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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射线类偏移成像来说，求解射线追踪系统中所涉及的属性值不在网格节点上的插值计算问题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环节，它影响到求解走时、路径和振幅信息的计算效率和精度，进而影响到整个偏移成像的质量和效率．

本研究根据速度模型的空间梯度特点，考虑被插值点处速度的梯度在横向和纵向的分布特征，构建基于速度梯度

空间变化的偏微分方程算法，将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基于偏微分方程的定向插值算法引入到射线类偏移成像当中，

实现射线追踪当中涉及的属性值不在网格节点上的插值计算．由于偏微分方程法本身固有的特性（局部特征不变

性、解的唯一性和线性叠加性），因此，该算法可以实现不破坏原始速度模型空间梯度结构的非网格节点属性的插

值计算．通过在常用的速度模型上的插值计算对比、不同速度模型上射线路径对比分析以及复杂介质模型上最后

的偏移成像结果分析可以得出，应用基于速度梯度构建的偏微分方程插值算法在进行插值计算的过程当中可以实

现不破坏原始速度模型空间速度梯度结构的属性计算，同时应用该算法可以最终提高射线类偏移成像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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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基于弹性波传播方程高频近似的射线理论类偏

移成像技术（Ｈｉｌｌ，１９９０，２００１；高成等，２０１５；Ｇａｏ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韩建光等，２０１７），其在实现偏移成像

的过程当中，采用射线理论方法求解运动学和动力

学射线追踪系统获得波场传播所需的走时振幅和相

位信息，然后进行地震波场的延拓外推从而达到最

终成像的目的．其实现过程和实现方式相对于波动

方程类偏移成像具有很大的时效性和经济性，因此

一直是工业界应用的主流成像方法和技术（岳玉波，

２０１１；杨珊珊等，２０１５；袁茂林等，２０１６）．基于体波、

面波等地震弹性波和电磁波的有效联合，解译了华

南深部结构（Ｄ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那么在应用射线理论

实现波场延拓成像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依赖速

度模型进行的射线追踪系统的求解．在实际应用过

程当中，一般给定的速度模型都比较复杂，而且是以

离散的形式只给定网格节点上的数值，非网格节点

上的值只能通过构建的插值算法来进行插值计算．

在应用射线理论进行运动学和动力学追踪计算中，

波场随着时间的不断外推增加，每一步计算所应用

到的速度场信息不一定都落在给定的原离散网格

上，如果计算所需要的速度场不在给定的离散节点

之上，就需要对速度模型进行插值计算，从而解决在

波前外推当中速度在狓、狕方向上非网格节点处的

插值问题．众所周知，插值算法以及应用插值算法所

得的插值计算结果的准确性直接影响着速度模型上

计算的走时、相位和振幅，最终影响到偏移成像的质

量（韩复兴，２００９）．在偏移成像的过程当中，给定的

速度模型往往都具有一定的速度梯度，如何根据速

度梯度的空间变化选择一种高效、稳定的插值算法

对于实现基于高频近似理论的射线类偏移成像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截止到目前为止，在数值计算当中常用的插值

算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型：第一大类型主要为通过给

定的网格节点上的数值直接进行插值计算，例如双

线性插值、分片线性插值、临近域插值、距离加权插

值等．直接计算这种类型的插值算法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和完善，算法相对成熟和稳定，而且简单实用、

计算速度快．在实际插值计算处理当中，该类插值算

法只需要４个已知网格节点上的属性值进行插值计

算，但缺点在于只能达到二阶近似的计算精度，确保

了计算的效率而忽略了计算的精度问题；第二大类

型主要为基于构建插值核函数的插值计算方法，例

如卷积类插值（韩复兴等，２００８ａ，ｂ）、样条插值、双

立方厄米特插值（王德人和杨忠华，１９９０；Ｋｅｙｓ，

１９８１）、双三次多项式插值等等，该类插值算法依据

所构建的核函数不同，所选取插值点周围的网格节

点数也不尽相同，二维三次卷积、双三次多项式插值

等需要插值点周围的１６个网格节点上的属性值进

行插值，二维四次卷积依据其核函数需要插值点周

围的３６个网格节点上的属性值进行插值．由于采用

的网格节点数比较多，该类核函数插值算法计算精

确度相对比较高，并且根据实际需求可以满足插值

结果在网格点处的一阶导数、二阶导数连续，在实现

的过程当中考虑算法的优化能够同时保证计算具有

较高的计算效率．但该类算法存在的问题在于由于

插值过程当中应用的插值点周围的网格节点数较

多，虽然保证了插值结果的计算精度和导数的连续

性，但对于速度梯度在空间上变化剧烈的模型来说，

忽略了原始速度模型横向、纵向空间结构的变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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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插值结果后的速度模型不满足原始速度模型

空间梯度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基于插值核函数的插

值算法的缺点在于其插值函数一旦固定下来对于整

个模型空间来说就是不变的，这种不变性对于速度

梯度变化不明显的模型来说是可以适应的，但对于

速度梯度在横向和纵向变化较大的模型来说，这个

固定核函数的插值算法就很难适应．如果应用基于

固定核函数的插值算法在速度梯度变化剧烈的模型

上进行插值计算就会造成梯度变化大的地方边缘模

糊和锯齿现象，最终造成射线路径、走时和振幅相位

的误差，影响偏移成像的结果．

为了解决上述射线类偏移成像求解射线追踪系

统当中遇到的速度在波场延拓过程当中的不连续问

题，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考虑原始速度模型的空

间结构，基于变分原理引入基于速度梯度构建的偏

微分方程插值算法，使模型空间被插值点处速度梯

度的空间变化尽可能与原始模型保持一致（Ｐｅｒｏｎａ

ａｎｄＭａｌｉｋ，１９９０；Ｃａｔｔé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Ａｌｖａｒｅｚｅｔａｌ．，

１９９２；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Ｍｏｌｏｎｅｙ，２００２ａ，ｂ），从而实现基于

原始速度模型空间梯度变化的插值计算．由于偏微

分方程方法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局部特征不变性、解

的唯一性和线性叠加性），自偏微分方程算法提出以

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已经应用到各个领域

（ＰｅｒｏｎａａｎｄＭａｌｉｋ，１９９０；Ｃａｔｔé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Ａｌｖａｒｅｚ

ｅｔａｌ．，１９９２；仵冀颖，２００９；肖义男，２００５）．因此，在

射线类偏移成像当中应用基于速度梯度构建的偏微

分方程插值算法可以最终实现不破坏原始速度模型

空间结构前提下的插值计算，从而获得较为准确的

走时、振幅和相位信息，最终提高偏移成像的质量．

１　偏微分方程（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的插值算法

基于速度梯度构建的偏微分方程插值算法在进

行插值计算的过程当中引入总变分最小原则，使被

插值点的速度值狏（狓，狕）满足（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Ｍｏｌｏｎｅｙ，

２００２ａ，ｂ）：

狏^（狓，狕）＝ｍｉｎ
狌 （∫

狓
∫
狕

φ（‖

Δ

狏（狓，狕）‖）ｄ狓ｄ狕），（１）
也就是要求需要插值地方的速度的梯度尽可能与原始

速度模型的空间结构保持一致，从而达到对原始速度

模型空间结构的保护性．其约束条件为采用基于速度

梯度构建的偏微分方程在网格节点上所得的插值计算

结果必须等于原始速度模型网格节点上的速度值，即：

狏^（狓，狕）＝狏^（ｉΔ犺，犼Δ犽）＝狏（犻，犼），
０≤犻≤

犡

Δ［ ］犺
０≤犼≤

犣

Δ［ ］
烅

烄

烆 犽

，

（２）

其中狏（犻，犼）是原始速度模型空间网格节点上的速

度值，犡和犣是原始速度模两个方向上的空间尺

度，Δ犺、Δ犽是犡 方向和犣方向上的空间采样间隔，

φ（·）≥０是一个递减函数．

对于公式（１）来说，初始条件的选择直接决定着

该问题的求解难易程度．为了使公式（１）的求解简单

化，引入对被插值点速度方向角的条件限制（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Ｍｏｌｏｎｅｙ，２００２ａ，ｂ）：

α^＝ｍｉｎ
θ （∫

狓
∫
狕

φ（‖

Δ

α（狓，狕）‖）ｄ狓ｄ狕）， （３）

式中α（狓，狕）＝ａｒｇ［

Δ

狏（狓，狕）］，是速度狏（狓，狕）的梯

度角，（）是一个单调递减函数．该函数必须满足两

个条件：（１）（犅）＝１；（２）ｌｉｍ
狊→!

（犅）＝０．也就是说

在原始速度模型速度梯度横向纵向变化比较大的边

缘位置，函数（）的变化速度应当减缓，而对于原始

速度模型梯度横向纵向变化不大的区域，函数（）

的变化速度应当加快．这样在保证计算准确定的条

件下，可以确保原始速度模型空间结构的不变性．

假设已知原始速度模型网格节点处的梯度角，

且在应用基于速度梯度构建的偏微分方程插值计算

过程当中原已知的梯度角不随插值条件发生改变，

即限定条件为：

α^（ｉΔ犺，ｊΔ犽）＝α（犻，犼），
０≤犻≤

犡

Δ［ ］犺
０≤犼≤

犣

Δ［ ］
烅

烄

烆 犽

． （４）

　　根据公式（３）可知（‖

Δ

α（狓，狕）‖）是一个单调

递减函数，由于ｃｏｓ（α（狓，狕））的取值范围就在０和１之

间，所以选取（‖

Δ

α（狓，狕）‖）＝１－ｃｏｓ（‖

Δ

α（狓，

狕）‖），因此可以采用如下方向模型估计实际公式

（３）中的α^：

α^＝ｍｉｎ
θ （∫

狓
∫狕［１－ｃｏｓ（‖

Δ

α（狓，狕）‖）］ｄ狓ｄ狕），（５）
在实际插值计算当中梯度角α（狓，狕）可以采用数值

计算的方法获得．

基于以上假设，在偏微分方程插值计算的过程

当中，首先需要求解梯度角α（狓，狕），即（３）式，接下

来求解基于约束条件（２）和约束条件（４）的变分问

题，即可解决基于变分原理的插值计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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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插值点处梯度角的计算问题如下，对应（５）

式的Ｅｕｌｅｒ方程为：

Δ

· ｓｉｎ ‖

Δ

α（狓，狕）（ ）‖
‖

Δ

α（狓，狕）‖

Δ

α（狓，狕［ ］）＝０． （６）
　　由于在实际计算过程当中只使用插值点４个斜

线方向上的相邻速度值，所以（６）式可以简化为：

∑
犽

ｓｉｎ（α犽－α（犻，犼））＝０， （７）

其中犽∈｛（犻，犼），（犻，犼＋１），（犻＋１，犼），（犻＋１，犼＋１）｝，

α犽 表示对应于第犽个速度点上的梯度角，因此得到

非线性方程（７）的解为：

α^（犻，犼）＝ａｒｃｔａｎ
∑
犽

ｓｉｎα犽

∑
犽

ｃｏｓα

烄

烆

烌

烎犽
＋２狀π，狀∈犣，（８）

其中ｓｉｎα犽 ＝
狏犽狕

狏
２

犽狓 ＋狏
２

槡 犽狕

，ｃｏｓα犽 ＝
狏犽狓

狏
２

犽狓 ＋狏
２

槡 犽狕

，狏犽狕，

狏犽狓 分别表示对应于第犽个速度点在狕方向和狓 方

向的差分．公式（１）的Ｅｕｌｅｒ方程为：

Δ

·

Δ

狏（狓，狕）

‖

Δ

狏（狓，狕）［ ］‖ ＝０． （９）

将公式（９）展开并代入方向角限定条件化简得到：

狏狓狓ｓｉｎ
２
α^＋狏狕狕ｃｏｓ

２
α^－（狏狓狕＋狏狕狓）ｃｏｓα^ｓｉｎα^＝０，（１０）

公式（１０）是关于插值点处的梯度角以及插值点处速

度偏导数的计算公式，将该公式采用数值计算的方

法进行离散处理，然后应用被插值点周围的４个已

知点上的速度值就可以进行插值计算求得被插值点

处的速度值．其具体的计算步骤如图１所示．

图１中犌（狓，狕）为需要插值的点，犺为速度模型

犡 方向上的网格间距，犽为速度模型犣 方向上的网

格间距，狏（犻，犼）、狏（犻＋１，犼）、狏（犻，犼＋１）、狏（犻＋１，犼＋

１）为已知网格节点上的速度值，犃１、犃２、犅１、犅２ 为计

算过程当中的待求点，偏微分方程插值计算步骤如下：

（１）首先应用四个已知网格节点上的速度值狏

（犻，犼）、狏（犻＋１，犼）、狏（犻，犼＋１）、狏（犻＋１，犼＋１）求解待

定点犃１、犃２、犅１、犅２，即：

犃１ ＝狏（犻，犼）＋
狏（犻＋１，犼）－狏（犻，犼）

犺
·ｄ狓，

犃２ ＝狏（犻，犼＋１）＋
狏（犻＋１，犼＋１）－狏（犻，犼＋１）

犺

·ｄ狓，

犅１ ＝狏（犻，犼）＋
狏（犻，犼＋１）－狏（犻，犼）

犽
·ｄ狕，

犅２ ＝狏（犻＋１，犼）＋
狏（犻＋１，犼＋１）－狏（犻＋１，犼）

犽

·ｄ狕

烅

烄

烆 ．

（１１）

图１　基于速度梯度的偏微分方程插值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２）然后应用不等距差分和泰勒级数展公式求

解被插值点处的速度导数值狏狓狓（狓，狕）、狏狓狕（狓，狕）、

狏狕狕（狓，狕），即：

狏狓 ＝ω狓·
犌（狓，狕）－犅１

ｄ狓
＋（１－ω狓）

犅２－犌（狓，狕）

犺－ｄ狓
，

ω狓 ＝
犺－ｄ狓
犺

，

狏狕 ＝ω狕·
犌（狓，狕）－犃１

ｄ狕
＋（１－ω狕）·

犃２－犌（狓，狕）

犽－ｄ狕
，

ω狕 ＝
犽－ｄ狕
犽

，

狏狓狓 ＝
（犅２－犅１）ｄ狓＋犅１犺－犌（狓，狕）犺

ｄ狓２

２
（犺－ｄ狓）＋

（犺－ｄ狓）
２

２
ｄ狓

，

狏狕狕 ＝
（犃２－犃１）ｄ狕＋犃１犽－犌（狓，狕）犽

ｄ狕２

２
（犽－ｄ狕）＋

（犽－ｄ狕）
２

２
ｄ狕

，

狏狓狕 ＝

犌（狓，狕）－犅１
ｄ狓

－狏狓

ｄ狕
，

狏狕狓 ＝

犌（狓，狕）－犃１
ｄ狕

－狏狕

ｄ狓

烅

烄

烆
．

（１２）

　　（３）把通过第二步解出的值狏狓狓（狓，狕）、狏狓狕（狓，

狕）、狏狕狕（狓，狕）、狏狕狓（狓，狕）带入公式（１０），就可以获得

待求点处的速度值犌（狓，狕），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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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狓，狕）＝

（犅２－犅１）ｄ狓＋犅１犺
犕１

ｓｉｎ２α^＋
（犃２－犃１）ｄ狕＋犃１犽

犕２

ｃｏｓ２α^＋
犃１＋犅１
ｄ狓ｄ狕

＋犕（ ）３ ｃｏｓα^ｓｉｎα^
犺
犕１

ｓｉｎ２α^＋
犽
犕２

ｃｏｓ２α^＋犕４ｃｏｓα^ｓｉｎα^

，（１３）

其中：

犕１ ＝
ｄ狓２

２
（犺－ｄ狓）＋

（犺－ｄ狓）
２

２
ｄ狓，

犕２ ＝
ｄ狕２

２
（犽－ｄ狕）＋

（犽－ｄ狕）
２

２
ｄ狕，

犕３＝
－ω狕犃１－ω狓犅１

ｄ狓ｄ狕
＋
（１－ω狓）犅２
（犺－ｄ狓）ｄ狕

＋
（１－ω狕）犃２
（犽－ｄ狕）ｄ狓

，

犕４＝
２

ｄ狓ｄ狕
－
ω狓＋ω狕
ｄ狓ｄ狕

＋
（１－ω狓）
（犺－ｄ狓）ｄ狕

＋
（１－ω狕）
（犽－ｄ狕）ｄ狓

烅

烄

烆
．

（１４）

２　插值试算

下面以地震数据处理当中常用的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速

度模型和Ｓｉｇｓｂｅｅ速度模型为例，分析说明在原始

速度模型上进行插值计算后速度模型空间结构特别

是模型边缘位置的变化情况．Ｍａｒｍｏｕｓｉ速度模型

横向３８４个网格节点，纵向１２２个网格节点，原模型

横向和纵向的网格间距Δ狓＝Δ狕＝２４ｍ，现在采用

ｄΔ狓＝ｄΔ狕＝４ｍ的间距进行插值计算，插值后速度

模型横向网格点数为２２９８，纵向网格点数为７２６，在

相同的运算环境下，采用卷积类插值算法插值计算耗

时１８．８９９ｓ，采用偏微分方程插值计算耗时１６．２０４ｓ，

原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和经过卷积插值、ＰＤＥ插值计算

后的结果如图２所示．为了进一步分析说明不同插

值算法对速度模型空间结构和速度梯度变化区域边

缘的影响，将原模型和插值计算后模型红色局部区

域进行放大，如图３所示．通过图３可以看出，采用

固定核函数的卷积类插值算法在原始速度模型空间

结构梯度变化剧烈的区域，由于采用的插值点数较

多（１６个），插值造成的结果就是破坏了原模型的空

间梯度结构，因此造成插值后速度模型红色部分同

原始速度相比，在边缘区域变得模糊，而基于速度梯

度构建的偏微分方程插值算法，由于去插值函数的

单调性和可变性，插值结果基本保持和原始速度模

型空间结构的一致性．

Ｓｉｇｓｂｅｅ速度模型横向２４００个网格节点，纵向

８００个网格节点，横向网格间距Δ狓＝３７．５ｍ，纵向

网格间距为Δ狕＝２５ｍ．采用狓方向间距为ｄΔ狓＝

１２．５ｍ，狕方向间距为ｄΔ狕＝５ｍ进行插值计算，插

值后速度模型横向网格点数为７１９７，纵向网格点数

为３９９５，在相同的运算环境下，采用卷积类插值算

法完成计算耗时４０８．９７２ｓ，采用基于速度梯度的偏

图２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速度模型以及应用不同插值算法插值后的速度模型

Ｆｉｇ．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ｃｕｂｉｃａｎｄＰＤ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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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方程插值完成计算耗时３７４．６９６ｓ．原模型以及

插值计算后所得到的速度模型如图４所示．通过对

比插值前后的速度模型可以看出，对于速度梯度变

化比较剧烈的区域，同样由于卷积类插值算法采用

的插值点数较多，忽略了原模型梯度的空间变化，插

值计算后整个模型的边缘区域变得模糊，而采用基

图３　（ａ）原速度模型局部区域放大；（ｂ）卷积插值后局部区域放大；（ｃ）偏微分方程插值后区域局部放大

Ｆｉｇ．３　（ａ）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ａｒｅａ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ｂ）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ｒｅｄａｒｅａ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ｕｓｅｄｃｕｂｉｃ；（ｃ）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ｒｅｄａｒｅａ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ｍｏｄｅｌｕｓｅｄＰＤＥ

图４　Ｓｉｇｓｂｅｅ模型以及应用不同插值算法插值后的模型

Ｆｉｇ．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ｉｇｓｂｅ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ｃｕｂｉｃａｎｄＰＤ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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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速度梯度的偏微分方程插值后的速度模型考虑和

原模型速度梯度的空间变化，边缘区域都得到的较

好的保持．

另外，通过插值前后的模型对比也可以看出，在

速度模型底部红色圆点区域，基于速度梯度的偏微

分方程插值能够较好的保持原始速度的局部特征，

红色圆点清晰可见，而卷积类插值后红色圆点区域

变得模糊．其主要是因为Ｓｉｇｓｂｅｅ盐丘模型内外速

度差异比较大，速度梯度在局部变化特别明显，卷积

类插值核函数的空间不变性造成了其难以适应速度

梯度变化剧烈区域的插值计算，从而造成对原模型

空间结构的改变．

３　射线路径计算

为了进一步说明偏微分方程插值的优越性，下

面给出一些实际的速度模型，分别用卷积类插值和

ＰＤＥ插值计算射线路径并分析其差异．

速度模型１：起伏海底速度模型，模型横向网格

点数２０００，纵向网格点数１６００，横向和纵向网格间

距都为２．５ｍ，层速度为：海水层狏１＝狏０｛１＋ε［ｅ
－η－

（１－η）］｝（η＝
２（狕－狕０）

犅
，狕０ 为极小值的位置，犅为

波导宽度，ε为偏移极小值的位置，狏０ 为速度极小

值，犅＝１０００ｍ（Ｍｕｎｋ，１９７４），狕０＝１０００ｍ，ε＝０．５７×

１０－２，狏０＝１５００ｍ·ｓ
－１，狏２＝２３００ｍ·ｓ

－１，狏３＝２８００

ｍ·ｓ－１，狏４＝３５００ｍ·ｓ．射线路径计算时间步长为

０．００４ｓ，应用卷积类插值以及ＰＤＥ插值计算的射

线路径如图５所示．

速度模型２：倾斜层速度模型，模型横向网格点

数１６００，纵向网格点数１５００，横向和纵向网格间距

都为４．０ｍ，层速度为：海水层狏１ ＝狏０｛１＋ε［ｅ
－η－

（１－η）］｝（η＝
２（狕－狕０）

犅
，为极小值的位置，犅为波导

宽度，ε为偏移极小值的位置，狏０为速度极小值，犅＝

１０００ｍ，狕０＝１０００ｍ，ε＝０．５７×１０
－２，狏０＝１５００ｍ·ｓ

－１，

狏２＝２３００ｍ·ｓ
－１，狏３＝２８００ｍ·ｓ

－１，狏４＝３２５０ｍ·ｓ
－１

射线路径计算时间步长为０．００４ｓ，应用卷积类插值

以及ＰＤＥ插值计算的射线路径如图６所示．

速度模型３：Ｍａｒｍｏｕｓｉ速度模型：模型横向网

格点数为３８４，纵向网格节点数为１２２，横向纵向网

格间距都为２４ｍ，射线路径计算时间步长为０．００４ｓ，

应用二维三次卷积插值以及ＰＤＥ插值计算的射线

路径如图７所示．

从图５—图７的射线路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对于起伏海底以及倾斜层速度模型，由于每一层层

速度都为常数，插值计算只发生在层与层之间，由于

不同插值算法应用的插值点数以及对边界的处理不

同，应用二维三次卷积插值以及ＰＤＥ插值得到的射

线路径会在在第一个分界面后存在差异；而对于速

度横向纵向剧烈变化的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速度模型来说，

由于其速度模型横向纵向梯度变化十分明显，因此

插值点速度由于采用的插值算法不同而造成图７ｂ

中射线路径的差异．

４　偏移成像结果对比

下面以南海复杂的崎岖海底大陡坡速度模型为

图５　（ａ）海底起伏速度模型图；（ｂ）射线路径示意图，黑色实线为二维三次卷积插值射线路径，

虚线为偏微分方程插值射线路径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ｅａｆｌｏｏｒｒｅｌｉｅｆ；（ｂ）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ｓｆｒｏｍ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ｕｂｉｃ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ｉｓｆｒｏｍＰＤ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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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ａ）倾斜海底层速度模型；（ｂ）射线路径示意图，黑色实线为二维三次卷积插值射线路径，

虚线为偏微分方程插值射线路径

Ｆｉｇ．６　（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ｓｅａｆｌｏｏｒｌａｙｅｒ；（ｂ）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ｓｆｒｏｍｃｕｂｉｃ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ｉｓｆｒｏｍＰＤ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图７　（ａ）Ｍａｒｍｏｕｓｉ速度模型图；（ｂ）射线路径示意图，黑色实线为二维三次卷积插值射线路径，

虚线为偏微分方程插值射线路径

Ｆｉｇ．７　（ａ）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ｂ）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ｒａｙｐａｔｈｓ．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ｉｓｆｏｒｍ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ｕｂｉｃ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ｏｔｔｅｄｌｉｎｅｉｓｆｒｏｍＰＤ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例，验证在射线类偏移成像中插值算法的选取对成

像结果的影响．复杂的大陡坡模型横向网格点数为

３００１，纵向网格点数为１５０１，横向和纵向网格间距

都为２．５ｍ，如图８ａ所示．数值模拟采用炮间距５００ｍ，

共１６炮，每炮６０１道，道间距１２．５ｍ，时间采样间

隔２ｍｓ．分别采用卷积类插值算法和偏微分方程插

值算计算射线路径和走时并应用高斯波束实现最终

的偏移成像，偏移结果剖面如图８ｂ、ｃ所示．

从图８的偏移成像剖面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复

杂的南海某区域速度梯度变化较大的大陡坡速度模

型，在射线类偏移成像当中采用基于速度梯度构建

的偏微分方程插值算法对原始速度模型进行插值处

理后获得成像结果其海水底部层位清晰可见，所获

得成像效果要明显优于采用二维三次卷积插值所获

得的偏移成像效果．

５　结论

本文针对基于弹性波传播方程高频近似的射线

理论类偏移成像过程当中求解运动学和动力学追踪

系统当中所遇到的模型非网格节点处速度以及导数

的插值问题，基于原始速度模型空间梯度变化，引入

总变分最小原则，使插值点处的速度沿狓方向和狕

方向的梯度与原始模型梯度保持一致的要求构建偏

微分方程插值算子实现非网格节点处速度以及速度

导数的插值计算．通过在两个速度模型上的插值对

比分析可以得出，由于偏微分方具有很好的局部特

征保持特性，应用基于速度梯度构建的偏微分方程

插值算法对速度模型进行插值可以较好的保持原速

度模型的空间结构和边缘特征，同时通过插值的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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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ａ）复杂的大陡坡速度模型；（ｂ）卷积类插值光滑处理３０次后大陡坡速度模型偏移结果；

（ｃ）ＰＤＥ插值光滑处理３０次后大陡坡速度模型偏移结果

Ｆｉｇ．８　（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ｉ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ｔｅｅｐｓｌｏｐｅ；（ｂ）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ａｆｔｅｒ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ｗｉｔｈ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ｕｂｉｃ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ａｆｔｅｒ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Ｄ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时可以看出，偏微分方程插值速度要快于卷积类插

值；通过不同模型的射线路径计算可以得出，由于不

同的插值算法采用的插值点不同以及对速度模型的

边缘处理不同，偏微分方程插值能更好的保持原始

速度模型的空间结构，从而造成相同模型射线路径

存在较大的差异．通过图８南海复杂的大陡坡模型

的成像结果也能够很好的说明应用基于速度梯度构

建的偏微分方程插值算法对原始速度模型进行插值

计算能够在保持原始速度模型空间结构的同时可以

获得较好的成像结果．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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