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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震勘探具有勘探深度和分辨率的优势，在矿产勘探中多被采用．但主动源反射地震具有成本高、在矿区采

集困难等难题，限制了其广泛应用．无需主动源激发、利用天然噪声的被动源地震应用于勘探，可成为其低成本替

代选项．本文在内蒙古浅覆盖区矿区进行了被动源勘探试验，采用相关计算获得拟炮集记录，并基于频率域信噪比

计算，在生成拟炮集前实现了面波和体波甄选，分离了面波和体波．应用面波反演的横波速剖面识别了覆盖层厚

度．体波数据经反射波常规处理，获得了成像剖面．经与主动源反射剖面对比，主要结构的反射特征呈现了良好的

一致性．本文试验验证了被动源勘探在内蒙浅覆盖区具有良好应用前景，为低成本的面积性勘探实施提供了新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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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矿产勘探程度的不断深化，矿集区“透明

化”立体探测成为国家深地资源勘探领域的重要研

究方向．其对地球物理探测的重要需求是在３０００ｍ

深度范围内实现高精度、高分辨率成像．反射地震勘

探具有深部高分辨探测能力，但是三维大规模应用

于矿产勘探存在成本高、采集困难等问题．目前在矿

集区立体探测中，一种典型方案是采用网状分布的

二维反射地震，建立勘探区框架结构模型，或以解释

的结构和物性成果为约束，辅助面积性的重、磁反

演，完成矿集区三维立体结构或者物性填图．该方案

利用了反射地震的勘探深度和分辨率优势，但当研

究区结构横向变化大，地质结构复杂时，有限的地震

剖面无法控制区域构造变化．因此，在矿集区实施经

济、有效的三维反射地震勘探是目前立体探测的待

突破瓶颈之一（吕庆田等，２０１９）．

被动源地震是指不依赖主动源激发地震波，而

是通过固定位置的地震仪台站／检波器等，在一段时

间内连续接收天然噪声信号进行探测研究的技术方

法．它是地震学进行大尺度地壳和岩石圈结构成像，

反演地球深部物性的主要手段（Ｂｏｓｔｏ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Ｍｏｓｃｈｅｔｔ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余大新等，２０１６）．若将台阵更

密集的摆放，可完成更精细尺度的探测应用，例如密

集台阵和城市环境中进行的面波勘探（Ｗａｐｅｎａａｒ，

２００６；Ｗａｐｅｎａ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王爽等，２０１８；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相对于上述应用，从被动源中提取体波

记录进行反射波地震勘探的应用，在近年成为了研

究热点．

Ｃｌａｅｒｂｏｕｔ早期曾指出：“通过地表两点放置的

两个检波器接收的天然震动信号进行相关计算，可

以构建以一点为检波器，另外一点为震源的主动源

波场记录．”（ＲｉｃｋｅｔｔａｎｄＣｌａｅｒｂｏｕｔ，１９９９）．同时提

出该计算思路的还有Ｃｏｌｅ（Ｃｏｌｅ，１９９５），不同之处在

于，Ｃｏｌｅ是指提取面波，而Ｃｌａｅｒｂｏｕｔ指的是提取体

波．基于天然噪声提取体波的核心环节为相关计算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２００１；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０６），其由超声计算领域

发展而来（ＷｅａｖｅｒａｎｄＬｏｂｋｉｓ，２００１，２００２），主要内

容为：相邻的两个检波器信号进行互相关计算等于

两个检波器间激发接收格林函数与随机震动信号的

褶积．

随着节点检波器的发展和普及（史子乐等，

２０１９），连续接收被动源地震记录成本大幅度降低，

被动源反射地震探勘从理论走到了实际应用．自

２００７年以来，陆续有试验性应用文章发表，其普遍

特点是在主动源地震采集时，进行重合测线的被动

源采集，通过主动源和被动源的单炮及成像剖面对

比，测试被动源反射波勘探在不同领域应用的可行

性，这其中包括在油气勘探领域的应用（Ｄｒａｇａｎｏｖ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３）、二氧化碳存储四维动态监测的

应用 （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Ｂｏｕｌｌｅｎ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以及金属矿勘探的应用等

（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Ｏｌｉｖ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Ｒｏｏｔｓ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同时，正演计算的开展也在理论与实

践应用之间搭建了论证纽带，分析了震源分布、震源

长度、震源数量等对被动源成像质量的影响（Ｔｈｏｒｂｅｃｋｅ

ａｎｄＤｒａｇａｎｏｖ，２０１０；朱恒等，２０１２；张盼等，２０１５）．同

时，更精细化的被动源勘探地震数据处理方法也不

断提出，以增强弱体波信号，进而提高反射波成像质

量，这其中包括照明分析方法（Ｖｉｄａ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１）以

及在原始道集数据进行的各种滤波处理（Ｇｉｒａｒｄ

ａｎｄＳｈｒａｇｇｅ，２０１９ａ，ｂ）．

被动源地震勘探无需主动源激发，其采集成本

不及主动源十分之一，是目前最具潜力的在活动矿

区进行三维勘探的替代选择．但同时，被动源地震勘

探也面临体波信号弱，现有可参考案例少等问题．基

于此，我们在内蒙古集宁浅覆盖区进行了被动源地

震勘探试验．本文推导了基于声波方程的被动源反

射信息提取理论．在实际数据验证阶段，介绍了数据

的采集、频率域面波和体波分离以及对拟炮集记录

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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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等关键环节．面波反演和体波成像结果表明，

被动源勘探在内蒙古浅覆盖区的应用具有广泛的

前景．

１　被动源地震勘探拟炮集记录提取的

理论基础

相关计算是被动源反射波勘探成像的计算基

础，其可通过互易性定理，基于声波方程推导而来．

点源激发下的频率域声波方程可表达如下：

ρ犻
１

ρ（狓）
犻犌（狓，狓Ａ，ω）＋

ω
２

狏２（狓（ ））犌（狓，狓Ａ，ω）
　　 ＝－ｊωρδ（狓－狓Ａ）， （１）

其中，犌（狓，狓Ａ，ω）指震源在狓处，检波点在狓Ａ，处

的波传播格林函数的频率域表示，ρ（狓）和狏（狓）分

别是传播介质的密度和速度，ω是角频率，δ（狓－

狓Ａ）是脉冲震源．

根据互异性定理（Ｗａｐｅｎａａｒ，２００６），同属接收

点的Ａ，Ｂ两点间格林函数犌（狓Ａ，狓Ｂ，ω）为：

２犚｛犌（狓Ａ，狓Ｂ，ω）｝＝∮犇
－１

ｊωρ（狓）
（犌（狓Ａ，狓，ω）犻犌（狓Ｂ，狓，ω）

　　－（犻犌（狓Ａ，狓，ω））犌（狓Ｂ，狓，ω））狀犻ｄ２狓， （２）

式中犇 是任意封闭区间，狀犻 ＝ （狀１，狀２，狀３）表示该

区间的法向向量，犚｛｝为取实部计算．公式（２）是

Ａ，Ｂ两点间格林函数的准确表达，其中包含了非均

匀介质中传播的直达波、散射、反射以及多次反射

等．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对其进行简化后应用，其

中包括假设应用介质为均匀介质、密度和速度为常

量、犇 边界处介质光滑等（ＷａｐｅｎａａｒａｎｄＦｏｋｋｅｍａ，

２００６），而公式（２）也随之简化为：

犚｛犌（狓Ａ，狓Ｂ，ω）｝＝ １
狏ρ∮犇犌

（狓Ａ，狓，ω）
犌（狓Ｂ，狓，ω）ｄ

２狓．

（３）

上述简化过程虽然会为波场带来异常振幅，但

公式（３）中波场相位没有变化，因此，依然可以用来

进行结构性成像计算．

被动源勘探中，震源为随机噪声，若其震源函数

为犖（狓，ω），则Ａ，Ｂ两点的接收该震动的记录为：

　　

狌（狓Ａ，ω）＝∮犇犌（狓Ａ，狓，ω）犖（狓，ω）ｄ
２狓，

狌（狓Ｂ，ω）＝∮犇犌（狓Ｂ，狓，ω）犖（狓，ω）ｄ
２狓，

（４）

若犖（狓，ω）为随机信号，在时间和空间上均互不相

关，则满足：

　　〈犖（狓，ω）犖（狓′，ω）〉＝δ（狓－狓′）犛（ω）， （５）

其中，犛（ω）是随机噪声的功率谱．〈·〉代表空间的

加权平均．

将公式（４）和（５）代入公式（３）中，可得：

２犚｛犌（狓Ａ，狓Ｂ，ω）｝犛（ω）＝ ２
狏ρ
〈狌（狓Ａ，ω）狌（狓Ｂ，ω）〉，

（６）

式中，左端项是指接收点Ａ，Ｂ之间的格林函数与噪

声震源的褶积．右端项是检波器Ａ，Ｂ记录数据的相

关计算，其中，〈〉代表不同互相关结果的叠加．

被动源反射波勘探中，依照公式（６），固定位置

Ａ，将Ａ处的震动记录与移动的Ｂ点震动记录分别

进行固定窗口的互相关和叠加计算，可获得形如炮

点位置在Ａ处，接收点在变化的系列Ｂ处的炮集记

录．因为 Ａ处并无实际的主动源激发，因此该记录

称为拟炮集记录．按设计的观测系统变化Ａ的位置

以及与其互相关计算的移动Ｂ的范围，最终可获得

勘探区的系列拟单炮数据集．图１表示了被动源体

波成像计算的原理和步骤，其中图１ａ是被动源记录

生成拟单炮记录的原理示意图，被动源在Ａ处的记

录与其经界面反射后的Ｂ处的记录褶积，可获得Ａ

处激发，Ｂ处接收的反射记录．图１ｂ示意了Ａ，Ｂ两

点进行相干计算的过程．选定窗口长度，进行对应时

间的相关和叠加，最终形成如图１ｃ的拟单炮记录．

将炮集记录按主动源反射地震流程处理，可获得反

射成像剖面．

上述应用随机噪声记录生成拟炮集记录计算的

过程可以应用图２的模型，采用正演计算进一步说

明．模型含三个不同速度和密度的层位，其中８０００

个地下震源随机分布．正演计算采用声波方程的有

限差分计算完成（ＴｈｏｒｂｅｃｋｅａｎｄＤｒａｇａｎｏｖ，２０１１）．

地表记录随机噪声的检波点间距为５０ｍ，记录长度

为４ｓ，图３ａ为地表记录的随机噪声记录，图３ｂ为

震源在模型正中，所有检波点参与计算生成的拟炮

集记录．若变换震源位置，可以获得按特点观测系统

采集的炮集记录，进行常规处理可获得反射波成像

结果．

在上述理论和模型验证的基础上，在内蒙古浅

覆盖区对被动源成像方法进行了数据试验．

２　内蒙古浅覆盖区被动源勘探应用

２．１　被动源数据的采集

本文试验所用的被动源数据采集区域行政区划

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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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被动源记录相干计算生成拟炮集记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ｒｏｓｓ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ｓ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ｓｈｏｔｒｅｃｏｒｄｓ

图２　含有三个层位的模型，其中８０００个震源随机分布

Ｆｉｇ．２　Ａ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３ｌａｙｅｒ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８０００ｒａｎｄｏｍ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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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于内蒙古集宁丰镇市官屯堡乡，如图４所示．该

地区富含钼等多种金属矿产，属岩浆热液型矿床．在

前期地质调查项目的支持下，该区进行了主动源二

维地震采集工作．该次被动源试验选择与前期该区

一条二维地震测线重合，可对成像结果进行互相验

证、对比．

被动源数据采集采用节点式单分量检波器，型

号为ＳｍａｒｔＳｏｌｏ的ＩＧＵ１６．该节点检波器自然频率

为５Ｈｚ，１ｍｓ采样下可连续采集２５天．本次共摆放

检波器１００个，检波点间距是２０ｍ．采集时设置采

样间隔为１ｍｓ，采集时长为连续的１０天．为了能够

避免地表风噪，将检波器埋于地下，埋藏深度约２０ｃｍ．

该测区无明显强活动震源．向北２．４ｋｍ为Ｓ２４

省道，其他方向交织村级公路．白天省道车流量相对

较大，多有运煤卡车经过．采集时值秋季收割季节，

有收割机在农田作业，附近有农民刨挖土豆．上述是

图３　正演获得的随机噪声记录以及生成的拟炮集记录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ｎｏｉｓ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

图４　数据采集区域位置图，图中红线为本次被动源采集的２ｋｍ测线

Ｆｉｇ．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ｉｎｅ．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ｉｓｏｕｒ２ｋｍｌｅｎｇｔｈ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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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可见的自然震源．附近矿场处在停工状态，无矿

区活动．

图５是近村级公路５００ｍ处检波器１０月５日

和６日两天的震动记录，总体白天震动强度要大于

晚上，主要以公路交通和人文活动产生的噪声为主．

２．２　基于频率域信噪比计算的面波和体波分离

被动源体波成像的理论计算中，假设天然震源

在地下半空间均匀分布，但实际应用中，地表附近震

源（以公路交通为主）无论从强度还是数量上均占

优，导致面波在被动源信号中的能量强，而相对而

言，体波则属于弱信号．将体波从面波中分离出来，

有助于提高体波信号成像信噪比．在重建的拟单炮

记录中，因为体波信号频率低，与面波在位置和频带

范围都存在重合，滤波分离效果不佳．若从原始数据

出发，在互相关前对时窗内的数据进行面波和体波

成分的甄别和分离，再进行相干和叠加，则更为

有效．

分析公共交通产生的面波特点，可见其具有

与体波信号不同的频谱形态．图６ａ，ｂ分别是面波

和体波占优数据段的信号的频谱．面波占优时，频

谱呈梳状分布，而体波占优时，频谱形态正常．这

种差别可通过频率域的信噪比量化表示．面波占

优时时窗数据的信噪比比体波占优时低，可基于

此特点，对面波和体波数据进行甄选．本文采用张

军华等（２００９）频率域信噪比的计算公式，对参与

互相关计算的时窗内信号信噪比进行计算，再根

据选定的信噪比阈值，判断相关叠加结果分配到

体波数据中还是面波数据中．公式（７）是频率域计

算信噪比的公式，图７是其参数在功率密度谱上

的表示．

图５　某路边检波器记录的两天的被动源记录

Ｆｉｇ．５　Ｔｗｏｄａｙｓ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ｓｂｙａｒｏａｄｓｉｄ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图６　被动源信号不同频率成分的功率密度谱特征

Ｆｉｇ．６　Ｐｏｗｅｒ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ｉｇ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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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不同工区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确定甄选体波和面波的信噪比阈值ε，甄选和分流数据，分别相干计

算得面波和体波为主的拟炮集记录，过程概括为公式（８），

犌犽（狉１，狉２，狋）＝∑
狀

犻＝１

（犌
犽

犻－１
（狉１，狉２，狋）＋犪犻（狉１，狉２，狋）δ（犌

犽
犻，犪犻）），　δ（犌

犽

犻
，犪犻）＝

０，ＳＮＲ＜ε

１，ＳＮＲ≥
烅
烄

烆 ε
（８）

其中，犌犽（狉１，狉２，狋）是狉１ 和狉２ 两个检波器位置震动

记录的相关叠加结果，狋是记录时间，犽表示波类型，

当犽为０时表示为面波，为１时表示为体波．狀是叠

加的总窗口数，犪犻（狉１，狉２，狋）是某个时段的互相关

结果．

图７　频率域计算信噪比参考图

Ｆｉｇ．７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ｆｏｒ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ｒａｔｉ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

被动源数据量大，生成拟炮集过程的计算强度

也很大．以本文采集为例，１００个检波器，１０天接收

时间，１ｍｓ采样接收的记录超过５００ＧＢ．公式（６）

中的互相关在频率域计算比时间域具有更高的计算

效率，辅以图形处理器ＧＰＵ上的批量并行傅里叶

变换，可实现更快的急速计算．本文介绍的基于频率

域信噪比的面波和体波分离，可插入到上述傅里叶

变换流程中进行，无需额外计算．

应用上述方法对本文采集的被动源数据进行拟

单炮生成计算，计算时，互相关计算时窗长度选择为

５ｓ，并通过上述的频率域信噪比方法进行面波和体波

的分离，其中，各频率值为犳１＝０，犳Ｌ＝２，犳Ｈ ＝１５，

犳２＝４０，犳ｃ＝６０，信噪比阈值测试后选择为０．７６，小

于０．７６的归于面波叠加，大于０．７６的部分归于体

波叠加．图８ａ是同一炮点计算获得的以面波为主的

单炮，图８ｂ是分流面波后的突出体波的记录，虽然

其中依然有面波出现，但是相比于图８ａ而言，有明

显的反射波能量出现．

２．３　利用高频面波反演覆盖层厚度

被动源勘探处理过程能获得的辅助信息远少于

主动源地震，因此，需要充分发掘不同信息成分的表

征能力．在主动源地震勘探实践中，面波主要用来进

行浅层结构探测，被动源重建的拟单炮记录面波，同

样可以进行近地表结构探测应用．而在本文的勘探

区域，面波反演结果可用来进行覆盖层厚度的估算．

面波反演的过程分为面波的识别，频散曲线的

提取和横波速度反演三步．本文所用面波即为图８ａ

所示计算的面波记录．图９是单炮面波记录和从中

提取的频散曲线，从中可以看出，低阶面波频散曲线

聚焦性、连续性都很好，易于识别，且可见相对连续

的高阶面波．和主动源面波反演一样，一旦从被动源

面波中提取了频散曲线，接下来就可对频散曲线进

行反演以获取横波速度结构．本文采用遗传算法反

演，遗传算法作为一种非线性全局优化方法，不要求

苛刻的初始速度和深度模型，得到的最佳拟合模型

稳定、可靠（赵东等，１９９５）．反演中，仅应用了低阶面

波，采用一维反演计算．对测线上所有单炮记录进行

上述反演，综合成图，可得到图１０所示的横波速度

剖面．该剖面中，约１００ｍ深度处可见明显的速度

结构纵向变化界面，可判断其为覆盖层分界面，这与

已知的地质符合良好（严昊伟等，２０１７）．覆盖层厚度

的准确计算对区域结构认识，以及面积重、磁的反演

等都可提供约束．

２．４　被动源反射波勘探成像

面波的反演是被动源勘探的传统应用领域，而

基于被动源的反射波勘探则是目前的研究热点．经

面波分离后的拟炮集记录虽然反射依然较弱，但可

应用反射地震资料处理的多次叠加技术增强反射能

量．在拟炮集计算过程中，设定炮间距和炮检距范

围，则可形成测线反射勘探的观测系统．表１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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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频率域分离计算后的拟炮集记录

（ａ）以面波为主的拟炮集记录；（ｂ）分离面波后突出体波的拟炮集记录，红色箭头为反射波信号．

Ｆｉｇ．８　Ｖｉｒｔｕａｌ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ｓａｆｔｅ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ｅ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ｂ）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ｂｏｄｙｗａｖｅ

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ｄａｒｒｏｗｓｐｏｉｎｔｔ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ｖｅ．

图９　面波炮集记录及其频散图

Ｆｉｇ．９　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ｅａｎｄｉｔ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采集数据生成的拟单炮记录的观测系统参数．为了

提高反射波的信噪比，每个检波点位置都进行拟单

炮记录的计算，图１１是测线覆盖次数图，其中最大

覆盖次数达到１００．

拟炮集数据处理采用主动源反射地震数据的处

理流程，主要流程包括野外静校正，本文以高程校正

为主，振幅垂向补偿和横向均衡，去噪，反褶积，速度

分析及叠加处理．在去噪中，只进行了异常振幅消

除，因为在共中心点道集中，同相轴的连续性差，因

此没进行剩余静校正处理．考虑到速度对成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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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面波反演的横波速度模型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ｅ

图１１　拟炮集记录覆盖次数图

Ｆｉｇ．１１　Ｆｏｌ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ｓｈｏｔｇａｔｈｅｒｓ

表１　被动源生成的拟单炮记录观测系统主要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犿犪犻狀犵犲狅犿犲狋狉狔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狏犻狉狋狌犪犾狊犺狅狋

犵犪狋犺犲狉狊犳狉狅犿狆犪狊狊犻狏犲狊犲犻狊犿犻犮

参数 值 参数 值

记录长度 ５ｓ 炮点距 ２０ｍ

采样间隔 １ｍｓ 检波点距 ２０ｍ

总炮数 １００ 最大覆盖次数 １００

每炮道数 １００ ＣＭＰ范围 １～１９８

最小炮检距 ０ｍ 最大炮检距 ２０００ｍ

的影响，在与主动源对比时，只进行叠加剖面的对

比．图１２是处理中速度分析和局部叠加结果图，速

度谱中有明显的能量团，相对应的共中心点道集有

相对应的反射同相轴，而局部叠加结果中，可见连续

性的反射．

经过上述处理流程处理，图１３ａ是获得的被动

源记录叠加剖面，而图１３ｂ是与之重合的主动源成

像结果．被动源成像结果频率较低，所以以主动源记

录上的明显反射为标准进行成像结果的对比．总体

可见二者明显反射同相轴都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首

先Ａ处均无明显反射，且反射的起始位置一致．Ｂ

和Ｃ处的同相轴形态和位置均较一致．Ｄ处被动源

和主动源斜率稍有差别，但横向上的延展一致．Ｅ处

被动源剖面上有与主动源对应的同相轴，但是斜率

上稍有差别，被动源可能因为频率低的缘故，可见

图１２　被动源反射信号速度分析和局部叠加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ｓｔａｃｋｆｏｒ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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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被动源（ａ）和主动源（ｂ）反射波叠加剖面对比

Ｆｉｇ．１３　Ｓｔａｃｋ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ｂ）ａｃｔｉｖ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ｆｏ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同相轴横向上的延展和连续．Ｂ和Ｃ相接处出现错

段，可能解释为断层Ｆ，这种错段在被动源剖面上也

可以清晰可见．

综合上述的分析对比，虽然该区无明显地下主

动源记录，且分离的面波表明天然噪声中以面波为

主，但经过去面波的拟炮集反射波成像结果依然与

主动源记录有较好的一致性，这为被动源进一步应

用提供了参考．但同时，被动源成像剖面的低频特性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单独应用，但在主动源二维框

架的约束下，进行三维被动源勘探，联合主动源结果

对主要结构的解释，或可是被动源地震在该区的一

个应用方向．而对被动源数据进行拓频处理，可更易

于对比和解释．

３　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被动源地震方法，在内蒙古浅覆盖区

进行了勘探试验．提出了一种频率域信噪比计算的

分离面波和体波信息方法，分离的面波炮集用于覆

盖层厚度反演．体波炮集经反射波常规地震资料处

理实现多次覆盖叠加后，获得了与主动源记录一致

性较好的反射地震叠加剖面．该试验表明被动源勘

探方法在内蒙古浅覆盖区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应

用被动源进行反射波勘探不需要主动源激发，其采

集成本是主动源方法的十分之一，可低成本的完成

三维地震勘探，结合主动源二维框架的约束，可对研

究区实施更大范围的三维勘探．但同时，被动源反射

波勘探还存在诸如数据频率低、信噪比低等问题，需

要更多的细致的、具有针对性的处理方法进行精细

处理，特别是将体波信息从强面波干扰中分离出来

的方法技术，以推动被动源反射地震勘探的生产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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