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 l2月 

第 26卷 第 6期 

海 洋 地 质 与第 四 纪 地 质 

MARINE GEOLOGY 8【．QUATERNARY GEOI OGY 

Vol_26。No．6 

De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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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横波速度比固定时，同一地震道 中各时间采样点对应不同的转换点位置，因此，常规的整体抽道方法 

只能抽取特定深度或特定层位条件下的共转换点道集，它不能保证所有 P—SV转换波的反射点位置都在 同一水平 

位置处。提 出了一种精确抽取共转换点道集的新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抽取的共转换点道集中所有数据对应的转换 

点在地面的投影都对应于同一位置，因此，该道集是一种真正意史上的共转换点道集，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一种解决 

短波长问题的转换波时变静校正方法，实际资料处理取得了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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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V转换波技术是进一步提高地震勘探精度 

的重要工具。同单一纵波勘探相比，转换波数据能 

够提供更为丰富的地下岩石物性信息，这些信息可 

以在岩性反演、裂隙参数提取以及含气性检测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转换波技术受到了人们越 

来越多的关注，正在成为地球物理学界的一个新的 

研究热点。 

资料处理是 P—SV转换波技术的重要研究内 

容，目前转换波处理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波场 

分离[1]、转换点位置的求取[z ]、速度分析[5 ]、动校 

正_7]、共转换点 (CCP)道集抽取E引、转换波静校 

正[8 。。、倾角时差校正[1 ]与偏移成像~12q3 等。其中 

转换波速度分析、CCP道集的抽取与转换波静校正 

是转换波资料处理中的关键技术。近年来，国内外 

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取 

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有力地推动了转换波资料 

处理技术的发展。但到 目前为止，许多研究工作的 

重点都集中在不同假设条件下转换点位置的计算方 

法方面[2 ]，而对于如何正确抽取 CCP道集这一核 

心问题却研究甚少，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 

CCP道集的抽取需要已知转换点的准确位景，研究 

转换点位置的计算方法是正确抽取 CCP道集的前 

提；(2)受常规纵波资料处理思路的影响，常采用整 

体抽道的方法抽取 CCP道集，即首先计算各道对应 

的转换点位置，然后抽取转换点在特定位置的所有 

地震道形成 CCP道集。这种抽道方法隐含了一个 

假设条件，它假设同一地震道中所有采样点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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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点在地表的投影位置都是相同的，这显然与转 

换波传播的基本规律不符，因此，CCP道集的抽取 

不宜采用整体抽道技术，而应当根据各道中每个采 

样点对应的转换点位置分时窗或逐点进行空间搬 

家，并对具有相同转换点位置的地震数据按偏移距 

重排，之后再按适当的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组合或 

分类，得到真正意义上的 CCP道集。 

本文提出了一种非整体抽道的转换波 CCP道 

集抽取技术，运用本方法抽取的 CCP道集中所有采 

样点对应的转换点在地表的投影位置均相同，是一 

种真正意义上的 CCP道集抽取方法，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一种适用于短波长静校正量计算的转换波时变 

静校正方法，并将之应用于某工区的转换波资料处 

理 。 

1 P—SV转换波的运动学特征 

转换波传播的运动学特征可用图 1与图 2说 

明。图 1为单层介质条件下转换波的射线路径图， 

其中S、R、C、O分别表示激发点、接收点、转换点以 

及转换点在地面上的投影， 为转换点深度，z。与z 

分别代表 0点与激发和接收点之间的距离，z为炮 

检距，由于横波速度V 小于纵波速度 ，转换波的 

入射角a大于出射角p，其射线路径不对称，转换点 

向接收点方向偏离，且其偏离程度与纵横波速度比、 

反射界面埋深以及炮检距等诸多因素有关。图2所 

示为当炮检距 z一500 m，纵横波速度比y一2．5时， 

采用迭代法 求出的转换点位置随反射界面埋深的 

变化情况，可见，当纵横波速度比固定时，同一地震 

道中不同时间采样点所对应的转换点位置是不同 

的。反射界面越浅。转换点向接收点方向的偏离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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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这一特征说明，整体抽道法抽取的共转换点道集 

只能是某一特定深度的CCP道集，该道集不能用于 

其他深度。图 3为炮检距和转换点深度固定( = 

500 m， 一800 m)，而纵横波速度比变化时，转换点 

位置的变化轨迹，图 3隶 明转换点位置还与纵横波 

速度比有关，速度比越大，转换点与中心点的偏离距 

离越大，这说明即使对于同一深度，不同的速度比也 

对应不同的共转换点道集，因此，所谓的共转换点道 

集应当是某一特定纵横波速度比下的 CCP道集，如 

果纵横波速度比发生了变化，则其 CCP道集也应做 

相应的变化 。 

C 

图 1 基于层状介质模型的转换波射线路径 

Fig．1 Ray path of converted wave for 

single horizontal ref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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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转换点与深度的关系曲线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tion of 

converted point and reflector depth 

由上述分析可得到以下两点结论：(1)CCP道 

集中的每一道都应当是原始数据空间重构排序的结 

果，而不是将该道整道放置在某一 CDP位置的结 

果；(2)CCP道集是相对于某一特定纵横波速度 比 

而言的，不同的速度比对应不同的 CCP道集，不存 

在一个适用于任何速度比的CCP道集。 

＼  

董 

图 3 转换点与纵横波速度比的关系曲线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tion 

of converted—point and Vp／Vs ratio 

2 共转换点道集的抽取方法 

在纵横波速度比固定的情况下，确保 CCP道集 

中所有采样点对应的转换点位置都位于同一网格点 

处是抽取 CCP道集的关键。本文采用以下思路实 

现之 ： 

(1)进行纵波和转换波速度分析，得到纵、横波 

速度(或纵、横波速度比)。获取准确的横波速度(或 

纵、横波速度比)是抽取共转换点道集的关键，本文 

采用时变、速变转换波动态抽道速度分析法[5 求取 

纵、横波速度比，动态抽道速度分析技术能够实现扫 

描速度比、转换点埋深与速度分析道集的准确对应， 

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解决转换波速度分析问题的方 

法 。 

(2)转换波动校正。保持各采样点的空间位置 

不变，按 P—SV波的运动学特征进行转换波动校正， 

此时各样点对应的时间均为自激自收时间，但同一 

道中各采样点对应的转换点位置不同。 

(3)按给定的偏移距面元大小抽取共偏移距道 

集。对于三维资料，其偏移距分布不一定均匀，为保 

证每个共偏移距道集中都有足够多的道参与处理， 

可给定一个偏移距面元大小，偏移距落在该面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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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所有地震道的总和可看作一个共偏移距道 

集，本文假设共得到 N个共偏移距道集。 

(4)按 P—SV转换波的叠加方式分别对上述 N 

个共偏移距道集进行叠加，得到 N个叠加剖面。共 

转换点叠加时首先利用炮、检点坐标以及纵横波速 

度和转换波 。时计算各采样点对应的转换点位置， 

然后保持各采样点的 。时不变，将之移到其转换点 

位置处，并分别记录下该位置处各时刻的叠加次数， 

最后各样点值均除以其对应的叠加次数，即可得到 

叠加剖面。 

(5)上述 N个叠加剖面可看作是 N 个偏移距 

的地震数据的动校正结果，因此把这 N个叠加剖面 

按 CDP分选，即可得到动校正后的 CCP道集。 

图 4a为按上述方法得到的某工区三维多波资 

料的共转换点道集，其中横坐标表示偏移距的绝 

对值 ，纵坐标为双程反射时问，将该共转换点道集 

直接进行叠加，即可得到该 CDP点处的转换点叠 

加道。 

转换波时变静校正 

同纵波相比，转换波资料的静校正问题更为复 

杂。主要表现在：(1)静校正量的影响因素不同，纵 

波静校正量主要受潜水面影响，而转换波静校正量 

主要受低速带的影响；(2)影响程度不同，转换波静 

校正量通常为纵波的 2～1O倍，对成像结果的影响 

也较纵波大；(3)纵、横波静校正量的相关性差，无法 

利用纵波静校正量估算横波的静校正量。因此，转 

换波的静校正问题已成为多波资料处理中的难点， 

静校正量求取的准确与否，不仅能够决定成像处理 

结果的质量，而且会影响后期速度反演等结果的精 

度。 

目前，国内外有多人致力这一问题的研究L8_‘o]， 

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这些工作基本上都建立在地 

表一致性的假设之上，即假设各道的静校正量与射 

线路径无关。而根据转换波勘探的基本原理，这一 

假设条件往往并不满足，同时，采用本文方法得到的 

CCP道集中，每道数据都是原始数据在空间与时间 

方向上进行数据重构排序的结果，同一道中不同时 

间的转换波数据对应不同的炮点与接收点位置，因 

此，基于地表一致性假设的静校正方法不再适用于 

上述数据，必须用非地表一致性算法解决这种数据 

的静校正问题，本文采用时变静校正方法解决此问 

题。基本原理与步骤如下： 

(1)制作模型道。模型道的制作是准确求取转 

换波时变静校正量的前提，一般可利用叠加道、合成 

(a) (b) 

图 4 某工区三维多波资料的共转换点道集(a)及其静校正后的结果(b) 

Fig．4 The CCP gather of 3D multi—component data pre and post time-variant static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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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或其他数据作为模型道，本文以叠加结果作为 

模型道； 

(2)静校正量计算。采用分时窗互相关算法求 

取转换波数据的静校正量，计算公式为： 

g =max{P．j G } (1) 

其中， 为 CCP道集中的道序号；i为时窗序号；gfIJ 

为第J道第 i个时窗的静校正量；P 为第J道第 i 

个时窗内的原始数据；G 为模型道在第 i个时窗内 

的值。时窗宽度、时窗步长及最大静校正量等参数 

由用户根据实际情况给定。 

(3)静校正量内插，利用插值方法得到所有样点 

的静校正量 s ( 为道序号； 为样点序号)； 

(4)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应用静校正量对 CCP 

道集中的各道进行时变静校正，计算公式如下： 

TfIlJ===P 
，
j—s (2) 

式(2)中 T为应用静校正量之后的结果。 

图 4b为对图 4a的时变静校正结果，图中最右 

边的一道为模型道，由图可见，经过时变静校正后的 

共转换点道集中的各同相轴均被拉平，利用该数据 

进行叠加必能提高叠加剖面的质量，得到较好的处 

理效果。 

4 实际地震数据的应用 

利用本方法对某地区的三维转换波数据进行了 

处理，图 5a与图 5b分别为某 Inline线的纵波叠加 

剖面与采用本方法得到的转换波叠加剖面，从两个 

剖面上可以看出其层位与构造形态是基本一致的， 

转换波资料也得到了较好的成像效果，说明本方法 

处理转换波资料是有效的。 

(b1 

图 5 某工区多波数据的 分量(a)与径向分量(b)叠加剖面 

Fig．5 The stack profiles of and radial component in a work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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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提出的CCP道集抽取方法考虑了转换点 

位置随反射层埋深的变化，采用这种方法抽取的 

CCP道集能够保证该道集中各道所有采样点对应 

的转换点水平位置相同，因此这种方法是一种真正 

意义上的 CCP道集抽取方法。利用上述方法抽取 

的CCP道集是原始输入数据在时间与空间方向上 

进行数据重构排序的结果，因此各时间样点所对应 

的静校正量是不一致的，必须采用时变静校正的方 

法解决 CCP道集中各道的短波长静校正问题，实际 

资料的处理证明了上述方法的有效性。 

在速度比已知的条件下，抽取 CCP道集的意义 

不仅体现在解决短波长静校正问题方面，采用合适 

的速度按转换波的运动学特征对 CCP道集中的各 

道反动校，再按非双曲规律对反动校后的数据进行 

速度分析，还可以提高转换波速度分析的精度。此 

外，还可以在 CCP道集上直接进行剩余动校正，以 

提高成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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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CONVERSION POINT GATHERIN(~AND 

TIM E-VARIANT STATIC CoRRECTIoN 

HE Bing-shou ，ZHANG Hui xing 
， PENG Su-ping 

(1 Marine Geoscience College，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 Qingda。266100，China 

2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 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When the Velocity ratio between compressiona1 wave and she
ar wave is fixed，the horizontaI Ioca— 

tlon ot conVers on Po nt of eaeh sample in a trace is different，SO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trace gathering 

can only gather the common conversion points(CCP)of a certain depth
，which cannot guarantee that a儿 

the samples conversion po nts are at the same location
． In this paper，the authors present a new method 

±o CCP b nning'and the CCP gather obtained from this method is a re
ai1y CCP gather in which the proiec— 

tlon o±all samples conVersion points are at the same location
． Based on this method，a time-variant short 

waVelength stat c correction method for eonverted waves is proposed and the rea1 d
ata processing resuIts 

prove the method feasible and effective
． 

Key w0rds．sels洲 c exploration；converted waves；common conversion point g
ather；static；correcti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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