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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组合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了两种情况下检波器组合问题．以前在这方面做的研究分析工作很

少，但实际上它对地震资料的分辨率影响很大．通过模型计算，从组合后的频率特性曲线上，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地形

条件下，检波器组合个数、检波器间距对地震资料质量和分辨率以及精度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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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一直以来，在地震勘探中，噪音是提高资料分辨

率的最大‘公敌’［１］．在常规的地震勘探中，检波器组

合是提高资料信噪比的主要手段之一．随着高分辨

率地震勘探的进一步发展，对地震资料的信噪比和

分辨率以及勘探的精度要求也越来越高，导致常规

的地震勘探方法已不能满足新的要求，检波器组合

作为常规地震勘探中提高资料信噪比的主要手段之

一，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实际野外资料采集系统

中［２，３］．然而，检波器组合具有低通滤波作用，提高

了资料的信噪比，却损失了有效波的高频成分，致使

有效波的频带宽度变窄，资料整体分辨率变低［４～７］．

为了解决由此带来的信噪比与分辨率之间的矛盾，

诸多科技工作者［８～１５］致力研究不同的组合方式的

组合特性及组合因素（组合基距、组合个数等）的选

择．但是忽略下面两种情况的检波器组合：１．在地形

条件复杂的地区，组合内检波器存在高差；２．组合检

波器的总输出为零相位的信号，即经过组合后不改

变信号的相位，以便使资料的分辨率达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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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拟从检波器组合的方向特性和频率特性

入手，对检波器组合中的主要控制因素（如检波器组

合个数、检波器间距）加以研究，从而设计合理的检

波器组合个数以及检波器间的距离，达到突出有用

信号、压制干扰波，提高信噪比的目的．

１　检波器组合法的原理

假设在地面上放置检波器狊１、狊２，它们之间距离

设为Δ狓；当地震波通过速度为υ的介质时，狊１ 点检

波器接收到的地震波设为犳（狋１）：

犳（狋１）＝犃０ｃｏｓ２π犳狋，

其中，犃０ 为振幅；犳为频率；狋为传播时间．

图１　检波器组合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ｏｎｅａｒｒａｙ

则从图中可知道，狊２ 点检波器接收的地震波

犳（狋２）时间应滞后于狊１ 点检波器Δ狋，根据简单的几

何关系可得：

Δ狋＝
犕犛２

υ
＝
犛１犛２

υ
ｓｉｎα＝

Δ狓ｓｉｎα
υ

则狊２ 点接收到的地震波形用下式表示为：

犳（狋２）＝犃０ｃｏｓ２π犳狋－
Δ狓ｓｉｎα（ ）υ

．

根据叠加原理，当我们将狀个检波器的输出联

接起来作为一个检波器输出时，那么其输出犙狀 满

足于下面的公式：

φ狀
Δ狓

λ（ ） ＝

ｓｉｎ狀π
Δ狓

λ


ｓｉｎπ
Δ狓

λ


．

２　零相位子波检波器组合的频率特性分析

为此，沿测线设计了检波器组合，假设各检波器

接收到的反射波分别为犳（狋）、犳（狋＋２Δ狋）、犳（狋＋

狀Δ狋）、犳（狋－Δ狋）、犳（狋－２Δ狋）、犳（狋－狀Δ狋）．我们不妨

图２　零相位子波检波器组合模型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ｏｆｚｅｒｏｐｈａｓｅｇｅｏｐｈｏｎｅａｒｒａｙ

把他们变换到频率域并叠加得到检波器总的输出

犙（狑）：

φ（ω）＝犳（狑）＋犳（ω）犲
－ｉωΔ狋
＋犳（ω）犲

－２ｉωΔ狋
＋…

＋犳（ω）ｅ
－ｉ狀ωΔ狋

＋犳（ω）ｅ
ｉωΔ狋
＋…＋犳（ω）ｅ

ｉωΔ狋

＝犳（ω）｛１＋２［ｃｏｓ狀ωΔ狋＋ｃｏｓ（狀－１）ωΔ狋

＋ｃｏｓ（狀－２）ωΔ狋＋…］｝．

则组合后的频率特性关系：

犙（ω）＝１＋２［ｃｏｓ狀ωΔ狋＋ｃｏｓ（狀－１）ωΔ狋

＋ｃｏｓ（狀－２）ωΔ狋＋…］．

根据此式作频率特性曲线如下：

图３　狀＝５个检波器组合频率特性曲线

Ｆｉｇ．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ｆｉｖｅｇｅｏｐｈｏｎｅｓ

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ｇｒｏｕｐ

图４　狀＝７个检波器组合频率特性曲线

Ｆｉｇ．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ｅｖｅｎｇｅｏｐｈｏｎｅｓ

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ｇｒｏｕｐ

８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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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狀＝９个检波器组合频率特性曲线

Ｆｉｇ．５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ｎｉｎｅｇｅｏｐｈｏｎｅｓ

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ｇｒｏｕｐ

图６　狀＝１１个检波器组合频率特性曲线

Ｆｉｇ．６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ｅｌｅｖｅｎｇｅｏｐｈｏｎｅｓ

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ｇｒｏｕｐ

图７　狀＝５个检波器组合频率特性曲线

Ｆｉｇ．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ｆｉｖｅｇｅｏｐｈｏｎｅｓ

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ｇｒｏｕｐ

　　从图３、４、５、６中可以看出：检波器组合个数不

同，即使相邻检波器之间的时差相等，但是由于组合

个数的原因，导致通放带不同，随着检波器个数的增

加，通放带变窄．此外，相同个数的检波器组合，由于

组内距不同，导致检波器间时差相差不大，但从图７

可以得知组内距越大，时差越大，通放带随之变窄．

３　组内含高程的检波器组合特性问题

在地形条件恶劣的地区，同组内的检波器存在

高差；由于地表条件的限制和人为因素，检波器的位

置不可能与野外施工设计所确定的位置完全符合．

因此很有必要讨论组内的检波器存在高差时对地震

资料分辨率的影响．

设每个检波器水平间距为ｄ狓，而垂直方向与基

准面的高程不等，分别为ｄ犺犻，不同的检波器相对第

一个检波器间的时间差为Δ狋犻，即：

Δ狋犻＝
１

υ
［（犻－１）ｄ狓］

２
＋（ｄ犺犻－ｄ犺１）

２ｓｉｎ槡 α．

第一个检波器接收的信号为ｆ（ｔ）；则组合的迭

加结果为：

狔（狋）＝犳（狋）＋犳（狋－Δ狋）＋…＋犳（狋－Δ狋犻）＋…

＋犳（狋－Δ狋狀），

则组合特征函数为：

犺（犳）＝１＋ｅ
ｉωΔ狋１＋…＋ｅ

ｉωΔ狋犻 ＋…＋ｅ
ｉωΔ狋狀 ．

利用上述公式，计算了５个检波器组合时第２、

４个检波器有高程引起了１ｍｓ时间差的频率特征

图（图８）和只有第２个检波器有高差引起１ｍｓ时

差的频率特征图（图９）．

将图（８）和图（９）与没有高程差的５个检波器特

性曲线（图１０）相比较，可知：

（１）由于有高差的存在，引起Δ狋的增大，使相

同的ｄ狓相邻两个检波器有时差，导致通放带变窄．

（２）随着ｄｘ的增大，高程的影响相对减少，即

由于水平方向的距离增大时，由高程引起的时差可

以逐渐忽略不计．

（３）由于高程的无规律性，引起通放带与压制

带的频率特征函数不规则．

图８　频率特征图

Ｆｉｇ．８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ｓ

９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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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频率特征图

Ｆｉｇ．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ｓ

图１０　频率特征图

Ｆｉｇ．１０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ｓ

４　结　论

由于组内高差的影响，使得通放带变窄，往往影

响地震资料的分辨率，对比图１０（不含高差）和图８

可知，Δ狋＝２ｍｓ时，在图１０上幅值为０．７处的频率

为４６Ｈｚ，而在图８上幅值为０．７处的频率为３２Ｈｚ．

对４６Ｈｚ的波而言，当速度为犞＝２０００ｍ／ｓ时，λ１＝

４３ｍ．而３２Ｈｚ的波，当犞＝２０００ｍ／ｓ时，λ２＝６２．５ｍ．

以最小分辨率λ／４为准，４６Ｈｚ的组合通放带能分

辨１０．７５ｍ的地层，而３２Ｈｚ的组合通放带能分辨

１５．６ｍ的地层厚度，分辨率相对降低３０％．所以含

高程的检波器组合，相当于相邻检波器间的时差增

大，降低了组合的通放带，从而降低了地震资料的分

辨率．所以在地表不平的地区应尽量减少使用检波

器组合，或减少组合距．相对而言，近炮点要灵敏一

些，而在远炮点处影响小些．

综上所述，用检波器组合接收反射波时，组合的检

波器个数和组内距对接收效果具有很大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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