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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叠加速度的获取主要是通过人工拾取速度谱，存在着效率低、耗时长且易受人为因素影响的缺点．本文

提出了一种基于自适应阈值约束的无监督聚类智能速度拾取方法，实现叠加速度的自动拾取，在保证速度拾取精

度的同时提高拾取效率．利用时窗方法在速度谱中计算自适应阈值，从而识别出一次反射波速度能量团作为速度

拾取的候选区域．然后，根据Ｋ均值方法将不同的速度能量团聚类，并将最终的聚类中心作为拾取的叠加速度．最

后，依据人工拾取速度的经验，加入了离群速度点的后处理工作，以获得更光滑的速度场．模型和实际地震数据测

试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总体上与人工拾取叠加速度的精度相当，但明显提升了速度拾取效率，极大缓解了人

工拾取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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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速度分析是常规地震资料处理中的重要环节之

一，主要包括叠加速度分析、偏移速度分析和速度层

析反演等几种主要方法．其中，叠加速度作为速度分

析中的重要内容，不但是地震资料常规叠加处理和

时间偏移的必要过程，也是层析反演、叠前偏移、阻

抗反演和全波形反演等初始速度模型建立的基础

（杜启振等，２０１１；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Ｄ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徐文君等，２０１７；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为了获得

叠加速度场，需要在每个共中心点（ＣＭＰ）道集对应

的速度谱上进行拾取，现在普遍应用的方法是人工

拾取．但是，人工拾取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高

昂，拾取效率较低，且拾取精度易受到人为经验的影

响．这些问题在宽方位、高密度地震资料处理时显得

更为突出．因此，在保证速度拾取精度的前提下，有

必要研究一种快速且有效的自动拾取速度谱的方

法，以减少地震资料处理人员的人工操作，提高速度

拾取效率．

随着地震勘探程度的不断深入和技术条件的不

断改善，自动拾取速度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目前

发展的方法大部分可以分为优化搜寻和机器学习这

两类．优化搜寻速度自动拾取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反

演类方法，主要是利用最优化算法和最大相似度量

准则，设定一定的速度约束条件，对初始速度模型加

以扰动，自动寻找速度谱中叠加能量的最优解．在自

动拾取发展的早期，优化搜寻类方法发展迅速．

Ｔｏｌｄｉ（１９８９）最先提出了一种基于速度谱叠加能量

的自动速度拾取方法，以最大化叠加能量和作为目

标函数，反演得到速度场，但该方法假设模型线性

化，也很难很好处理信噪比低的地区，需要进一步的

约束．Ｚｈａｎｇ和Ｃｌａｅｒｂｏｕｔ（１９９０）将非线性优化方法

应用于速度拾取中；Ｚｈａｎｇ（１９９１）后续又对此方法

做了进一步的优化．Ｌｕｍｌｅｙ（１９９７）提出了一种利用

蒙特卡洛随机扰动方法进行自动层速度的拾取．

Ｍｅｓｈｂｅｙ等（２００２）和Ｆｏｍｅｌ（２００９）将速度拾取视为

一个变分问题，Ａｌｍａｒｚｏｕｇ和Ａｈｍｅｄ（２０１２）在其基

础上发展了自动地震速度拾取方法．这些方法在获

取相对简单地质体的速度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

果，但大部分方法依赖于初始层速度模型，并对于横

向速度突变的地区，拾取准确性相对不高．还有些方

法从振幅随偏移距变化（ＡＶＯ）分析中挖掘速度信

息，Ｓｗａｎ（２００１）在叠前道集中通过ＡＶＯ分析提取

特定属性特征，构建剩余速度指示器，从而迭代更新

速度场．由于其方法的稳定性欠佳，适用范围有限，

Ｒａｔｃｌｉｆｆｅ和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３）在此基础上增添了监控

收敛准则，从而更能适应实际生产要求．基于叠前

ＡＶＯ分析的这类方法需要部分道准确速度作为初

始模型，只能部分解决速度自动拾取问题．

近年来，由于计算机性能的显著提高，机器学习

也被应用于速度自动拾取，主要有深度学习和聚类

分析方法．根据不同特征的神经网络学习能力，Ｍａ

等（２０１８）及Ｐａｒｋ和Ｓａｃｃｈｉ（２０２０）分别提出了基于

卷积神经网络的叠加速度拾取方法；Ｂｉｓｗａｓ等

（２０１８）及ＦａｂｉｅｎＯｕｅｌｌｅｔ和Ｓａｒｋａｒ（２０２０）发展了基

于循环神经网络的速度拾取方法；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９）

利用长短期记忆网络（ＬＳＴＭ）算法提出了一种深度

学习拾取速度方法．现有的深度学习拾取速度方法

主要思路是通过学习大数据，用人工神经网络来建

立ＣＭＰ道集或速度谱数据（输入）和速度模型（输

出）之间的非线性映射关系，模拟ＣＭＰ道集或速度

谱数据到速度的逆过程．在部分地区中能获得较高

精度的速度场，但要学习大量且丰富的样本标签数

据，对预测的输入数据质量和采样间隔等要求较高，

且其预测过程和结果目前仍很难可解释．

聚类分析是无监督机器学习算法中的一种，可

以挖掘数据中的隐含结构，对具有相同特征的数据

进行分组，从而得到数据的大致分布．相比于深度学

习方法，聚类算法不需要标签及训练网络，算法简

洁，可解释性强．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７）利用多种属性特征划

分出速度范围，并首次将聚类方法应用于速度谱自

动拾取．犓 均值聚类算法是聚类分析方法中一种基

本的划分式方法（ＭａｃＱｕｅｅｎ，１９６７；Ｈｕ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ＡｈｍａｄａｎｄＨａｓｈｍｉ，２０１６），该算法简便易实

现，且计算速度较快，通常被作为大样本聚类分析的

首选算法，近年来也常被用于地震勘探中（Ｇａｌｖｉ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ＡｒａｙａＰｏｌ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Ｓｏｎｇ等（２０１８）

提出了一种固定犓 值的智能速度拾取方法，以邻近

道人工拾取速度作为筛选聚类范围的约束，并应用

９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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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 均值算法进行聚类，能减少人工挑选的时间，从

而降低处理数据集的成本．针对难以选取固定犓 值

的问题，密度聚类等其他无监督方法也被应用到自

动拾取速度方法中（ＢｉｎＷａｈｅｅ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Ｌｕ，２０１６）．而Ｃｈｅｎ和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２０１８）则提出了

一种自底向上的策略来实现犓 均值迭代过程，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不同ＣＭＰ道集选择不同犓 值的问

题．但仍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对于不同深度反

射能量差异大的道集，如煤系地层沉积时，往往造成

煤层和目标储层存在上下叠置关系，从而导致有效

砂体反射信息淹没于煤层反射（田忠斌等，２０１６；李

勤等，２０１９），容易会忽视弱反射的速度拾取；二是聚

类范围的筛选至关重要，经典的犓 均值聚类算法容

易受到噪声和离群点的影响，使得聚类中心偏离主

要数据区域，从而使得速度拾取精度受到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自适应阈值约束的

无监督聚类智能速度拾取方法，减少人工劳动，提高

速度拾取效率并确保其拾取精度．根据速度谱中不

同深度的能量团聚焦特征，采用时窗方法在速度谱

中计算自适应阈值，从而识别出一次反射波速度

能量团作为速度拾取的候选区域．然后，根据犓 均

值算法将不同的速度能量团聚类，并将聚类中心

作为拾取的叠加速度，实现速度的自动拾取．同

时，根据人工拾取经验设计了离群速度处理环节，

以获得更为光滑的速度场．最后，数值模型和实际地

震数据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并获得了较高的拾

取精度．

１　方法原理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地震资料处理中人工拾取

叠加速度的基本过程：根据ＣＭＰ道集计算速度谱，

识别出不同时间位置的速度能量团，拾取能量团中

心点（中浅层的速度能量团一般为峰值点），对拾取

的时间速度对进行插值即得到叠加速度曲线．不难

发现识别速度能量团和拾取中心点是从速度谱中拾

取叠加速度的关键．因此，无监督聚类智能速度拾取

的思路主要是围绕这两项内容类比并模拟人工速度

拾取过程．一是在速度谱中，根据一定的规则识别出

一次反射速度能量团作为速度拾取的候选区域，二

是应用聚类算法对此区域样本进行聚类，并拾取中

心点．为了避免噪声等因素的影响，根据叠加速度的

基本变化规律和人工拾取经验，加入了离群速度处

理环节．

１．１　自适应确定速度拾取候选区

任何地下地层之间存在的波阻抗差异均会引起

地震反射，而不同岩性的地层界面引起的反射能量

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马水平等，２０１０），导致在同一

ＣＭＰ道集中强弱反射相间存在，进而不同深度的速

度能量团能量有较大的变化．而目前的聚类速度自

动拾取方法（Ｃｈｅｎａｎｄ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２０１８）是在整个速

度谱的基础上，设定统一的阈值确定速度拾取候选

区，固定的阈值使得其拾取精度不仅一定程度上受

到速度能量团聚焦性的制约，且拾取时容易忽视弱

反射速度能量团．为了尽可能识别到所有有效的一

次反射速度能量团，同时保留强反射和弱反射，我们

设计了一种滑动窗方法对速度谱进行处理．先定义

速度谱矩阵犛（从上至下对应时间增加，而从左至右

对应速度增大），即

犛＝

狊１１



狊狏１

… … …

 狊犻犼 

… … …

狊狑１



狊

熿

燀

燄

燅狏狑 狏×狑

， （１）

其中，狊犻犼为速度谱矩阵犛中第犻行第犼列的速度能

量团幅值，犻＝１，２，…，狏表示时间位置，犼＝１，２，…，

狑表示速度位置．对速度谱矩阵犛进行加窗处理，

定义为窗速度谱犛
犻

σ
为

犛
犻

σ＝犛·犺（犻）， （２）

其中，犺（犻）为一给定的窗函数，随着时间变化而向下

滑动，得到一系列的窗速度谱，即每个时间点处都有

对应的窗速度谱矩阵犛
犻

σ．在本文中，选取窗长为犱ｗｉｎ

的矩阵窗作为窗函数，具体形式如下

犺（犻）＝
１，犻－犱ｗｉｎ／２＜犻＜犻＋犱ｗｉｎ／２，

０，其他｛ ．
（３）

　　将式（２）中得到的一系列窗速度谱矩阵犛
犻

σ
作为

计算阈值σ（犻）的输入，由于窗速度谱内仅涵盖了在

时间点犻附近的局部速度能量团幅值，因此选取的

阈值仅与窗内的局部速度能量团幅值相关，从而避

免其他时间位置的能量团的干扰．阈值σ（犻）可定义

为第犻个时间点处的窗内速度谱犛
犻

σ
的上分位数，即

σ（犻）＝犉（犛
犻

σ
，狆（犻））， （４）

其中，狆（犻）为阈值百分比，犉（犡，狔）为求上分位数

函数，表示对矩阵犡 中找到某一数值，使得在矩阵

内有狔％的数据小于此数值，从而式（４）表示窗速度

谱犛
犻

σ
内有狆（犻）％的速度能量值狊犻犼小于阈值σ（犻）．

因此，阈值σ（犻）的物理意义可表示为以速度能量值

作为划分原则，在窗内速度谱中区分速度拾取候选

区与噪声的分界值．速度谱中大于阈值σ（犻）的狊犻犼被

视为速度拾取候选区，小于阈值σ（犻）的狊犻犼被视为噪

０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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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加窗后计算的阈值σ（犻）并不是某一固定值，随着

局部速度能量团幅值的变化可以自适应变化，从而

对应的速度拾取候选区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弱反射的

识别几率，缩小强反射的速度拾取候选区范围．

根据反射波双曲线的几何特征，速度和深度是

影响其双曲线形态的主要因素．常规速度谱的生成

本质上是一个应用不同时间速度对扫描进行动校正

并计算叠加能量的过程（ＮｅｉｄｅｌｌａｎｄＴａｎｅｒ，１９７１）．

然而不同深度的双曲线走时对速度变化敏感度不

一，在相同的速度变化中位于中浅层的双曲线走时

变化幅度更剧烈，从而导致其不同时窗间的叠加能

量差异大，最终计算的该位置速度能量团聚焦性高，

即速度谱中浅层对速度变化敏感．因此在深度和速

度的共同影响下，实际数据中速度能量团聚焦性逐

渐下降，横向宽度增大，速度分辨率降低．根据这一

特点，实际应用中浅层速度的拾取精度要求高，而深

层速度能量团聚焦性差，拾取精度要求相对较低．我

们结合这一特征设计阈值百分比狆（犻）为

狆（犻）＝狆ｍｉｎ＋（狆ｍａｘ－狆ｍｉｎ）ｅ
－犻， （５）

其中，狆ｍｉｎ为最小百分比阈值，狆ｍａｘ为最大百分比阈

值．狆ｍｉｎ和狆ｍａｘ的取值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狆＝狆ｍａｘ时

需要能筛选出较为聚焦的浅层能量团，而狆＝狆ｍｉｎ需

要能筛选出有一定宽度且有递增趋势的深层能量

团，具体取值可以根据速度谱能量团的分布试验而

定．从上式可以看出，狆（犻）与深度呈负相关，深度增

加，阈值百分比减小，从而降低了阈值门槛，扩大了

深层速度拾取候选区范围，这基本符合实际速度谱

中能量团的变化特征．同时，在浅层动校正对速度误

差敏感，较小的阈值百分比狆可以提高浅层速度拾

取精度；而在深层人工拾取的速度并不一定在能量

团峰值处，较大的阈值百分比狆扩大了拾取候选区

范围，更符合人工拾取经验．

最后，用自适应阈值σ（犻）对速度谱犛
犻

σ
进行二值

化处理，得到速度拾取候选区狓犻犼为

　　　　狓犻犼 ＝
（犻，犼），　狊犻犼 ≥σ（犻），

　０，　 狊犻犼 ＜σ（犻
｛ ），

（６）

其中，狓犻犼表示大于阈值时，速度谱中能量团狊犻犼对应

的时间速度对的位置坐标．经过阈值门槛的筛选，将

速度谱矩阵降维，仅保留非零时间速度对狓犻犼作为速

度拾取候选区．

１．２　犓均值聚类速度拾取

在识别速度能量团后，我们应用聚类算法降维

后的侯选区进行聚类，并拾取能量团中心点．在本文

中，选取应用广泛的犓 均值算法进行聚类．将速度

拾取候选区犡＝｛狓犻犼｝作为聚类的输入数据集，并选

取速度初始类别犓 及初始聚类中心犿
０

犽
，其中犽＝１，

２，…，犓 表示聚类的序号．每个数据点狓犻犼与犓 个聚

类中心犿
０

犽
的距离为

犱犽 ＝ ‖狓犻犼－犿
０

犽‖
２， （７）

其中，犱犽 表示欧氏距离．按照距离最小原则进行划

分，将数据点划分到与其距离最近的聚类中心所在

的类．所有数据点分类后，重新计算犽个聚类中每个

聚类的全部数据点的平均值，该平均值所在的数据

点成为新的聚类中心．其中，新的聚类中心可写为

犿
犾

犽 ＝
１

犖犽∑犡∈犮犽
狓犻犼， （８）

其中，犮犽 为第犽类的所有数据点的合集，犖犽 为第犽

类中的总数据点数，上标犾＝１，２，…，犔为迭代次数．

在确定新的聚类中心后，计算每个类别中数据点与

聚类中心的距离和，其目标函数犑为

犑＝∑
犓

犽＝１
∑
犡∈犮犽

‖狓犻犼－犿犽‖
２． （９）

　　然而在实际数据中，不同叠前道集中的速度谱

所需拾取的能量团个数不一致，针对这一问题，我们

选取一种自底向上的迭代策略来求取目标函数最佳

解．即先给定一个初始类别数犓０，按照初始聚类中

心的分布，将数据点初步分为犓０ 类，并逐步迭代找

到聚类类别最少的聚类分布，聚类中心个数在迭代

过程中逐步减小．其具体迭代过程如下：

（１）参数初始化，给定初始类别犓０ 值及聚类中

心犿
０

犽
；

（２）由式（７）计算距离，按照最小距离原则将数

据点进行重新分类．对于未分配到数据点狓犻犼的类别

犮犽，剔除所在类别对应的聚类中心，不参与下次迭

代，同时总聚类数相应减小；

（３）根据式（８）逐个类别重新计算新的聚类中心；

（４）重复步骤（２）和步骤（３），直到目标函数满足

收敛要求．

多次迭代后，所有数据对象聚类完毕，最终得到

犓Ｌ 个聚类中心，其对应的聚类中心犕 ＝｛犿
犔

１
，犿

犔

２
，…，

犿
犔

犓
Ｌ
｝对应的速度值即为拾取的叠加速度．因此，不

同的ＣＭＰ道集只需确定初始犓０ 值，最终聚类中心

个数不唯一，由此能一定程度上避免 犓 值选取问

题．最后，将拾取的速度点插值即为拾取的叠加速度

曲线．

１．３　离群速度处理

犓 均值聚类算法中每个聚类的中心都由每个

聚类里所有数据点求均值得到．当存在一定噪声（如

１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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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波、野值等）时，聚类中心易受干扰，偏离速度能

量团峰值，影响聚类效果．因此，为了获得更接近人

工拾取的速度场，在实际应用时我们对离群速度进

行了后处理．人工拾取速度经验指出，一般情况下叠

加速度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大，即使在速度倒转

的情况下，速度倒转也有一定范围（Ｈ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Ｓｕｎ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２０）．基于速度谱

的以上两个特征，判断速度是否倒转的准则狇犽 如下：

狇犽 ＝
狔犿犽＋１－狔犿犽
狓犿犽＋１－狓犿
（ ）

犽

×
狔犿犽 －狔犿犽－１
狓犿犽 －狓犿犽－
（ ）

１

， （１０）

其中，狔犿犽为拾取速度犿犽 处的位置纵坐标，狓犿犽为拾

取速度犿犽 处的位置横坐标，将拾取的速度点与邻

近点相比较，判断出是否为速度倒转点．若犿犽 为速

度倒转点且速度倒转变化范围大于判断值，则去除

速度异常点．

２　例子

２．１　一维数值模型测试

为了测试提出方法的可行性，首先使用一维数

值模型进行测试．如图１ａ为一个预定义速度模型创

建的ＣＭＰ道集．该道集由主频为３０Ｈｚ的零相位

雷克子波经射线追踪方法数值模拟获得，共包含了

１３００个时间采样点和３１道，采样间隔为１ｍｓ，道间

距为５０ｍ．为了测试本方法对弱反射的速度拾取能

力，模型中设计了３个弱反射同相轴（０．６ｓ、０．７５ｓ

和１．２ｓ）和４个强反射同相轴相间分布．在０．９ｓ

及０．９１ｓ处有两个位置相近的同相轴，用于测试该

方法在子波干涉时的速度拾取准确性．对图１ａ中的

ＣＭＰ道集进行速度分析，得到速度谱（图１ｂ）．从图

１ｂ可以看出，弱反射的速度能量团能量远小于其他

同相轴，而两个干涉同相轴（０．９ｓ和０．９１ｓ）的速度

能量团混叠在了一起．此外，由于不同深度速度敏感

性不同，相比于浅层的能量团，深层的能量团速度方

向分辨率更低．

应用自适应阈值和固定阈值的无监督聚类方法

（Ｃｈｅｎａｎｄ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２０１８）进行智能速度拾取，并将

拾取的速度进行动校正．根据速度谱能量团的大致

分布，两种方法均选定初始类别犓０ 为１２，由于速度

谱中能量团分布较为稀疏，在自适应阈值方法中选

取较大的滑动窗窗长犱ｗｉｎ为１００ｍｓ，而为了进一步

说明常规聚类方法的局限性，比较了两种不同固定

阈值（狆＝９０％和狆＝９５％）对聚类效果的影响．图２

（ａ—ｆ）为常规聚类方法中两种阈值情况下的速度拾

取候选区、速度拾取结果和动校正后的道集．在常规

聚类方法中，为了拾取到弱反射速度能量团，先测试

了较小的固定阈值百分比（狆＝９０％）进行速度拾

取，较小的狆其对应阈值偏小，增大了深层能量团

样本量（图２ａ中红色部分），从而增加了后续智能速

度拾取的运算量．同时，犓 均值算法易于将密集的、

球状或团状的数据聚类，筛选的速度拾取候选区也

需要符合这一特征，而狆偏小时筛选的深层候选区

范围并不聚焦，由此易拾取到多个聚类中心，显著降

低深层速度拾取准确性（图２ｂ），经动校正后０．９ｓ

图１　一维数值模型

（ａ）ＣＭＰ道集；（ｂ）速度谱．

Ｆｉｇ．１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ａ）ＣＭＰｇａｔｈｅｒ；（ｂ）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２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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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方法拾取速度比较

（ａ）常规聚类方法确定的速度拾取候选区（狆＝９０％）；（ｂ）在（ａ）中拾取的叠加速度；（ｃ）应用（ｂ）中速度动校正后道集；（ｄ）常规聚类

方法确定的速度拾取候选区（狆＝９５％）；（ｅ）在（ｄ）中拾取的叠加速度；（ｆ）应用（ｅ）中速度动校正后道集；（ｇ）自适应阈值方法确定的

速度拾取候选区；（ｈ）自适应阈值方法拾取的叠加速度；（ｉ）应用（ｈ）中速度动校正后道集．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ｐｉｃｋ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ｅｔ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狆＝９０％）；（ｂ）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ｐｉｃｋｅｄｏｎ（ａ）；（ｃ）ＮＭＯｇａｔｈｅ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ｉｃｋｅｄｉｎ（ｂ）；（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ｅｔ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狆＝９５％）；（ｅ）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ｕｒｖｅ

ｐｉｃｋｅｄｏｎ（ｄ）；（ｆ）ＮＭＯｇａｔｈ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ｉｃｋｅｄｉｎ（ｅ）；（ｇ）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ｅｔ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ｈ）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ｐｉｃｋ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ＭＯｇａｔｈ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ｉｃｋｅｄｉｎ（ｈ）．

及０．９１ｓ处同相轴显著向上弯曲．当选取较大的固

定阈值百分比（狆＝９５％）时，较大的狆其对应阈值

偏大，只能兼顾能量较强的速度能量团，筛选速度拾

取候选区时忽视了弱反射能量团（图２ｄ），浅层的２

个弱反射和深层的１个弱反射都未能拾取到速度

（图２ｅ），不利于速度曲线的精细刻画，也降低了拾

取精度．从而０．８ｓ以上的浅层同相轴明显校正不

足，同相轴向下弯曲严重（图２ｆ）．图２（ｇ—ｉ）为自适

应阈值方法的速度拾取及动校正结果，自适应阈值

在识别能量团时，强度不同的速度能量团均能被识

别（图２ｇ），所有反射的速度能量团均被包含在候选

区内．因此，本文方法仍能拾取到正确速度（图２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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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０．９ｓ处左右两个干涉同相轴情况下，且动

校正后同相轴基本被拉平（图２ｉ）．需要注意的是，由

于犓 均值算法其划分准则是欧氏距离，本质上更适

用于密集的、球状或团状的数据聚类，而速度能量团

并不是标准的圆，处于深层的能量团形状更接近于

椭圆，因此同一能量团可能被分为两类．而在０．９ｓ

处左右两个干涉同相轴的速度能量团在此情况下，

综合初始模型影响拾取到两个聚类中心．

２．２　二维数值模型测试

为了进一步证明本文方法复杂模型中的有效

性，我们对二维的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进行测试．在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中等间隔抽取了

图３　层速度场模型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７４道作为本次测试的真实层速度场（图３），进而由

速度模型和 Ｇａｒｄｎｅｒ密度公式正演得到一系列

ＣＭＰ道集．根据速度谱能量团的大致分布规律（能

量团个数，单个能量团延续时长等），两种方法均选

定初始类别犓０ 为１５，并通过多次试验，在自适应阈

值方法中选取滑动窗窗长犱ｗｉｎ为４０ｍｓ，最小阈值百

分比狆ｍｉｎ＝８５％，最大阈值百分比狆ｍａｘ＝９５％，而在

常规聚类方法选取了固定阈值百分比狆＝９０％．

图４（ａ，ｂ）分别展示了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中第１０

道的ＣＭＰ道集及常规聚类方法拾取的叠加速度

（绿线）、本文方法拾取的叠加速度（红线）和真实均

方根速度（黑线）的对比．在ＣＭＰ道集中，浅层和深

层反射波能量差异大，速度谱中不同深度的能量团

间幅值相差较大，深层反射波能量强，０．５ｓ以上存

在若干弱反射．在此情况下，本文方法拾取的速度仍

与真实值基本一致，且相较于常规聚类方法，在深层

（约１．２ｓ）和弱反射（约０．４ｓ）处拾取的速度均准确

性更高．应用两种方法所拾取的速度场进行动校正，

如图４（ｃ，ｄ）所示．从动校正后的道集中可以看出，

本文拾取的速度拉平了所有同相轴，证明了算法的

有效性，也验证了速度拾取的正确性．而常规方法拾

取的速度偏离真实值，其动校正后道集在深层约

１．２ｓ处同相轴出现上翘现象．

对整个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重复上述单道的处理流

程，得到了两种不同方法自动拾取的叠加速度场．图

５展示了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真实均方根速度场（图

５ａ）、常规聚类方法拾取的速度场（图５ｂ）和自适应

阈值方法拾取的速度场（图５ｃ）．总体上看，常规方

法在两侧楔状体等构造位置拾取精度较低（如蓝色

箭头所示），且速度场横向上连续性差，如黑色箭头

指示的ＣＭＰ道拾取到速度异常值，与相邻道差异

大．而自适应阈值方法拾取的速度场在构造走势上

基本与真实值一致，在大部分道上比常规聚类方法

的拾取精度更高，对于楔状体等构造细节刻画地更

为准确，速度场变化较为连续．为了更直观看到两种

方法速度拾取精度上的差异，我们应用图５中的三

个速度场进行叠加，其叠加剖面如图６所示．与常规

聚类方法（图６ｂ）相比，本文方法的叠加剖面（图６ｃ）

能更清晰地反映出主要地质构造，尤其是在速度拾

取精度更高的位置（如红色椭圆内），动校正后同相

轴被拉平同相叠加，清晰地成像出了在１．３ｓ处的

楔状体．

２．３　实际数据应用

最后，采用了一条陆上的二维实际测线对本文

方法进行测试，该测线共包含５００个ＣＭＰ道集．每

个ＣＭＰ道集的偏移距及道数不等，数据的时间总

长度２．５ｓ，采样间隔为１ｍｓ．根据速度谱能量团的

大致分布，两种方法均选取初始类别犓０ 为１２，自适

应阈值方法中选取滑动窗窗长犱ｗｉｎ为３００ｍｓ，而在

常规聚类方法选取了固定阈值百分比为９０％．由于

实际数据噪声较多，为了保证速度模型具有一定光

滑性，在速度拾取后对离群速度进行了处理，去除了

大于５％的速度倒转异常值．

图７展示了ＣＭＰ１００和２２５道集的速度拾取

结果及动校正道集．图７（ａ—ｄ）展示了在ＣＭＰ１００

道集中，三种方法拾取速度曲线比较以及常规聚类

方法和自适应阈值方法的动校正后道集．从叠前

ＣＭＰ道集可以看出，浅层信噪比高，深层信噪比较

低，因而本文方法在浅层拾取精度更高．从速度谱可

以看出，在０．５ｓ处均存在高速速度异常，常规方法

速度拾取范围包含了部分高速异常值，而最终的聚

类的中心是本类中所有数据点的均值，受部分高速

值影响，导致拾取的聚类中心向异常值靠拢，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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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中的单道ＣＭＰ拾取结果

（ａ）ＣＭＰ道集；（ｂ）两种方法自动拾取的速度曲线；（ｃ）常规聚类方法后动校正；（ｄ）本文方法拾取速度动校正．

Ｆｉｇ．４　ＣＭＰｇａ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ｐｉｃｋｅｄｂｙ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ＣＭＰｇａｔｈｅｒ；（ｂ）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ＮＭＯｇａｔｈ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ＮＭＯｇａｔｈ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拾取精度．而本文中的阈值是随时间深度变化而变

化，在同一时间位置能对异常速度能量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避开了高速速度异常．动校正后，本文中的

方法（图７ｃ）在０．６ｓ左右，反射同相轴被拉平，而常

规聚类方法０．６ｓ处校正不足，同相轴向下弯曲．图

７（ｅ—ｈ）分别为三种方法对ＣＭＰ２２５道集进行拾取

的速度曲线比较，以及常规聚类方法和自适应阈值

方法的动校正后道集比较．相比于ＣＭＰ１００道集，

ＣＭＰ２２５道集（图７ｅ）的反射波能量从浅到深差异

小，常规聚类方法与本文方法在主要反射处拾取的

速度精度相近（图７ｆ）．但常规聚类方法在０．２ｓ处

拾取的速度远偏离人工拾取值（图７ｆ），其对应的同

相轴也未被拉平（图７ｈ）．而本文方法浅层未拾取到

速度异常值，且在弱反射（２ｓ左右）处拾取的速度更

接近人工拾取值，基本拉平了同相轴（图７ｇ）．

在构建速度场时，由于拾取工作量较大，因此仅

人工拾取了２０道，ＣＭＰ间隔为２５，而智能方法可

以逐点进行拾取，考虑到速度场光滑性问题，最终选

择以５个ＣＭＰ点为间隔进行拾取．图７展示了人

工拾取速度场（图８ａ）、常规聚类方法拾取的速度场

（图８ｂ）和本文方法拾取的速度场（图８ｃ）的比较．从

图可看出，受噪声等因素的影响，常规聚类方法拾取

速度场（图８ｂ）横向上连续性差，且在０．５～１ｓ处部

分道拾取到了高速异常值，准确度较低．图８ｃ为本

文方法拾取的速度场，速度变化趋势与人工拾取的

速度场基本一致，与人工拾取结果（图８ａ）基本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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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拾取的速度场与真实速度场比较

（ａ）真实速度场；（ｂ）常规聚类方法拾取的速度场；（ｃ）自适应阈值方法拾取的速度场．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ｐｉｃｋｅｄ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ｕ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ｒｕｅ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ｉｃｋ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ｉｃｋ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ｅｔｈｏｄ．

合，但总用时是人工拾取的约０．１倍，平均单道拾取

用时是人工拾取的０．０２倍，拾取效率高．

为了进一步检验拾取结果的正确性，应用图７

中三种方法拾取的速度场进行动校正和叠加处理．

从叠加剖面（图９）可以看出，本文方法的叠加剖面

（图９ｃ）与人工结果（图９ａ）相近，在０．７ｓ及１ｓ处

的同相轴明显比常规聚类方法（图９ｂ）更连续，成像

更清晰．

３　结论

本文通过类比人工速度谱拾取过程，提出了一

种基于自适应阈值约束的无监督聚类智能速度拾取

方法．该方法利用时窗方法在速度谱中计算自适应

阈值，从而识别出一次反射速度能量团作为速度拾

取的候选区域．随后犓 均值聚类方法将不同的速度

能量团聚类，并拾取叠加速度．最后，依据人工拾取

速度的经验，对离群速度点进行后处理，为解决地震

资料速度谱自动拾取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案．

例子表明本文方法整体与人工拾取的精度相

当，对速度变化的跟踪较为准确，能够快速拾取叠加

速度曲线，比人工拾取快约５０倍数量级，提高了拾

取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为多维数据体逐点拾取速

度场提供了可能．同比常规聚类智能拾取方法，自适

应阈值的引入提高了识别速度能量团精度，主要体

现在识别弱反射，适用于拾取同一ＣＭＰ道集内能

量强弱相间的反射波速度．离群速度处理这一步骤

能规避部分速度异常值，以获得更光滑的速度场，更

符合人工解释常识，避免加剧动校正子波拉伸现象．

但本文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速度谱精度以及逐

个ＣＭＰ道集处理方式的限制，下一步工作是从

ＣＭＰ道集角度以及多个ＣＭＰ同时处理角度出发

建立速度场，从而进一步提高实际速度拾取精度．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ＡｈｍａｄＡ，ＨａｓｈｍｉＳ．２０１６．Ｋ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ｍｅａｎｓｔｙｐ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ｍｉｘｅｄｄａｔａｓｅｔｓ．犃狆狆犾犻犲犱犛狅犳狋犆狅犿狆狌狋犻狀犵，４８：

３９４９．

ＡｌｍａｒｚｏｕｇＡ Ｍ，ＡｈｍｅｄＦＹ．２０１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ｅｉｓｍ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ｉｃｋｉｎｇ．∥８７ｔｈ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Ｍｔｇ．，Ｓｏｃ．Ｅｘｐｉ．Ｇｅｏｐｈｙ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１５．

ＡｒａｙａＰｏｌｏＭ，ＤａｈｌｋｅＴ，Ｆｒｏｇｎｅｒ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ｆａｕ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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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模型叠加剖面

（ａ）真实速度场叠加；（ｂ）常规聚类方法速度场叠加；（ｃ）自适应阈值方法速度场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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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实际数据ＣＭＰ道集速度拾取及动校正结果

（ａ）ＣＭＰ１００道集；（ｂ）ＣＭＰ１００道集的速度拾取结果；（ｃ）本文方法拾取速度对（ａ）进行动校正后道集；（ｄ）常规聚类方法拾取速

度对（ａ）进行动校正后道集；（ｅ）ＣＭＰ２２５道集；（ｆ）ＣＭＰ２２５道集的速度拾取结果；（ｇ）ｄ本文方法拾取速度对（ｅ）进行动校正后道集；

（ｈ）常规聚类方法拾取速度对（ｅ）进行动校正后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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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实际数据速度场对比

（ａ）人工拾取速度场；（ｂ）常规聚类方法拾取速度场；（ｃ）自适应阈值方法拾取速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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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三种方法实际数据叠加剖面

（ａ）人工拾取速度的叠加剖面；（ｂ）常规聚类方法拾取速度的叠加剖面；（ｃ）自适应阈值方法拾取速度的叠加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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