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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向异性介质控制束偏移及海上数据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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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勘探区域逐渐从陆地过渡到海洋，勘探目标逐渐趋于复杂化，高精度成像方法已经成为海洋油气勘探的瓶颈技术。

高斯束偏移是一种灵活且高效的深度域偏移方法，对实际资料成像具有较好的适应性。该文发展了一种适应于海洋观测系统

的高精度高斯束偏移方法，首先将海上接收的共偏移距地震记录进行加窗局部倾斜叠加，通过数学变换将共炮域公式推广到

共偏移距域，再从炮点和检波点分别进行射线追踪，最后采用数据驱动的方式进行成像。一方面，考虑到地下介质的各向异

性，引入了各向异性射线追踪方程；另一方面，根据有效信号和干扰信号在 τ-p 域中的相干性差异，在高斯束偏移过程中对地

震信号进行控制，降低偏移剖面中的随机噪声，提高同相轴的连续性，最终实现了一种 VTI 介质共偏移距域数据驱动控制束

偏移理论方法。在实现算法的基础上，通过各向异性洼陷模型、修改的 SEG/Hess VTI 模型及海上实际资料成像试处理，结果

表明：各向异性参数对共偏移距道集中的大偏移距信息成像质量改善明显；当地层各向异性不能忽略时，新方法能够更加准

确地恢复地下的复杂构造；新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低信噪比数据的偏移成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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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exploration areas move from the land to the sea, research targets get more complicated, and the high-precision imaging method

becomes  critical  for  marin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Gaussian  beam  migration  (GBM)  is  a  robust  imaging  method  with  high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and flexibility.  A high-precision GBM method,  suitable  for  marine observation systems,  has been developed by the authors  in  this

paper,  which  contains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common-shot  and  common-offset  domains  and  the  data-driven  framework.  On  one  hand,

considering the anisotropy of the subsurface media, an anisotropic ray tracing equation is introduced. On the other hand, based on the semblance

difference  between  signal  and  disturbance  in  the  τ-p  domain,  we  develop  the  semblance  threshold  filtering  method  to  eliminate  disturbance

during GBM procedure, thereby reducing migration noise. Numerical tests on anisotropic sag model, modified SEG/Hess VTI model and marine

data suggest that (1) anisotropic parameters can improve the imaging quality significantly for the large offset data, (2)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more accurately recover the complex structure, and (3) the new method may improve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S/N) of the migration profile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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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洋地震勘探的发展，勘探目标逐渐趋于

复杂化，高精度成像方法已经成为海洋油气勘探的

瓶颈技术。各向异性现象普遍存在于地下介质中，

基于各向同性的传统偏移方法难以满足实际生产

中高精度成像的需求，会严重影响最终偏移结果及

后续的偏移速度分析精度 [1]。由于海洋拖缆地震勘

探观测系统的特殊性，为了确保偏移精度，对偏移

方法需提出更高要求。因此，有必要发展一种适应

于海洋观测系统的各向异性高精度偏移成像方法，

进一步提高地震资料解释的精度，解决海洋复杂油

气藏精细勘探的问题。

近年来在三维实际资料处理中，以射线理论为

基础的高斯束偏移方法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已

成为各大油田公司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众多地球

物理学家研究的热点之一。一方面，高斯束方法提

供了地震波在地下传播的物理解释，更易在复杂的

地球物理模型中描述波动现象，且由于射线追踪角

度无限制，适合陡倾角成像问题；另一方面，与波动

方程偏移相比，高斯束方法较为高效，非常适合三

维实际资料成像处理。目前，工业界常用的 Kirchhoff
偏移也具有很高的成像效率，但其用于复杂探区成

像处理时，射线焦散现象 [2-4] 及多路径问题 [5-8] 难以

避免，从而影响成像精度。而高斯束偏移采用复值

初始束参数动力学射线追踪, 能避免焦散点附近振

幅奇异问题，且不同方向的局部平面波分解使其能

够独立地从不同方向传播到地下成像点，不会产生

多路径问题。总之，高斯束偏移不仅具有接近波动

方程偏移的精度，而且具有 Kirchhoff偏移灵活高效

的特点。

高斯束方法起源于电磁学，在 20世纪 80年代

初期，Červený和 Popov将其引入到地球物理学领

域，并取得了飞速发展 [9-13]。Hill[14] 基于高斯束表征

的格林函数推导了叠后深度偏移公式，奠定了高斯

束偏移的理论框架。其成像思想为：基于局部倾斜

叠加近似，将分解后的平面波分量沿着不同方向以

半速度反传到地下成像点处进行成像。后来，考虑

到地下介质的复杂性，各向异性介质中的高斯束偏

移方法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Alkhalifah[15] 最早通过

引入各向异性射线追踪方程发展了各向异性高斯

束叠后偏移方法。Zhu等 [16] 通过引入相速度和群

速度简化的各向异性射线追踪体系，提出了共炮域

各向异性高斯束叠前深度偏移方法，进一步降低了

基于弹性参数算法的计算量。段鹏飞等 [17] 在局部

角度域提出了一种相对经济的动力学射线追踪近

似方案。Protasov[18] 提出了各向异性介质中针对多

分量数据的高斯束偏移方法。张凯等 [19] 利用各向

异性介质运动学和动力学射线追踪体系，提出了角

度域各向异性高斯束逆时偏移方法。李振春等 [20]

基于转换波射线追踪算法实现了各向异性介质角

度域转换波高斯束偏移方法。随着勘探精度要求

逐步提高，常规的高斯束偏移难以满足高精度成像

的要求，因此许多新的方法及优化算法相继出现。

一方面，基于波动方程偏移中逆时偏移波场延拓思

想的高斯束逆时偏移 [19,21-23] 极大地提高了高斯束偏

移在复杂构造中的成像精度，有利于地下复杂构造

中层位及断层识别等解释工作；另一方面，基于振

幅保真理论 [24-26] 及最小二乘理论 [27-29] 的高斯束偏移

在保幅成像及提高成像分辨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极大地提高了地震解释过程中的 AVA分析及 AVO
反演精度。此外，黄建平等 [30] 通过修改高斯束局部

倾斜叠加提出了双复杂条件下非倾斜叠加精确束

偏移方法。张瑞等 [31] 结合高斯束传播过程中反射

张角信息的计算，发展了高斯束高精度叠前深度偏

移方法，并在复杂海洋模型中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

果。Yang和 Zhu[32] 在传统高斯束偏移基础上基于

菲涅尔带思想提出了一种优化的高斯束偏移方法，

提高了稀疏数据的偏移成像精度。

为了弥补高斯束偏移在处理低信噪比资料上

的不足，出现了一种改进的高斯束偏移方法—控

制束偏移方法。Vinje等 [33] 提出了各向同性介质的

控制束偏移方法，并将其应用到裂缝基底成像、盐

丘底边界成像、低覆盖次数及宽方位角数据成像等

方面。Zhou等 [34] 将各向同性介质控制束偏移推广

到各向异性介质中，发展了一种各向异性高保真度

控制束偏移方法。Casasanta等 [35] 实现了基于共偏

移距的 PS转换波高斯束偏移。黄建平等 [36] 认为可

以在 τ-p 域内设定阈值，针对不同信噪比的实际数

据进行适当的切除来实现控制束偏移。

本文在传统高斯束偏移的基础上，考虑到地下

介质的各向异性和实际资料中含有较强噪声干扰，

根据有效信号和干扰信号在 τ-p 域中的相干性差

异，基于各向异性运动学和动力学射线追踪，发展

了一种 VTI介质共偏移距域数据驱动控制束偏移

理论方法。在高斯束偏移成像过程中，计算 τ-p 道

集的相似系数，通过设定相似系数阈值对干扰信号

进行控制，从而降低偏移剖面中的随机噪声，提高

同相轴的连续性。通过各向异性洼陷模型、修改

的 SEG/Hess VTI模型对新方法进行测试，并与传统

高斯束偏移结果进行对比验证本文方法的正确性

及有效性；最后通过对中国东部某海上探区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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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进行处理，探讨了本文方法的优势及其对海上

数据的适应性。

1    方法原理

1.1    各向异性射线追踪

各向异性高斯束偏移方法的核心在于利用各

向异性运动学和动力学射线追踪求解高斯束的复

值走时和振幅。Červený[37] 由各向异性介质无源弹

性波波动方程经过一系列数学推导，最后得到各向

异性运动学射线追踪方程组
dxi

dτ
= ai jkl plg jgk

dpi

dτ
= −1

2
∂an jkl

∂xi
pn plg jgk

(1)

其中，aijkl=cijkl/ρ 表示密度归一化的弹性参数；τ 表示

沿中心射线路径的旅行时；pi=∂τ/∂xi 为慢度矢量；

gi 为极化矢量。

在二维情况下，式（1）中特征向量可以表示为

g1g1 =
Γ33−G

Γ11+Γ33−2G

g3g3 =
Γ11−G

Γ11+Γ33−2G

g1g3 =
−Γ13

Γ11+Γ33−2G

(2)

式中，Γik=aijklpjpl 为 Christoffel矩阵，G 为程函方程，

当其取不同特征值时代表不同的程函方程。

根据式（1）即可求得中心射线路径从而构建射

线中心坐标系，在各向异性介质中射线中心坐标系

不再正交，因此需要在求解过程中引入一个沿中心

射线路径的权值变量以校正这种非正交性所带来

的误差。基于各向同性介质动力学射线追踪方程

组，Hanyga[38] 推导出了各向异性介质中的动力学射

线追踪方程组 
dQ
dτ
= MP+VQ

dP
dτ
= −VP−HQ

(3)

其中，P 和 Q 是动力学射线追踪参量，M、V、H 表示

程函方程对 n 和 pn 的导数，满足下列关系式

H =
1
2
∂2Gm

∂p2
n
− 1

4

(
∂Gm

∂pn

)2

M =
1
2
∂2Gm

∂n2 −
1
4

(
∂Gm

∂n

)2

V =
1
2
∂2Gm

∂pn∂n
− 1

4
∂Gm

∂pn

∂Gm

∂n

(4)

上式中的 Gm=aijklpiplgjgk 为 Christoffel方程中行

列式 det（Γjk−Gmδjk）=0的特征值，代表各向异性介质

中存在的三种不同地震波的程函方程，当 m 取值

1、2和 3时分别表示 qP波、qSV波和 qSH波。式

（1）和式（3）中的各向异性介质运动学和动力学射

线追踪方程均以弹性参数表示，目前人们习惯使用

物理意义更易理解的 Thomsen参数来表征弱各向

异性介质，同时可以通过 Thomsen参数与弹性参数

转化关系来消除这种不便。

1.2    数据驱动控制束偏移

叠前高斯束偏移是通过高斯束构建炮点和检

波点在地下成像点处的格林函数，然后通过它们来

构建上行波场和下行波场，最后利用上、下行波场

的互相关得到偏移结果。本文从频率域的互相关

成像条件出发来推导出数据驱动控制束偏移公式，

根据 Zhang等 [39] 的文章可知，二维频率域互相关成

像条件可以表示为

I(x0,xs) = −i
w

dωsgn(ω)Pup(x0,xs,ω)P∗down(x0,xs,ω)
(5)

式中，Pup 和 Pdown 分别表示上、下行波场，*表示复

共轭。Gray和 Bleistein[24] 给出了其表达式如下：

Pup(x0,xs,ω) =2
w

dxrPup(xg,xs,ω)
cosθg

Vg
×

√
−iωAART,gexp[−iωτg]

=−2
w

dxgPup(xg,xs,ω)
cosθg

Vg
×

iωG∗(x0,xg,ω)

(6)

P∗down(x0,xs,ω) =−2
cosθs

Vs

√
−iωAART,sexp[−iωτs]

=2
cosθs

Vs
iωG∗(x0,xs,ω)

(7)

式中，Vs 和 Vg 分别表示炮点 xs 和检波点 xg 处的速

度，θs 和 θg 分别表示炮点和检波点处的出射角，τs、
τg 和 AART,s、AART,g 分别表示渐进射线理论下的实值

走时和振幅，G（x0,x,ω）是波动方程中的格林函数，

将式（6）和式（7）带入到式（5）中可得如下共炮域偏

移成像公式：

I(x0,xs) =−4
w

dωiω |ω| cosθs
Vs

G∗(x0,xs,ω)×
w

dxgPup(xg,xs,ω)
cosθg

Vg
G∗(x0,xg,ω)

(8)

在高斯束方法中，格林函数是通过一系列由震

源点 x 出射的且具有不同出射方向的高斯束的叠

加积分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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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0,x,ω) =
i

4π

w dpx

pz
A(x0,x)exp[iωT (x0,x)] (9)

其中，px 和 pz 分别为射线参数的水平和垂直分量，

T（x0,x）和 A（x0,x）分别是复值走时和振幅，它们可

以通过式（1）和式（3）表示的各向异性射线追踪方

程得到。对于海上接收的共偏移距地震记录，可以

通过如下变换：

m =
1
2

(xg+xs),h =
1
2

(xg−xs) (10)

将式（8）中的积分变量由炮点-检波点域变换到中心

点-半偏移距域，

I(x0,h) =−4
w

dωiω |ω| cosθs
Vs

G∗(x0,xs,ω)×
w

dmxP(h,m,ω)
cosθg

Vg
G∗(x0,xg,ω)

(11)

其中，P（h,m,ω）表示中心点坐标为 m，半偏移距为

h 的共偏移距道集，这种类型的道集可以理解为半

偏移距 h 固定，沿中心点坐标 m 变化的地震记录。

接着，需要沿中心点坐标来确定中心点位置 Lm，在

确定 Lm 后，结合式（9）表示的格林函数，根据如下关系：

xs =m−h,xg =m+h (12)

将中心点 Lm 有效范围内的炮点、检波点格林函

数分别用 Lm−h、Lm+h 处出射的高斯束来近似表示，

G(x0,xs,ω) =
i

4π

w dpsx

psz
A(x0,Lm−h)×

exp[iωT (x0,Lm−h)]

G(x0,xg,ω) =
i

4π

w dpgx

pgz
A(x0,Lm+h)×

exp[iωT (x0,Lm+h)]

(13)

其中，psx、psz 和 pgx、pgz 分别为炮点和检波点射线参

数的水平和垂直分量。由于高斯束具有一定的宽

度，所以检波点处会接收到不同波束的能量贡献。

为了区分这些波束，可以结合高斯束在初始位置波

前面为平面的特点，采用局部倾斜叠加方法来将这

些波束的能量反传到地下成像点。根据 Hill[14] 文章

中给出的一维高斯窗函数：

∆xL√
2πw0

√∣∣∣∣∣ ωωr

∣∣∣∣∣∑
xL

exp

−
∣∣∣∣∣ ωωr

∣∣∣∣∣
(
xg− xL

)2

2w2
0

 ≈ 1 (14)

式中， xL 为高斯窗中心位置， w0 是高斯窗宽度，

ωr 为参考频率，将式（13）和式（14）代入到公式（11）
中可得

I(x0,h) =
∆L

4π2
√

2πw0

∑
xL

w
dωiω

cosθs
Vs

w dpsx

psz
A∗s×

exp
[−iωT ∗s

]× cosθg
Vg

w dpgx

pgz
A∗gexp

[
−iωT ∗g

]
DS(xL, pm,ω)

(15)

其中，pm=ps+pg 表示中心点射线参数，DS（xL,pm,ω）表

示共偏移距道集加窗局部倾斜叠加，

DS(xL, pm,ω) =
∣∣∣∣∣ ωωr

∣∣∣∣∣3/2 w
dmxP(h;m;ω)×

exp

−iωpm(mx − xL)−
∣∣∣∣∣ ωωr

∣∣∣∣∣ (mx − xL)2

2w2
0


(16)

式（15）表示的是先对频率、炮点出射的高斯束

以及检波点处出射的高斯束进行三重积分，然后再

对不同中心点所对应的三重积分求和的过程。考

虑到高斯束中的振幅和走时均为复数，可以令

Tre = Re(T ∗s +T ∗g ),Are = Re(A∗s A∗g)

Tim = Im(T ∗s +T ∗g ),Aim = Im(A∗s A∗g)
(17)

直接求解公式（15）需要面对一系列频率求和

的巨大计算量，根据高成等 [40]，可以通过改变积分

次序，并且应用傅里叶反变换和希尔伯特变换，推

导出式（15）对应的时间域表达式

I(x0,h) =
∆Lωr

4π
√

2πw0

∑
xL

w dpsx

psz

w dpgx

pgz

cosθs
Vs

cosθg
Vg
×

[AreD̄S(xL, pm,Tre,Tim)−AimD̄S,H(xL, pm,Tre,Tim)]
(18)

D̄S D̄S,H

根据 Hale[41] 的研究可知，成像过程中可首先评

估虚值走时 Tim 的范围，然后对 Tre 和 Tim 进行离散

采样，并计算 和 的离散样板表，最后根据地

下成像点的旅行时信息与离散样板表进行匹配成

像。该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数据驱动的过程，即从

道集中提取每一样点采集“属性特征”和旅行时，然

后找到这些特定数据点所指向的成像点。

对含有噪声干扰的海上共偏移距道集而言，噪

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样点信息的正确提取，从而

影响最终的偏移结果。通过对含噪声的共偏移距

道集进行加窗局部倾斜叠加可以发现，τ-p 坐标图

版上的峰值显示在局部共偏移距道集中存在相干

同相轴，并且这个同相轴来自地下的某一特定反射

段，而一些相对较弱的能量团可能是一些背景和随

机噪声等干扰信号。为了降低随机噪声对偏移结

果产生的影响，本文采用相干体技术来提高偏移剖

面的信噪比。相干体技术不仅能用于检测地震波

同相轴的不连续性，也可以用来识别断层、特殊岩

性体以及河道等，在地震资料解释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 [42]。目前，相干体算法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基

于相关的算法、基于相似系数的算法以及基于本征

结构分析的算法 [43-45]。本文采用基于相似系数的算

法，推导 τ-p 道集的相似系数计算公式。根据 Neidell
等 [46] 可知，相似系数可以定义为归一化的输出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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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能量比值，其中输出道能量表示为输入道的一个简

单合成或者求和。在信号分析中相似系数的表达式

S C =
1
N

N∑
i=1

 J∑
j=1

fi, j


2/ N∑

i=1

J∑
j=1

f 2
i, j (19)

式中，N 表示在一个短时窗内的样点数，J 表示总道

数，下标 i 和 j 分别表示样点序号和道号，fij 为样点

（i, j）处的振幅值。在此基础上，根据式（19）可以推

导出 τ-p 道集的相似系数计算公式（20），同时根据

有效信号和干扰信号在 τ-p 域中的相干性差异，可
 

 
图 1    共偏移距域数据驱动控制束偏移原理图

a. 偏移后的子波束，b. τ-p 道集，c. 相似系数。

Fig.1    Diagram of the data-driven CBM in common-offset domain

a. migrated sub-beam，b. τ-p gather，c. semblance coefficient.
 

 

 
图 2    单偏移距数据驱动控制束偏移程序流程图

Fig.2    Flow chart of the single-offset data-driven controlled beam migr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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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用相似系数阈值滤波公式（21）对离散样板表

进行滤波处理，去除 τ-p 道集中的部分干扰能量，从

而提高偏移剖面中同相轴的连续性。

S C(τ, xL, pm) =

∑N

i=1

[∑J

j=1
u(τ+ i∆t− pm∆x, x j)

]
N

∑N

i=1

∑J

j=1
u2(τ+ i∆t− pm∆x, x j)

(20)

W(τi, xL, p j) =
{

1,S C≥tp
0, others

(21)

其中，u 表示局部共偏移距道集，xj 为高斯窗内第

j 道的笛卡尔坐标，xL 为参考道的位置；τ 表示走时，

Δt 和 Δx 分别表示时间采样间隔和空间采样间隔；

tp为相似系数阈值参数，范围为 0～1。
如图 1所示，VTI介质共偏移距域数据驱动控

制束偏移过程可以概括为如下 4个步骤：（1）计算 τ-
p 道集对应的相似系数并选取大于相似系数阈值参

数对应的 τ-p 道集中的能量；（2）利用各向异性射线

追踪分别计算来自炮点和检波点的中心射线以及

旁轴射线；（3）组合两组旁轴射线来计算两个“胖射

线”相交区域上所有点的走时和振幅；（4）根据旅行

时及射线参数关系选取 τ-p 道集中的能量进行匹配

得到偏移后的子波束，所有偏移后的子波束叠加得

到最终的成像结果。单偏移距数据驱动控制束具

体的实现流程如图 2所示。

2    应用实例

从三个方面来进一步测试本文方法的正确性、

有效性及实用性。首先，在编程实现算法的基础

上，对简单的各向异性洼陷模型进行偏移处理，并

与常规高斯束偏移结果对比，验证本文方法的正确

性及其在处理存在各向异性地层中的优势；其次，

对修改的 SEG/Hess VIT复杂模型进行测试，验证本

文方法的有效性及处理低信噪比数据的优势。最

后，通过对中国东部某海上探区实际资料进行成像

处理，验证本文方法对海上数据的适应性。

2.1    各向异性洼陷模型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正确性，建立了如图 3a所

示的各向异性洼陷模型。正演模拟采用交错网格

各向异性高阶有限差分正演方法：震源为主频 20 Hz
的 Ricker子波；接收方式采用共偏移距接收方式，

偏移距范围从−2 000 m到 2 000 m，偏移距间隔为

20 m，共 201个共偏移距道集，每个共偏移距道集

有 401道，道间距为 20 m，总记录时间为 3 s，采样率

为 4 ms。图 3b和 3c分别显示了一个近偏移距（200 m）

和远偏移距（1 500 m）道集。基于相同的成像参数，

分别采用各向同性和各向异性共偏移距域高斯

束偏移方法对其进行偏移成像，结果如图 4所示。

从图 4a和 4b对比可以发现，对于近偏移距数据，

采用各向同性方法时，由于忽略了各向异性的影

响，弯曲底界面成像位置不准确，曲率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黑色箭头所示）。对比图 4c和 4d的远偏移

距结果可以看出，各向异性参数对共偏移距道集中

的大偏移距信息成像影响较大，各向同性结果中弯

曲底界面处存在明显的能量发散问题。图 4e和 4f
为所有偏移距叠加后成像结果，采用各向异性偏移

方法可以很好地聚焦成像（白色箭头所示），界面同

相轴清晰且位置准确，界面弯曲曲率与实际模型更

加吻合。

 

 
图 3    各向异性洼陷模型

a. 各向异性参数场，b. 200 m偏移距道集，c. 1 500 m偏移距道集。

Fig.3    Anisotropic sag model

a. anisotropic parameters，b. common-offset gather （200 m），

c. common-offset gather （1 5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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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修改的 SEG/Hess VTI 模型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接着对不

包含盐丘构造的部分 SEG/Hess VTI模型进行测试，

其各向异性参数如图 5所示，可以看出，该模型具

有典型的正断层、岩性低速体及各向异性透镜体，

具有一定的构造代表性。共偏移距道集通过交错

网格各向异性高阶有限差分正演模拟得到，震源为

主频 20 Hz的 Ricker子波，为了得到完整的共偏移

距道集，采取模型扩边处理，总共 201个共偏移距

道集，偏移距范围从−2 000 m到 2 000 m，偏移距间

隔为 20 m，每个共偏移距道集有 451道，道间距为 20 m，

总记录时间为 3 s，采样率为 4 ms。
基于相同的成像参数，分别采用各向同性和各

向异性共偏移距域高斯束偏移对该模型进行处理，

结果如图 6a和 6b所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各向

 

 
图 4    各向异性洼陷模型偏移结果

a. 各向同性（偏移距为 200 m），b. 各向异性（偏移距为 200 m），c. 各向同性（偏移距为 1 500 m），d. 各向异性（偏移距为 1 500 m），

e. 各向同性所有偏移距叠加，f. 各向异性所有偏移距叠加。

Fig.4    Results of GBM on anisotropic sag model

a. isotropic （offset=200 m），b. anisotropic （offset=200 m），c. isotropic （offset=1 500 m），d. anisotropic （offset=1 500 m），

e. all offset stack isotropic result，f. all offset stack anisotropic result.
 

 

 
图 5    修改的 SEG/Hess VTI模型各向异性参数

Fig.5    Modified SEG/Hess VTI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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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相比各向同性而言，在断层附近成像位置更加

准确且断点绕射能量收敛（图 6红色箭头），地层的

成像能量更加聚焦且同相轴更加清晰（图 6蓝色箭

头）。为了更加清楚地对比，将图 6中绿色矩形框

内成像结果进行放大显示（图 6c和图 6d）。从放大

图中可以看出，由于各向异性高斯束偏移考虑地下

各向异性的影响，可以大幅改善断点的成像效果

（图 6c和图 6d蓝色箭头），并且图 6c中透镜体未能

很好成像，而各向异性的成像效果（图 6d红色箭

头）远好于各向同性偏移结果。

为了测试共偏移距域控制束偏移的成像效果，

选取了偏移距为 200 m的共偏移距道集（图 7a）作为

测试对象，并使用 Seismic Unix软件包中的 suaddnoise
命令在原始道集中加入随机噪声得到低信噪比共

偏移距道集（图 7b）,加噪后的共偏移距道集中的同

相轴变得模糊并混叠在背景噪声中。图 8为图 7中

局部共偏移距道集（蓝色矩形框）相干性分析结果，

通过对低信噪比局部共偏移距道集（图 8a）进行倾

斜叠加得到图 8b所示的 τ-p 道集，与图 8d所示的原

始道集生成的标准 τ-p 道集对比可以发现，随机噪

音在 τ-p 道集中表现为一些比较弱的能量，同时可

以注意到即使是在标准 τ-p 道集能量也不能很好聚

焦（图 8d红色箭头），这主要是因为局部 τ-p 变换本

身存在噪声泄露问题，然而这些能量却可以在控制

束中得到压制（图 8e、8f红色箭头）。随后通过计算

图 8b对应的相似系数，结果如图 8c所示，可以发现

不同时刻、不同中心点射线参数对应大小不同的相

似系数，而不同中心点射线参数又分别对应着不同

出射方向的一组炮检点高斯束，对于其中某一时

刻，与最大相似系数对应的中心点射线参数控制着

高斯束在炮检点主要的出射方向，即优势出射方

向。而一些较小相似系数可能对应一些随机噪音

的出射方向。因此，如果想要在偏移结果中压制由

随机噪音引起的干扰，需要计算得到高斯束的优势

出射方向，即找到最大相似系数对应的 τ-p 道集。

为了解决上面的问题，我们通过设定相似系数阈值

对 τ-p 道集进行滤波，图 8e和图 8f是分别采用阈值

参数 tp=0.4和 0.6进行滤波得到的结果，对比可以

发现，当取合适的阈值参数时随机噪声在 τ-p 道集

中的能量可以得到一定压制（蓝色椭圆）；但是，过

大的阈值参数也可能压制了部分有效能量（红色椭

圆），使得有效能量得不到成像。

图 9为偏移距为 200 m共偏移距域各向异性高

斯束及控制束偏移结果，整体上看，常规高斯束偏

移结果（图 9b），可以发现存在明显的偏移噪声，控

制束偏移结果（图 9c和 9d）中噪声得到明显压制，

 

 
图 6    修改的 SEG/Hess VIT模型共偏移距域高斯束偏移结果及局部放大显示对比

a. 各向同性，b. 各向异性，c. 各向同性局部放大，d. 各向异性局部放大。

Fig.6    Results of common-offset GBM and magnified views on modified SEG/Hess VTI model

a. isotropic，b. anisotropic，c. isotropic magnified view，d. anisotropic magnified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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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交错网格各向异性高阶有限差分正演模拟的共偏移距（200 m）道集

a. 无噪共偏移距道集，b. 加噪共偏移距道集。

Fig.7    Common-offset gathers （200 m） obtained by staggered grids anisotropic finite difference forward

a. no-noise common-offset gathers，b. common-offset gathers with noise.
 

 

 
图 8    图 7中局部共偏移距道集相干性分析

a. 图 7b蓝框中局部共偏移距道集，b. τ-p 道集，c. 相似系数，d. 图 7a蓝框中局部共偏移距道集生成的标准 τ-p 道集，

e. 相似系数阈值 tp=0.4滤波后的 τ-p 道集，f. 相似系数阈值 tp=0.6滤波后的 τ-p 道集。

Fig.8    Semblance analysis of local common-offset gathers in Fig.7

a. local common-offset gathers marked by blue box in Fig. 7b，b. τ-p gather，c. semblance coefficient，d. standard τ-p gather，

e. filtering by tp=0.4，f. filtering by tp=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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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剖面的信噪比显著提高，这对于复杂地区构造

解释是非常有用和不可或缺的。同时可以注意到，

tp=0.6偏移剖面（图 9d）与 tp=0.4偏移剖面（图 9c）相
比而言，阈值较大时信噪比更高，特别是浅层同相

轴更加清晰（蓝色矩形框），更接近于图 9a原始道集

偏移结果，但同时也会损失部分有效地层能量，如

模型深部蓝色箭头所示。

2.3    海上数据处理结果

最后测试新方法对海洋共偏移距实际资料的

适应性。图 10a、10b和 10c分别为中国东部某海上

探区的二维各向异性模型的 VP0、ε 和 δ 参数场，该

地区包含一个大断层及洼陷构造。此各向异性模

型参数场是通过传统射线层析方法构建的，海上接

收的共偏移距道集已经过带通滤波等预处理，偏移

距范围从 150 m到 4 650 m，偏移距间隔为 100 m，

共 46个共偏移距道集，记录总时间为 3.6 s，采样间

隔为 2 ms，其中偏移距为 150 m的共偏移距道集如

图 10d所示。由图 10d可知，该共偏移距道集中含

有较为明显的背景及随机噪声，资料信噪比较低，

适合进行控制束偏移处理。

基于相同的成像参数，分别采用各向同性和各

向异性共偏移距域高斯束偏移对该实际资料进行

处理，结果如图 11a和 11b所示。为了更加清楚地

对比，将图 11中白色矩形框内成像结果进行放大

显示（图 11c和图 11d）。从放大图中可以看出，由

于考虑地下各向异性参数（更接近于真实地下介质

情况）对偏移结果的影响，可以大幅改善高角度构

造的成像质量，其结果更能反映地下实际地质构

造，陡倾断面更加清晰、连续。为了测试不同相似

系数阈值参数对偏移结果的影响，分别采用阈值参

数 tp=0、0.4、0.6和 0.8进行测试得到如图 12a-d所

示的偏移结果。同样通过对其蓝色矩形框内的偏

移结果局部放大对比（图 12e-h）可以看出，当阈值

参数较小时，成像噪音较严重，当取合适的阈值参

数时可大幅提高成像结果的信噪比。但是，过大的

阈值参数也可能压制了部分有效能量，使得有效能

量得不到成像。所以针对不同的数据资料，需要通

过局部共偏移距道集相干性分析来选取合适的阈

值参数，使噪音得到压制，有效能量得到保持，最终

得到一个较为理想的高精度偏移剖面。

3    结论

本文根据有效信号和干扰信号在 τ-p 域中的相

干性差异，基于各向异性运动学和动力学射线追

 

 
图 9    单偏移距（200 m）各向异性高斯束及控制束偏移结果

a. 图 7a高斯束偏移结果，b. 图 7b高斯束（或控制束 tp=0.0）偏移结果，c. 图 7b控制束 tp=0.4偏移结果，d. 图 7b控制束 tp=0.6偏移结果。

Fig.9    Results of anisotropic GBM and CBM for offset 200 m

a. standard GBM result，b. CBM result or CBM result by tp=0.0，c. CBM result by tp=0.4，d. CBM result by tp=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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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中国东部某海上探区实际数据

a. VP0，b. ε，c. δ，d. 150 m偏移距道集。

Fig.10    The field data of marine survey in Eastern China

a. VP0，b. ε，c. δ，d. common-offset gather （150 m）.
 

 

 
图 11    海上数据共偏移距域高斯束偏移结果及局部放大对比

a. 各向同性，b. 各向异性，c. 各向同性局部放大，d. 各向异性局部放大。

Fig.11    Results of GBM and magnified views of the marine survey

a. isotropic，b. anisotropic，c. isotropic magnified view，d. anisotropic magnified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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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发展了一种 VTI介质共偏移距域数据驱动控制

束偏移理论方法。通过各向异性洼陷模型、修改

的 SEG/Hess VTI模型及海上实际资料成像处理，得

到如下几点认识：

（1）各向异性参数对共偏移距道集中的大偏移

距信息成像影响较大。

（2）当地层各向异性不能忽略时，新方法能够

更加准确地恢复地下的复杂构造。

（3）新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低信噪比数

据的偏移成像效果。同样也应该注意到，在实际资

料处理中，相似系数阈值参数的选取也十分关键。

阈值较小时偏移噪音较强，但过大阈值也可能压制

了部分有效能量或者产生偏移假象，选取合适的阈

值参数才能够得到较为理想的控制束偏移剖面。

因此，下一步拟针对相似系数阈值参数的选取开展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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