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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有关伴随状态法初至波走时层析成像方法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基于面积分来定义目标函数，由此得到

的伴随方程也都依赖于地表的法向量．这样，一方面会因为伴随变量计算的不准确而造成梯度的不合理，另一方面

也无法合理地处理井中观测问题．本文从理论或数值试验角度指出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不依赖地表法向量的改

进的伴随状态法走时层析成像方法．主要改进包括：（１）采用体积分定义目标函数，避免了传统方法不能较好处理

井中观测数据的缺陷，可以适应任意地表或井中观测系统．（２）采用摄动法得到了新的伴随方程，克服了传统方法

中伴随场计算需要依赖于地表法向量的缺陷，使得检波点处的走时残差可以正确地反传播至地下，进而得到更加

合理的速度修正方向，提高了速度反演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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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反演地下介质速度分布是地震学的核心问题之

一．鉴于初至波最先到达、能量强、信息可靠、易于拾

取等优点，目前被大量研究和应用，并产生了利用初

至波不同信息的多种反演方法，如初至波走时反演

（Ｏｌｓｏｎ，１９８９）、初至波包络反演（敖瑞德等，２０１５）、

初至波相位反演（ＣｈｏｉａｎｄＡｌｋｈａｌｉｆａｈ，２０１３）、初至

波波形反演（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以及初至波多信息

联合反演（Ｌｉｕ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张建明等，２０２０）

等方法．

从理论上讲，利用初至波动力学信息可以取得

更高的反演精度，但影响初至波动力学信息的因素

比较多，信息的稳定性差，导致反演的非线性强，对

初始模型要求更高，也更容易陷入局部极值．而初至

波走时信息基本上只受速度的宏观分布影响，信息

可靠性高，因此初至波走时反演方法稳定性更强，在

近地表以及井间速度建模等方面得到了更广泛的

应用．

使用不同的地震波正演引擎，产生了不同的初至

波走时反演方法，例如，基于射线追踪（Ｂｉｓｈｏｐｅｔａｌ．，

１９８５）、基于程函方程走时计算（Ｔａｉｌｌａｎｄｉ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以及基于波动方程模拟（Ｌｕｏａｎｄ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１９９１）的初至波走时反演方法．在这些方法中，不需

要射线追踪、基于伴随状态法的初至波走时层析成

像方法（Ａｄ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ｅｔｈｏｄ，以下简

称ＡＳＴ方法）近年来得到了很大的关注．这种方法

基于伴随状态法、通过程函方程计算的走时场和伴

随方程计算的伴随场来计算目标函数的梯度，避免

了射线追踪和Ｆｒéｃｈｅｔ导数矩阵的计算．该方法对

内存的要求主要依赖于地下模型的网格数，与观测

的地震数据量无关，内存需求极低，特别适合于并行

计算 （Ｎｏｂ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Ｂｅｎａｉｃｈｏｕｃｈｅ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至于伴随状态法，自从它首次在优化控制领

域被提出以来（Ｌｉｏｎｓ，１９７１），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

于包括地震学在内的许多领域中（Ｐｌｅｓｓｉｘ，２００６；

ＦｉｃｈｔｎｅｒａｎｄＴｒａｍｐｅｒｔ，２０１１）．

基于程函方程的ＡＳＴ方法最早由Ｓｅｉ和Ｓｙｍｅｓ

（１９９４）所提出，自此之后，几乎所有的关于ＡＳＴ方法

的理论方法及应用的文献，都是基于面积分来定义

目标函数，由此得到的伴随方程都依赖于地表的法

向量，本文称这种方法为传统ＡＳＴ方法．

随后，这种基于面积分来定义目标函数的ＡＳＴ

方法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Ｌｅｕｎｇ和Ｑｉａｎ（２００６）

重新推导得到了与观测系统地表法向量有关的伴随

状态法走时层析成像方法，构造了伴随方程的差分

格式．Ｔａｉｌｌａｎｄｉｅｒ等（２００９）以管量场概念对反传播

方程的计算格式和意义作了进一步说明，但从其中

的地表形态不对称的理论模型试验结果中，可明显

看到伴随场的不对称现象，进而导致了梯度形态畸

变的不合理现象．Ｎｏｂｌｅ等（２０１０）指出了伴随状态

法层析成像技术在并行计算时所具有的巨大效率优

势．Ｂｒｅｔａｕｄｅａｕ等（２０１４）进一步发展了基于高斯牛

顿优化方法的二阶伴随状态法走时层析方程．为了

在走时反演中有效刻画地下模型的界面信息，在

ＡＳＴ方法中引入了水平集技术（ＬｉａｎｄＬｅｕｎｇ，２０１３；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可以考虑多传播路径问题．这种依

赖于地表边界法向量的传统ＡＳＴ方法，目前已经发

展到透射和反射走时的同时反演 （Ｈｕａｎｇａｎｄ

Ｂｅｌｌｅｆｌｅｕｒ，２０１２；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以及各向异性介质

模型参数的反演（Ｗａｈｅｅ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中．

在国内，谢春等（２０１４）讨论了基于射线理论的

伴随状态法初至波走时层析成像技术，并扩展至基

于有限频的ＡＳＴ走时层析成像（谢春等，２０１５）．为

优化反演效率和提高反演效果，李勇德等（２０１７）提

出了使用近似 Ｈｅｓｓｉａｎ矩阵进行预条件的 ＡＳＴ走

时反演层析成像方法．

我们已经发现，这种传统ＡＳＴ方法无论在理论

方法上还是在应用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Ｈ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本文的目的是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

步的讨论．首先对这种传统 ＡＳＴ方法简要介绍之

后，从理论模型试验以及地震波传播物理规律的角

度指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提出了改进的方法，即

不依赖于地表法向量的改进的ＡＳＴ走时反演层析

成像方法，并通过两个模型反演试验证明了改进方

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至于传统ＡＳＴ方法存在的问

题的严格数学证明，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采用快速扫描法（Ｚｈａｏ，

２００５）求解程函方程和伴随方程，确定走时场和伴随

场，从而计算ＡＳＴ方法的迭代梯度．

１　目前传统ＡＳＴ方法存在的问题

１．１　传统犃犛犜方法简介

观测和理论走时达到最佳匹配是走时反演的基

本原则．目前传统伴随状态法初至波走时层析普遍

采用面积分来定义目标函数（ＬｅｕｎｇａｎｄＱｉａｎ，

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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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Ｔａｉｌｌａｎｄ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Ｎｏｂ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Ｂｅｌｌｅｆｌｅｕｒ，２０１２；ＬｉａｎｄＬｅｕｎｇ，２０１３；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Ｂｒｅｔａｕｄｅａ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Ｗａｈｅｅｄ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谢春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Ｂｅｎａｉｃｈｏｕｃ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Ｗａｈｅｅ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李勇德等，２０１７）：

犑（犮）＝
１

２∫Ω［狋（狉）－犜
ｏｂｓ（狉）］２ｄ狉， （１）

其中，狉表示检波点的位置，检波点位于区域Ω的边

界Ω 上，犜
ｏｂｓ（狉）表示狉处的实际观测走时，犮（狓）

表示空间位置狓处的介质速度．狋（狉）表示在当前速

度模型下空间位置狉处计算的理论走时，在高频假

设下，走时场狋（狉）满足程函方程：

犉（狋，犮）＝ ［

Δ

狋（狓）］２－
１

犮２（狓）
＝０， （２）

其中，狋（狓ｓｏｕｒｃｅ）＝０表示震源点处的地震波走时为

零，符号

Δ

为梯度算子．

利用伴随状态法，可以确定上述目标函数（１）的

梯度（ＬｅｕｎｇａｎｄＱｉａｎ，２００６；Ｔａｉｌｌａｎｄｉ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Ｎｏｂｌ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ＬｉａｎｄＬｅｕｎｇ，２０１３；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Ｗａｈｅｅ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Δ

犑（狓）＝
犑

犮
＝－

λ（狓）

犮３（狓）
， （３）

其中，伴随场λ（狓）满足：

狀·λ（狉）

Δ

狋（狉）＝狋（狉）－犜
ｏｂｓ（狉），狉∈Ω，（４）

Δ

·［λ（狓）

Δ

狋（狓）］＝０，狓∈Ω， （５）

（４）式中的狀为边界Ω上位置狉处的边界外法向单

位矢量．

利用（４）式，根据检波点处的走时残差设置检波

点处的伴随场λ的初值后，再利用方程（５）将走时残

差反向传播即可获得伴随场λ（狓），进而通过公式

（３）就可以得到目标函数对速度的梯度，然后通过线

性搜索算法可以很方便地获得一个优化的步长α狀

（其中狀为迭代次数），这样就可以利用下面的局部

优化算法进行速度迭代，得到最终的速度反演结果．

犮狀＋１（狓）＝犮狀（狓）－α狀·

Δ

犑狀（狓）． （６）

　　可见，这种ＡＳＴ方法的核心是利用伴随方程计

算伴随场λ（狓），关键是伴随方程．自从Ｓｅｉ和Ｓｙｍｅｓ

（１９９４）提出ＡＳＴ走时反演方法之后，有关 ＡＳＴ方

法的所有文献中，所用的伴随场方程的边界条件均

是（４）式，该式依赖于边界的法向量．

１．２　传统犃犛犜方法存在的问题

下面具体分析上述传统ＡＳＴ方法存在的问题．

问题一：传统ＡＳＴ方法采用面积分来定义目标

函数，决定了其无法处理检波器在模型内部的情况．

方程（１）采用面积分来定义目标函数，就预先假

定了所有检波器均位于模型表面，这就造成了传统

ＡＳＴ方法只适用于检波点在边界上、无法考虑检波

器在模型内部的情况．当进行井中观测以及井间观

测时，检波器在模型内部，这时方程（１）的面积分定

义目标函数的方式就不适用，伴随方程（４）中的所谓

的边界法向当然无从谈起．可见，对于检波点在地下

的情况（如井中观测），这种传统的ＡＳＴ方法是不适

用的．

问题二：传统ＡＳＴ方法中，伴随场的计算依赖

于模型表面的法向量，这是有悖射线理论实际的．

在传统ＡＳＴ方法中，在有检波点的边界处，伴

随场λ（狓）满足（４）式的边界条件狀·λ（狓）

Δ

狋（狓）＝

狋（狉）－犜
ｏｂｓ（狉），显然与检波点位置处的模型边界法

向量有关，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就忽视了地震

波走时只依赖于地震波所经过的介质、与观测点

处的边界曲率无关这一客观事实．这样，就会引起

计算的伴随场不合理，从而导致梯度的畸变，造成

传统伴随状态法走时层析成像反演结果的不正

确，我们在２０１９年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现象（Ｈ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举一个单点激发、单点接收的例子．走时场

狋（狓）和唯一检波点处的时差狋（狉）－犜
ｏｂｓ（狉）确定且

不为零．如果在这个唯一的检波点处的地表法向量

与走时场在该处的梯度

Δ

狋（狓）狓＝狉 垂直（这种情况

一定存在），这时，传统方法的伴随方程的边界条件

狀·λ（狓）

Δ

狋（狓）＝狋（狉）－犜
ｏｂｓ（狉）永远不成立！因此，

根据传统ＡＳＴ方法的边界条件无法得到正确的伴

随场（特别是在地表起伏剧烈的情况下），最终导致

计算的梯度不正确．

设计一个除地表形状外中间对称的高速异常体

模型（图１），初始速度也是两边对称的纵向梯度模

型（图２）．在该模型的中心地表激发，在两侧具有相

同横向距离和同等深度、但地表形态不同的两个位

置（图１中两个Ｒ点处）进行接收．由于炮点两侧真

实和初始速度模型以及两个观测点都是完全对称

的，只要地表起伏不是极端剧烈，从地震波传播的客

观现实来讲，第一轮迭代的梯度在激发点两侧也应

该是对称的．但是，在首次迭代中，尽管左右两个检

波点具有相同的走时差狋（狉）－犜
ｏｂｓ（狉），但由于左右

两个检波点处的地表法向量狀不同，因此，利用依赖

于地表法向量的传统ＡＳＴ方法得到的伴随场两侧

并不对称（图３），由此得到的梯度场当然也不对称

（图４）．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传统 ＡＳＴ方

法的伴随方程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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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地表法向量的对称接收点试验的真实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ｔｒｕ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ｔｗｏ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ｂ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ｎｏｒｍ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ｓ

图２　初始速度模型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图３　传统ＡＳＴ方法得到的归一化后的伴随场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ａｄｊｏｉｎｔ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

图４　传统ＡＳＴ方法计算的梯度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

　　问题三：当地表和井中同时观测时，传统 ＡＳＴ

方法无法正确计算梯度．

Ｗａｈｅｅｄ等（２０１６）在采用传统 ＡＳＴ方法反演

的文章附录中指出，在计算伴随场时，井中接收时采

用

Δ

·［λ（狓）

Δ

狋（狓）］＝０的处理方式（他们的文章中

没有说明原因，也没有进行井中观测的试验），但在

地面检波点处仍然还是使用了传统ＡＳＴ方法中伴

随方程，结果仍然依赖于地表的法向量．地面和井中

检波器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造成井中和地表的

检波器对梯度的贡献不是一个数量级，致使地表走

时数据基本不起作用，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尽管地

表与井中观测数据的照明范围不同，但走时观测数

据的地位应该是等同的．

２　改进的ＡＳＴ方法

若使用传统ＡＳＴ方法中的方程（１）来定义走时

层析目标函数，检波点只能位于区域Ω 的边界Ω

上．我们将Ω′面定义为Ω 面向外的一个拓展面，

拓展的空间部分充填空气，速度为３４０ｍ·ｓ－１．这

样，原来地表上以及井中的检波点均变为区域Ω′的

内部点，如图５．由于实际地表之上本来就是空气

层，并且在区域Ω的边界Ω 为凸边界的条件下，这

样的拓展并不会改变区域Ω内的地震波走时．

５８９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４卷　

图５　计算区域的拓展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

现在基于拓展的新空间Ω′及其边界Ω′，利用

体积分定义伴随状态法初至波走时层析目标函数：

犑（犮）＝∑
犖

犻＝１

１

２∫Ω′

［狋（狓）－犜
ｏｂｓ（狓）］２δ（狓－狉犻）ｄ狓，

（７）

其中，狉犻 表示第犻个检波点的位置（共有犖 个检波

点），狓表示计算区域Ω′内任意位置，使用δ函数

δ（狓）＝
１，狓＝０

０，狓≠｛ ０
控制区域Ω′内检波点处目标函

数的计算．犜ｏｂｓ（狓）表示炮点至空间位置狓处的实

际观测初至波走时，狋（狓）表示在当前模型下炮点至

空间位置狓处计算的理论走时，它满足（２）式的程函

方程．

将控制方程（２）与伴随变量λ（即乘子）引入目

标函数（７）中，形成新的目标函数：

犔（犮，λ，狋）＝∑
犖

犻＝１

１

２∫Ω′

［狋（狓）－犜
ｏｂｓ（狓）］２δ（狓－狉犻）ｄ狓

－
１

２∫Ω′
λ（狓）犉（狋（狓），犮（狓））ｄ狓． （８）

在最优化过程中，走时场变量狋、伴随变量λ和

速度犮相互独立，所以当目标函数达到极小值时，目

标函数仍满足以下三个关系：

犔

λ
＝０， （９）

犔

狋
＝０， （１０）

犔

犮
＝０． （１１）

　　由（９）式可以得到控制方程，即程函方程（２）式．

而由（１１）式可以得到目标函数（７）的梯度：

Δ

犑（狓）＝
犑

犮
＝
犔

犮
＝－

λ（狓）

犮３（狓）
． （１２）

　　可见，由于每一次迭代中的当前速度模型犮（狓）

已知，伴随场λ（狓）的求取是确定目标函数梯度的关

键．而由（１０）式就可以导出控制伴随场λ（狓）的伴随

方程．

我们使用扰动法求解（１０）式，得到了改进的

ＡＳＴ方法的伴随方程（推导过程见附录Ａ）：

Δ

·［λ（狓）

Δ

狋（狓）］＝∑
犖

犻＝１

［犜ｏｂｓ（狓）－狋（狓）］δ（狓－狉犻），

狓∈ΩａｎｄΩ． （１３）

由于每一次迭代中的理论走时场狋（狓）可以通

过求解程函方程（２）式确定，这样，求解（１３）式的伴

随方程即可确定伴随场λ（狓），再利用（１２）式即可获

得目标函数的梯度，进而利用（６）式就可以进行速度

迭代反演．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种改进的ＡＳＴ方法与传

统ＡＳＴ方法的唯一差别，就是确定伴随场λ（狓）的

伴随方程不同．传统ＡＳＴ方法的伴随方程是（４）和

（５）式，利用（４）式设置边界上检波点处的伴随场λ

的初值，再利用（５）式确定伴随场λ（狓）．而我们这种

改进的ＡＳＴ方法的伴随方程是统一的（１３）式，地表

和地下检波点具有相同的处理方式，并且伴随场的

分布与模型边界的法向量无关，自然克服了前面指

出的传统ＡＳＴ方法存在的三个缺陷．

也就是说，改进的ＡＳＴ方法适用于各种地表和

井中同时观测方式，地下和井中观测数据的处理方

式得到了统一，从理论方法上避免了 Ｗａｈｅｅｄ等

（２０１６）处理井中观测时的井中和地表观测数据对梯

度贡献不一致的问题．无论是内部点还是边界上，改

进方法的伴随方程都遵从统一形式，伴随场的计算

与模型边界的法向量无关，不需要区分检波点位置

处的地表法向量，这样更符合实际物理意义，保证了

梯度场的正确性．

仍然采用图１所示的起伏地表高速异常体模

型，初始模型仍然为图２所示的纵向常梯度模型，使

用上述改进的ＡＳＴ方法计算得到的平滑后的首轮

迭代梯度如图６所示．可以发现，炮点两侧的梯度场

是对称的，这是符合理论预期的，证明了我们得到的

改进ＡＳＴ方法中新的伴随方程的正确性．

３　模型试验

下面，通过两个理论模型试验来说明改进的

ＡＳＴ方法的正确性及反演效果．

３．１　简单起伏地表模型

对于传统ＡＳＴ方法，从（４）式计算伴随场的边

界条件狀·λ（狓）

Δ

狋（狓）＝狋（狉）－犜
ｏｂｓ（狉）可以看出：在

边界上存在检波点的位置，伴随场初值与理论走时

６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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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改进的ＡＳＴ方法计算的归一化后的梯度分布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

的梯度在该点地表的法向的投影的乘积，等于该点

的初至波走时残差．因此，传统ＡＳＴ方法的伴随场

以及梯度计算结果依赖于地表法向量．对于地表平

缓的模型，地表的法向差别不大，地表法向的存在对

反演结果影响并不大；但对于地表起伏剧烈、地表的

法向变化较大的模型，这个问题就很突出．

为此，设计一个地表起伏比较剧烈的理论模型

（见图７ａ），在２０００ｍ·ｓ－１的均匀速度模型内部存

在一个速度为３０００ｍ·ｓ－１高速异常体．在地表等

间距激发的２０１炮产生的地表处的初至波走时数据

作为“观测数据”，相邻炮点的水平间距为２０ｍ．每

炮都在地表均匀设置４０１个检波器，相邻检波点水

平间距为１０ｍ．

模型离散为４０１×１０１网格点，纵横向网格间距

均为１０ｍ，采用速度值为２０００ｍ·ｓ－１的常速模型

作为反演的初始模型．分别使用改进的不依赖于地

表法向量的ＡＳＴ方法（ＡＳＴＩＶ）和依赖于地表法向

量的传统ＡＳＴ方法（ＡＳＴＤＶ）进行试验，反演结果

分别见图７ｂ和图７ｃ．其中，ＡＳＴＩＶ和ＡＳＴＤＶ分

别迭代了６９３代和５７５代，它们的目标函数都不再

下降．

可以看到，改进方法比传统方法能更精确地反

演出近地表附近的局部高速异常，而传统方法的反

演结果非常差．由于二者的唯一差别，就是确定伴随

场λ（狓）的伴随方程不同，说明传统ＡＳＴ方法在伴

随方程的求解过程中，检波点处的走时残差反向传

播是不正确的，导致其计算的梯度和模型修改量不

正确，说明了传统ＡＳＴ方法的伴随场依赖于地表法

向量是不合理的．

图８展示了改进ＡＳＴ方法与传统ＡＳＴ方法不

同迭代次数（第１、２０、１００、３００次）的归一化梯度值．

可以发现，随着迭代的进行，改进ＡＳＴ方法的梯度

形态逐渐变得与高速异常体形态一致，而传统ＡＳＴ

方法的梯度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善，反演过早就陷入

了局部极值．这进一步证实了传统ＡＳＴ方法在伴随

方程的求解过程中，检波点处的走时残差反向传播

图７　简单起伏地表速度模型及改进前后ＡＳＴ反演结果

（ａ）简单起伏地表速度模型；（ｂ）ＡＳＴＩＶ反演结果；

（ｃ）ＡＳＴＤＶ反演结果．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ＡＳＴ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ｅ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ｂ）ＴｈｅＡＳＴＩＶ

ｒｅｓｕｌｔ；（ｃ）ＴｈｅＡＳＴＤＶｒｅｓｕｌｔ．

是不正确的，导致其梯度和模型修改量形态异常，造

成该问题的根源就是来自于传统ＡＳＴ方法的伴随

场错误地依赖于地表法向量，当地表起伏剧烈时，这

个问题就很突出．而改进的ＡＳＴ方法的伴随场与地

表法向量无关，它可以有效修正梯度，从而最终能得

到正确的反演结果．

从本试验的目标函数收敛曲线（图９）上可以发

现，改进 ＡＳＴ 方法不仅收敛速度明显快于传统

ＡＳＴ方法，且反演结果的走时残差远小于传统

ＡＳＴ方法的走时残差．这主要是由于传统 ＡＳＴ方

法的伴随场错误地依赖于地表法向量，对于这个地

表起伏剧烈的模型，造成了梯度不正确，使反演过早

地陷入了局部极值．

３．２　复杂起伏地表模型

下面使用一个相对复杂的模型来验证改进方法

的反演效果．图１０显示了该模型５～３５ｋｍ范围内

的近地表附近的速度变化．该模型深部结构比较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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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传统与改进的ＡＳＴ方法不同迭代次数的归一化梯度

从上到下分别为第１、２０、１００、３００代的梯度（左侧为传统的ＡＳＴ方法，右侧为改进的ＡＳＴ方法）．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ｒｏｍｔｏｐｔｏｂｏｔｔｏｍｓｈｏｗｔｈ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１，２０，１００ａｎｄ３００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ＡＳＴＤＶ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ＴＩＶ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ｏ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９　归一化后的目标函数收敛曲线

虚线为传统ＡＳＴ方法，实线为改进的ＡＳＴ方法．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

Ｔｈｅｄａｓｈ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１０　起伏地表真实速度模型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ｔｒｕ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单，近地表速度横向变化很大，还存在一些低速和高

速异常体，３０ｋｍ的横向范围内地表最大起伏只有

０．５ｋｍ，起伏还是比较平缓的．采用的纵向常梯度

初始速度模型如图１１所示，模型离散为４００１×１５１

网格点，纵横向网格间距均为１０ｍ．

在地表５～３５ｋｍ范围内共激发７５１炮，相邻

炮点的水平间距为４０ｍ．每炮都在地表设置５００个

检波器，均采用双边接收方式，相邻检波点水平间距

２０ｍ，最大偏移距５ｋｍ．基于准确速度模型、利用最

短路径法（Ｍｏｓｅｒ，１９９１）计算的走时作为“观测”的

初至波到达时．分别使用依赖于地表法向量的传统

ＡＳＴ方法和改进的不依赖于地表法向量的ＡＳＴ方

法进行试验，两种方法在反演中均使用快速扫描法

（Ｚｈａｏ，２００５）计算走时场以及伴随场．

两种方法的反演结果分别见图１２和图１３．由

于本模型的地表起伏相对比较平缓（３０ｋｍ的横向

范围内地表最大起伏只有０．５ｋｍ），传统和改进的

ＡＳＴ方法都反演出了近地表速度的基本变化趋势，

但改进方法比传统方法能更精确地反演出近地表附

近的高速和低速局部异常．另外，在传统方法中有较

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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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能量聚焦现象（图１２），在同一速度层中，不

同的速度参数呈条带状分布，横向速度波动较大，说

图１１　初始速度模型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ｏｄｅｌ

图１２　传统ＡＳＴ方法反演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

明在传统ＡＳＴ方法伴随方程的求解过程中，检波点

处的走时残差反向传播是不正确的，导致其梯度和

模型修改量形态异常，而这些不合理现象在改进的

ＡＳＴ方法中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图１３）．

对两种反演方法第８０代的反演结果，抽取地表

以下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ｍ深度的速度剖面（见图１４），可

以发现，无论是什么深度，改进后 ＡＳＴ方法（红线）

的反演精度均高于传统方法（蓝线），改进方法的反

演结果更加接近真实模型．

从炮点在１５、２０、２５ｋｍ处的三个单炮的走时

残差上也可以明显看出（图１５），改进 ＡＳＴ方法的

反演结果的初至波走时残差更小，说明改进后ＡＳＴ

方法与传统ＡＳＴ方法相比，反演精度得到了提高．

图１３　改进ＡＳＴ方法反演结果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ｂｙ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

图１４　第８０代反演结果地表下不同深度的速度剖面对比

真实模型（黑实线）、初始模型（黑虚线）、传统ＡＳＴ方法反演结果（蓝线）、改进ＡＳＴ方法反演结果（红线）．

Ｆｉｇ．１４　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ｌ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ｄｅｐｔｈｏｆ（ａ）２０ｍ，（ｂ）３０ｍ，

（ｃ）４０ｍａｎｄ（ｄ）５０ｍ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８０ｔｈ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ｏｌｉｄｌｉｎｅ，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ａｓｈｅｄｌｉｎｅ，ｔｈｅ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ｒｕｅ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ＡＳＴＤＶ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ＴＩＶ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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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方法改进前后反演结果的剩余走时对比

（ａ）炮点在１５ｋｍ处的单炮；（ｂ）炮点在２０ｋｍ处的单炮；（ｃ）炮点在２５ｋｍ处的单炮．

真实模型（黑线）、传统ＡＳＴ方法（蓝线）、改进ＡＳＴ方法（红线）．

Ｆｉｇ．１５　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ｆｉｒｓｔａｒｒｉｖａｌ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ｈｏｔｓ

ｗｉｔｈｓｏｕｒｃｅ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ｔ（ａ）１５ｋｍ，（ｂ）２０ｋｍａｎｄ（ｃ）２５ｋｍ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ｎｅ，ｔｈｅｂｌｕｅ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ｄｌｉｎ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ｒｕｅ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ＡＳＴＤＶ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ｄ

ｔｈｅＡＳＴＩＶ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４　结论

本文分析了目前传统的伴随状态法初至波走时

层析成像方法的不足：一是伴随方程依赖于地表法

向量不合理，二是无法合理处理井中观测问题．在此

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提出了不依赖地表法向量的改

进的伴随状态法初至波走时层析成像方法，从理论

上得到了不依赖于地表法向量的伴随方程，克服了

传统方法中伴随场依赖于地表法向量的缺陷，使得

检波点处的走时残差可以正确地反传播至地下，进

而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速度修正方向，提高了速度

反演的精度．同时，提出的改进方法还可以适应地表和

井中同时观测的任意观测系统．两个理论模型反演试

验结果，说明了改进的ＡＳＴ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附录犃　改进的犃犛犜方法伴随方程的推导

下面使用扰动法（Ｎｏｃｅｄａｌａｎｄ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６）

求解方程（１０），从而得到改进的 ＡＳＴ方法的伴随

方程．

对目标函数（８）式中的理论走时狋做δ狋＝ε狋
～ 的

扰动，并舍去高阶项，有：

犔（犮，λ，狋＋ε狋
～）＝∑

犖

犻＝１

１

２∫Ω′

［狋（狓）＋ε狋
～（狓）－犜

ｏｂｓ（狓）］２δ（狓－狉犻）ｄ狓－
１

２∫Ω′
λ（狓）犉（狋（狓）＋ε狋

～（狓），犮（狓））ｄ狓，

即：

犔（犮，λ，狋＋ε狋
～）＝∑

犖

犻＝１

１

２∫Ω′

［狋（狓）＋ε狋
～（狓）－犜

ｏｂｓ（狓）］２δ（狓－狉犻）ｄ狓－
１

２∫Ω′
λ（狓）［

Δ

（狋（狓）＋ε狋
～（狓））］２－

１

犮２（狓｛ ｝）ｄ狓．
　　由于扰动方向狋

～（狓）的任意性，目标函数犔对变量狋的梯度可以写为：

犔

狋
＝
犔

ε ε＝０
＝∑

犖

犻＝１∫Ω′
狋
～（狓）［狋（狓）－犜

ｏｂｓ（狓）］δ（狓－狉犻）ｄ狓－∫Ω′

Δ

狋
～（狓）·λ（狓）

Δ

狋（狓）ｄ狓． （Ａ１）

　　根据关系式

Δ

·（α狏）＝α

Δ

·狏＋

Δ

α·狏，并令α＝狋
～（狓），狏＝λ（狓）

Δ

狋（狓），则（Ａ１）式可以写为：

犔

狋
＝∑

犖

犻＝１∫Ω′
狋
～（狓）［狋（狓）－犜

ｏｂｓ（狓）］δ（狓－狉犻）ｄ狓－∫Ω′

Δ

·［狋
～（狓）λ（狓）

Δ

狋（狓）］ｄ狓＋∫Ω′
狋
～（狓）

Δ

·［λ（狓）

Δ

狋（狓）］ｄ狓．

（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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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式（Ａ２）的第二个积分项∫Ω′

Δ

·［狋
～（狓）λ（狓）

Δ

狋（狓）］ｄ狓使用高斯散度定理，得到：

犔

狋
＝∫Ω′

狋
～（狓）｛∑

犖

犻＝１

［狋（狓）－犜
ｏｂｓ（狓）］δ（狓－狉犻）＋

Δ

·［λ（狓）

Δ

狋（狓）］｝ｄ狓－∫Ω′狋～（狓）［狀·λ（狓）

Δ

狋（狓）］ｄ狓， （Ａ３）

其中，狀为扩展的边界Ω′的外法向单位矢量．

当目标函数达到极小值时，由于目标函数对走

时场变量狋的导数为零，即（１０）式的
犔

狋
＝０．再考

虑到扰动方向狋
～（狓）的任意性，根据（Ａ３）式，可以得

到边界Ω′上的边界条件：

狀·λ（狓）

Δ

狋（狓）＝０，狓∈Ω′， （Ａ４）

和区域Ω′内部的反传播方程：

Δ

·［λ（狓）

Δ

狋（狓）］＝∑
犖

犻＝１

［犜ｏｂｓ（狓）－狋（狓）］δ（狓－狉犻），

狓∈Ω′． （Ａ５）

由于区域Ω及其边界Ω均位于扩展的区域Ω′

之内，因此，无论在区域Ω内还是在边界Ω 上，伴

随场λ（狓）均满足（Ａ５）式，即伴随方程为：

Δ

·［λ（狓）

Δ

狋（狓）］＝∑
犖

犻＝１

［犜ｏｂｓ（狓）－狋（狓）］δ（狓－狉犻），

狓∈ΩａｎｄΩ．

该式即为改进后的ＡＳＴ方法的伴随方程（１３）式．

可以看到，在实际需要计算的区域Ω＋Ω范围

内，无论是在模型边界上还是在模型内部，改进后的

伴随方程具有统一的形式，而且与地表的法向量无关．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ＡｏＲＤ，ＤｏｎｇＬＧ，ＣｈｉＢＸ．２０１５．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ｎｖｅｌｏｐｅ

　 ｂａｓｅｄ ＦＷＩ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ｎ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８（６）：１９９８２０１０，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

ｃｊｇ２０１５０６１５．

ＢｅｎａｉｃｈｏｕｃｈｅＡ，ＮｏｂｌｅＭ，ＧｅｓｒｅｔＡ．２０１５．Ｆｉｒｓｔａｒｒｉｖａｌ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ｓｔｍａｒ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７７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ＥＡＧ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ＢｉｓｈｏｐＴ Ｎ，ＢｕｂｅＫＰ，ＣｕｔｌｅｒＲ 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５．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ｉｎ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ｖａｒｙｉｎｇｍｅｄ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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