωτ

ｃ

ＧＢ
（狓，狓ｓ）］，

犌（狓，狓ｒ，ω）＝

　
ｉ

４π∫
ｄ狆ｒ狓

狆ｒ狕
犃ＧＢ（狓，狓ｒ）ｅｘｐ［ｉωτ

ｃ

ＧＢ
（狓，狓ｒ）］

烅

烄

烆
．

（１０）

　　将式（１０）代入式（９）可得黏声介质中基于高斯

束的Ｂｏｒｎ正演公式：

狌（狓ｒ，狓ｓ，ω）＝

　－
ω
２

８π
２犉（ω）∫珦犇

犮１（狓）

犮
３

０
（狓）
ｄ狓∫

ｄ狆ｓ狓

狆ｓ狕∫
ｄ狆ｒ狓

狆ｒ狕
犃ＧＢ（狓，狓ｓ）

　×犃ＧＢ（狓，狓ｒ）ｅｘｐｉω［τ
ｃ

ＧＢ
（狓，狓ｓ）＋τ

ｃ

ＧＢ
（狓，狓ｒ｛ ｝）］，

（１１）

其中珦犇为源点和检波点发出射线束重合区域的散

射点．直接按照式（１１）进行计算的计算效率并不高，

文中将仿照高斯波束的实现方式，将接收道划分为

不同的窗中心，并只对中心道犔的格林函数进行计

算，窗内其他道格林函数将由中心道格林函数乘上

时移项获得：

犌（狓，狓ｒ，ω）＝
ｉ

４π∫
ｄ狆犔狓

狆犔狕
犃ＧＢ（狓，犔）ｅｘｐ［ｉωτ

ｃ

ＧＢ
（狓，犔）

－ｉω狆犔狓（狓ｒ－犔）］， （１２）

其中狆犔狓 和狆犔狕 为中心道初始慢度在水平和垂直方

向上的参数．

结合公式（１３）：

１≈
Δ犔

２槡π狑０

ω
ω槡ｒ ∑犔

ｅｘｐ－
ω
ωｒ

（狓ｒ－犔）
２

２狑［ ］２

０

，（１３）

式（１１）可以进一步转化为：

狌（狓ｒ，狓ｓ，ω）＝－
ω
２
Δ犔

槡８２π
３狑０

ω
ω槡 ｒ ∑犔∫∫

ｄ狆ｓ狓ｄ狆犔狓

狆ｓ狕狆犔狕

×犝（犔，狓ｓ，狆ｓ狓，狆犔狓，ω）ｅｘｐ［－ｉω狆犔狓（狓ｒ－犔）

－
ω
ωｒ

（狓ｒ－犔）
２

２狑
２

０

］， （１４）

其中Δ犔为窗间隔；ωｒ 为参考频率；狑０ 为初始波束

宽度；犝（犔，狓ｓ，狆ｓ狓，狆犔狓，ω）的表达式为：

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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犝（犔，狓ｓ，狆ｓ狓，狆犔狓，ω）＝

　　∫珦犇

犮１（狓）

犮
３

０
（狓）
ｄ狓犉（ω）犃ＧＢ（狓，狓ｓ）犃ＧＢ（狓，狓犔）

　　×ｅｘｐｉω［τ
ｃ

ＧＢ
（狓，狓ｓ）＋τ

ｃ

ＧＢ
（狓，狓犔｛ ｝）］， （１５）

式（１５）的含义是将反射率信息映射为局部平面波，

接着通过式（１４）将局部平面波转化为窗内接收道的

地震记录．式（１５）为整个计算的核心也决定了正演

算法的计算效率，下一小节将着重讨论式（１５）的计

算方法．

１．２　基于狑犪狏犲犾犲狋犫犪狀犽的时间域实现策略

直接按照式（１５）在频率域中对犝（犔，狓ｓ，狆ｓ狓，

狆犔狓，ω）进行计算效率并不高，文中将给出高效的时

间域计算方法．将式（５）和式（７）代入到式（１５）中

可得：

犝（犔，狓ｓ，狆ｓ狓，狆犔狓，ω）＝

　∫珦犇

犮１（狓）

犮
３

０
（狓）
ｄ狓犉（ω）犃Ｒ（狓ｓ，狓犔）＋ｉ犃犻（狓ｓ，狓犔［ ］）

　×ｅｘｐｉωτＲ（狓ｓ，狓犔）＋
１

π
τ犙（狓ｓ，狓犔）ｌｎ（ω／ω０［ ］｛ ）

　－ωτＩ（狓ｓ，狓犔）＋
１

２
τ犙（狓ｓ，狓犔［ ］｝） ， （１６）

对犝（犔，狓ｓ，狆ｓ狓，狆犔狓，ω）进行傅里叶反变换可将其转

换到时间域：

　犝（犔，狓ｓ，狆ｓ狓，狆犔狓，狋）＝∫珦犇
ｄ狓
犮１（狓）

犮
３

０
（狓）
犃Ｒδ（狋－τＲ）

　　珚犳（狋，τＩ，τ犙）－∫珦犇
ｄ狓犿（狓）犃Ｉδ（狋－τＲ）

　　珚犳
Ｈ（狋，τＩ，τ犙）， （１７）

其中位褶积运算符号，珚犳（狋，τＩ，τ犙）的表达式为：

　珚犳（狋，τＩ，τ犙）＝∫ｄω犉（ω）ｅｘｐ －ｉω狋－
１

π
τ犙ｌｎ

ω
ω（ ）［
０

－ωτＩ＋
τ犙（ ）］２

ｄω， （１８）

珚犳
Ｈ（狋，τＩ，τ犙）为珚犳（狋，τＩ，τ犙）的希尔伯特变换，直接按

照式（１７）需要大量的褶积运算计算效率并不高，文

中采取ｗａｖｅｌｅｔｂａｎｋ方法对式（１７）进行计算．

首先针对τＩ和τ犙 建立规则的序列：

τ
犼
Ｉ＝犼ΔτＩ，０≤犼＜犑，

τ
犽

犙 ＝犽Δτ犙，０≤犽＜犓，

ΔτＩ＝
τ
ＭＡＸ

Ｉ

犑
，

Δτ犙 ＝
τ
ＭＡＸ
犙

犓

烅

烄

烆
，

（１９）

其中犑和犓 分别为τＩ和τ犙 的离散点数量，根据高

斯波束偏移中类似用法经验，犑和犓 的取值当达到

１０时即可满足后续计算的精度要求；τ
ＭＡＸ
Ｉ
为最大虚

部走时，其可以通过τ
ＭＡＸ

Ｉ ＝５／ωｒ来计算；τ
ＭＡＸ

犙
为计

算中心射线时记录的τ犙 最大值．在已知离散点τ
犼
Ｉ
和

τ
犽

犙
后，建立子波库：

　珚犳（狋，τ
犼
Ｉ
，τ
犽

犙
）＝∫犉（ω）ｅｘｐ －ｉω狋－

１

π
τ
犽

犙ｌｎ
ω
ω（ ）［
０

－ωτ
犼
Ｉ＋
τ
犽

犙（ ）］２
ｄω， （２０）

对珦犇内的散射点依据τＩ和τ犙 进一步筛选获得散射

点集合犇犼犽（狓）：

犇犼犽（狓）＝ ｛狓狘（τ犼Ｉ－ΔτＩ≤τＩ＜τ犼Ｉ＋ΔτＩ）

∩ （τ
犽

犙 －Δτ犙 ≤τ犙 ＜τ
犽

犙 ＋Δτ犙）｝． （２１）
随后通过双线性插值以及高斯束的振幅和走时

将散射点的反射率信息映射到犚犼犽（狋）和犐犼犽（狋）中：

犚犼犽（狋）＝

∫犇
犼犽（狓）
ｄ狓

ｄ狆ｓ狓ｄ狆ｓ狔
狆ｓ狕

犕（狓）犠犼Ｉ犠
犽

犙犃Ｒδ（狋－τＲ），

犐犼犽（狋）＝

∫犇
犼犽（狓）
ｄ狓

ｄ狆ｓ狓ｄ狆ｓ狔
狆ｓ狕

犕（狓）犠犼Ｉ犠
犽

犙犃Ｉδ（狋－τＲ），

犠
犼
Ｉ＝１－ τＩ－τ

犼
Ｉ
／ΔτＩ，

犠
犽

犙 ＝１－ τ犙 －τ
犽

犙
／Δτ犙

烅

烄

烆 ．

（２２）

　　最后通过将 犚犼
犽（狋）、犐犼犽（狋）同滤波后的子波

珚犳（狋，τ
犼
Ｉ
，τ
犽

犙
）进行褶积获得所需的局部平面波信息：

犝（犔，狓ｓ，狆ｓ狓，狆犔狓，ω）＝∑
犑

犼＝０
∑
犓

犽＝０

［珚犳（狋，τ犼Ｉ，τ犽犙）犚犼犽（狋）

　　　　－珚犳
Ｈ（狋，τ

犼
Ｉ
，τ
犽

犙
）犐犼

犽（狋）］． （２３）

　　整个正演算法的实现流程如图１所示．

２　模型试算

在本节中，将使用一个水平层状黏声模型和一

个复杂黏声模型对所提出新正演方法的计算能力进

行验证．

２．１　水平层状黏声模型计算

图２为水平层状黏声模型的的速度场分布和反

射率信息．模型横向和纵向的网格点数均为３０１；横

向和纵向网格间距分别为２０ｍ和１０ｍ．从上到下

各层的声波速度分别为２０００ｍ·ｓ－１、２５００ｍ·ｓ－１、

３０００ｍ·ｓ－１；犙 值分别为６０、５０以及４０．炮点位于

模型顶部中间位置，接收道以炮点为中心向两侧均

匀分布２０１道，道间距为２０ｍ，正演使用的子波为

雷克子波，主频为２０Ｈｚ，时间采样间隔为４ｍｓ，时

０４６



　２期 孙辉等：基于Ｂｏｒｎ散射理论的二维黏声介质高斯波束正演

间采样点数为７５０．

图３为水平层状黏声模型采用不同方法获得的

正演结果，图３ａ为声波高斯束Ｂｏｒｎ正演结果，图

３ｂ为黏声高斯束Ｂｏｒｎ正演结果．图４进一步展示

了两种方法在零偏移距处的波形对比．通过对比可

图１　黏声介质高斯束Ｂｏｒｎ正演实现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Ｂｏｒ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ｏｒｖｉｓｃ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ｍｅｄｉａｕｓｉｎｇ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ｂｅａｍ

以发现：没有考虑介质黏滞性的声波正演结果中与

地层对应的同相轴能量更强，黏声介质高斯束Ｂｏｒｎ

正演方法可以很好的将介质黏滞性对地震波场的影

响反映到正演结果中．在测试中，由于考虑介质黏滞性

的相关计算更加耗时，黏声正演结果总共耗时２．２ｓ，

比声波正演多消耗了约５０％的时间．

２．２　各向异性复杂模型计算

图５为复杂黏声模型的的速度场分布和反射率

分布．模型横向网格点数为２５０；纵向网格点数为

７５０；横向和纵向网格间距分别为１０ｍ和５ｍ．模型

为常犙模型，犙的取值为５０．炮点位于横向１０００ｍ

处，接收道以炮点为中心向两侧均匀分布５０道，道

间距为１５ｍ，正演使用的子波为雷克子波，主频为

１５Ｈｚ，时间采样间隔为４ｍｓ，时间采样点数为７５０．

图６为复杂黏声模型采用不同方法获得的正演

结果，图６ａ为黏声有限差分方法正演结果，图６ｂ为

黏声高斯束Ｂｏｒｎ正演结果．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有

限差分方法可以模拟直达波等全波场，黏声高斯束

Ｂｏｒｎ正演方法只针对一次散射波进行模拟．两种方

法得到的一次散射波场结果几乎相同．就计算时间

而言，黏声有限差分正演方法共耗时１０１．４ｓ，黏声

高斯束Ｂｏｒｎ正演方法共耗时１．３ｓ，可以看出本文

提出的正演方法在计算效率上具有很大的优势．

３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针对二维黏声介质一次散射波

场模拟的高斯束Ｂｏｒｎ正演方法．该方法通过叠加不

同初射方向的高斯束获取格林函数，克服了传统射

线类方法计算格林函数的缺点，保证了格林函数以

图２　水平层状黏声模型

（ａ）声波速度分布；（ｂ）反射率分布．

Ｆｉｇ．２　Ｌａｙｅｒｅｄｖｉｓｃ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ａ）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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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水平层状黏声模型不同方法正演结果

（ａ）声波高斯束Ｂｏｒｎ正演结果；（ｂ）黏声高斯束Ｂｏｒｎ正演结果．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ｌａｙｅｒｅｄｖｉｓｃｏ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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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复杂黏声模型

（ａ）声波速度分布；（ｂ）反射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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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波场模拟的精度．同时基于黏声高斯束所包含的信

息，新的正演方法采用ｗａｖｅｌｅｔｂａｎｋ方法快速有效的

将反射率信息映射成为了窗内的局部平面波，保证了

正演算法的计算效率．通过两个数值模型测试表明，

本文提出的正演方法具有良好的计算精度，并且计算

效率相较于黏声介质有限差分地震波正演要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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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复杂黏声模型不同方法正演结果

（ａ）黏声有限差分正演结果；（ｂ）黏声高斯束Ｂｏｒｎ正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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