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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为在逆时偏移中基于双程波动方程构建震源波场和检波器波场，所以在波场延拓过程中地震波遇到波阻

抗界面时，背向发育的反射波会与正常传播的波场互相关产生较强振幅的低频噪声．这一特点使得以逆时偏移为

基础的最小二乘偏移方法在梯度计算时同样存在着低频噪声的干扰，从而导致反演收敛的速度减慢．考虑到计算

量和存储成本的因素，本文借助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良好的方向指示性实现波场的上下行波分离，并在早期迭代的梯度

计算中只保留震源波场和检波器波场沿不同垂直方向传播的组分之间的互相关，有效避免了成像噪声的干扰，提

高了算法收敛的速率．数值算例验证了方案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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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作为一种基于双程波动方程进行波场延拓的成

像方法，逆时偏移具有诸多优点：可以利用反射波、

多次波、回转波和棱柱波等各种波型，不受地层倾角

的限制，并且对起伏地表和复杂速度分布有很好的

适应性．但是相较于单程波偏移算子，逆时偏移面临

着由背向反射所引起的低频噪声发育的问题．所谓

背向反射，是指在震源波场或者检波器波场延拓过

程中，当波遇到波阻抗界面时所发生的次生反射．背

向反射波与正常传播的波之间的互相关在地震剖面

上所表现出的结果即低频噪声（刘红伟等，２０１０；杜

启振等，２０１３）．一般而言，界面波阻抗差异越大，背

向反射越发育，低频噪声越强．

常规的偏移方法受低覆盖的观测系统，波的几

何扩散、吸收衰减等效应引起的弱振幅，有限偏移孔

径造成的低分辨率，以及震源子波的震荡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串扰噪声和偏移假象比较发育（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２０１７）．相比之下，最小二乘偏移（ＬＳＭ）通过观测数

据和理论数据的不断拟合和校正，取得的成像结果

振幅保真性好，分辨率和信噪比更高（马方正等，

２０１６；李振春等，２０１７）．最初，ＬＳＭ 主要用于射线类

和单程波类偏移算法，效果显著．后来，最小二乘逆

时偏移将最小二乘思想和逆时偏移方法结合，既可

以利用各种波携带的信息，又可以得到能量更加均

衡且消除了采集脚印的地下结构剖面．

在逆时偏移（ＲＴＭ）中，关于低频噪声的压制有

着诸多办法，例如 Ｌａｐｌａｃｅ滤波、成像角度限制等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Ｙｏ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ｆｕｒｔ，２００６）．相

应地，这些技术也被引入ＬＳＲＴＭ中，并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杨凯和张剑锋，２０１７；Ｙ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８）．

以Ｌａｐｌａｃｅ滤波为例，我们可以在每次迭代求取梯

度之后对其进行滤波消除噪声，但是这改变了振幅

和相位信息，因此需要预先对震源子波进行二次积

分并对求取的梯度进行振幅补偿．近些年来，一种基

于行波分离的成像方法被提出（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Ｆ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根据入射波和出射波之间的几何

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是分别沿着下行和上行方

向的．Ｌｉｕ等（２０１１）提出只保留震源波场和检波器

波场沿不同垂直方向的组分之间的互相关作为新的

成像条件，从而有效地压制地震剖面中的低频噪音．

Ｆｅｉ等（２０１５）进一步提出只保留震源波场的下行波

和检波器波场的上行波之间的互相关运算，以避免

回转波产生的偏移假象．王一博等（２０１６）分别将震

源波场和检波器波场分离为左上、左下、右上和右下

四个组分，并将震源波场和检波器波场的这些组分

两两互相关运算，得到了１６种成像结果，有效地分

析和分离了低频噪声和串扰噪声．值得注意的是，以

上的波场分离主要是在波数域实现的，涉及到

Ｈｉｌｂｅｒｔ变换和Ｆｏｕｒｉｅｒ变换，因而计算量较大，存

储成本较高．

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提供了波场传播的方向信息，因

此无论是在声波还是弹性波地震成像都有着广泛而

充分的应用．一方面，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被用于压制低

频噪声（Ｙｏ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ｆｕｒｔ，２００６）；借助震源波场

和检波器波场的方向信息，我们可以得到入射波与

出射波之间的张角，并在成像条件中添加张角（或者

入射角）加权项对大角度进行衰减或截断，以达到压

制噪声的目的．另一方面，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还可以被

用于提取角度域共成像点道集（ＡＤＣＩＧ），包括张角

道集和倾角道集（王保利等，２０１３；Ｌｉｕａｎｄ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８）．这些道集为 ＡＶＡ、ＭＶＡ 等分析提供了依

据．在本文中，借助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所包含的方向信

息，我们以较低的代价获取波场的上行波组分和下

行波组分（黄杰等，２０１８）．特别是为了使Ｐｏｙｎｔｉｎｇ

矢量求取的鲁棒性更强，我们采用了一种局部最小

二乘意义下的求取结果（芦永明等，２０１７）．

本文结构如下：首先，我们回顾了ＬＳＲＴＭ的基

本原理，对Ｂｏｒｎ近似和迭代反演进行了阐述．其次，

通过对双程波动方程类偏移方法成像条件的分析，

解释了低频噪声的产生和压制方法，并提出了对

ＬＳＲＴＭ梯度算子的改造．然后，我们引入Ｐｏｙｎｔｉｎｇ

矢量并利用其方向指示性实现了行波分离，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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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实现的效率．最后，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我们方

法的有效性．

１　基本理论

最小二乘逆时偏移通过迭代反演得到的最终剖

面具有更高的分辨率．为取得更快的收敛速率，我们

通过在梯度构建中对震源和检波器波场分别选择合

适的组分进行互相关运算以压制低频噪声和偏移假

象．特别地，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的引入使得我们方案的

实现变得方便快捷．

１．１　最小二乘逆时偏移

按照扰动理论，真实速度狏可以分为偏移速度

狏０ 和扰动速度δ狏两部分，对应的波场分别为背景

波场狆０ 和扰动波场δ狆．根据Ｂｏｒｎ近似，扰动波场

由背景波场和速度扰动共同决定，即：

　　
１

狏０（狓）
２


２

狋
２－

Δ

（ ）２ 狆０（狓，狋；狓ｓ）＝犳（狋；狓ｓ），

　　
１

狏０（狓）
２


２

狋
２－

Δ

（ ）２ δ狆（狓，狋；狓ｓ）＝
　　　　犿（狓）

１

狏０（狓）
２


２
狆０（狓，狋；狓ｓ）

狋
２

， （１）

其中，狓ｓ表示震源所在的位置，狓是任一空间坐标点，狋

表示时间，犳是震源子波．犿（狓）＝２δ狏（狓）／狏０（狓）表

示扰动模型，也叫真实反射率，刻画了偏移速度与真

实速度之间的偏离程度．在检波器位置狓ｒ上记录扰

动波场，我们可以得到模拟数据犱，即：

犱（狋，狓ｒ）＝δ狆（狓ｒ，狋；狓ｓ）． （２）

　　由以上叙述可知，借助于Ｂｏｒｎ近似，我们可以

建立扰动模型与观测记录之间的线性关系．以矩阵

的形式对此加以表达，我们有：

犱＝犔犿， （３）

在这里，犔为正演算子，也被称为反偏移算子．

在已有观测系统和采集记录犱ｏｂｓ 的情况下，求

取扰动模型犿 需要用到正演算子的逆犔－１．然而，

对于地震勘探而言，遇到的反问题本身就是病态的，

犔－１ 往往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勘探范围大，处理的数

据也是海量的，因此直接求逆从运算量和存储量上

也不可行．所谓最小二乘方法，就是通过迭代的方法

来逼近反问题的最优解，从而避免直接的取逆．目标

函数选用预测数据犱与观测数据犱ｏｂｓ 之间残差的

Ｌ２范数，残差反传使得模型不断被校正，直至预测

数据和观测数据足够接近．在成像过程中，梯度算子

犔Ｔ 也被称为偏移算子，按照伴随状态法可以表示成

如下形式（Ｐｌｅｓｓｉｘ，２００６）：

犿ｍｉｇ＝犔
Ｔ犱＝∫

１

狏０（狓）
２


２
狆０（狓，狋；狓ｓ）

狋
２ 狇（狓，狋；狓ｓ）ｄ狋，

（４）

其中，狇是伴随波场，满足：

１

狏０（狓）
２


２
狇（狓，狋；狓ｓ）

狋
２ －

Δ

２
狇（狓，狋；狓ｓ）＝犱（狓ｒ，狋；狓ｓ）．

（５）

对于常规的逆时偏移，通过一次震源波场正向

延拓和检波器波场反向延拓且以（４）式为成像条件

可以得到地下结构的成像剖面犿ｍｉｇ．在最小二乘逆

时偏移中，以（４）式作为梯度对反演结果不断进行校

正，可以消除成像剖面中由采集脚印和非均匀照明

引起的偏移假象．相较于常规偏移，最小二乘偏移的

运算量需求更加庞大．在每次迭代过程中，仅梯度计

算就需要一次震源波场（包括背景波场和扰动波场）

正向延拓和检波器（伴随）波场反向延拓．在这里需

要指出的是，我们每次迭代更新的是反射率模型犿，

而非速度模型狏．

求解最小二乘问题的最优解涉及到的迭代方法

包括最速下降法（ＳＤ），共轭梯度法（ＣＧ）以及拟牛

顿法（ＱＮ）等．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带有预条件的共

轭梯度算法来对反问题进行求解．这一方法的优点

在于其既避免了对 Ｈｅｓｓｉａｎ阵显式求逆，又克服了

最速下降法收敛慢的缺点，并且所需存储量少，稳定

性高（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２０１７）．

１．２　低频噪声的产生与去除

波动方程是数值模拟地震波传播过程的理论依

据，一方面它可以生成包括一次反射波和多次波在

内的多种类型的波，另一方面它具有同时刻画波沿

各个方向传播的能力．因此，相较于一般的单程波偏

移算法，逆时偏移具有如下优势：处理回转波、棱柱

波等特殊波型十分方便，不受地层倾角限制且具有

更大的照明区域．然而，强振幅的低频噪声往往会污

染偏移结果，特别是在浅层和强反射界面的上部．当

背向反射发育时，对震源波场和检波器波场采用传

统的互相关条件会沿着射线路径成像，从而在偏移

剖面上产生强烈的干扰．

对于双程波偏移方法，基于全波的互相关成像

条件可以写为

　犐＝∫狌ｓ·狌ｒｄ狋＝∫（狌
ｄ
ｓ·狌

ｕ
ｒ＋狌

ｕ
ｓ·狌

ｄ
ｒ＋狌

ｕ
ｓ·狌

ｕ
ｒ

＋狌
ｄ
ｓ·狌

ｄ
ｒ）ｄ狋， （６）

其中，狌ｓ和狌ｒ分别表示震源波场和检波器波场，上

标ｕ和ｄ则分别表示上行波场和下行波场．由式（６）

７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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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除了震源波场的下行波和检波器波场的上行

波可以成像外，其他组分也参与成像．其中，沿相同

方向传播的组分互相关运算会产生较大幅值的噪

声，这种噪声在频率域表现出低频特征（杜启振等，

２０１３），因此可以用Ｌａｐｌａｃｅ滤波加以消除．但这也

会改变地震剖面同相轴的振幅和相位特征，因此需

要对震源的预处理和额外的矫正．为了提高成像质

量，可以改造成像条件，即省略（６）式的后两项来压

制低频噪声．从而，我们得到了新的成像条件（Ｌｉｕ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犐＝∫（狌
ｄ
ｓ·狌

ｕ
ｒ＋狌

ｕ
ｓ·狌

ｄ
ｒ）ｄ狋． （７）

　　对于一次反射或者散射，震源波场的入射波下

行而检波器波场的出射波上行，如图１ａ中的 Ａ点

和Ｂ点所示．特别地，对于多次波的一些反射点也

满足这一特征，如图１ｂ中的Ｃ点．式（７）中右侧的

第一项可以很好地将这部分波加以利用，使其在正

确位置成像．对于如图１ｂ中的Ｄ点，式（７）中右侧

第二项满足对其成像的要求．但是当偏移速度变化

特别剧烈时，回转波会在剖面上产生假的同相轴

（Ｆ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如图２所示．这会对后续的处理

和解释造成困扰．因此，式（７）又可近一步简化为

犐＝∫狌
ｄ
ｓ·狌

ｕ
ｒｄ狋． （８）

　　最小二乘逆时偏移与常规的逆时偏移一样，都

面临着双程波成像所带来的低频噪声和串扰噪声问

题．因此，我们可以仿照上述成像条件对梯度算子进

行改造．与式（７）和（８）相对应，我们分别有：

犿ｍｉｇ＝∫
１

狏０（狓）
２


２
狆
ｄ

０
（狓，狋；狓狊）

狋
２ 狇

ｕ（狓，狋；狓ｓ）＋

２
狆
ｕ
０（狓，狋；狓ｓ）

狋
２ 狇

ｄ（狓，狋；狓ｓ（ ））ｄ狋， （９）

图１　波的传播路径

（ａ）反射波和绕射波的传播；其中Ａ点为反射点，Ｂ点为绕射点；（ｂ）多次波的传播路径．

Ｃ点和Ｄ点均为多次反射点，但是适用于不同的成像条件．

Ｆｉｇ．１　Ｗａｖ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ｓ

（ａ）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ｓ．ＰｏｉｎｔＡｉｓ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Ｂｉ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ｂ）Ｔｈ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ＰｏｉｎｔｓＣａｎｄＤａ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ｂｕｔｔｈｅｙａｒ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犿ｍｉｇ＝∫
１

狏０（狓）
２


２
狆
ｄ
０（狓，狋；狓ｓ）

狋
２ 狇

ｕ（狓，狋；狓ｓ）ｄ狋． （１０）

１．３　犘狅狔狀狋犻狀犵矢量与上下行波分离

从物理意义上来说，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是方向性的

能流密度矢量，其大小为单位时间穿过单位面积的

能量．这一矢量在电磁勘探和地震勘探领域有着重

要的意义和作用，特别是其良好的方向指示性对波

传播的刻画和反演成像有着很大的帮助（王保利等，

２０１３）．

对于声波介质，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可以按照式（１１）

进行计算（Ｙｏ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ｆｕｒｔ，２００６）：

狊＝－狌
··

Δ

狌， （１１）

其中，狊表示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狌代表声压场，符号上

方的·表示变量的一阶时间导数，而

Δ

代表空间求

导算子．值得注意的是，式（１１）的幅值并不能表示能

图２　偏移假象产生示意图

当偏移速度存在剧烈变化区域时，狌ｄｓ·狌ｕｒ能够在正确的

位置成像，而狌ｕｓ·狌ｄｒ则会生成虚假的轴．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Ｗｈｅ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ｈａｒｐ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ｅｎｅｒｇｙ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ｙｕｓｉｎｇ狌ｄｓ·狌ｕｒｂｕｔｔｈｅｆａｌｓｅｉｍａｇｅ

ｉｓａｌｓ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狌ｕｓ·狌ｄｒ．

流密度值的大小，但其方向依然与波场的传播方向

一致（Ｔａｎｇａｎｄ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２０１８）．

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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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１１）式的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求取面临计算的

稳定性问题，也就是当声压场达到峰值时，狊的幅值

为０，从而丧失了其方向性．为使算法更加稳健，局

部最小二乘平均意义下的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被提出（芦

永明等，２０１７），即：

珋狊犻 ＝
∑Ω

狊狊

∑Ω
狊 ２
， （１２）

其中，犻表示代求点，Ω表示犻点的邻域．

图３ａ是声波在速度为１０００ｍ·ｓ－１的均匀模

型中传播的波场快照，其传播时间为０．２ｓ．红色箭

头即为按照（１１）式和（１２）式所求的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

其指向声波的传播方向，也就是波前面的外法线方

向．按照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的指向，我们可以非常方便

快捷地完成波场的上下行波分离．如图３ｂ、ｃ所示，

波场被分为上下行波两部分．对于复杂波场我们也

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对波场进行分离．图４ａ是一复杂

模型，将震源置于模型中间位置激发，在传播时间为

０．６ｓ记录下的波场快照如图４ｂ所示．与此同时，我

们求取了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并在图４ｃ、ｄ中分别展示

其狓分量和狕分量．按照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的指向，我

们对复杂的波场快照进行了分离（图４ｅ、ｆ）．值得注

意的是，对于波场重叠的区域，（１１）式只能给出单一

方向，这意味着这种简单的分离对于重叠区域是存

在误差的．当偏移速度足够光滑时，波的混叠并不严

重，因而对成像造成的影响并不大．

１．４　方法流程

尽管通过改造梯度算子，可以避免低频噪声和

假象的产生，但是这也有可能会造成部分有效信号

的丢失．特别地，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在重叠区域只能给

出一个方向，导致部分能量被错误地归位．为了降低

这部分的影响，我们将改造后的梯度算子只用在早

期的迭代中，并根据迭代次数或者数据误差的阈值

在后边调整回全波的梯度算子，从而充分利用所有

波所携带的地下信息．

结合上述理论，我们将ＬＳＲＴＭ 的整体工作流

程总结如下：

（１）根据偏移速度狏０ 正演得到模拟数据犱０，并

让原始数据犱ｏｂｓ减去其得到犱ｒｅｓ；

（２）设定初始反射率模型犿０，并基于Ｂｏｒｎ近似计

算模拟数据犔犿０，从而得到残差狉＝犔犿０－犱ｒｅｓ；

（３）利用偏移算子（９）或者（１０），将残差反传得

到犵
犽＋１
＝犔

Ｔ狉；

（４）根据带有预条件的共轭梯度法，利用犵
犽、犵

犽＋１

和狕犽分别计算模型更新方向狕犽＋１和迭代步长α，即：

β＝
［犵
犽＋１］Ｔ犘犵

犽＋１

［犵
犽］Ｔ犘犵

犽
，

狕犽＋１ ＝犘犵
犽＋１
＋β狕

犽，

α＝
［狕犽＋１］Ｔ犵

犽＋１

［犔狕犽＋１］Ｔ犔狕犽＋１

烅

烄

烆
，

（１３）

其中，犘算子表示震源照明补偿．随后，完成模型迭

代犿犽＋１ ＝犿
犽
－α狕

犽＋１；

（５）计算数据残差狉＝犔犿
犽＋１
－犱ｒｅｓ，重复第３步

和第４步，直至 ‖狉‖２小于某个阈值或者迭代次数

达到预定次数；

（６）利用偏移算子（４），将残差反传得到犵
犽＋１
＝

犔Ｔ狉，重复第４步，直至误差低于某个阈值或者迭代

次数达到设定值．

图３　均匀介质中声波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的求取及上下行波分离

（ａ）０．２ｓ时刻的波场快照；红色箭头表示归一化后的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沿波的外法线方向；（ｂ）上行波场；（ｃ）下行波场．

Ｆｉｇ．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ｙｎｔ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ｐ／ｄｏｗｎ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ｅｄｉｕｍ

（ａ）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ａｔ０．２ｓ．Ｔｈｅｒｅｄａｒｒｏｗ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Ｐｏｙｎｔ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ｎｏｒｍ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ａｖｅ；（ｂ）Ｕｐｇｏｉｎｇ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ｃ）Ｄｏｗｎｇｏｉｎｇ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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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复杂介质中声波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的求取及上下行波分离

（ａ）复杂介质速度模型；（ｂ）０．６ｓ时刻的波场快照；（ｃ）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的狓分量；（ｄ）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的狕分量；

（ｅ）上行波场；（ｆ）下行波场．对于波场发生重叠的区域，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只能给出一个方向．

Ｆｉｇ．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ｙｎｔ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ｐ／ｄｏｗｎ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ｅｄｉｕｍ

（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ｏｄｅｌ；（ｂ）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ａｔ０．６ｓ；（ｃ）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ｙｎｔ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ｄ）狕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Ｐｏｙｎｔ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ｅ）Ｕｐｇｏｉｎｇ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ｆ）Ｄｏｗｎｇｏｉｎｇ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Ｐｏｙｎｔ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ｇｉｖｅｓｏｎｌｙｏｎ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

２　数值算例

为了解释方法的有效性，我们用两个数值算例进

行了验证．其中既包括简单的双层模型，又包括相对

复杂的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偏移所需要的地震记录数据

集由时间二阶，空间八阶的有限差分算法模拟得到．

２．１　双层介质

模型界面位于５００ｍ处，上层介质速度为１０００

ｍ·ｓ－１，而下层介质速度为１５００ｍ·ｓ－１．震源子波

设置为主频２５Ｈｚ的雷克子波，将其在地表激发且

间隔设为２５０ｍ．所以，总炮数为５，从左至右依次排

列．检波器置于地表，空间间隔５ｍ，时间采样间隔

为０．５ｍｓ，总记录时长为２ｓ．

在震源波场正向延拓或者检波器波场反向延拓

的时候，当地震波传播至阻抗界面处会有背向反射

产生，且界面两侧介质阻抗差异越大，背向反射波能

量越强．所以，光滑的偏移速度会使背向反射有所弱

化．为了更清晰地展示震源波场和检波器波场的背

向反射现象，我们采用真实模型作为介质速度进行

数值模拟，得到结果如图５所示．这是震源位于地表

中央，传播时刻为０．６２５ｓ的波场快照．在图中，蓝

色箭头分别指向震源波场和检波器波场的背向反射

波．特别地，由于检波器波场的背向反射波能量比较

弱，我们对快照图像采用了自动增益控制（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Ｇ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ＧＣ）来突出显示．在低频噪声的形成

机制中，由背向传播的检波器波场和正常传播的震

源波场互相关引起的能量往往弱于由背向传播的震

源波场和正常传播的检波器波场互相关引起的能量

（杜启振等，２０１３），即∫狌
ｄ
ｓ狌
ｄ
ｒｄ狋＜∫狌

ｕ
ｓ狌
ｕ
ｒｄ狋．

偏移所用的速度模型是由真实模型经高斯光滑

所得，并由此计算出真实的反射率模型．在进行

ＬＳＲＴＭ之前，我们选取第三炮的数据对正演算子

和偏移算子进行了点积测试．表１详细列出了我们

点积测试的结果，可见无论是采用公式（４）还是（９）

或者（１０）作为偏移算子，都近似满足 〈犔犿，犔犿〉＝

〈犿，犔Ｔ犔犿〉以及〈犔Ｔ犔犿，犔Ｔ犔犿〉＝〈犔犿，犔犔
Ｔ犔犿〉．

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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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双层介质点积测试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犇狅狋狆狉狅犱狌犮狋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犳狅狉犪狋狑狅犾犪狔犲狉犿狅犱犲犾

〈犔犿，犔犿〉〈犿，犔Ｔ犔犿〉〈犔Ｔ犔犿，犔Ｔ犔犿〉〈犔犿，犔犔Ｔ犔犿〉

偏移算子

（４）式
１１．４０２７ １１．４０２７ ２２２．５６９８ ２２０．２１０５

偏移算子

（９）式
１１．４０２７ １１．４８１７ ３５．３８５８ ３７．７９６２

偏移算子

（１０）式
１１．４０２７ １１．４８１７ ２８．２９７３ ２９．２４６８

此外，因为公式（９）、（１０）不能保证像公式（４）一样与

正演算子满足充分的伴随关系，其测试结果的相等

性要差于公式（４）测试结果的相等性．图６ａ、ｂ、ｃ分

别是三种成像条件对应的偏移结果，可以看出相比

于全波梯度算子（４），成像条件（９）和（１０）产生的单

炮剖面更为干净，没有低频噪声发育．

对于简单的双层模型，我们使用（９）式作为梯度

算子．图７ａ是真实反射率模型，图７ｂ是常规全波

ＲＴＭ偏移成像的结果，而图７ｃ、ｄ分别是使用常规

ＬＳＲＴＭ方法和我们的方案迭代１０次得到的反射率

模型．显然，与ＲＴＭ相比，ＬＳＲＴＭ的偏移剖面振幅

更加均衡，偏移假象也比较少．特别地，我们将常规

ＬＳＲＴＭ和基于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行波分离的ＬＳＲＴＭ

在收敛速率上进行了比较，如图８所示．可见，在相同

的迭代次数条件下我们的方法模型预测误差更小．

２．２　犕犪狉犿狅狌狊犻模型

本模型深度为１．５ｋｍ，宽度为４．０ｋｍ，具体速

度参数如图９ａ所示．本实验采用主频为１５Ｈｚ，时

间采样间隔为１ｍｓ的雷克子波．炮点置于地表０ｋｍ

至４．０ｋｍ处，炮间距设为２００ｍ．检波点在地表均匀

图５　双层介质中重构的震源波场（ａ）和经ＡＧＣ处理后的检波器波场（ｂ）

其中蓝色箭头所指为背向反射波，红色线条表示反射界面．

Ｆｉｇ．５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ｓｏｕｒｃｅ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ａ）ａ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ｂｙＡＧＣ（ｂ）ｉｎａｔｗｏｌａｙｅｒｍｏｄｅｌ

Ｂｌｕｅａｒｒｏｗｓｐｏｉｎｔｔｏｔｈｅｂａｃｋ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ｒ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图６　不同成像条件单炮数据的成像结果

（ａ）、（ｂ）和（ｃ）对应的偏移算子分别为（４）式、（９）式和（１０）式．相较于全波成像条件，后两者没有低频噪声发育，因此剖面质量更高．

Ｆｉｇ．６　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ｈｏｔｄａｔａ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ａ），（ｂ）ａｎｄ（ｃ）ａｒ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４），（９）ａｎｄ（１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ｆｕｌｌｗａｖ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ｔｗｏ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ｎｏｉ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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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ａ）真实反射率模型；（ｂ）基于全波成像条件的ＲＴＭ偏移结果；（ｃ）常规ＬＳＲＴＭ迭代１０次的反演结果；

（ｄ）基于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行波分离的ＬＳＲＴＭ方法迭代１０次的反演结果

Ｆｉｇ．７　（ａ）Ｔｒｕ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ｂ）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Ｔ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ｕｌｌｗａｖ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ｃ）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ａｆｔｅｒ

１０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ＳＲＴＭ；（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ａｆｔｅｒ１０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ＬＳＲＴＭ 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ｙｎｔ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

排列，间隔设为２０ｍ，总记录时长为４ｓ．反演所用

背景速度为图９ｂ，模型真实反射率如图９ｃ所示．

为了展示在光滑的背景速度下背向反射的发育

程度和波场的混叠程度，我们分别记录了震源位于

地表中央处时１．１５ｓ时刻的震源波场和检波器波

场．如图１０ａ、ｃ所示，因为界面附近的阻抗差异缩

小，导致波场背向反射的能量弱化．这也是常规

ＲＴＭ得到的剖面上低频噪声并没有十分严重的原

因（如图１１ａ所示）．为了展示背向反射，我们对震源

波场快照进行了自动增益控制以增加较弱的反射能

量，得到如图１０ｂ所示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部分区域，波场的混叠比较严重，如图中所标注的

Ａ和Ｂ区域．以Ａ区域为例，两种波发生了混叠但

是都沿相同垂直向上方向，在此求出来的Ｐｏｙｎｔｉｎｇ

矢量仍能保持向上，因此其分离结果是准确的．而在

界面处（Ｂ区域），入射波和反射波同时存在且垂直

方向不同，但是因为入射波能量明显优于反射波能

量，其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方向与入射波传播方向相近，

因此采用（９）式或（１０）式仍可以在此成像．

在此，我们分别使用ＲＴＭ，常规ＬＳＲＴＭ 和基

于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行波分离的ＬＳＲＴＭ 对地震数据

进行了反演成像，并将结果展示在图１１中．其中，

ＬＳＲＴＭ的迭代次数为２０，我们的方法在前五次迭

代中采用了（１０）式作为梯度算子．相较于ＲＴＭ 方

法，ＬＳＲＴＭ的结果分辨率和信噪比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值得注意的是，与常规ＬＳＲＴＭ 结果相比，使

用我们的ＬＳＲＴＭ方法得到的剖面浅部噪声更少，

成像轴清晰．图１２展示了常规 ＬＳＲＴＭ 和基于

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的ＬＳＲＴＭ在收敛性上的比较，结果

发现我们的方案对于复杂的模型在收敛速率上依然

优于常规的ＬＳＲＴＭ．

除此之外，我们还对两种方案的运行时间进行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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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对于双层介质，常规ＬＳＲＴＭ 和基于Ｐｏｙｎｔｉｎｇ

矢量行波分离的ＬＳＲＴＭ收敛性的对比（显然，我们

方法的收敛速率更高，残差也更小）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ＬＳＲＴＭａｎｄＬＳＲＴ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ｏｙｎｔ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ｏｌａｙｅｒｍｏｄｅｌ

（Ｎｏｔｅｔｈａｔｏｕｒｓｃｈｅｍｅｈａｓａｈｉｇｈｅｒ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ａｍｉｎｏ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图９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

（ａ）真实速度；（ｂ）偏移速度；（ｃ）真实反射率．

Ｆｉｇ．９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

（ａ）Ｔｒｕ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Ｔｒｕ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了比较，结果发现：采用（９）式或者（１０）式作为梯度

算子，其运行时间大致为采用全波成像条件（４）式的

１．３７５倍．相较于传统的全波ＬＳＲＴＭ，我们的方案

只在早期的迭代中增加运算量．假设最大迭代次数

是狀，我们在前犿 次迭代中以（９）式或者（１０）式作

图１０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中的波场快照

（ａ）震源波场；（ｂ）经ＡＧＣ处理后显示的震源波场；

（ｃ）检波器波场．

Ｆｉｇ．１０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ｓｏｆ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ｈｅ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

（ａ）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ｂ）Ｔｈ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ｓｏｕｒｃｅ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ＡＧ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Ｔｈ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

为梯度算子，常规方法中每次迭代需要时间为狋，所

以常规ＬＳＲＴＭ所需总时长为狀狋，而我们的方法所

需要的总时长则为狀狋＋０．３７５犿狋．当狀犿 时，程序

所增加的时间可忽略不计．另外，将标准误差阈值分别

设置为０．５、０．４、０．３和０．２，我们计算了传统ＬＳＲＴＭ

和基于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的ＬＳＲＴＭ程序所需的时间长

度，并将其展示如图１３．可见我们的方法在加快收

敛速率上具有明显效果．

３　结论

本文提出并实现了基于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行波分

离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方案．作为一种基于双程波

的地震成像方法，ＬＳＲＴＭ 面临着背向反射所引发

的强振幅噪声和虚假轴的干扰．低频噪声来自于背

向反射波与正常传播的波之间的互相关，因此在梯

度构建时选择不同垂直方向的波场组分进行互相关

可以有效压制低频噪声．进一步地，在成像条件中只

保留震源波场的下行组分和检波器波场的上行组分

之间的互相关，虽然会使逆时偏移退化为类似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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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的偏移成像结果

（ａ）基于全波成像条件的ＲＴＭ；（ｂ）常规ＬＳＲＴＭ；（ｃ）基于Ｐｏｙｎｔｉｎｇ

矢量行波分离的ＬＳＲＴＭ．其中，ＬＳＲＴＭ的迭代次数为２０．

Ｆｉｇ．１１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

（ａ）ＲＴ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ｕｌｌｗａｖ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ｂ）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ＬＳＲＴＭ；（ｃ）ＬＳＲＴＭ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Ｐｏｙｎｔ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ｓ．Ｈｅｒｅ，ｔｈｅ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ｗｏＬＳＲＴＭ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ｒｅｂｏｔｈ２０．

图１２　对于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常规ＬＳＲＴＭ和基于

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行波分离的ＬＳＲＴＭ的收敛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ＬＳＲＴＭａｎｄＬＳＲＴ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Ｐｏｙｎｔ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

程波偏移的方法，但是可以进一步地去除偏移假象．

借助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的方向指示性，对震源波场

和检波器波场进行上下行波分离具有简单直接，方

图１３　常规ＬＳＲＴＭ和基于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行波分离

的ＬＳＲＴＭ达到指定误差阈值所需时间

Ｆｉｇ．１３　Ｔｉｍ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ｏ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ＳＲＴＭａｎｄＬＳＲＴ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ｏｙｎｔ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ａｃｈ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ｅｒｒｏｒ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便快捷的优点．并且考虑到Ｐｏｙｎｔｉｎｇ矢量对于重叠

区域的效果不佳且不完全的成像条件也会损失波的

部分有效信息，我们可以只在迭代的早期使用改造

后的梯度算子．这样我们既充分利用了地震波所携

带的有效信息，又降低了方法所需的运算成本．数值

算例证明通过本文的方法，在减少迭代次数（运算

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振幅均衡性好且信噪比

更高的成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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