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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多分量地震观测为基础，联合纵波和转换横波数据能更有效地估计地下介质的弹性和物性参数，提升地

质构造成像与油气储层描述的精度．在海底多分量地震数据处理过程中，观测记录的上下行波分解和Ｐ／Ｓ波分离

可压制水层鸣震以及Ｐ与Ｓ波之间的串扰，对偏移成像和纵横波速度建模至关重要．但受海底环境、仪器与观测因

素共同影响，许多海底多分量地震资料都无法基于现有的海底波场分离方法与流程取得合理的结果．本文以海底

声波场与弹性波场分离基本原理为基础，通过对方法流程的修正，摆脱常规流程对中小偏移距直达波信号的依赖

性．借助模拟数据实验讨论了波场分离对海底介质参数、噪声的敏感性．结合东海ＹＱ探区海底多分量地震资料上

下行Ｐ／Ｓ波分离及其叠前深度偏移处理，验证了本文方法流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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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油气勘探的不断深入，以构造圈闭为主的

优质储层目标越来越少，勘探开发的对象逐步向岩

性油气藏、构造岩性复合油气藏拓展，对地震成像

与储层预测提出了更高的精度要求．在这种情况下，

以声压波场传播理论为基石的传统标量地震纵波勘

探方法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多分量地震更全面地记

录了纵波（Ｐ波）和横波（Ｓ波）的三维振动信息，联

合ＰＳ波的地震成像与反演除了可改善“气云区”和

复杂地质体（如盐丘、火成岩）及其下部的构造成像，

还有助于岩性区分、储层内部非均质性（包括裂缝系

统）刻画以及含油气性检测，并在油气藏开发、二氧

化碳填埋等过程的动态监控中体现出一定优势

（Ｓｔｅｗａ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张永刚等，２００４；刘振武等，

２００８；何兵寿等，２０１９）．

近２０年来，在现代地震观测与高性能计算技

术的推动下，多分量地震方法在油气资源勘探领

域愈发受到重视．在海上，多分量地震以海底电缆

（ＯＢＣ）、海底节点（ＯＢＮ）和海底地震仪（ＯＢＳ）等观

测方式为主，由声压检波器（俗称水检）和三分量质

点速度（或位移／加速度）检波器（俗称陆检）共同接

收到达海底的矢量波场信号．相比于陆地三分量

（３Ｃ）地震，海底四分量（４Ｃ）地震多记录一个声压场

信号，就会受到海面多次波、水层鸣震以及涌浪噪声

等干扰．国内外迄今采集了大量海底多分量地震资

料，但资料的应用还基本处于联合利用水检和陆检

信号压制接收端海水鸣震阶段，以此改善纵波成像

质量．简便起见，有时也会直接将陆检垂直分量信号

视为Ｐ波，将水平分量信号视为ＰＳ波．然而，忽视Ｐ

波与Ｓ波在这些分量的模式耦合会不同程度地影响

多分量数据处理的效果（何兵寿和张会星，２００６）．理

论与实践表明，多分量波场Ｐ／Ｓ波模式分离（或解

耦）有利于后续地震数据处理，尤其是速度建模和偏

移成像（陶春辉和何樵登，１９９３；许世勇等，１９９９；胡

天跃等，２００４；ＹａｎａｎｄＳａｖａ，２００８），也能降低弹性

波反演面临的非线性和多参数耦合效应（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２０１８；Ｗａｎｇａｎｄ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７；Ｒｅｎ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１６；王腾飞，２０１７；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目前，联

合水检和陆检信号实现上下行Ｐ／Ｓ波分离，已被视

为海底４Ｃ地震数据处理的一个最关键环节，有助

于压制水层鸣震或海面多次波，提高构造成像和储

层预测的可靠性（ＥｄｍｅａｎｄＳｉｎｇｈ，２００９；李维新等，

２０１８；芦俊等，２０１８）．

海底地震波场分离有两大类主流方法：第一类

为声波场分离方法（只能实现上下行波分离），它把

分离界面置于紧挨海底的水层中，根据水听分量和

陆检垂直分量上行波信号极性相同、下行波极性相

反的原理，将二者匹配后叠加分离出上、下行波场，

俗称ＰＺ叠加或双检合并．该方法最先由 Ｈａｇｇｅｒｔｙ

（１９５６）和 Ｗｈｉｔｅ（１９６５）等提出，随后得到一系列扩

展（ＤｒａｇｏｓｅｔａｎｄＢａｒｒ，１９９４；Ｏｓ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这

类声波理论基础上的波场分离方法仅适用于Ｐ波

数据，无法区分Ｐ波与Ｓ波，因此难以支撑转换波

（如ＰＳ波）速度建模与成像处理．

第二类为弹性波场分离方法（实现纵横波解耦

和上下行波分离），它把分离界面置于紧挨海底的固

体介质中，具体实现要么依据海底波场极化信息

（Ｃｈ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２），要么采用弹性波特征分解方法

（Ｓｃｈａｌｋｗｉｊ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前者属于数据驱动方法，

主要依据到达海底检波器的Ｐ波与Ｓ波极化方向

的差异，但该方法过程繁琐且易受到噪声的影响，也

不能区分上、下行波．后者基于弹性波动方程的平面

波解，依据特征值分解 （Ｆｒａｓｉｅｒ，１９７０；Ａｋｉ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２００２）或海底界面Ｐ／Ｓ波能量分配关系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ＥｄｍｅａｎｄＳｉｎｇｈ，２００９）构建依

赖于海底介质参数的上下行Ｐ／Ｓ波解耦方法．它一

般在射线参数域实现，需要适当拓展才能处理海底

介质的横向非均匀性（Ａｍｕｎｄ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更

重要的是，海底上下行Ｐ／Ｓ波分离还受到水检与陆

检在海底的耦合性和仪器响应差异、海底固体介质

弹性参数的影响．于是，Ｓｃｈａｌｋｗｉｊｋ等（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提出了一种有较强实用性的多步分离技术流程．该

流程需在炮集数据上人为选取特定反射波时窗，人

工交互导致工作量大，且在浅水多次波发育和信噪

比较低情况下选择时窗存在困难．为此，Ｍｕｉｊｓ等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重新建立了一种面向浅水多分量地震

数据的波场分离技术流程．总之，海底多分量地震数

据上下行Ｐ／Ｓ波分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步骤

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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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对工区条件、资料品质的依赖性很强，几乎每步

都需针对特定的数据成分或震相求解相应的反问

题．因此，现有方法与流程在有些实际地震资料处理

中成效并不明显．

针对我国东海油气田绳系ＯＢＳ四分量地震数

据波场分离与偏移成像遇到的挑战，本文结合工区

水深环境与资料信噪比特征，构建了一个海底多分

量地震记录上下行Ｐ／Ｓ波分离的新流程．通过二维

模型数据与实际资料分离实验，分析几个关键步骤

采用的方法以及整个流程的有效性．

１　方法原理与常规技术流程

海底多分量地震数据采集时，通常认为水检处

于紧邻海底的水层中，陆检位于紧邻海底的固体介

质中（如图１ａ，Δ犺接近于零）．海底多分量地震数据

上下行Ｐ／Ｓ波分离的基本原理可由弹性波表示定

理推导而来（Ａｍｕｎｄ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对于复杂的

海底介质情况，分离过程需要求解一系列复杂的

积分方程．当海底介质横向均匀或变化缓慢时，积

分方程退化为由频率域弹性波动方程特征分解

（Ｆｒａｓｉｅｒ，１９７０；Ａｋｉ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２００２）建立的波

场分离公式（Ｓｃｈａｌｋｗｉｊ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９）．下文对二维

三分量数据的波场分离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和

分析．

首先，海底多分量数据的声波场上下行波分离

发生在水检所在的界面（如图１ｂ中黑色水平虚线所

示）．由图可见，分离界面处的下行Ｐ波是经自由表

面反射下行到海底的，而上行到分离界面的Ｐ波包

含两种成分：一是在海底固体介质传播的上行Ｐ波

（包括由Ｓ到Ｐ波上行转换波），二是下行Ｐ波经海

底反射并立即到达分离界面的上行干扰Ｐ波，通常

情况下这种干扰波的能量会比较强．基于二维频率

域声波方程的特征分解，可以推导出海底上下行波

分离公式（Ａｍｕｎｄｓｅｎ，１９９３）：

２
犘±

狏±

烄

烆

烌

烎狕
＝

１ ±ρ
０

狇０

±
狇０

ρ０

烄

烆

烌

烎
１

犘

狏

烄

烆

烌

烎狕
， （１）

其中犘和狏狕 分别表示水检分量和陆检垂直分量．公

式左边项上标“±”分别表示下行波和上行波（如图

１所示），公式右边项“±”单纯表示正负号，分别对

应下行波和上行波计算所用符号．ρ０ 代表海水密

度，α０ 为海水速度，狆＝犽狓／ω是水平慢度（或射线参

数），狇０ ＝ （α
－２
０ －狆

２）１／２ 表示垂向慢度，犽狓 为水平波

数，ω为圆频率．基于该公式的波场分离在ω狆域、ω犽

域或τ狆域均可实现．因为海底界面满足质点振动

速度连续性条件，公式（１）右端狏狕 分量可用陆检记

录垂直分量来代替，如果陆检分量记录的是位移或

者加速度则需要先将其转换成速度．

其次，海底多分量数据的弹性波场上下行Ｐ／Ｓ

波分离发生在陆检所在的界面（图１ｃ黑色水平虚线

表示）．可见，在分离界面处可明确区分上行Ｐ波和

Ｓ波，但是分离出的下行Ｐ波除了从海水透射的下

行Ｐ波，还包含分别由上行Ｐ和Ｓ波在海底界面产

生的下行反射和转换Ｐ波场．同理下行Ｓ波在分离

界面处也由三种成分构成．当海底存在松软沉积层

时，自由表面反射波到达海底透射到分界面处的下

行Ｐ波（图１ｃ黑色带箭头粗实线）是下行Ｐ波的主

导成分，而由上行Ｓ波经海底反射到分离界面的下

行Ｓ波（图１ｃ浅蓝色带箭头粗线）在所有下行Ｓ波

成分中占主导地位，其他海底相关的干扰体波成分

会相对较弱．

基于二维频率域弹性波方程的特征分解，并考

虑到海底切应力为零，可以导出海底上下行Ｐ／Ｓ波

分离公式（Ｓｃｈａｌｋｗｉｊ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图１　海底多分量地震记录波场分离示意图

（ａ）海底地震仪检波器位置；（ｂ）声波场上下行波分离；（ｃ）弹性波场上下行Ｐ／Ｓ波分离．

图中水平虚线代表波场分离界面，蓝色箭头细线表示经海底反射立即在分离界面接收到的波场．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ｏｃｅａｎｂｏｔｔｏｍ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

（ａ）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ｃｅａｎｂｏｔｔｏｍ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ｐｈ（ＯＢＳ）；（ｂ）Ｕｐ／ｄｏｗ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ｃ）Ｕｐ／ｄｏｗｎＰ

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ｌｙ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ｎａｒｒｏｗ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ｔｈａ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ｔｓｅａｂｅｄａｎｄ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ａｒｒｉｖｅａｔｔｈｅｇｉｖｅ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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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２
φ
±



烄

烆

烌

烎
±
＝犉

－１
±２狆狇Ｓ β

－２
－２狆

２

２狆
２
－β

－２
±２狆狇

烄

烆

烌

烎Ｐ

－τ
±
狓狕

－τ
±

烄

烆

烌

烎狕狕
， （３）

其中狏狓为陆检速度水平分量，τ狓狕、τ狕狕 分别为切应力

和正应力，α、β、ρ分别代表海底固体介质的纵、横波速

度与密度，狇Ｐ＝（α
－２
－狆

２）１／２和狇Ｓ＝（β
－２
－狆

２）１／２分

别为纵波和横波垂向慢度，犉＝４β
２
狆
２
狇Ｐ狇Ｓ＋β

２（狇
２

Ｓ－

狆
２）２．φ

±表示分离出的下、上行标量纵波，
±表示分

离出的下、上行标量横波．考虑到海底界面附近法向应

力连续，海底多分量数据只能接收到水检分量，因此公

式（２）右端τ狕狕 项用水检分量犘代替，即－τ狕狕 ＝犘．

假设海底多分量检波器真实地记录了质点振动

矢量场信息，按上述方法原理可以分离出海底上下

行Ｐ／Ｓ波记录．然而，在实际海底地形与洋流条件

下，某些地震仪与海底介质的耦合性得不到保障，导

致声压分量与陆检分量在相位和振幅方面不符合理

论上的数值关系．此外通常还会面临真实海底参数

未知的问题．因此很难直接利用公式（１）—（３）对实

际海底多分量数据进行数据分离．

随着转换波在海洋油气勘探中愈发受到重视，

地球物理学者也在不断探索基于弹性波理论的上

下行Ｐ／Ｓ分离技术流程．Ｓｃｈａｌｋｗｉｊｋ等（１９９９，２００３）经

过多年的持续研究，提出了一种多步分离策略：首

先，通过最小化一次反射波时窗中下行波的能量求

取狏狕 分量的校正因子．然后，通过最小化直达波时

窗中上行波能量依次估计海底介质参数并求取狏狓

分量的校正因子．最后，根据特征分解理论导出的波

场分离公式计算上下行Ｐ／Ｓ波记录．不过，该流程

在耦合校正和参数估计时，需要在炮集数据上人工

选定合适的时窗，除了工作量大，还容易受多次波及

其他噪声干扰．为此，Ｍｕｉｊｓ等（２００７）提出了一种面

向浅水多分量地震数据Ｐ／Ｓ模式分离的新流程，它

基于海底接收的上行波与下行波总能量相等这一理

论假设建立的目标函数来反演狏狕 分量的校正因子，

通过建立互相关目标函数来估计海底介质参数和反

演狏狓 分量校正因子．此外，有学者指出，依据海底接

收的水听分量和陆检垂直分量中直达波的ＡＶＯ 关

系，也可以估计海底介质参数（ＡｍｕｎｄｓｅｎａｎｄＲｅｉｔａｎ，

１９９５；Ｍｕｉｊ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２　浅水区海底多分量地震数据波场分

离新流程

海底地震仪在重力作用下降落至海底，与海底

接触存在不可控性，且海底地形、环境与洋流状况复

杂，记录中环境噪声和多次波发育．尤其是在浅水条

件下，环境噪声的分布不均匀性远高于深水区（刘丽

华等，２０１２），且多次波周期相对较短，对一次波的影

响更为复杂．尽管全球范围内已经采集了许多海底

４Ｃ地震资料，但在偏移成像与储层预测过程中真正

利用好转换波（如ＰＳ波）数据的实例并不多，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底波场分离效果不理想（李维

新等，２０１８）．

图２显示了国内于２０１７年首次在东海油气区

将某型国产海底地震仪以绳系方式投放后，在一条

二维测线上某地震仪采集的三分量地震记录（已完

成涌浪噪声压制、地震仪重定位与旋转校正等预处

理）．由于前文提到的浅水环境噪声与多次波、仪器

和施工因素影响，声压分量的直达波受到严重污染，

波形受到明显破坏，浅层（０．７ｓ以内）反射波几乎被

噪声掩盖（图２ａ黑色箭头指示区域），陆检垂直分量

的近偏移距处存在很强的波型泄漏干扰（图２ｂ黑色

箭头指示同相轴）．由于很难挑选出信噪比有保证的

直达波时窗以及多次波污染小的一次反射波时窗，

前人针对垂直分量的校正方法无法使用．基于海底

直达波的 ＡＶＯ关系估计海底介质参数也比较困

难．在理想情况下，初至折射波数据是上行波信号

（图２红色箭头指示同相轴），因此它为仪器校正因

子的求取提供了可以凭借的依据．

因此，本文针对类似的海底多分量地震数据，依

据弹性波场分离基本原理，提出由如下步骤组成的

方法流程：

（１）犘／狏狕 校正：依据折射波时窗内下行波能量

最小化准则反演狏狕分量相对于犘 分量的校正因子，

进而完成陆检垂直分量的匹配滤波与耦合校正；并

通过公式（１）分离获得纯模式下行波场；

（２）估计海底介质参数：利用到达海底的上行波

与下行波零延迟互相关最小化准则估计海底介质

７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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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东海ＱＹ探区海底多分量共接收点记录

（ａ）水检犘分量；（ｂ）陆检犣分量数据；（ｃ）陆检犡分量数据．

Ｆｉｇ．２　ＯＢＳｃｏｍｍ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ｇａｔｈｅｒｓｆｒｏｍＱＹａｒｅａｉ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ａ）犘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ｎｅ；（ｂ）犣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ｇｅｏｐｈｏｎｅ；（ｃ）犡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ｇｅｏｐｈｏｎｅ．

参数；

（３）犘／狏狓 校正：利用到达海底的上行波与下行

波零延迟互相关最小化准则反演狏狓 分量的校正因

子，进而完成陆检水平分量的匹配滤波与耦合校正；

（４）海底上下行Ｐ／Ｓ数据分离：按前文方法原

理，由三分量记录分离获得纯模式的上行Ｐ波、上

行Ｓ波．

在流程处理之前需要对实际数据进行预处理，

包括检波器重定位、方位角和倾斜校正、去噪、插值

等工作．

２．１　犘／狏狕 校正

通常水检比陆检的耦合性更好，故以水检记录

的声压信号为标准首先对陆检狏狕 信号进行校正．在

认为海水声波速度和密度已知条件下，通过犘／狏狕

校正之后的狏狕 分量能够比较真实地代表海底质点

振动的垂直速度，那么在折射波时窗（中长偏移距初

至折射波同相轴所在时窗）内下行波能量接近于零．

设频率域的校正因子为犆狆狕（ω），声波场信号的上、

下行波分离遵循公式（１）．当校正因子足够准确时，

时窗内下行波能量达到极小值，因此建立如下ω犽

域的目标函数：

犈狕 ＝∑
ω，犽

（犘＋）（犘＋）

＝∑
ω，犽

狇０

ρ０
犘（ω，犽）＋犆狆狕（ω）狏狕（ω，犽（ ））

×
狇０

ρ０
犘（ω，犽）＋犆狆狕（ω）狏狕（ω，犽（ ））



， （４）

其中上标表示复共轭．利用最速下降法迭代最小

化下行波能量可估计出校正因子犆狆狕（ω），进而完成

对狏狕 分量的校正（原始数据在频率域与校正因子相

乘）．将校正后的狏狕 分量代入公式（１）分离出声波情

况下的纯模式下行波场（犘＋／狏＋狕 ）．

２．２　估计海底介质参数

当海底附近没有明显分层结构时，上行波与下

行波不会同时到达海底．当海底上行波和下行波记

录分离得比较彻底时，它们的零延迟互相关应当是

一个极小值．弹性波场分离的方法依赖于海底介质

参数，故可通过最小化分离后上行波和下行波记录

的互相关系数估计海底介质参数（Ｍｕｉｊ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

在前面犘／狏狕 校正之后按声波波场分离原理分

离海底犘＋ 波记录的过程与海底介质参数无关，故

以它作为分离后的下行波．以公式（２）分离出的海底

上行正应力τ
－

狕狕
记录代表分离后的上行波，式中珘狏狕

分量是校正后的陆检垂直分量．据此建立τ狆 域的

目标函数：

犈Ｐ（狆）＝∑
τ，狆

（犘＋ （τ，狆））
２（珘狏狕（τ，狆）＋犫（狆）犘（τ，狆））

２，

（５）

其中犫（狆）与海底介质参数α、β、ρ有关，即：

犫（狆）＝
狇Ｐ

ρβ
２犉
． （６）

８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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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使犈Ｐ（狆）最小化，估计出随射线参数变化的

犫（狆）曲线．然后根据公式（６）采用全局寻优方法拟

合犫（狆）曲线反演获得海底介质参数．该步时窗选择

无具体要求，以信噪比较高的反射波时窗为宜．

２．３　犘／狏狓 校正

狏狓 分量仅参与海底弹性波场分离过程，因此其耦

合校正与匹配滤波只能与这个过程结合．本文仍然采

用Ｍｕｉｊｓ等（２００４）提出的上行波与下行波不同时到达

海底的假设，在海底介质参数已知情况下，通过最小化

上行波与下行波的零延迟互相关系数求取针对陆检狏狓

分量的校正因子犆狆狓（ω）．这里下行波同样采用声波

场分离出来的海底犘＋记录，上行波则选用上行到

海底的切应力τ
－
狓狕信号．由公式（３）建立τ

－
狓狕与狏狓 分

量之间的关系，进而建立如下τ狆域的目标函数：

犈狓 ＝∑
τ，狆

（犘＋ （τ，狆））
２（τ－狓狕（τ，狆））

２
＝∑

τ，狆

（犘＋ （τ，狆））
２ 犘（τ，狆）－ρβ

２犉
２狇Ｓ
犚∑

ω

犆狆狓（ω）狏狓（ω，狆）ｅ
ｉ［ ］ωτ

２

，（７）

式中犚代表取复信号的实部．对目标函数的迭代最

小化可以估计出陆检水平分量的校正因子．

２．４　上下行犘／犛波分离

按照上述方法获得校正之后的陆检垂直与水平

分量以及海底介质参数，代入公式（２）分离出上下

行应力波场记录τ
±

狓狕
、τ
±

狕狕
，随后代入公式（３）分离出

海底弹性波场分离界面上的上下行Ｐ／Ｓ波信号．

其中上行Ｐ波与上行Ｓ波地震记录将用于后续的

多次波压制、速度分析、偏移成像与波形反演等

处理．

３　理论模型数值实验

首先在一个含有１００ｍ深水层的水平层状介

质模型（如图３）上开展方法与流程测试．利用一阶

速度应力方程交错网格有限差分算法合成海底二

维三分量（２Ｄ３Ｃ）炮记录．Ｐ波震源设置在模型

（１８００ｍ，５０ｍ）处，采用主频为４０Ｈｚ的雷克子波，

水检和陆检以４ｍ间隔均匀布放在海底，以０．５ｍｓ

间隔记录时长１．８ｓ．利用镜像法仿真水平自由表面

效应．如图４，２Ｄ３Ｃ共炮记录中一次反射波被大量

的自由表面多次波所污染．

３．１　海底参数敏感性分析

利用合成的海底多分量记录，验证海底介质

参数的准确性对波场分离结果的影响．对任意两

个参数组合，在真实参数（用黑色实线标识）附近

一定范围扰动，将分离结果的误差平方和与真实

结果平方和的比值作为衡量误差的标准，来评估Ｐ

波或者Ｓ波分离对不同海底参数的敏感性，公式

表示为

犈ｓｅｎｓ＝
∑
狋，狉

（犱ｗ－犱ａ）
２

∑
狋，狉

（犱ａ）
２
， （８）

式中犱ａ 表示使用精确海底介质参数获得的分离结

果，犱ｗ 为使用试验参数获得的分离结果，狋和狉分别

对应时间和检波器采样序号．图５ａ—ｃ误差图谱表

明，Ｐ波分离受纵波速度影响大，受横波速度和密度

影响相对较小；图５ｄ—ｆ表明Ｓ波分离主要受横波

速度影响，受密度的影响较小，且不受纵波速度的影

响．总体而言，三个参数中纵、横波速度的估计比较

关键．

３．２　陆检分量校正与波场分离

为了仿真海底仪器响应差异与耦合问题，对陆

检狏狓 和狏狕 分量在频率域施加如图６所示的频率畸

变因子犆（ω），使其振幅特性发生改变（暂时不改变

相位）．首先采用前文所述第一步进行犘／狏狕 校正，

该过程使用图４箭头指示的折射波同相轴（中长偏

移距初至折射波同相轴所在时窗）．如图７，从真实

校正因子（黑色虚线）与反演的校正因子（红色实线）

对比可知，在有效频带范围内得到了校正因子的合

理估计，图中真实校正因子由畸变因子计算获得（真

实校正因子的振幅是畸变因子振幅的倒数，相位与

畸变因子符号相反）．然后，采用流程第二步反演海

底介质参数．将犘 分量和校正后的狏狕 分量变换到

τ狆域，在图８矩形框所示的反射波时窗内，通过最

小化公式（５）定义的目标函数反演获得犫（狆）曲线（如

图９红色实线所示）．而后基于公式（６）在合理范围内遍

历参数组合拟合犫（狆）曲线，估计出海底介质参数．本例

中α搜寻范围１．５～２．５ｋｍ·ｓ
－１，β搜寻范围０．１～

１．０ｋｍ·ｓ－１，ρ搜寻范围１．５～２．３ｇ·ｃｍ
－３，搜寻

步长都为０．１．最优拟合犫（狆）曲线对应的三参数为

α＝１．６ｋｍ·ｓ
－１，β＝０．４ｋｍ·ｓ

－１，ρ＝１．８５ｇ·ｃｍ
－３．与

真实海底介质参数α＝１．６０ｋｍ·ｓ
－１，β＝０．４０ｋｍ·ｓ

－１，

ρ＝１．８０ｇ·ｃｍ
－３对比发现，纵横波速度估计比较准

确，密度参数估计误差较大．这与前面密度敏感性最

低的认识一致．

接下来在同一反射波时窗按流程第三步反演

狏狓 分量的校正因子犆狆狓（ω）．结果如图１０所示，与真

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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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浅水各向同性层状介质模型

（ａ）纵波速度；（ｂ）横波速度；（ｃ）密度．

Ｆｉｇ．３　Ｌａｙｅｒｅｄ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ｍｅｄｉｕ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

（ａ）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Ｓ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Ｄｅｎｓｉｔｙ．

图４　二维三分量共炮点道集

（ａ）犘分量；（ｂ）狏狕分量；（ｃ）狏狓 分量．

Ｆｉｇ．４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２Ｄ３Ｃ）ｃｏｍｍｏｎ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ｓ

（ａ）犘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ｂ）狏狕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ｃ）狏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实校正因子对比可知，在有效频带范围内同样合理

地估计出了针对陆检水平分量的校正因子．在完成

陆检信号的校正与海底参数的反演之后，就可按公

式（２）和（３）完成海底波场分离．图１１ａ、ｂ、ｃ展示了

不进行犘／狏狕 与犘／狏狓 校正，但采用精确的海底介质

参数的情况下，按声波场分离原理分离出的下行Ｐ

波记录，以及按弹性波场分离原理直接分离出的上

行Ｐ波与Ｓ波记录．可见，忽略陆检信号校正环节

会影响分离效果．下行Ｐ波记录仍然残留折射波信

号（图１１ａ箭头指示同相轴），上行Ｐ波与Ｓ波记录

均含有大量波型泄漏（图１１ｂ、ｃ箭头指示同相轴）．

图１１ｄ、ｅ、ｆ展示了依次进行犘／狏狕 校正、海底参数估

计以及犘／狏狓 校正，然后实施波场分离取得的结果．

可见，犘／狏狕 校正保证分离出来的下行Ｐ波记录基本

无折射波残存，无明显上行波干扰；基于校正后的

狏狓 分量和狏狕 分量与估计的海底参数，按弹性波场

分离原理分离出的上行Ｐ波和上行Ｓ波记录明显

消除了检波点端下行波（海水鸣震）干扰，避免了Ｐ

波与Ｓ波信号相互泄漏．从偏移距１００ｍ处抽道对

比（图１２）看出，严格按流程步骤处理的分离结果与

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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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波场分离对海底介质参数的敏感性

第１行：上行Ｐ波分离，第２行：上行Ｓ波分离．黑线表示真实参数值所在位置．

Ｆｉｇ．５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ｓｅａｂｅｄｍｅｄｉｕｍ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ｏｐ：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ｇｏ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ｓ；Ｂｏｔｔｏｍ：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ｇｏｉｎｇＳｗａｖｅｓ．

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图６　频率域畸变因子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

图７　狏狕 分量频率域校正因子

Ｆｉｇ．７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

ｆｏｒ狏狕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利用合成数据得到的真实结果（利用精确海底参数

对未施加畸变因子的模拟数据做分离）基本一致．可

图８　τ狆域狏狕 分量数据

Ｆｉｇ．８　狏狕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ｉｎτ狆ｄｏｍａｉｎ

见，水检与陆检信号校正及海底参数估计对Ｐ波与

Ｓ波的高质量分离至关重要．

３．３　抗噪性分析

对数据施加统一强度的白噪声，通常会导致局

部数据信噪比（如初至折射波时窗信噪比）与整体信

噪比有较大差别．在东海实际数据中初至折射波时

窗信噪比相对较高（图２所示），且折射波时窗主要

受涌浪等噪声干扰，去噪相对简单．本文方法最终分

离结果的准确性依赖于第一步狏狕 分量校正因子估

计的准确性，所以我们向合成２Ｄ３Ｃ数据加入两种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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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估计的犫（狆）曲线

黑线为真实值，红线为反演值．

Ｆｉｇ．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犫（狆）ｃｕｒｖｅ

Ｂｌａｃｋ：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Ｒｅｄ：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ｖａｌｕｅ．

图１０　狏狓 分量频率域校正因子

Ｆｉｇ．１０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

ｆｏｒ狏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图１１　检波器校正前后上下行Ｐ／Ｓ模式分离结果对比

（ａ—ｃ）校正前多分量数据分离的下行Ｐ波、上行Ｐ波和上行Ｓ波；（ｄ—ｆ）校正后多分量数据分离的下行Ｐ波、上行Ｐ波和上行Ｓ波．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ｕｐｄｏｗｎＰ／Ｓ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ｇｅｏｐｈｏｎ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Ｄｏｗｎａｎｄｕｐｇｏ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ｕｐｇｏｉｎｇＳｗａｖ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ｇｅｏｐｈｏｎ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ｄ—ｆ）Ｄｏｗｎａｎｄｕｐｇｏ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ｕｐｇｏｉｎｇＳｗａｖ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

不同强度的随机噪声，使得初至折射波时窗信噪比

分别为４ｄＢ和－１０ｄＢ（注意此时数据整体信噪比

分别为２０ｄＢ和６ｄＢ，如图１３所示，本文只展示狏狕

分量），以检验本文流程的抗噪性．

对折射波时窗信噪比为４ｄＢ的狏狕 分量和狏狓

分量合成记录施加如图６所示的频率畸变因子犆（ω），

然后按本文流程进行模式分离．图１４ａ与１４ｂ分别

为狏狕 分量和狏狓 分量校正因子求取结果，在有效频

带范围内与真实值非常接近．图１５为反演的犫（狆）

曲线，对应估计的海底介质参数为：α＝１．６ｋｍ·ｓ
－１，

β＝０．４ｋｍ·ｓ
－１，ρ＝１．９２ｇ·ｃｍ

－３，只有密度误差

较大．由图１６可知，最终分离的上行Ｐ／Ｓ波记录与

精确结果非常接近．这说明折射波时窗信噪比为

４ｄＢ时，本文方法流程仍然可以获得合理结果．

对折射波时窗信噪比为－１０ｄＢ的狏狕 分量和

狏狓 分量数据施加同样的畸变因子，然后利用本文流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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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偏移距１００ｍ处抽道对比图

三幅图依次对应下行Ｐ波、上行Ｐ波与上行Ｓ波；黑色虚线为真实分离结果，

蓝色虚线为未做校正数据分离结果，红色实线为校正后数据分离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ｒａｃｅｓａｔｔｈｅｏｆｆｓｅｔｏｆ１００ｍ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ｂｌｕ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ｔｒｕｅ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ｈ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ｄｗｉｔｈｇｅｏｐｈｏｎ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１３　含随机噪声狏狕 分量记录

（ａ）整体信噪比为２０ｄＢ；（ｂ）整体信噪比为６ｄＢ．

Ｆｉｇ．１３　狏狕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ｒａｎｄｏｍｎｏｉｓｅ

（ａ）２０ｄＢｏｆＳＮＲ；（ｂ）６ｄＢｏｆＳＮＲ．

程进行模式分离．由于折射波时窗信噪比过低，导致

狏狕 分量校正因子结果存在很大误差，进而导致参数

估计和狏狓 分量校正因子误差很大，本文不再给出具

体结果．因此，只对狏狓 分量施加畸变因子（狏狕 分量

没有畸变），随后按照本文流程进行海底参数估计和

反演狏狓 分量校正因子（这两步选取的窗口信噪比与

整体信噪比接近，为６ｄＢ），以验证这两步对噪声的

敏感性．最终分离出的上行Ｐ／Ｓ波结果如图１６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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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校正因子结果对比

（ａ）狏狕分量校正因子；（ｂ）狏狓 分量校正因子．

黑色虚线是精确解，红色实线是反演结果．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ａ—ｂ）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ｏｆ狏狕ａｎｄ狏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ＳＮＲ＝

２０ｄＢ）．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ａｎｄ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ｄｅｎｏｔｅｅｘａｃ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１５　２０ｄＢ信噪比数据犫（狆）曲线

黑线为真实值，红线为反演值．

Ｆｉｇ．１５　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犫（狆）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ＮＲ＝２０ｄＢｄａｔａ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ｓｏｌｉｄ

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示，与精确结果非常接近．所以综合来看，本文所述

方法流程具有较好抗噪性．

４　实际ＯＢＳ资料处理

东海ＱＹ工区位于西湖凹陷三潭深凹中部，平

均水深约８５ｍ，处在较为宽缓的大陆架缓坡地带，

海底较为平缓，构造总体呈东南倾斜，具有典型的凹

中隆构造特征．经中海油、中石化与同济大学三方协

商，依托２０１７年二次三维地震采集航次机会与震源

船设备，以绳系ＯＢＳ方式沿一条１０ｋｍ二维测线均

匀布放１００台国产ＯＢＳ仪器，接收由空气枪震源激

发产生的地震波．本文把ＯＢＳ二维测线正上方炮数

据分选出来开展海底多分量地震数据的波场分离实

验．该测线共８３４炮，炮间距３７．５ｍ，共有１００个

ＯＢＳ节点，间距为１００ｍ．原始数据最大偏移距为

２０ｋｍ，但本文聚焦反射波成像问题，故只截取和处

理偏移距１０ｋｍ以内的数据．

用于波场分离实验的二维三分量（２Ｄ３Ｃ）地震

记录依次经过了检波器重定位、倾斜校正和方向旋

转校正、时间重采样、带通滤波和点源到线源振幅校

正等预处理．如前文图２所示，由于仪器与施工因素

以及浅水噪声尤其是多次波的影响，声压分量在

０．７ｓ以内信噪比非常低，垂直速度分量在近偏移距

存在严重的Ｐ与Ｓ波模式串扰，按现有基于直达

波、反射波时窗的陆检信号校正和海底参数估计方

法很难开展．同时，基于低信噪比和波形振幅受到明

显破坏的直达波信号利用ＡＶＯ反演估计海底参数

也比较困难．

下面介绍本文方法流程的试验结果．从１００个

ＯＢＳ中选取了数据质量满足要求的８５个，按检波

器道集开展海底上下行Ｐ／Ｓ波模式分离．这里以

ＯＢＳ编号为３３的２Ｄ３Ｃ共接收点道集进行展示．首

先选定中偏移距信噪比有保障的折射波时窗，按第

一步反演狏狕 分量校正因子（如图１７），进而完成狏狕

分量校正．同时按声波场分离理论得到下行Ｐ波记

录，结果如图１８所示，在完成上下行波分离之后，下

行Ｐ波记录中基本不存在折射波信号，这表明犘／狏狕

校正效果明显．接着按第二步在２．０ｓ附近选定信噪

比有保障的反射波时窗估计出海底纵、横波速度与密

度．图１９为这个过程中首先反演得到的犫（狆）曲线，由

它进一步估计出海底参数分别为α＝１．６ｋｍ·ｓ
－１，

β＝０．３ｋｍ·ｓ
－１，ρ＝１．７ｇ·ｃｍ

－３（由它们拟合出的

犫（狆）曲线由图１９中红色曲线表示）．为了保证算法

的稳定性，在反演犫（狆）曲线过程中对目标函数的梯

度（局部优化的下降方向）进行了正则化（光滑）处

理．这样的高纵横波速度比与工区内海底存在未固

结沉积物的情况比较吻合．然后在同样的反射波时

窗按第三步，求取狏狓 分量的校正因子（如图２０），完

成狏狓 分量校正．

最后对完成犘／狏狕 与犘／狏狓 校正的２Ｄ３Ｃ共接收

点道集，采用估计出来的海底介质参数，按第四步进

行海底弹性波场分离．图２１分别展示分离出的上行

Ｐ波记录以及上行Ｓ波共接收点记录．与陆检垂直

分量对比可知，上行Ｐ波基本消除了Ｓ波的串扰，

而且压制了一些与检波器一端水体鸣震相关的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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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偏移距１００ｍ处分离的上行Ｐ／Ｓ波地震道对比

（ａ）信噪比２０ｄＢ；（ｂ）信噪比６ｄＢ．黑线为真实值，红线为校正后数据分离结果．注意Ｐ波与Ｓ波记录为不同时窗范围．

Ｆｉｇ．１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ｔｒａｃｅｓｏｆ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ｓａｔｔｈｅｏｆｆｓｅｔｏｆ１００ｍ

（ａ）ＳＮＲ＝２０ｄＢ；（ｂ）ＳＮＲ＝６ｄＢ．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ｒｅｄｃｕｒｖ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ａｌ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ｖａｌｕｅ．

Ｎｏｔｅｔｈ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ｗｉｎｄｏｗ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ｆｏｒ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

图１７　狏狕 分量频率域校正因子

Ｆｉｇ．１７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狕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声；同样，与陆检水平分量的对比可看出，分离出的

上行Ｓ波信噪比也有一定提升．狏狓 分量中与Ｐ波视

速度接近的同相轴几乎看不到，说明其中主要能量

是视速度低的Ｓ波．海水声波速度为α０＝１．５ｋｍ·ｓ
－１，

密度为ρ０＝１．０ｇ·ｃｍ
－３，海底纵波速度为α＝１．６

ｋｍ·ｓ－１，横波速度为β＝０．３ｋｍ·ｓ
－１，密度为ρ＝

１．７ｇ·ｃｍ
－３，根据Ｚｏｅｐｐｒｉｔｚ公式（Ａｋｉ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２００２），计算出上、下行Ｐ波、Ｓ波在海底界面的反射

和透射系数曲线如图２２所示，在当前参数配置情况

下，海底界面处纵横波相互转换并不强烈，同样意

图１８　声波场共接收点记录分离结果

（ａ）声压分量（左）和垂直速度分量（右）；（ｂ）分离的下行波场．

Ｆｉｇ．１８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ｇａｔｈｅｒｓａｔ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ｂｏｔｔｏｍ

（ａ）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ｌｅｆｔ）ａｎｄ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ｒｉｇｈｔ）；（ｂ）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ｄｏｗｎｇｏｉｎｇｗａ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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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狏狓 分量基本为上行Ｓ波为主，这也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狏狓 分量和分离出的上行Ｓ波记录非常接近

的原因．

图１９　实际数据犫（狆）曲线

红实线为反演曲线，黑虚线为拟合曲线．

Ｆｉｇ．１９　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犫（狆）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ｄａｔａ

Ｔｈｅｒｅｄｓｏｌｉｄ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ｓ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ａｎｄｆｉｔ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２０　狏狓 分量频率域校正因子

Ｆｉｇ．２０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

ｆｏｒ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针对８５个 ＯＢＳ分离出的上行Ｐ波与Ｓ波记

录，进行标量声波高斯束叠前深度偏移处理，其中Ｐ

波速度模型由水检记录初至波走时层析构建，Ｓ波

速度模型按一定的纵横波速度比换算得到．图２３

为原始声压记录、分离出的上行Ｐ波记录对应的偏

移剖面．可见后者反射界面层次更清晰，同相轴连续

性得到改善，海水鸣震以及一些Ｓ波污染的压制对

提升成像分辨率与信噪比起到了作用．图２４展示了

对分离后上行Ｓ波记录进行高斯束偏移获得的ＰＳ

反射成像剖面．由于上述流程仅能压制检波器端的

水层鸣震，所以分离出的上行Ｐ波与Ｓ波均受到大

量残余浅水多次波的干扰，今后需要研究针对性的

多次波压制与偏移处理方法．

５　讨论与结论

本文提出了由四个核心步骤组成的上下行Ｐ／

Ｓ波分离新流程，在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依据中偏移

距折射波时窗内下行波能量最小化准则，取代常规

基于小偏移距直达波时窗的犘／狏狕 校正方法，扩充

了浅水低信噪比海底多分量地震记录波场分离的技

术选项．理论合成数据实验检验了方法流程的可行

性，参数敏感性分析表明纵波速度对Ｐ波分离效果

影响最大，横波速度对Ｓ波分离效果影响最大，而密

度对波场分离影响较小．抗噪性分析实验表明本文

图２１　海底共接收点数据弹性波场分离结果

（ａ）垂直速度（左）与分离的上行Ｐ波记录（右）；（ｂ）水平速度（左）与分离的上行Ｓ波记录（右）．

Ｆｉｇ．２１　Ｅｌａ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ｇａｔｈｅｒｓａｔ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ｂｏｔｔｏｍ

（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ｌｅｆ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ｕｐｇｏ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ｒｉｇｈｔ）；

（ｂ）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ｌｅｆ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ｕｐｇｏｉｎｇＳｗａｖｅ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ｓ（ｒ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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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海底界面反射／透射系数分析

（ａ）入射上行Ｐ波；（ｂ）入射上行Ｓ波；（ｃ）入射下行Ｐ波．图中左侧为平面波入射／透射／反射示意图，

右侧红线、黑线和绿线分别为上行Ｐ波、下行Ｐ波以及上行Ｓ波的振幅随射线参数的变化系数．

Ｆｉｇ．２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ｔｔｈｅｓｅａｆｌｏｏ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Ｕｐｇｏ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ｂ）ｕｐｇｏｉｎｇＳ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ｄｏｗｎｇｏｉｎｇＰｗａｖ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ｌｅｆｔｒｏｗｄｅｎｏｔｅｓｐｌａｎｅｗａｖ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ｌｉ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ｒｏｗｄｅｎ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ｗａｖｅｍｏｄｅｓ．

所述方法具有较好抗噪性．

分析东海油气田国产地震仪采集的多分量地震

数据发现，所有水检直达波信号都受到严重的噪声

污染，因此基于中偏移距折射波时窗的犘／狏狕 校正

方法正好克服常规海底波场分离方法流程的不足．

从最终分离的上行Ｐ波与Ｓ波记录及其叠前深度

偏移结果来看，本文技术流程基本达到了海底波场

分离的预期效果．虽然它能压制检波端的水体鸣震，

但仍然残余的浅水多次波能量直接影响一次反射

ＰＰ波与ＰＳ波的偏移成像质量．今后针对该海底多

分量地震资料的精细处理，需要补充其他有针对性

的浅水多次波压制方法，发展针对转换波记录的多

次波压制方法与技术流程，进而开展更细致的纵、横

波速度建模与偏移成像处理．

致谢　感谢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７ＹＦＢ０２０２９０３＆

２０１８ＹＦＣ０３１０１００）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６３０９６４，

４１６７４１１７）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７ＺＸ０５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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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　反射ＰＰ波叠前深度偏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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